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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试玩广告：一场 5G 引发的流量价值

重估 

——传媒行业专题报告 

 

 一、云试玩广告：游戏玩家的“云试衣间”，腾讯、头条或领跑 

1.市场格局：国内市场“云试玩”初现，海外市场“HTML5”试玩逐步

成熟 

国内：（1）腾讯广告与腾讯即玩在 2019 年 3 月合作推出“即玩广告”，

以图片、视频的自定义形式，通过腾讯广告在社交、信息流和休闲三大

场景中实现精准投放、有效覆盖。根据公开信息，目前已进行落地测试的

包括腾讯的两款自研游戏《乱世王者》和《圣斗士星矢》。（2）头条旗下

巨量引擎也在积极研发部署试玩广告，凭借其在广告投放市场中的头部

地位，预期能后来者居上。旗下视频化广告平台“穿山甲”于 2019 年 6

月正式推出基于 HTML5 的试玩广告样式，目前规模尚未展开，主提供“激

励广告+试玩广告”的形式，帮助超休闲游戏变现。 

海外：（1）试玩广告的雏形始于 Google，于 2015 年 12 月发布两种移动

广告新形式：“试用广告”和“交互界面广告”。2018 年发布的“Play Instant”

是“试玩广告”的延伸。（2）Facebook 于 2018 年 8 月在 News Feed 中首

次推出试玩广告(playable ads)，且已扩展到 Audience Network，展示形

式包括激励式和插播式两种。（3）目前互联网广告营销平台中试玩游戏

数量最多的是 Unity, Applovin 和 ironSource 三家。Unity 和 ironSource 以

ios 系统游戏为主，Applovin 主要服务于安卓端游戏。IronSource、Applovin

投放试玩广告游戏大多为轻度游戏，Unity 中重度游戏试玩广告比例最高，

包括动作冒险和策略类游戏。 

2.呈现形式：先试玩后下载，用户触达率提升 

试玩广告无需提前下载安装，试玩流程不在终端留痕。试玩广告有三个

组成部分：视频介绍迅速带入游戏情境，游戏试玩提升沉浸感，“CTA 转

化按钮”设计促成玩家转化。“云试玩广告+云游戏”转化更为便捷，正式

游戏类似于无时长限制的云试玩，模糊广告与游戏界限。 

3.技术方向：云技术还原度更高，用户转化更便捷 

现阶段，试玩游戏载体中应用最普遍的是 HTML5，对游戏核心玩法进行

重写。未来的突破口在于云游戏技术的应用，将游戏数据在云端与客户

端之间直接串流，便于用户转化，实现“广告即游戏”。 

4.试玩广告当前主力是休闲游戏，云技术推动试玩广告中重度游戏比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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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玩广告目前最适合的应用场景是休闲游戏，2019 年休闲游戏中试玩广

告占比为 1.82%，高于全游戏类型的占比 0.47%，中重度游戏中试玩广告

的比例分别为 0.58%和 0.03%，主要系云试玩广告布局还没正式展开。云

试玩广告最适合中重度游戏，能承载多样玩法，无需下载大体积安装包，

伴随着腾讯云“即玩广告”的进一步部署和推广，未来试玩广告中中重度

游戏比例也将明显提升。 

 二、对标 H5 试玩广告：云试玩广告如何提高 ROI 

1.H5 试玩广告 CTR 增速高于 CVR 下降速度，ROI 整体提升 

第一阶段：HTML5 试玩广告通过影响 CVR 和 CTR，推动 CPA 降低，

提升 ROI。HTML5 试玩广告的高表现力与创新的游戏玩法提升了玩家参

与度，拉动 CTR 大幅增长。用户掌握游戏核心玩法后可能兴趣不高，下

载动力不强，CVR 或有所下降。但 CTR 增速显著高于 CVR 降速，根据

公式 CPA=CPM/(1000*CTR*CVR) ，总体会导致 CPA 下降。根据

ROI=LTV/CPA，则 CPA 的降低会拉动 ROI 增长。 

2. “云试玩广告+云游戏”无缝连接或将大幅提升 CVR，推动“替代下

载”进程 

第二阶段：云游戏技术对 HTML5 的替代或能大幅改善用户转化减少的

问题，推动 CVR 提升。CTR 和 CVR 的双重提高带动 CPA 的降低以及

ROI 提升。 

IOS 端：导向苹果商店或导向云游戏平台，被渠道抽成均为 30%，但相

比下载，云游戏平台转换率更高，预计游戏商会选择将用户导向云游戏

平台。 

 安卓端：存在自营下载与导向云游戏平台的权衡，我们用预期收入对两者

进行比较。收入的实现分为两个阶段：（1）用户点击广告，用 A 表示截

止到点击时预期广告收入；（2）进入广告到用户转化，转化通过自营渠道

或云游戏平台。则（1）自营渠道下载后预期收入=A*CVR 自营渠道下载

*100%；（2）云游戏平台抽成后预期收入=A*CVR 云游戏平台*（1-30%）。 

结论：只要未来云游戏 CVR 超过 43%，云游戏平台抽成后收入即可大于

自营渠道下载后收入，则游戏商很可能倾向于云游戏平台。而据华为云，

经测试云游戏可将游戏转化率提升 2-5 倍，目前传统广告游戏转化率已经

达到 10%，预计未来云游戏落地时转化率最高可达 50%，“云游戏”替代

“下载”指日可待。 

 三、未来展望：CTR 提升拉动流量价值提升，头条&三七受益相对较多 

1.复盘 Facebook：广告价值的提升源于 CTR，头条或受益较多 

通过复盘Facebook发现，流量平台收入的提升主要动力是 eCPM的增长，

其中，最主要取决于 CTR 的增长。 

凭借集中度越来越高的流量优势，先发的技术优势（旗下广告营销平台

“穿山甲”），以及大比例重度游戏的买量需求，头条预期在 CTR 提升带

来的流量浪潮中极大受益。（1）流量优势：在广告投放平台市场上，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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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系产品头部优势明显；（2）重度游戏买量需求：广告投放平台买量游

戏更偏向于重度游戏，据 App Growing，2019 年手游广告重度游戏 app

数量占比 75.7%，投放广告数占比 74.81%，投放金额占比 81.38%。云试

玩广告对于重度游戏多玩法、高画质要求的承载也与广告投放平台买量需

求方向相协同。 

2.三七互娱：流量运营效率极致，充分受益于 CTR 提高 

CTR 提高带来的流量井喷式增长对于游戏广告主来说是一个机遇：（1）

三七互娱已在流量运营方面做到极致，通过新产品的不断迭代，三七互

娱在单用户获取成本保持低水平的同时，延长用户生命周期，提升 LTV，

带来更高效率流量运营。（2）公司买量需求大，且与头条系流量平台合

作关系深厚。未来将不断提升研发能力，开拓包括 SLG、卡牌、二次元

在内的新游戏品类，最能抓住这个机遇，借助流量的推动，实现价值的进

一步飞跃。 

 四、投资建议 

我们预计 5G 带来“云试玩广告”将充分提高流量价值，同时能够充分利

用流量的游戏公司将受益最多： 

流量平台，短视频平台（抖音、快手），长视频平台（腾讯视频、爱奇艺、

芒果 TV、优酷）；社交平台（腾讯、B 站）； 

游戏企业，在流量运营做到极致的游戏公司三七互娱受益最多，A 股游戏

公司（宝通科技、完美世界、游族网络、吉比特、中文传媒、掌趣科技、

金科文化、世纪华通）也将受益。 

1、头条系流量平台：流量平台价值的提升主要在于点击量的提高，云试

玩广告下 CTR 的提升将为流量平台带来红利。头条系产品抖音、今日头

条等预期都将受益于 5G下云试玩广告CTR提升带来的流量爆发式增长。 

2、三七互娱：CTR 提高带来的流量井喷式增长对于游戏广告主来说是一

个机遇，而三七互娱已在流量运营方面做到极致，最能抓住机遇。国内：

三七互娱不断提升研发能力，开拓 SLG、卡牌、二次元等新品类，能充

分运用流量；出海：2020 年预计推出几款自研 SLG 和代理刘宇宁 SLG，

在 SLG 品类实现突破概率很高，值得关注。 

预计三七互娱 2019~2020 年净利润分别为 21 亿、24.64 亿，对应当前股价

为 30X、26X，由于我们预计三七互娱 2020 年或有出海 SLG 品类突破，

对于品类持续突破的公司，我们坚定看好，维持推荐评级。 

 五、风险提示 

云试玩广告技术进展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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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云试玩广告：游戏玩家的“云试衣间”，

腾讯、头条或领跑 

1.1 市场格局：国内市场“云试玩”初现，海外市场

“HTML5 试玩”逐步成熟 

1.1.1 腾讯云“即玩广告”抢占先机，头条或后来者居上  

腾讯即玩微信公众号 2019 年 12 月正式上线，但云游戏技术已在试玩广告证明其用户获

取能力：腾讯广告与腾讯即玩在 2019 年 3 月合作推出“即玩广告”，根据公开信息，目

前已进行落地测试的包括腾讯的两款自研游戏《乱世王者》和《圣斗士星矢》。 

“即玩广告”以图片、视频的自定义形式，通过腾讯广告在社交、信息流和休闲三大场

景中实现精准投放、有效覆盖。以 QQ 看点为例：云试玩广告（1）以信息流广告形式展

现，广告中央放置“点开即玩”按钮以提示这是一个可以互动试玩的游戏广告；（2）在

简短的加载后提示玩家最长可试玩时间为 300 秒，加载过程很短，基本保证“即开即玩”；

（3）进入游戏后右上角始终放置 CTA 转化按钮，无缝衔接，可实现“边试玩边下载”，

提高用户转化。 

图 1：腾讯云“即玩广告”应用实例 

 

资料来源：腾讯即玩，长城证券研究所 

 

头条旗下巨量引擎也在积极研发部署试玩广告，凭借其在广告投放市场中的头部地位，

预期能后来者居上。旗下视频化广告平台“穿山甲”于 2019 年 6 月正式推出基于 HTML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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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试玩广告样式，目前规模尚未展开，主提供“激励广告+试玩广告”的形式，帮助超休

闲游戏变现。2019 年 7 月进军日本市场并上线了激励视频和试玩广告，助力中小厂商和

超休闲游戏厂商出海。 

图 2：穿山甲试玩广告样式产品介绍  图 3：穿山甲试玩广告分类型创意建议 

 

 

 

资料来源：穿山甲超级聚星大会，长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穿山甲超级聚星大会，长城证券研究所 

1.1.2 雏形始于 Google，试玩广告市场比例逐渐提升 

 试玩广告的雏形开始于 Google，于 2015 年 12 月发布两种移动广告新形式：“试用

广告”和“交互界面广告”。2018 年发布的“Play Instant”是“试玩广告”的延伸。 

试用广告(Trial Run Ads)让消费者在广告中先试用 60 秒再决定是否下载这个 App，“交

互界面广告”(Interactive Interstitial Ads)则打算用 HTML5 技术把广告做成移动端的交互

网页，思路与试用广告类似，但方式不仅限于“游戏试玩”，还可用于电商平台商品的展

示。2018 年游戏开发者大会上，Google Play 商店新功能——Google Play Instant 上线，提

供了 APP 底层研发框架，允许安卓设备玩家在商店界面无需下载或安装就可以试玩某些

游戏，目前体验内容包括《皇室战争》、《泡泡女巫 3》、《最终幻想 15》，缺点在于（1）

仅限于 Google play 商店，技术还不够成熟；（2）已有的游戏还需重新研发框架，费时费

力。 

 Facebook 于 2018 年 8 月在 News Feed 中首次推出试玩广告(playable ads)，且已将

试玩广告扩展到 Audience Network，通过人群精准定位优势将广告展示位置从

Facebook 自有广告位置上扩展到第三方广告位，展示形式包括激励式和插播式两种。 

 目前互联网广告营销平台中试玩游戏数量最多的是 Unity, Applovin 和 ironSource 三

家。Unity 和 ironSource 以 ios 系统游戏为主，Applovin 主要服务于安卓端游戏。

IronSource、Applovin 投放试玩广告游戏大多为轻度游戏，Unity 中重度游戏试玩广

告比例最高，包括动作冒险和策略类游戏。 

据 emarketer，28%美国专业机构认为试玩广告是最有效的广告形式，试玩广告海外

市场份额也在逐步上升。据 App Growing，2019 年 ironSouce 广告中试玩广告比例达

到了 12.65%，Applovin 中比例则达到了 19.42%。，总体在休闲游戏中的应用最为广

泛，以一款三消游戏《Merge Town！》为例，据 ZingFront，从 18M8 至 19M1，试玩

广告的比重不断提高，至 19M1 已超过 70%，成为该游戏最主要的广告创意形式。 

表 1：IronSource、Applovin、Unity 各平台投放时间最长试玩广告 TOP5 

游戏名 广告平台 适配系统 游戏类型 

Helix Jump ironSource ios 休闲益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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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名 广告平台 适配系统 游戏类型 

Tank Stars ironSource ios 休闲益智类 

Galaxy Force - Falcon Squad ironSource ios 休闲益智类 

Run Face 3D ironSource ios 休闲益智类 

Teen Patti by Octro ironSource ios 卡牌类 

Amazing Fishing  Applovin 安卓 休闲益智类 

Cooking Fever Applovin 安卓 模拟经营类 

Color Bump 3D Applovin ios 休闲益智类 

Bottle Flip 3D Applovin 安卓 休闲益智类 

Fisherman Go！ Applovin 安卓 休闲益智类 

Kick the Buddy: Forever Unity ios 休闲益智类 

Bowmasters - Multiplayer Game Unity ios 动作冒险类 

Tomb of the Mask Unity 安卓 动作冒险类 

Polysphere Unity ios 休闲益智类 

Empires & Puzzles: RPG Quest Unity ios 策略类 

资料来源：App Growing, 长城证券研究所 

 

图 4：18M8 美国专业机构认为最有效的广告形式 

 

资料来源：emarketer，长城证券研究所 

 

图 5：三消游戏《Merge Town!》18M8-19M1 各创意类型广告投放比例 

 

资料来源：ZingFront，长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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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呈现形式：先试玩后下载，用户触达率提升 

试玩广告无需提前下载安装，试玩流程不在终端留痕。（1）传统互联网广告表现形式为

文字、图片和视频，游戏试玩需事先下载，整个流程经历“观看广告”-“下载游戏”-

“体验游戏”-“留存/卸载”四步。（2）试玩广告表现形式为“视频+互动”，将步骤缩至

两步，前置试玩流程，优点在于创新了表现形式，能吸引更多潜在用户，提升游戏广告

点击率。 

试玩广告有三个组成部分：视频介绍迅速带入游戏情境，游戏试玩提升沉浸感，“CTA

转化按钮”设计促成玩家转化。 

（1）视频介绍以“快速吸引”和“解说玩法”为主要内容，以新奇的剧情或优质的画面、

特效迅速吸引用户兴趣并简要介绍核心玩法；（2）游戏试玩以“演示+试玩”为主要形式，

以提升“正向反馈与用户成就感”为目标。基于 HTML5 技术的试玩广告时长大多介于

15-30s，基于云游戏技术的试玩广告市场目前可达 5 分钟，用户试玩时自由度更高，沉浸

感更强；（3）CTA 转化按钮设计要点在于“醒目”和“便捷”，引导用户跳转至应用商店

下载。“云试玩广告+云游戏”转化更为便捷，正式游戏类似于无时长限制的云试玩，即

玩即走，模糊广告与游戏界限。 

图 6：试玩广告三个组成部分实例 

 

资料来源：网络资料，长城证券研究所 

 

1.3 技术方向：云技术还原度更高，用户转化更便捷 

现阶段，试玩游戏载体中应用最普遍的是 HTML5，对游戏核心玩法进行重写。未来的

突破口在于云游戏技术的应用，将游戏数据在云端与客户端之间直接串流，便于用户转

化。目前，试玩广告一共有 HTML5、云游戏技术、互动视频、Google Play Instant 四种类

型的技术载体。国外市场，使用 HTML5 技术的公司范围最广，包括大型互联网公司如

Facebook、IronSource、Applift、Vungle、Unity，初创型公司如 Inplayable、AppOnBoard

也已取得初步成效。国内市场，云试玩广告趋势势不可挡：腾讯云“即玩广告”已经落

地测试，巨量引擎也在研发部署，或后来者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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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试玩广告技术载体 

 

资料来源：微信公众号 NOX 进化论，长城证券研究所 

 

表 2：试玩广告各技术载体用户体验与效果对比 

效果体验/技术方案 H5 重写 云串流 互动视频 Google Play Instant  

是否可批量 不可，都需重新开发 不可，APP 入口通常需

要研发商修改 

可以，但需要平台化支

持 

不可，需单独开发 

用户体验 还原度待定，与 APP 可

能存在不一致 

还原度与 APP 完全一致 还原度与 APP 完全一致 还原度与 APP 完全一致 

创意效果 取决于 H5 制作创意 完全取决于游戏质量 取决于游戏质量+制作

创意 

完全取决于游戏质量 

资料来源：微信公众号 NOX 进化论，长城证券研究所 

图 8：Facebook 试玩广告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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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Facebook，长城证券研究所 

 

HTML5 技术相比于云技术多了开发制作的步骤，用以还原原生游戏。有两种制作方法：

定制和模板套用。（1）定制试玩广告针对游戏核心玩法量身设计广告，优点在于创意与

定制化，广告制作精良，缺点在于制作长周期、高资源耗费，更适合原本质量较高的游

戏，以期回收成本。如轻度休闲游戏的开发成本大约在 2 万左右，而中重度游戏则需 10

人以上的制作团队历经几个月，耗费将达几十万甚至百万。（2）通用模板按游戏玩法或

品类套用成品模板，优点在于低制作成本和低耗时，缺点在于成品与原生游戏关联度低，

核心玩法展现有难度，更适合生命周期短、迭代周期快的游戏。 

云试玩广告无需开发和数据下载，打破广告与游戏种类壁垒，实现“广告即游戏”。云试

玩广告类似于视频点播，以云计算技术为基础，云端服务器实时将游戏场景渲染为视频

音频流并通过网络传输到玩家终端，玩家试玩交互的反馈则被传输回服务器云端，最长

可允许玩家在广告中进行 5 分钟试玩体验，玩法全面，沉浸式体验感强。 

1.4 试玩广告当前主力是休闲游戏，云技术推动试玩广告

中重度游戏比例提升 

试玩广告目前最适合的应用场景是休闲游戏，休闲游戏中试玩广告占比为 1.82%，高于

全游戏类型的占比 0.47%，主要系 HTML5 技术最适合轻度休闲游戏。轻度休闲类游戏玩

法单一，核心玩法易还原，在试玩广告中呈现效果佳。据 Mindworks 投放数据分析，HTML5

试玩广告最受 IO 类，解谜类游戏偏爱，而经营类与益智类是试玩素材迭代速度最快的游

戏类型。 

图 9：2019 年手游中不同广告类型占比  图 10：2019 年手游中各类型游戏不同广告类型占比 

 

 

 

资料来源：App Growing,长城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App Growing,长城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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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海外市场 2019 年试玩广告游戏类型分布 

 

资料来源：Mindworks, 长城证券研究所 

 

云试玩广告技术的发展预期推动中重度比例提升。2019 年中重度游戏中试玩广告的比例

分别为 0.58%和 0.03%，主要系云试玩广告布局还没正式展开，目前仍多由 HMTL5 承载

中重度游戏。中重度游戏（如 SLG，ARPG）玩法多样，操作反馈要求高。因 HTML5 制

作条件受限，功能与特效还原程度一般，在试玩广告中呈现效果尚不理想。而云试玩广

告最适合中重度游戏，能承载多样玩法，无需下载大体积安装包，伴随着腾讯云“即玩

广告”的进一步部署和推广，未来试玩广告中中重度游戏比例也将明显提升。 

2. 对标 H5 试玩广告：云试玩广告如何提

高 ROI 

2.1 H5 试玩广告 CTR 增速高于 CVR 下降速度，ROI 整

体提升 

第一阶段：HTML5 试玩广告通过影响 CVR 和 CTR，推动 CPA 降低，提升 ROI。HTML5

试玩广告的高表现力与创新的游戏玩法提升了玩家参与度，拉动 CTR 大幅增长。用户掌

握游戏核心玩法后可能兴趣不高，下载动力不强，CVR 或有所下降。但 CTR 增速显著

高于 CVR 降速，根据公式 CPA=CPM/(1000*CTR*CVR)，总体会导致 CPA 下降。根据

ROI=LTV/CPA，则 CPA 的降低会拉动 ROI 增长。 

HTML5 试玩广告改善传统广告表现力不强缺陷，可玩性强，CTR 成倍增长。传统广告

以文字、图片、视频作为其表现形式，表现力不足，广告效果欠佳。玩家只能观看，无

法深入体验游戏玩法；而试玩广告结合“视频”的表现形式和“互动试玩”的创新功能，

直接将广告融入在游戏之中，可玩性增强，因此吸引了更多的用户点击，CTR 成倍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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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市场：买量游戏点击率在 1%上下浮动，主要集中区间为 0.9%~1.2%。据 App Growing，

我们以 19 年 7 月份 iOS 端和 Android 端角色扮演类游戏推广榜单前 20 名为样本，以 180

天为统计买量游戏曝光量和点击量的累计区间，得到 iOS 端平均点击率为 1.2%，Android

端平均点击率为 1%，由于监测数据可能与实际数据存在统计误差，实际买量广告投放的

点击率应当稍高一些。 

图 12：2019 年 7 月份角色扮演类游戏 iOS 端和 Android 端的平均点击率 

 

资料来源：App Growing，长城证券研究所 

 

海外市场：据 MarketJS， Facebook 全类型广告基准 CTR 为 0.9%，预计试玩广告 CTR

提升空间可高达 12 倍。（1）据 ZingFront，其在 Facebook 投放的三款《龙之谷》试玩广

告素材，CTR 平均达到 4%，ROI 最高达到 41.07%；（2）据 MarketJS，其客户一款美国

地区 Grossing 榜单 TOP50 的游戏在 Facebook 和 Unity ads 投放试玩广告后，CTR 分别为

12.42%和 13.50%，投放效果显著提高。 

图 13：ZingFront《龙之谷》三款试玩广告素材投放效果 

 

资料来源：ZingFront, 长城证券研究所 

 

表 3：Grossing 榜单某 Top50 游戏试玩广告投放效果 

投放平台 展示量 点击数 安装数 CTR CVR 

Facebook 2,120,000 263,400 12,800 12.42% 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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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放平台 展示量 点击数 安装数 CTR CVR 

Unity Ads 3,000,000 405,000 23,800 13.50% 5.87% 

资料来源：MarketJS, 长城证券研究所 

图 14：Grossing 榜单某 Top50 游戏试玩广告投放效果与 Facebook 对比 

 

资料来源：MarketJS, 长城证券研究所 

 

但用户在试玩后可能因下载动力不足而未实现转化，CVR 或有所降低。据 MarketJS,上

述同一款游戏在 Facebook 和 Unity ads 投放后 CVR 分别只有 4.86%和 5.87%。相比于

Facebook 全广告类型 9.21%的基准 CVR，试玩广告 CVR 下降了 50%，可能系（1）HTML5

画质、特效还原度还不够理想，功能展示不全面，玩家试玩后已体验完所有功能特色，

下载意愿不再强烈；（2）目前 HTML5 下试玩广告游戏类型多为休闲益智类游戏（如三消、

放置类），该类游戏同质化程度较强，玩法单一，对玩家的吸引力还不够。 

2.2 “云试玩广告+云游戏”无缝连接或将大幅提升 CVR，

推动“替代下载”进程 

第二阶段：云游戏技术对 HTML5 的替代或能大幅改善用户转化减少的问题，推动 CVR

提升。CTR 和 CVR 的双重提高带动 CPA 的降低以及 ROI 提升。（1）云试玩广告能有

效规避传统广告表现力不足、下载转化繁琐，以及改善 HTML5 试玩广告下用户试玩后

转化动力下降的问题。（2）“云试玩广告+云游戏”的无缝连接还可进一步减少用户在转

化过程中的繁琐程序，云试玩广告类似于云游戏的引子，云游戏类似于无时长限制的试

玩广告，打破游戏与广告界限，提高用户转化。 

 “云游戏”何时替代“下载”：传统游戏广告将用户导向 app store 或安卓自营渠道，

再由用户自行下载，中间可能因手机内存、安装包大小问题存在有转化意愿用户的

流失。云游戏出现后，广告媒体获得的用户直接引流至云游戏平台，在云端与终端

直接传输数据。 

我们预计云游戏平台盈利模式为收取会员费和渠道抽成 30%，其他假设如下：（1）在 IOS

端，游戏商被渠道抽成的比例为 30%；（2）在安卓端，直接跳转下载，无渠道抽成；（3）

在云游戏平台，游戏商被渠道抽成的比例为 30%，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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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 端：导向苹果商店或导向云游戏平台，被渠道抽成均为 30%，但相比下载，云游戏

平台转换率更高，预计游戏商会选择将用户导向云游戏平台。主要系（1）使云试玩广告

与游戏无缝衔接。跳转后无需等待下载，直接进入游戏，用户因下载时间过长而放弃的

可能性降低；（2）不占用手机内存，解决了一部分用户因内存容量不够、安装包过大而

无法安装的问题；（3）可以“多端无缝切换”。玩家可在不同的设备上随意切换畅玩，游

戏进程不会中断；（4）在 5G 下可实现低延时、超高清，提高玩家游戏体验。 

安卓端：存在自身下载与导向云游戏平台的权衡，我们用预期收入对两者进行比较。收

入的实现分为两个阶段：（1）用户点击广告，用 A 表示截止到点击时预期广告收入；（2）

进入广告到用户转化，转化通过自营渠道或云游戏平台，则： 

（1）自营渠道下载后预期收入=A*CVR 自营渠道下载*100%； 

（2）云游戏平台抽成后预期收入=A*CVR 云游戏平台*（1-30%）。 

当前 CVR 自营渠道下载为 10%，预期未来能提高到 30%，此时令自营渠道下载后预期收

入=云游戏平台抽成后预期收入，则临界值 CVR 云游戏平台为 43%。 

结合上述讨论，只要未来云游戏 CVR 超过 43%，云游戏平台抽成后收入即可大于自营

渠道下载后收入，则游戏商很可能倾向于云游戏平台。而据华为云，经测试云游戏可将

游戏转化率提升 2-5 倍，目前传统广告游戏转化率已经达到 10%，预计未来云游戏落地

时转化率最高可达 50%，“云游戏”替代“下载”指日可待。 

3. 未来展望：CTR 提升拉动流量价值提

升，头条&三七受益相对较多 

3.1 复盘 Facebook：广告价值的提升源于 CTR，头条或

受益较多 

流量平台收入的提升主要动力是 eCPM 的增长，其中，最主要取决于 CTR 的增长。展

示量方面由于受广告位数量、特征等因素的制约，对广告增长的推动作用有限。 

以 Facebook 为例，广告收入=eCPM×I.M.，eCPM=CPC×CTR×1000。结合 2015Q1 到

2018Q1 的季度广告数据，以及第三方社交移动广告软件提供商 Nanigans 的 CPC 和 CTR

数据，通过对比广告收入、展示量、eCPM、CTR、CPC 的变动趋势可以发现，Facebook

广告的 eCPM 与其广告收入的走势大致相同，eCPM 是 Facebook 广告增长的关键引擎。

而 CTR 与 eCPM 的变化趋势大致相同。因此 CTR 又是 eCPM 增长的主要动力，从而也

是推动整体广告增长的重要因素。 

图 15：Facebook 广告收入、eCPM、展示量环比增长率  图 16：Facebook 的 eCPM、CTR 和 CPC 同比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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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nanggans,长城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nanggans,长城证券研究所整理 

 

凭借集中度越来越高的流量优势，先发的技术优势（旗下广告营销平台“穿山甲”），以

及大比例重度游戏的买量需求，头条系预期在 CTR 提升带来的流量浪潮中极大受益。（1）

流量优势：在广告投放平台市场上，头条系产品头部优势明显，其旗下营销服务品牌巨

量引擎是 2019 年广告优化师使用最多的平台；头条系流量平台抖音、今日头条分别位列

2019 年广告投放数最多媒体 TOP2，头部集中度很强，预期先一步获得流量红利。（2）

重度游戏买量需求：广告投放平台买量游戏更偏向于重度游戏，据 App Growing，2019

年手游广告中重度游戏 app 数量占比 75.7%，投放广告数占比 74.81%，投放金额占比

81.38%。云试玩广告对于重度游戏多玩法、高画质要求的承载也与广告投放平台买量需

求方向相协同。 

图 17：2019 年广告优化师使用最多的平台排名 

 

资料来源：App Growing，长城证券研究所 

 

表 4：2019 年媒体平台游戏广告投放量 TOP5 

媒体平台 广告数（单位：万） 

抖音短视频 2.7 

今日头条 2.5 

火山小视频 2.4 

西瓜视频 2 

优良联盟媒体 1.8 

资料来源：App Growing, 长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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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三七互娱：流量运营效率极致，充分受益于 CTR 提

高 

CTR 提高带来的流量井喷式增长对于游戏广告主来说是一个机遇：（1）三七互娱已在流

量运营方面做到极致，通过新产品的不断迭代，三七互娱在单用户获取成本保持低水平

的同时，延长用户生命周期，提升 LTV，带来更高效率流量运营。（2）公司买量需求大，

且与头条系流量平台合作关系深厚。未来将不断提升研发能力，开拓包括 SLG、卡牌、

二次元在内的新游戏品类，最能抓住这个机遇，借助流量的推动，实现价值的进一步飞

跃。 

图 18：三七互娱流量运营效率高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 长城证券研究所 

 

 三七互娱流量运营效率分析：（1）投入方分析：三七互娱智能 AI 广告投放系统可实

现广告自动投放，有效控制 CPA。该系统 24 小时监控自动投放，节省了额外的广告

优化师投手成本，将 CPA 投入控制在低水平。公司目前纯投手数量为 50 人左右，

而 AI 广告投放系统能在同等投手数下将投放量提升 30%-50%。相比于高流动性且昂

贵的投手人工而言，该系统更能沉淀在公司内部，其自我学习的功能也能帮助公司

不断升级。（2）产出方分析：三七互娱智能 AI 系统能有效预测长周期 LTV；公司

通过不断迭代发行新游戏，每一款新游戏在美术品质、音乐效果、流程优化、用户

体验等方面都不断调优。该系统针对产品和运营，可以在产品上线以后进行长周期

LTV 预测，精确率达到 98%；此外，公司共有近 1000 人规模的研发团队专门负责

ARPG 类游戏，美术中心有独立 500 人负责游戏的画面品质把控，优质产品上线一

年后仍会有近 50 人的运营团队追踪维护，保证高游戏质量和良好用户体验，在每款

游戏的生命周期全流程贯彻精品化策略。 

 三七互娱买量需求分析：买量总需求大，买量游戏基本为重度游戏。据App Growing，

2019 年三七互娱主要投放游戏包括：《斗罗大陆》、《一刀传世》、《精灵盛典》，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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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度游戏。而头条系流量平台广告位更偏向重度游戏，预期在流量价值爆发的趋势

下，三七与头条能达成更深度合作，从流量中汲取更多红利。 

 

 

 

 

 

4. 投资建议 

我们预计 5G 带来“云试玩广告”将充分提高流量价值，同时能够充分利用流量的游戏

公司将受益最多： 

1、流量平台，短视频平台（抖音、快手），长视频平台（腾讯视频、爱奇艺、芒果 TV、

优酷）；社交平台（腾讯、B 站）； 

2、游戏企业，在流量运营做到极致的游戏公司三七互娱受益最多，A 股游戏公司（宝通

科技、完美世界、游族网络、吉比特、中文传媒、掌趣科技、金科文化、世纪华通）也

将受益。 

 头条系流量平台：流量平台价值的提升主要在于点击量的提高，云试玩广告下 CTR

的提升将为流量平台带来红利。头条系产品抖音、今日头条等预期都将受益于 5G

下云试玩广告 CTR 提升带来的流量爆发式增长。 

 三七互娱：CTR 提高带来的流量井喷式增长对于游戏广告主来说是一个机遇，而三

七互娱已在流量运营方面做到极致，最能抓住机遇。国内：三七互娱不断提升研发

能力，开拓 SLG、卡牌、二次元等新品类，能充分运用流量；出海：2020 年预计推

出几款自研 SLG 和代理刘宇宁 SLG，在 SLG 品类实现突破概率很高，值得关注。 

预计三七互娱 2019~2020 年净利润分别为 21 亿、24.64 亿，对应当前股价为 30X、26X，

由于我们预计三七互娱 2020 年或有出海 SLG 品类突破，对于品类持续突破的公司，我

们坚定看好，维持推荐评级。 

5. 风险提示 

云试玩广告技术发展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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