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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据移动视频成熟度记分卡（图 1），欧洲地区的移
动网络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已经具备发展移动视频业
务的条件：

•	 西欧在诸多关键技术领域表现不俗，如智能手机高
渗透率、高 LTE 覆盖率和 Wi-Fi 覆盖率，均是促进
移动视频发展的重要因素。

•	 西欧在低成本方面也居于领先地位，提供价格实惠
的移动数据包业务。

然而，在推进移动视频消费快速发展和移动视频货币
化创新模式方面，欧洲的移动运营商却落后于北美和
亚太地区的一些发达国家。

•	 导致该现象的部分原因可能是西欧有别于其他地区
的市场特征，例如相较于亚太地区年轻用户对移动
视频的热衷，西欧市场的老龄化用户很难全盘接受
移动视频。

•	 但也可能是因为过度限制的政策，例如网络中立政策。

本报告为欧洲运营商呈现全球不同地区运营商发展移动
视频业务的成功案例。其中的精选案例涵盖运营商的各
种参与模式，从流量统付到自有 OTT 业务，从与媒体企
业建立合作关系到独自运营视频门户。

此外，本报告的结论部分为欧洲运营商提供一系列的建
议。我们认为欧洲运营商的业务不应该止步于普通的流
量服务，因为这方面的竞争不仅不利于维护利益底线，
也无法带来差异化优势。相反，欧洲运营商应考虑采纳
更加灵活的商业模式，例如以视频为中心的资费模式、
流量统付、自建或者合作的独家内容。

•	 现在正是欧洲运营商经营策略和商业模式升级的恰当
时机，充分释放移动视频市场的巨大潜力。

执行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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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欧洲移动网络运营商在推进自营移动视频业
务方面一度走在业界前列，包括提供视频下载功能的
视频门户和基于数字视频广播 - 手持系统（DVB-H）
的移动电视服务。但是随着行业动态的演化，由于种
种技术限制和商业策略的局限，欧洲运营商获得回报
的速度远未达到预期。

欧洲移动视频市场：
潜在机遇2

自 4G 网络推出以来，视频点播在市场中逐渐兴起，西
欧的移动网络运营商在促进移动视频发展方面的积极程
度并不如北美、日本和韩国等发达市场的运营商。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移动视频成熟度记分卡。此概念首
次出现在 2016 年 6 月出版发行的华为《移动视频报告—
视频：移动视频价值的关键驱动因素》。

从以上雷达图可以看出西欧在成本、技术和内容方面居于领先地位。	

4G

Wi-Fi

5

4

3

2

1

0

图 1：各地区移动视频成熟度记分卡

移动视频成熟度记分卡表明西
欧发展移动视频的时机已经成
熟。西欧在发展移动视频所需
的各关键领域均获得高分，在
成本、技术和内容等方面均属
于领先者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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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更详细地分析了西欧地区的技术准备度，展示了不同地区在智能手机渗透、4G 网络覆盖和家庭 Wi-Fi 渗透等方
面的对比结果：西欧、北美和亚太地区的发达经济体以及全球平均值。

从图中可以明确看出，在技术维度来讲，西欧仅在 LTE 覆盖	方面落后于北美和亚太地区的发达经济体。

图 2：移动视频准备度—地区对比

100%

80%

60%

40%

20%

0%

LTE WiFi

54% 59% 65% 35%

LTE 87% 98% 98% 48%

WiFi 66% 61% 63% 28%

西欧在诸多关键技术领域表现
不俗，如高智能手机渗透率、
高 LTE 覆盖率和高 Wi-Fi 覆盖
率，均是促进移动视频发展的
关键因素。  

Source: Strategy Analy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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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成本层面，西欧提供价格实惠的移动数据包服
务，因而也居于领先地位	。图 3 展示了 5GB 蜂窝数
据的平均价格。亚太地区发达经济体的定价为 36 美元，
最具竞争优势；其次是西欧，为 42 美元；最后是北
美地区运营商，提供的一般定价为 57 美元。

然而在货币化视频需求方面，西欧运营商的创新性方
面远不如亚太地区和北美地区的运营商。西欧运营商
放弃了营销“不限”数据流量的套餐计划，同时也未
能抓住与流量统付相关的 B2B 商业机遇，未能跳出

图 3：5 GB 数据流量的平均价格

小规模试点和部署的范围。此外，欧洲运营商提供的以
视频为中心的数据套餐包也没有亚太地区的运营商那么
多。相反，Vodafone 等欧洲的领先运营商更倾向于与
HBO、Netflix 和 Sky 等流媒体服务提供商合作，将视
频内容访问权限捆绑成更高价值的套餐包。

另 外， 西 欧 在 内 容 方 面 也 居 于 领 先 地 位。Strategy	
Analytics 的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 2015 年，全球智能
手机上可以使用的 OTT 视频服务达到 200 多项。而西
欧的智能手机用户可以使用的视频服务超过 120 项，名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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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S$ 在移动数据的成本资费层面，西欧

相较于其他发达市场居于有利的竞
争地位，包括北美地区和发达国家。

Source: Strategy Analytics, Teligen, OECD Mobile Broadband Price Benchma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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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每周至少一次使用智能手机视频流服务的用户百分比

受上述种种因素的影响，欧洲运营商一直以来主要聚
焦于两方面：其一，销售更大数据流量的套餐包；其
二，力争与主要的视频服务供应商（Netflix、Sky 和
HBO）合作。尽管此类内容捆绑服务为用户带来了备
受欢迎的资源，获得广泛赞誉，但是西欧运营商应该
可以探索更加多样化的商业模式，推动移动视频业务
的更快发展。下一章深度挖掘分析不同地区的四个案
例，为欧洲运营商提供参考基准。

2010 2011 2012 2014 2015

35%

20%

25%

30%

15%

10%

5%

0%

西欧地区的移动视频业务
虽然落后于美国，但是
近两年来已经开始迎头赶
上。

Source: Strategy Analytics, Modia & Services User Experience

列首位；其次是北美地区，提供约 110 项视频服务；
整个亚太地区位列第三，提供的视频服务不到 70 项。

西欧仅在消费者人口构成和消费者行为层面未能居于
领先地位，最主要的原因是老龄化的人口结构，但消
费者对超出数据套餐包配额后的高额资费的担忧也是

重要的阻碍因素。可是尽管如此，依然显现出一些令人
振奋的迹象。Strategy	Analytics 统计的消费者调查数
据显示	，2015 年每周至少一次使用智能手机视频流服
务的欧洲用户百分比是 2014 年的两倍，达到 28%，非
常接近美国同类用户的百分比。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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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仅有少数运营商以其网络为依托满足不
断增长的移动视频消费需求，而没有止步于仅仅增
加数据流量的销售或者通过内容捆绑促进高资费套
餐的销售。在这方面颇具创新性的运营商如下：美
国 的 T-Mobile， 推 出 Binge	On 服 务； 韩 国 的 LG	
Uplus，发展自营视频内容门户，通过收取自营内容

	3.1 美国—T-Mobile 提供 Binge On  
视频流量零计费服务
美国运营商 T-Mobile 推出的 Binge On 是什么？

2015 年 11 月， 美 国 运 营 商 T-Mobile 推 出 Binge	
On 服务，是该公司 Uncarrier	X 计划的组成部分。
Binge	On 由三个关键要素构成：视频流量零计费、
与视频内容提供商合作以及满足消费者对移动视频观
看体验的预期。

• 视频流量零计费：用 户 如 果 订 购 T-Mobile 推 出
的 Simple	Choice	4G 套餐，且套餐内流量超出 6	
GB，就可以（通过移动应用或者移动网页）免费享
有流媒体业务，但是仅限标清视频（例如 480p）。

• 视频内容合作伙伴：T-Mobile 成 功 说 服 Hulu、
Netflix、YouTube 等内容提供商与其建立合作关系。
T-Mobile 的移动网络可以识别内容合作伙伴提供的
视频流，旨在优化视频流服务，但仅限于标清视频	
（例如 480p）。

• 用户体验：Binge	On 服务基于用户选择退出机制，
也就是说，T-Mobile 默认用户选择标清视频流服务。
如果用户决定退订 Binge	On 服务，T-Mobile 会以
用户的流量套餐为参照统计消费的视频数据流量。

订购费用和数据套餐捆绑盈利；美国的 Verizon，发展
自营 OTT 视频应用 Go90，力争在收益高达 30 亿美元
的美国移动视频广告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	the-top	

T-Mobile 推出的 Binge On 凭借视频流量免计费模式
成功解决了影响移动视频消费的关键阻碍因素，即用户
通过 YouTube、Facebook、Twitch 等应用或者其他
视频服务渠道观看的视频内容日渐增加，担心会产生高
额流量费用（或者用尽限定的高速率流量）。

案例研究：
移动视频货币化的商业模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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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流量零计费是 T-Mobile 公司 Binge	On 计划的
关键构成要素。消费者使用移动视频业务的主要痛点
之一是担心视频消耗的流量超出套餐流量。这也是用
户推迟使用移动视频服务，直到连接 Wi-Fi 才会观看
视频的重要因素。Strategy	Analytics 的调查结果显示，
美国购买不限流量套餐计划的用户中 41% 的受访者表
示每周至少一次使用手机视频流服务，而购买限制流

量套餐的用户中这一比例仅为 23%	。类似地，在西欧
购买不限流量套餐计划的用户中 31% 的受访者表示每周
至少一次使用手机视频流服务，而购买限制流量套餐的
用户中这一比例为 20%。此外，Binge	On 的成功案例
也表明移动用户可以接受质量相对较低的标清视频流，
以此换取免费的视频服务。

图 5：受访者中每周至少一次观看移动视频的百分比：
          按照移动流量套餐计划划分

23%

41%

20%

31%

50%

40%

30%

20%

10%

0%

购买不限流量套餐计划的用户观看
移动视频的可能性显然远远高于没
有购买此类计划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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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ge On 的影响

Binge On 服务一直是 T-Mobile 公司 Uncarrier 计
划的关键要素。正是由于 un-carrier 计划，T-Mobile
才得以在亚太地区的市场持续保持领先地位，并不断
进行颠覆性创新。另外，T-Mobile 宣称 Binge On
有利于促进网络流量和移动视频的消费，以及视频服
务合作伙伴数量的增加：

• 用户和用户月均话费的增长： T-Mobile 称 Netflix
等合作伙伴的日均浏览量大幅度增长，而 T-Mobile
净增加收入和月均话费收入也稳健上升。其中月
均话费收入的增加得益于 Simple	Choice 计划和
Binge	On 服务的引入，以及由此引起的资费价格上
升。例如，用户使用 Binge	On 服务的前提条件是
必须订购 3GB 的资费计划，因此很多先前购买价位
较低的 2GB 套餐计划的用户需要升级购买 3GB 套
餐计划。现在使用 Binge	On 服务的最低要求已经
上升至 6GB，每条线路的最低价格是每月 65 美元。
图 6 对比了美国各主要运营商 2015 年第一季度和
2016 年第二季度的手机净增加值，表明 Binge	On
可能是 T-Mobile 用户数量增长幅度高于其竞争对
手的重要因素。

• 数据流量整体下降：T-Mobile 宣称 Binge	On 业务大
获成功。在 2015 年第四季度的财务报告中，T-Moblie
公布自推出 Binge	On 以来，其运营网络的数据流量
下降 10% 至 12%。在 2016 年第一季度，T-Mobile
宣布网络效率高于 10%，相较于 720p 视频或者高清
视频，更多的用户选择观看 480p 视频。购买不限流
量服务的用户开通 Binge	On 服务（也就是选择不退
订该服务），这使 T-Mobile 能够降低视频流量重度
用户群对其运营网络的潜在影响。

• 视频流量消费：Binge	On 业务的视频流量占 T-Mobile
运营网络的 70%，且用户消费的视频流量已经翻一番。
截至 2016 年 1 月底，视频流消费数据达到 34 万兆字
节，视频内容相当于 530 万张标准 DVD 光盘。视频
流量消费的增长表明不限流量或者零计费的套餐计划
引发了用户对移动视频业务的潜在需求。

• 视频内容提供商数量增加：自从推出 Binge	On 以
来，移动视频内容提供商的数量不断上升，从最初的
Netflix、Hulu 和 HBO 等 24 家 增 长 至 YouTube 等
100 多家。越来越多的视频提供商加入到合作伙伴的
行列，表明 Binge	On 已经成为各大领先移动视频内
容提供商竞相关注的重要平台。

图 6：手机后付费业务季度净增长—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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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运营商 T-Mobile 得益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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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其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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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obile 最近宣布，9 月 1 日针对新用户首次推出
T-Mobile	One 资费套餐，提供不限流量的套餐计划，
有效实现各种数据流量的零计费。值得强调的是，订
购T-Mobile	One的用户虽然可以无限制地使用流量，
但是仅限于观看 480p 的标清视频流。观看更高质量
视频（720p 或者 1080p）的用户需要每月另外支付
25 美元。此外，T-Mobile	One 将所有的视频数据限
定为 480p；而在 Binge	On 业务中，T-Mobile 是将
移动视频内容合作伙伴提供的视频纳入零计费的范围。
8 月 29 日，T-Mobile 升级 T-Mobile	One 资费套餐
至 T-Mobile	One	Plus，额外支付 25 美元的用户不
仅可以在线观看高清视频，还可以在漫游期间无限制
地使用网络共享服务和更快速的数据速率。而且从 10
月份起，T-Mobile	One	Plus 还提供定价 3 美元的高
清视频日券，供尚未准备订购全月业务的用户购买。

T-Mobile	One 和 T-Mobile	One	Plus 资费套餐的目
标群体是倾向于在线观看高清视频（质量高于 480p）
的用户，打造独立的两个视频流层级，即零计费和付
费视频业务。因此，Binge	On 服务是 T-Mobile 收取
高质量视频业务费用的重要基石。

T-Mobile	One 资费模式提供不限流量的套餐计划，每
条线路的最低费用为每月 70 美元。该模式表明 T-Mobile
公司推出的 Binge	On 业务是非常成功的案例。但是
Binge	On 业务的零计费仅针对合作伙伴提供的视频，
并没有涵盖 Facebook、Snapchat 等主流社交网络上的
视频。而 T-Mobile	One 的零计费则针对所有的视频内
容。

目前，选择 Simple	Choice 资费套餐且满足 Binge	On
服务订购条件的 T-Mobile 用户可以选择退订 Binge	On
服务，观看更高清的视频，以流量套餐为参照统计消费
的数据流量。而订购 T-Mobile	One 资费套餐的用户如
果退订仅限标清视频流的服务，需要每月支付 95 美元
（每条线路）或者购买价值 3 美元的高清视频日券。但
是 T-Mobile 称，满足 Binge	On 服务订购条件的用户
中仅有 1% 选择退订，观看更高质量的在线视频。该数
据表明从这方面盈利的潜力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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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ge On 终端用户行为

事实证明美国运营商 T-Mobile 推出的 Binge	On 业
务 大 获 成 功。Strategy	Analytics 机 构 AppOptix 美
国遥测智能平台的调查结果表明，T-Mobile 用户和非
T-Mobile 用户均已深深意识到移动视频业务的需求。
相当一部分 T-Mobile 用户为了使用 Binge	On 业务，
已升级至价格更高的资费套餐，促进了移动视频消费的
增长。此外，其他一些积极迹象相继显现。

•	 使用 T-Mobile 账号开通 Binge	On 业务的用户比例
低于 40%。

• 值得强调的是，20% 的 T-Mobile 的 Binge On 用
户表示，先前为了开通 Binge On 服务他们购买了
价格更高的套餐计划。这进一步突出了用户对移动视
频的需求，以及 Binge On 计划对促进月均话费增
长的积极影响。

•	 尚 未 使 用 Binge	On 服 务 的 T-Mobile 用 户 和 非
T-Mobile 用户中，34% 的受访者表示对 Binge	On
类的服务非常感兴趣，而 34% 的受访者表示兴趣一
般，而 32% 的受访者表示完全没有兴趣（见图 7）。

•	 在所有受访者中，36% 的运营商对 Binge	On 业务了
如指掌，仅有 22% 的运营商对此一无所知。据报道，
T-Mobile 的客户对此业务的了解程度居于首位，这一
点不足为奇；其次是 AT&T 和 Sprint。

•	 尽管移动视频流的质量仅达到 480p，但是 92% 开通
了 Binge	On 业务的 T-Mobile	 用户仍然对此表示满
意。这表明相较于高质量的视频，绝大多数用户可以
接受质量较低但是零计费的视频流。

•	 受 访 者 中，87% 的 男 性 和 66% 的 女 性 表 示 开 通
Binge	On 服务后观看移动视频的时间有所增加。
40% 的男性表示移动视频的消费大幅度增加，而女性
比例为 30%（图 8）。

•	 从维系用户的角度而言，非 T-Mobile 用户中 61% 的
受访者表示，如果当前的运营商提供移动视频流量零
计费业务，他们非常倾向于继续使用当前无线运营商
的业务。另外 28% 的受访者表示移动视频流量零计费
业务对他们的影响一般，因此将不考虑更换运营商。

图 7：用户对 Binge On 类服务的兴趣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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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21%
18%

10%
16%

13%
17%

43%
33%

0% 10% 20% 30% 40% 50%

T-Mobile T-Mobile

很 多 T-Mobile 用 户 和 非
T-Mobile 用 户 对 Binge 
On 业务非常感兴趣，这表
明了美国智能手机用户群体
对视频零计费的强烈兴趣。

Source: Strategy Analytics, AppOptix USA, August 2016, n = 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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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移动服务用户月均消费流量高于平均水平

图 8：Binge On 促进移动视频消费—男性和女性

Binge On 业务促进了移动视频消费
的增长，其中男性移动视频消费的增
长幅度高于女性。

LG Uplus 公司视频服务（U+ 
HDTV）用户的消费流量几乎
是 LG Uplus 公司 LTE 用户平
均消费流量的两倍。这进一步
突出了捆绑式视频服务对促进
移动视频业务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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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韩国—LG Uplus 发展
      自营视频内容门户

很多证明表明移动视频业务的用户消耗的流量超过移
动用户的平均值。基于该结论，韩国运营商 LG Uplus
推出移动视频门户，以此增加用户的视频观看时间、
移动数据的使用量，而最终目的是增加每个用户的平
均费用。

2Q12 2Q15

3.6GB

4.2GB
Unlimited

Data

8GB

4Q142Q144Q132Q134Q12

U+HDTV

U+LTE

lndustry Avg.

•	 韩国运营商 LG	Uplus 公布的报告阐述了移动视频业
务用户的平均消费流量是 LTE 用户群体的两倍。用户
对移动视频的需求也促使其购买资费更高的数据套餐
计划。2015 年第一季度，U+	HDTV 用户的月均消费
水平达到 8GB，U+	LTE 用户的月均消费水平为 4.2GB，
而业界平均值为 3.6GB，如图 9 所示：

Source: Strategy Analytics, AppOptix USA, August 2016, n = 75

Source: Company Information, Ministry of Science, ICT and Future Planning (MS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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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flix

LG Uplus

韩国运营商 LG	Uplus 一直是发展数字视频业务的积
极拥护者之一，提供相关业务以满足用户对移动视频
服务的需求。

“我们了解到用户会使用数据速率更快的 LTE 网络观
看视频。因此，我们决定以世界级宽带 LTE-A 网络为
依托，提供更多与视频相关的服务。”Park Joon-
dong，LG Uplus 视频内容业务部主管，2014 年 6
月

LG	Uplus 聚焦付费视频业务，包括 LTE 视频门户、电影
和电视节目服务、Uflix 以及其他在 LTE-A 网络上优化播
放的付费捆绑视频内容，如图 10 所示。为了吸引用户
购买移动视频服务，LG	Uplus 宣布购买了美国广播公司
的流行视频播放许可证，包括美国 NBC 环球、ABC、
HBO、MGM 以及其他广播公司。例如，LG	Uplus 在
2015 年 2 月和 HBO 广播公司签署了为期 6 个月的独家
许可协议，播放 HBO 公司的 600 个节目。

图 10：LG Uplus 移动视频服务一览表

图 10：LG Uplus 基于视频门户发展订购业务，提供电视节目直播、重播和点播服务。LTE 视频门户访问权限也是
资费更高的捆绑套餐的一部分。

LG Uplus 通过收取 LTE 视频门户访问权限的包月资
费，实现视频资产的货币化。对于资费更高的套餐计划，
LG Uplus 不仅将 LTE 视频门户的访问权限作为捆绑
内容的一部分，还为用户提供自营视频门户的丰厚专
用流量，鼓励用户升级套餐计划。

• 视频服务订购需求日益增长：Strategy	Analytics
预测，截至 2021 年韩国的视频点播业务将产生高
达 10 亿美元以上的收入。2016 年至 2021 年，韩
国订购 Uflix、Netflix 等数字视频业务的年复合增
长率将接近 7%，订购用户总数达到 1400 万。LG	
Uplus 力争在收回成本和获取电视直播和视频点播
内容播放权限之后，从订购业务中获取利润。

• 鼓励用户购买资费更高的套餐计划：如图 11 所示，
LG	Uplus 将 LTE 视频门户访问权限和付费知识包捆
绑成资费更高的套餐计划。为了进一步鼓励用户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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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展示了 LG Uplus 公司 LTE 视频流量套餐计划和话务流量套餐计划的对比。LTE 视频流量套餐计划为用户每
天增加 1 GB 的流量，用于观看自营视频门户的视频，以此推动用户观看 LTE 视频门户提供的视频内容。

级资费计划，LG	Uplus 还在套餐中加入每天 1GB 的
LTE 流量，专用于观看其自营视频门户的视频内容。
图 9 表明使用视频内容业务的用户对数据流量的需求
高于平均值。

LG 预测，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会参与
和使用移动视频业务，进而推动移动流量消费的增长。
由此，LG	Uplus 公司可以推动用户购买价值更高的套
餐计划，或是不限流量，或是视频业务资费套餐。自 LG	
Uplus 公司 2014 年 4 月推出不限 LTE 流量的套餐计划
以后，从 2014 年第一季度到

2014 年第四季度末，该公司的月均话费收入从 35309
韩元（31.5 美元）增长至 37449 韩元（33.42 美元）。
LG	Uplus 将这 6% 的上涨归功于不限数据流量的 LTE 业
务。另外，LG	Uplus 期望 2015 年 6 月推出的视频业务
资费套餐能够复制这一成功案例。

图 11：LG Uplus 视频流量套餐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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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美国—Verizon 打造 Go90 移动视
频应用 

Verizon 斥 资 100 亿 美 元 进 军 数 字 媒 体 界， 其 中
Go90 业务举足轻重，这可谓是 Verizon 在内容播
放领域确立市场地位的一大果敢之举。近年来，年轻
人愈发倾向通过智能手机进行娱乐消费，Verizon 的
Go90 业务便定位在观看移动视频的青年用户群。

Go90 业务解读

Go90 是一种支持消费者在智能手机及平板电脑上观
看视频的 OTT 视频业务，Verizon 称之为“移动优先

时代”。该业务于 2015 年 10 月面世，并支持全美各
运营商网络免费视频观看，而 Verizon	Wireless 的用户
则可在此基础上享受某些特权待遇，例如：在通过移动
蜂窝网络使用 Go90 应用时，FreeBee	Data	360 业务
用户便可享受数据流量零计费优惠，以及某些 Verizon	
Wireless 的 独 家 视 频 内 容， 好 比 美 国 职 业 橄 榄 球 联
盟的移动设备在线直播服务（此内容不向非 Verizon	
Wireless 用户开放）。	 除了 OTT 视频业务的常见功
能外，Go90 的社交业务也是其一大特色。消费者可
在 Go90 应用上分享自己喜爱的视频，亦可将其转发到
Facebook、Twitter 以及电子邮箱，并关注感兴趣的节目、
频道和达人。

内容与内容创新

Go90 视 频 内 容 既 包 括 从 有 线 电 视 网 络 侧（ 包 括
ESPN，Viacom，Discovery	Communications 和
Scripps	Network	Interactive）购买的点播内容，以
及来自著名视频平台 YouTube 的在线视频内容。视频
类别可谓是丰富多彩，包括诸如体育直播一类的直播
视频，以及电视喜剧、音乐、新闻、娱乐等等。

除了内容授权与发布，Verizon 还着手内容创新开发
融资。2016 年 4 月， Verizon 连续公布了两起重要交
易：

•	 4 月 3 日，Verizon 与 Hearst 宣布成立合资企业，
各 持 股 50%， 公 司 名 为 Verizon	Hearst	Media	
Partners，旨在以千禧一代为目标用户，开发数字
视 频 内 容。 公 司 初 期 将 借 助 Go90，AOL 等 平 台
发布视频，同时对其他合作伙伴进行内容授权。
4 月 18 日， 双 方 联 手 收 购 视 频 发 行 商 Complex	

Media。

•	 4 月 6 日，Verizon 宣 布 收 购 Awesomeness	TV	
24.5% 的股份，并以 1 亿 6 千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了一
家 Go90 的网页内容合作商。Awesomeness	TV 公司
属于多频道网络（MCN）形态企业，而另一家公司则
为 DreamWorks	Animation 和 Hearst 联手创办的合
资企业。

同时，Verizon 通过引入品牌赞助，在获取资助的同时
大大降低了节目投资成本。例如，福特汽车公司为真人
秀节目 Runner 提供赞助，从而获得了一段前置广告时
间，并在节目正片中屡屡登场。该节目由 Ben	Affleck
和 Matt	Damon 联手制作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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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 Go90 平台会发布长篇电视节目，但其招牌仍
为长度小于 5 分钟的视频短片，针对移动用户群体而
言，该策略可谓是有的放矢。AppOptix 是 Strategy 
Analytics 旗下的消费者遥测平台，据其数据显示，
移动用户的视频观看时间平均为 4–4.5 分钟。

广告创收

由于终端用户均可免费获取Go90应用及其视频内容，
因而 Verizon 的主要收入来自广告投放，其途径有二。

• 广告销售与赞助：除少数付费体育赛事外，广告存
货亦属于内容协议的一部分。Go90 广告均通过其
内容营销平台 AOL	Pictela 进行销售，而 Go90 移
动用户端视频则摒弃了传统的电视广告，将其精减
至 5-7 秒，在正片开始前播放。这一价值主张得到
了广告合作伙伴的广泛认可。例如，总部位于巴黎
的广告代理商 Publicis	Groupe，为其十个客户向
AOL 支付了总价 5000 万美元为期三个月的独家广
告投放费，在 Go90 应用上投放视频广告。

用户聚合数据的附加价值：Go90 可利用 Verizon 的
跨平台服务，包括网络侧的多网合一 FIOS 宽带服务

以及移动终端的 Verizon	Wireless 服务，收集生成用户
聚合数据。近期，Verizon 收购了 Yahoo 公司，不日便
可获取 Yahoo 的网络用户数据，与 AOL 侧数据进行结
合。依托该优势，Verizon 可帮助广告商和发行商优化
定制广告投放，从而提升广告价值。不过，Verizon 应
慎重开展该项业务。Verizon	Wireless 曾通过其无线网
络对消费者的网络流量插入移动标识头部（UIDH）—
即“supercookie”，并未通告这一行为，为此于去年 3
月受到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的象征性处罚（135 万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Verizon 通过其流量统付业务 Freebee	
Data	360，向 Go90 用户提供免流量服务，并由广告商
为 Verizon 的后付费用户在 Go90 观看视频产生的流量
买单。该业务将大大提升广告商对 Verizon 消费者的兴
趣，毕竟相对其他运营商而言，Verizon 能够为其提供
更全面的受众资料。Verizon 旨在为 Go90 用户提供数
据流量零计费服务，从而吸引更多 Verizon 消费者使用
该应用，增加用户粘性，实现用户群体的不断扩张，吸
引广告商入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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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90 的优势、劣势、消费者反馈及其业务影响 Verizon

的 Go90 业务主要具有以下优势与劣势：

优势：

•	 Verizon 拥有多达 1 亿 1 千万的业务消费者，可通
过各类实体及数字客户接触点推广 Go90 的应用。
Verizon 已着手借助流量统付业务 Freebee	Data，
为其后付费用户在 Go90 观看视频提供数据流量零
计费服务。截至目前，已为 Go90 用户提供了三个
月的 2GB 免费数据套餐。Verizon 亦可借助规模优
势，通过其零售渠道，在安卓系统的智能手机上预
安装 Go90 应用。

•	 Verizon 斥 资 100 亿 美 元 进 军 数 字 媒 体 界， 其 中
Go90 业务举足轻重，这可谓是 Verizon 在内容播
放领域确立市场地位的一大果敢之举。Verizon 对
自己的定位与其竞争者 AT&T 和 T-Mobile	US 不
尽相同，而是另辟蹊径，不与提供优质电视节目的
Netflix 或主打 Direc	TV	OTT 视频业务的 AT&T 进
行正面交锋，且有别于 T-Mobile 推出的 Binge	On
和 One 零计费流量数据资费套餐。

•	 与 Netflix 的独立 OTT 视频业务不同，Go90 并无
短期盈利压力。尽管长远看来，Verizon 必然期望
公司能够盈利，但其短期战略目标仍定位于数字媒

体产业的强者之席。实际上，Verizon 的首席财务官
Fran	Shammo 曾指出，由于公司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用于内容版权购买与市场营销来吸引受众，因此他并
未指望 Go90 业务在两年内便能获利。

•	 得益于 Verizon 在网络侧、移动终端、有线电视及互
联网接入等多领域资产优势，加之 Yahoo 公司不日亦
将被收入麾下，Go90 可借助 AOL 将其多个客户接触
点进行一站式处理。如此一来，便有望实现其广告价
值的大幅提升。

劣势：

•	 相比成熟的热门视频应用 YouTube 以及层出不穷的在
线多频道网络平台（Verizon 亦从中购买过内容版权），
Go90 资历尚浅，不为消费者所熟知。而面对来自著
名社交网络平台 Facebook 方面的竞争压力，增加平
台观众及用户粘性更是尤为艰巨。Facebook 作为移
动用户粘性的领跑者，亦有意进军视频产业。

•	 尽管 Go90 并无短期内盈利压力，但其广告商客户期
望能看到应用用户的快速增长，从毕竟 Verizon 的广
告投放收费不菲（华尔街日报近期报道显示，个体营
销者需支付 1000 万美元的兜底承诺资金，而大型广
告代理商则需支付 5000 万美元）。

终端用户反馈：

截至目前，Go90 业务在市场上的口碑可谓是好坏参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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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下载：

据 Strategy Analytics 的应用跟踪数据库 AppTrax
数据显示，自 2016 年以来，Go90 在 iPhone 及安
卓系统手机的应用商店中均保持在娱乐类免费应用下
载排行榜前 200 之列（周排行）。鉴于在安卓系统市
场获得的高度好评，更是在今年的第一、第二季度跻
身前 10 排行榜。并且，多数时间里，Go90 应用亦处
于 iPad 免费应用下载排行榜前 200 之列。见图 12。

图 12：Go90 的 iPhone，iPad 及安卓应用下载排名

用户粘性：

Strategy	Analytics 的遥测智能平台 AppOptix 数据
显示，消费者在 Go90 应用上花费的时间于 2016 年
第一季度达到峰值，随后便一路下滑。

Verizon 业务影响

尽管某项业务的上线与整体业务指标变化之间不大可
能存在线性关系，但毋庸置疑的是，Go90 应用推动

Verizon	2016 年第二季度的 LTE 数据消费实现了 44%
的同比增长。然而，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数据流
量消费的增长尚未完成收益转化，Verizon	Wireless 在
该季度的总业务收入反而下滑了 5%，而后付费用户的
户均业务收入则更是下跌了近 6%。Go90 的成功与否仍
需时间检验，正可谓任重道远。而若想吸引更多的关注，
则有待向消费者进行更广泛的应用普以及价值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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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图中 Go90 应用
在 Google Play 商店和
苹果应用商店 2016 年
的下载排名，不难发现
Go90 表现平平，尚未
成为拳头产品。

来源：2016 年 8 月 Strategy	Analytics	AppTrax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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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Vodafone–Sky 视频内容套餐资费

3.4 欧洲—Vodafone 推出 Sky
      内容捆绑套餐
在欧洲，运营商与 OTT 视频点播服务供应商的合作（诸
如 Vodafone 与 Sky 和 Netflix）可谓是稀松平常。
如此一来，运营商既可享受人气 OTT 数字内容品牌带
来的光环效应，亦可凭借其优惠的业务资费与竞争对
手拉开差距。

在英国，Vodafone 现与 Sky 电视台联手，或为 Sky	
Sports	Mobile 流媒体电视应用提供现有及新型的
Vodafone 红色套餐用户入口，或为 Sky	的 OTT 流媒
体业务 Now	TV 提供 Entertainment	Pass 订阅服务。
图 13 显示了 Vodafone 的红色 4G 套餐优质内容订阅
捆绑（如 Now	TV，Sky	Sports	Mobile 或 Spotify）
策略。其中，8GB 和 12GB 数据资费套餐均提供为期
12 个月的订阅服务，用户可自行选择上述服务中的一
种。

使用 Vodafone 8G（及以上）红色套餐的用户，可选择订阅 Now TV，Sky Sports Mobile 或 Spotify 中的一种，
为期 1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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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人气内容入口可提高数据流使用量。相对于未激活内容捆绑套餐的 Vodafone 用户而言，激活用户的数据使用
量要明显更多。

根据 Vodafone 方面公布的数据，用户在从 3G 资费
套餐转向 4G 资费套餐之际，内容捆绑对数据使用量
的促进作用无疑效果显著。订阅 Sky	Sports	Mobile	
TV 和 Spotify 的用户，其数据使用量要比订阅其他内
容服务的用户分别高出约 20% 和 30%。此外，相对

未选择优质视频内容（如 Netflix）捆绑服务的用户而言，
捆绑套餐用户在使用人气应用时产生的数据用量要更高。
这也就意味着，内容捆绑资费套餐能吸引或促进更多的
用户使用移动数据。

2015 年 3 月，Vodafone 方面称，目前其 12 个市场中已有 410 万用户选择了内容捆绑套餐，视频观看所产生的流
量增至总数据使用量的 48%。

图 14：视频内容捆绑套餐对用户数据使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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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视频需求日渐增长，然而许多欧洲运营商未能抢
占货币化先机，仅局限于促进更大流量的数据套餐包
的销售。正如上文所述，韩国、美国的运营商对于视
频内容商业化的运作显然更为积极，引入了多种创新

• 跳出普通流量套餐的局限：运营商需避免陷入数据
定价的恶性竞争。面对消费者与日俱增的需求和激
烈的价格竞赛，更大的数据套餐实非明智之举，很
容易被竞争对手复制。加之通讯业正朝着电话业务、
上网与内容服务的集成方向发展，大数据套餐策略
因而更是乏善可陈。

• 应用附加价格杠杆：运营商应考虑采用流量统付策
略，或针对某些特定服务 / 内容分类（如视频）提
供零计费服务的商业化手段，从而吸引更多用户入
网。

– 不限流量：提供不限流量套餐可消除消费者使用
视频服务的顾虑，从而刺激视频观看业务发展（见
图 5）。 正 如 2.2 节 所 提 及，LG	Uplus 于 2014
年 4 月推出不限流量 LTE 数据套餐，大大提高了
每用户平均收入，并带动用户转向资费更高的不
限流量 LTE 数据套餐，以满足移动视频观看需求。
而 T-Mobile 推 出 的 One 套 餐 则 为 此 前 Binge	
On 套餐的升级版，亦主打不限流量的 LTE 数据套
餐。

– 视频业务资费套餐：T-Mobile 美国用户中有 20%
已升级了流量套餐，以获得零计费视频观看服务，
而有 46% 的非 T-Mobile 客户亦表示有意选择
Binge	On 套餐，期待享受零计费视频业务。由此
可见，视频业务套餐定价策略已为当务之急。韩
国 LG	Uplus 现已推出视频业务资费套餐，以满足
不断增长的移动视频需求。

定价手段，例如：零计费视频观看，推出自身品牌的移
动视频应用及服务等，从而开辟新创收渠道。图 15 为
五大视频商业化策略优势与劣势分析，各策略间不存在
相互矛盾。

– 流量统付：显然，流量统付为运营商开辟了一条新
创收渠道。好比美国运营商 Verizon 便采用了该
策略，向所有媒体公司开放，从而规避网络中立规
则对零计费 Go90 业务构成的障碍。Verizon 采用
Freebee	Data 业务，对 Verizon 后付费的 Go90 用
户进行补贴，以期增加用户数量与用户粘性。随着
视频广告数量的增长，运营商大可采用流量统付业
务实现流量的商业化转化，而不是一味的依赖于客
户开销。

– 高清视频付费数据套餐：T-Mobile 美国市场，韩
国 LG Uplus 以及美国运营商 Sprint，利用 LTE-A
及载波聚合技术提供的高速网络，推出了资费更高
的高清视频套餐，即高端付费数据套餐。

建议：
跳出普通流量套餐的局限4



23

• 内容为重：运营商可通过战略合作或打造自身特色
业务，提供独家视频内容，以此实现资费套餐增值，
从而使自身的套餐业务有别于其他竞争者，通过更
高级的数据套餐推广来刺激额外视频消费增长。坐
拥固网资源与交互式网络电视技术的一级移动运营
商最具创新视频业务开发潜力，利用现有的国内国
际广播公司及（影视）电视台人际资源，加之其强
大的用户基础，从而打造有吸引力的视频内容。

– 视频业务捆绑：LG	Uplus 和 Vodafone 的案例分
别证明了视频内容捆绑资费套餐既有助于吸引消
费者，亦能促进移动数据使用。LG	Uplus 的 LG	
U+	HDTV 业务带动产生的移动流量几乎是普通
LTE 用户的两倍（见图 9）。面对激烈的内容市场
竞争，若想促进视频业务发展，带动用户选择高
资费套餐，与业界最佳提供商建立战略合作这一
策略相对更为稳妥。

– 自有品牌视频应用：为开辟资费与广告创收新机遇，
Verizon、SingTel、LG	Uplus 和 Bharti 等 运 营 商
纷纷推出了自身品牌的视频应用，并借助内容服务
入口捆绑套餐来丰富其核心业务。面对强大的竞争
对手（如 YouTube）以及获取有吸引力内容的迫切
需求，尽管该策略风险较高，但采用 Quad	Play 业
务的运营商们认为，借助电视服务商开发 OTT 业务，
进而推出本品牌视频应用仍颇具商业价值。

上述策略不存在相互矛盾，且并非一成不变。西欧移动
运营商应着眼其用户群体和竞争格局，进一步完善视频
商业化策略，并随着市场的发展不断调整。西欧移动运
营商应努力重拾创新与差异化战略的领导地位，提供以
消费者为核心的视频业务套餐，抓住移动视频市场的良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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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跳出普通流量套餐的局限： 提升移动视频价值链

运营商促进移动视频业务发展的策略。

案例 优势 劣势

go90

HOOQ

Wynk Movies

LG Uplus

Vodafone&sky 

TELE2 & HBO 

Orang & OCS

LG Uplus

Verizon
Freebee Data 

T-Mobile: Bing On/T-
Mobile One
LG Uplus: 

Grameenphone

过于趋同

易被模仿

无法带动视频观看流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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