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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本报告为用户使用体验类报告，报告根据视频受众及注册用户行为特性设置测评指标，

对视频网站的功能体验和内容特点进行考察，评测期为 8 月 20 日至 9 月 10 日。研究发现：

优酷的用户体验表现整体上较为领先，土豆则不甚理想；酷 6 在内容指标上表现尚可，功能

体验类指标有待加强。 

 视频播放方面，优酷的整体表现最佳；六间房和酷 6视频播放前等待时间较

长，其它相关指标也有不同程度的落后。 

视频播放前等待时间，优酷以 3.2 秒表现 佳，我乐、六间房、土豆、酷 6 的耗时依次

递增。视频整体缓冲时间上网站排序略有变化，优酷依然保持一定优势。 

  优酷 土豆 酷 6 六间房 我乐 

视频播放前等待时间（秒） 3.2 5.1 5.26 4.75 4.45 

视频整体缓冲时间（比例） 1 1.39 1.66 1.17 1.68 

大度咨询，8.20-9.10 

 优酷的站内视频搜索有效性最高，六间房则难让人满意。站内推荐视频方面，

各视频网站推荐机制各有侧重。 

视频搜索结果中，优酷的视频噪音率（2.3%）、重复率（6.5%）均为 低；六间房表现

较差，搜索结果中有 12.6%的噪音结果，15.6%的重复视频。其他网站表现介于二者之间。

在视频推荐方面，各视频网站推荐机制有明显差别，关键词相关、同类视频、热点各网站各

有侧重。 

  优酷 土豆 酷 6 六间房 我乐 

搜索结果噪音率 2.3% 4.8% 3.2% 12.6% 4.5% 

搜索结果重复率 6.5% 11.0% 6.8% 15.6% 14.9% 

大度咨询，8.2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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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频上传方面，优酷上传视频用时最短，酷 6和六间房为第二集团，我乐和

土豆耗时相对较长。 

普通视频上传中，优酷的用时 短，其次酷 6 与六间房，土豆则为 长（为优酷 1.64

倍）；安装各自上传工具后，上传视频时间均有不同程度提高。 

 优酷 土豆 酷 6 六间房 我乐 

视频上传时间比例 1 1.64 1.16 1.24 1.37 

大度咨询，8.20-9.10 

 视频互动评论有效性方面，优酷无匿名评论且评论噪音最小，六间房的匿名

评论占比最高，而酷 6则评论噪音比率显著高于其他网站。 

对各视频网站视频评论进行随机抽样检测，考察评论的匿名和噪音情况。优酷实行真实

用户评论，无匿名情况，另外 5.2%的噪音率也属各网站 低。六间房的评论 为依赖一般

游客，匿名评论占 85.4%，为 高。酷 6 的无关评论情况较为严重，占比高达 27.7%。 

 

 优酷 土豆 酷 6 六间房 我乐 

评论匿名率 0 68.2% 78.8% 85.4% 53.7% 

评论噪音率 5.2% 15.4% 27.7% 7.3% 10.6% 

大度咨询，8.20-9.10 

 视频与专辑增量方面，优酷和酷 6在各分类指标内分别占据头两名，土豆排

名第三，六间房与我乐则因内容调整出现下滑。 

监测期内，优酷在原创、音乐和动漫类视频与专辑的增量优势明显；酷六在电影、电视

和体育类视频与专辑的增量方面领先；土豆整体表现平衡，各类视频与专辑增量均属中等；

六间房与我乐由于监测期内的内容整顿调整，出现视频与专辑检索结果数量的较大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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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相关定义 

视频播放前等待时间： 

定义为指视频页面打开至视频播放开始所需时间。 

视频总缓冲时间： 

定义为视频开始播放至进度栏缓冲完毕所需时间。 

专辑内视频转接时间： 

定义为专辑内前一视频播放结束至后一视频开始播放所需时间，期间所嵌入广告时间

亦计在内。 

视频外部引用调用时间： 

指在外网引用页面点击播放后至视频开始播放所需时间。 

噪音率： 

指搜索结果（视频评论）中无关主题的内容所占的比重。 

搜索重复率： 

指搜索结果中相同内容的视频所占的比重。 

评论匿名率： 

指视频评论中以游客身份发表的评论所占的比例。 

监测期视频/专辑增量： 

指 9 月 10 日视频/专辑检索量与 8 月 20 日视频/专辑检索量之间的差额，六间房、我乐

在监测期内由于内容整顿或调整出现明显下滑，部分数据采用 9 月 1 日为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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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评测方法 

考察时段： 

本报告考察体验期为 8 月 20 日至 9 月 10 日，内容监测亦基于此时段。 

考察范围： 

考察网站：优酷、土豆、酷 6、六间房、我乐。 

体验内容：视频观看、视频搜索、视频上传、视频评论、内容丰富度。 

监测内容：电影、电视、音乐、体育、动漫、游戏、汽车类别的视频及专辑。 

测试方法： 

时间测试： 

同时段、同种配置条件下进行 10-15 组视频观看测试，记录等待时间、总缓冲时间，

进行平均处理。专辑内视频转接、外部调用时间、视频上传时间以同种方式处理；安装

加速工具后重复试验，并记录相应指标数据。 

内容测试： 

以关键词检索为主要测度实验方式，根据百度风云榜、谷歌热榜产生待测试关键词，

在各视频网站进行检索，记录检索结果。版权问题屏蔽的关键词替代关键词进行重复试

验。搜索的重复率、噪音率为对搜索首页显示的视频结果考查得出。 

其他： 

评论有效性指标，采用随机抽取归类方式评测，各网站均随机采集评论 1000 条。

视频结构方面，为对一周 多播放 TOP100 视频（累计三周）数据进行汇总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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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视频网站用户行为分析及指标设计 

本报告模拟视频用户进行使用体验，指标设计基于一般用户的行为特性，具体如图 1-1

所示。 
图 1-1 视频网站用户行为特征简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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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视频受众行为特征分析及指标设计 

如图 1-1 中所示，受众对一个视频网站的使用过程一般为：获知——使用——评价——

继续使用（及向他人传播）或离开。 

用户对一个视频网站的使用评价主要基于两个大的方面：视频播放效果与内容丰富度，

搜索的便捷性作为辅助功能也是内容层面的一个延伸。 

视频播放效果是受众 重视的使用体验，也是其评价视频网站的 直接 重要的指标，

它反映了视频网站在服务器配置、带宽资源，以及技术优化方面的投入与实力。围绕此方面，

本报告设置三个直接指标，分别为：播放前等待时间、视频总缓冲时间、专辑内视频转接时

间；一个相关指标，为视频外部引用调用时间。 

视频内容丰富度反映了视频网站的内容/信息可获得量，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网站风格。

本报告设置指标包括各视频网站在电影、电视、音乐、体育、游戏、动漫、汽车的热点关键

词检索量， 热视频结构、原创视频结构等。 

视频搜寻的便捷性测度，分两个方面：视频搜索的相关性，设置两个指标：一是噪音率，

衡量搜索结果中无关视频所占比重；另一个为重复率，衡量搜索结果中重复内容的比重。另

外考察推荐视频的相关性。 

表 1-1 视频受众使用体验测度指标列表 

 指标名称 定义 备注 

视频播放前等待时间 视频页面打开至视频播放开始所需时间。 以绝对时间（秒）评测。

视频总缓冲时间 视频开始播放至进度栏缓冲完毕所需时间。
以相互之间的相对比例

进行评测。 

专辑内视频转接时间 
专辑内前一视频播放结束至后一视频开始

播放所需时间。 
以绝对时间（秒）评测。

视频

播放

效果 

外部引用调用时间 点击播放后至视频开始播放所需时间。 以绝对时间（秒）评测。

版权合作 各网站的版权合作机构。 非定量指标 

视频检索量 
电影、电视、音乐、体育、游戏、动漫、汽

车类视频中的热点关键词检索量。 

以相互之间的相对比例

进行评测。 

热点视频结构 TOP300 播放 多视频的类型构成。 

内容

丰富

程度 

原创视频结构 原创类视频的类型构成。 

反映网站用户关注视频

类型、上传内容的不同。

视频搜索噪音率 搜索结果中无关视频所占比重。 

视频搜索重复率 搜索结果中重复视频所占比重。 

视频搜索（首页显示结

果）的有效性体验。 
视频

获取 
视频推荐相关性 播放页面推荐视频的类型构成及相关性。 考察视频推荐机制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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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注册用户行为特征分析及指标设计 

一般情况下，视频网站注册用户主要来自于网站原来的黏性受众群体，从“看”到“传”

的转化过程中，使用体验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注册用户的使用体验主要包括两大方面，一是上传体验，主要测度指标为上传速度；另

外为视频上传后效果体验，包括被关注度，以及与视频观看者的互动体验，这主要通过评论

的有效性进行衡量，包括评论量，评论匿名率，以及评论的噪音率。 

注册用户经过使用后对视频网站的评价也使得用户选择继续使用或减少使用，继续选择

上传会对视频网站的视频丰富度产生影响，本报告设置监测期内视频/专辑增量作为衡量指

标。 

表 1-2 注册用户使用体验/效果测度指标列表 

 指标名称 定义 备注 

上传条件限制 对上传视频大小、时长、格式及其他要求 非定量指标 
上传

体验 
视频上传时间 提交视频至完成上传所需时间。 以绝对时间（秒）评测。 

视频评论量 TOP30 视频的平均评论量. 
选取 多播放视频和 多评

论视频。 

视频匿名率 游客评论占整体评论的比例。 

效果

体验 

视频噪音率 与主题无关的评论在整体评论中所占比例。

随机选取 1000 条评论进行考

察。 

视频增量 
监测期内，原创、电影、电视、体育、音乐、

动漫内容的视频增量。 内容

增量 
专辑增量 

监测期内，原创、电影、电视、体育、音乐、

动漫内容的专辑增量。 

以关键词检索量进行考察，不

等同于真实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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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视频受众用户体验 

2.1 视频观看效果 

选择同一时段、相同软硬件配置进行各视频网站的视频播放效果对比，对 15 组监测实

验数据进行比对处理。 

各网站视频观看等待时间如表 2-1 所示，包括视频观看前等待时间，以及专辑内视频的

转接时间。 

表 2-1 各视频网站视频观看等待时间对比（单位：秒） 

  优酷 土豆 酷 6 六间房 我乐 

视频观看前等待时间 3.2 5.1 5.26 4.75 4.45 

专辑内视频转接时间 2.3 3.1 15.9 10.3 3.9 

注 1：受测试配置影响，与真实用户不同环境条件下的视频等待时间或有差异。   大度咨询，8.20-9.10 

注 2：酷 6网的专辑内视频转接时间包括了两个嵌入广告的播放占用时间。 

监测数据显示：在视频观看前的等待时间方面，优酷以 3.2 秒的平均时间领先于其他视

频网站。我乐、六间房的等待时间在 4-5 秒之间；土豆与酷 6 的等待时间超过 5秒。 

专辑内的视频转接时间方面，优酷仍以 2.3 秒的转接时间占有一定的优势，土豆 3.1

秒，我乐为 3.9 秒居于同一层次，而六间房、酷 6 的转接时间则超过 10 秒。其中酷 6 的视

频转接时间包括了两个嵌入广告的播放时间，平均转接时间达到 15.9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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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视频的整体缓冲时间，虽然整体缓冲时间一般不影响视频的正常播放（可能出现的

视频中断将严重影响用户体验），但关系到用户的观看快进选择的体验。视频的整体缓冲时

间也反映了视频网站在带宽、服务器方面的配置与投入。 

图 2-1 各网站视频观看缓冲时间比例关系 

 

大度咨询，8.20-9.10  

正常观看情况下，优酷的视频整体缓冲时间相对 短。与之相比，土豆是其缓冲时间的

1.68 倍；酷 6 是 1.39 倍；六间房、我乐分别是 1.17 倍与 1.66 倍。 

土豆、酷 6、我乐安装视频加速工具后，缓冲速度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土豆的缓冲时

间降为优酷的 1.38 倍，酷 6 降为 1.06 倍；而我乐则为 0.85 倍，缓冲时间低于优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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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视频内容相关性 

2.2.1 站内搜索结果相关度 

对 50 个热门关键词（见附件备选关键词）进行网站内视频搜索，检查搜索首页显示视

频的有效性，以搜索结果的噪音率、重复率考量。如图 2-2。 

图 2-2 各网站视频搜索结果有效性比较 

 

大度咨询，8.20-9.10  

搜索测试显示：50 个关键词的搜索结果中，优酷的噪音率为 2.3%；酷 6 以 3.2%次之；

我乐、土豆也低于 5%；而六间房的噪音率超过 10%，达到了 12.6%，搜索结果不甚理想。 

搜索结果的重复率方面，优酷、酷 6 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为 6.5%和 6.8%；其他三家

均超过 10%，其中土豆 11.0%，我乐为 14.9%，六间房 高，为 15.6%。 

搜索结果的噪音率与重复率反映了视频网站的搜索匹配技术水平，并是用户体验的一个

重要方面。优酷与酷 6在这两个方面测试效果相对更好；六间房的搜索体验需要提高，无关

视频和重复视频过多（另外，六间房的搜索结果 10 页后不可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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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推荐视频相关度 

考察各视频网站视频播放页面的推荐视频情况，各网站视频推荐机制有所不同，具体如

表 2-2 所示。 

表 2-2 各视频网站观看界面视频推荐比较 

 页面内推荐 视频播放后推荐 

优酷 

9个相关视频推荐 

（同名同类其他版本，同类别其他，相同关键

词不同类别） 

12 个热点及相关视频 

土豆 

相关视频：以关键词匹配的 6个同类视频； 

若干个推荐视频（无直接内容关联） 

（推荐版块不在视频播放首屏） 

视频两侧 10 个热点或推荐视频（与本视频

无内容匹配） 

酷 6 

视频播放下方 6 个推荐视频（与视频内容并无

直接关联） 

3 个轮换推荐视频（热点，无内容匹配） 

右侧相关视频若干（关键词匹配） 

40 个热点及首页推荐视频 （与本视频无内

容匹配） 

六间房 

房主推荐的视频 

视频左侧 1个推荐视频（与视频并无直接关联）

页面下的相关视频（关键词匹配） 

与页面下推荐视频相同 

我乐 
6个相关视频推荐或 5个“雷人视频”（与视频

内容无直接关系） 
30 个热点视频（与视频内容无关，固定） 

大度咨询，8.20-9.10  

网页内的视频推荐以与所看视频关键词匹配的视频为主（或以“相关视频”出现），另

外当前的热点视频也是推荐的一大内容。 

视频播放后嵌入视频的推荐主要以热点视频为主，与播放视频内容相关性不强。六间房

的视频播放后视频与网页的推荐板块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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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视频网站各随机选取 30 个视频，依据与播放视频内容的相关性，考察网页内推荐

视频（不含播放后推荐视频）的类型分布，如表 2-3 所示。 

表 2-3 各视频网站页面内推荐视频结构分布比较 

 
相同关键词 

其他视频 

同类别 

其他视频 

热 点 

（无差别推荐）
其他无关视频 

优酷 56.7% 28.3% 7.8% 7.2% 

土豆 69.2% 17.9% / 12.8% 

酷 6 10.4% 16.7% 31.3% 41.7% 

六间房 24.6% 45.6% 3.5% 26.3% 

我乐 72.7% 11.4% / 15.9% 

大度咨询，8.20-9.10  

相同关键词的其他视频是视频观看用户 可能感兴趣的内容之一。优酷、土豆、我乐的

推荐视频中，该类视频占比较高，分别为 56.7%、69.2%、72.7%；酷 6、六间房较低，其中

酷 6 只有 10.4%。 

同类别其他视频（如同在“音乐”类下的其他歌曲）也属于用户潜在感兴趣的视频内容。

六间房此类视频占比 多，达 45.6%，其次优酷（28.3%）；我乐相对较少，为 11.4%。 

热点视频为网站有意识地引导用户关注的内容，酷 6 的热点视频推荐占整体推荐的

31.3%，优酷 7.8%，六间房 3.5%；土豆与我乐未见。热点视频推荐未体现播放内容的差异性，

虽有利于聚焦关注度，但同时对用户体验有一定影响（尤其对观看多个视频的用户）。 

整体来讲，其他无关视频的有效转化率要低于以上类别。而对此类视频，酷 6 的推荐占

比明显偏高，达到了 41.7%；六间房 26.3%也处在较高水平；土豆、我乐的无关视频占比分

别为 12.8%、15.9%；优酷 低，为 7.2%。各网站差异明显，与其视频推荐机制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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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视频内容丰富度 

2.3.1 版权合作与内容提供 

版权问题是一个困扰视频网站的影响因素，对其健康发展十分重要，各视频网站也在版

权合作方面进行着努力。 

表 2-4 各视频网站版权合作机构一览 

 电视台/影视机构 其他版权合作机构 

优酷 

湖南卫视、湖南电视台、东方卫视、上海电视台

DV365、江苏广电、SMG、江苏卫视、北京电视台、

安徽卫视、旅游卫视、凤凰卫视、天津电视台、齐

鲁电视台、湖北卫视、武汉电视台、重庆电视台、

贵州卫视、山东卫视、TVB、广东卫视、MTV 中

国、外语网络电台等。 

唐码互动、环球唱片、百代音乐、天娱传

媒、英皇娱乐、光线传媒、海蝶音乐、太

合麦田、种子音乐、亚神音乐、星文唱片、

大国文化、星外星唱片、良友文化传媒、

盛世大像、竹书文化、光线传媒、搜狐动

漫、东方盛唐。 

土豆 
上海电视台 DV365、东南卫视、安徽卫视、厦门广

播电视集团。 
/ 

酷 6 
CCTV、湖南卫视、东方卫视、山东电视网、天津

卫视、四川卫视、内蒙古电视台、深圳电视台等。
时光电影网。 

六间房 凤凰卫视、华娱卫视等。 

光线传媒、星空传媒、中博传媒、手机电

影黑匣子、迅雷、PPstream、大国文化、

中凯文化、动漫湾动画。 

我乐 香港无线电视台、湖南卫视等。 NBA 

注：数据可得性问题，各网站合作机构或有遗漏。 

从各视频网站的版权合作机构来看，优酷的版权合作开展更为重视并收效明显，其中电

视台合作 20 家以上，领先于其他视频网站，；唱片公司、文化公司/工作室等其他合作机构

也明显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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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主要类别内容丰富度测度 

从用户角度来看，视频网站的内容丰富度主要通过视频检索结果来体验。本报告通过检

索分类热点关键词（见附件），考察各视频网站的内容丰富度情况，去除异常点及重复结果

后，各网站电影、电视剧、音乐、体育、动漫、游戏、汽车类别视频检索结果数量比例如图

2-3 所示（以优酷为比较基准）。 
图 2-3 各视频网站（热点关键词）内容丰富度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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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内容方面，优酷、土豆、酷 6、六间房、我乐的视频检索数量比例为 1 : 0.84 : 0.93 : 

1.49 : 0.88。六间房的电影检索结果在数量上领先，土豆稍落后。热门电影关键词各网站

受版权因素影响，均有不同的屏蔽。 

电视剧方面，优酷、土豆、酷 6、六间房、我乐的视频检索数量比例为 1 : 0.76 : 1.01 : 

0.86 : 1.05。优酷、酷 6、我乐处于相似水平，土豆、六间房稍落后。 

音乐内容方面，优酷、土豆、酷 6、六间房、我乐的视频检索数量比例为 1 : 1.43 : 0.90 : 

0.93 : 1.53。土豆和我乐的评测结果较好，优酷、酷 6、六间房基本处于同一水平。 

体育内容方面，优酷、土豆、酷 6、六间房、我乐的视频检索数量比例为 1 : 0.69 : 1.87 : 

0.48 : 0.64。酷 6 由于奥运视频的优势，在评测中表现 好；优酷处于中坚层，土豆、我

乐评测结果类似，我乐间房落后。 

动漫内容方面，优酷、土豆、酷 6、六间房、我乐的视频检索数量比例为 1 : 1.29 : 0.63 : 

0.50 : 1.44。我乐和土豆的评测结果较好，优酷次之，酷 6 和六间房差距较大。 

游戏内容方面，优酷、土豆、酷 6、六间房、我乐的视频检索数量比例为 1 : 0.55 : 0.37 : 

0.70 : 1.19。优酷和我乐较为领先，六间房、土豆、酷 6顺次下降。与其它视频网站相比，

酷 6 此项测评差距较为明显。 

汽车内容方面，优酷、土豆、酷 6、六间房、我乐的视频检索数量比例为 1 : 0.54 : 0.88 : 

0.58 : 0.51。优酷此项测评领先于其他视频网站。 

综合来看，优酷的表现较为均衡，在各项测评中均处中等或领先地位；土豆在音乐和动

漫中表现良好，其他测度表现一般；而酷 6 的动漫、游戏、汽车测度表现平平，其他较好，

尤其体育类有一定优势；六间房除电影外，整体测度表现不佳；我乐虽正处于转型期，但内

容积累仍有很强实力，测度整体上表现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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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各网站热点视频结构分析 

选取各视频网站在监测期内每周 热视频 TOP300 进行类别构成分析，各网站 受关注

的视频类型有明显区别，具体如图 2-4 所示。 
图 2-4 各视频网站 热视频 TOP300 内容结构比较 

 

大度咨询，8.20-9.10  

新闻热点是优酷的用户关注的一大重点，TOP300 视频中有 20.5%的内容是新闻热点类，

这远超过其他视频网站。娱乐（29.4%）、体育（11.6%）和电影（10.0%）是优酷用户关注的

其他重点类别。 

土豆上 受关注的视频类型是电视剧，占了 38.2%，其次为动漫（21.9%）、娱乐（16.9%），

新闻热点类所占比例较低，只有 2.8%。 

酷 6 网上电视剧（31.0%）、娱乐（20.0%）、新闻热点（14.3%）为 受关注的类别，受

奥运因素影响，体育类视频的比例达到 12.9%，为各视频网站之首。 

娱乐、电视剧类视频在六间房用户关注视频中占重要地位，比例分别为 35.5%、23.6%，

其他类别与之差距明显，新闻热点类占 4.5%。 

我乐正处于转型期，主推的我乐主播，使网站 受关注视频中音乐、娱乐占据了主流，

这与其他网站明显不同。 

从监测期内的受关注视频结构来看：我乐正处于明显的转型期；而在门户奥运视频以及

传统电视的挤压之下，优酷与酷 6 的体育视频占比依然较高，显示了两家的体育内容得到网

民一定程度的认可，其中，酷 6 借助的是奥运资源优势，优酷则是用户的社会热点关注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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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原创视频结构分析 

原创视频是视频网站重要的内容构成，并可有效增进用户的使用黏度。各视频网站的原

创视频已形成了不同的风格，考察各网站原创视频内容的类型构成，如表 2-5。 

表 2-5 各视频网站原创内容结构比较 

 分类方式 占比 特点 

原创 DV 14.2% 

自拍作品 46.7% 

改编 3.8% 
优酷 

记录 35.4% 

主张拍客，自拍作品与记录式视频占原创视频的大

部分；改编与翻唱相对较少。 

土豆 无分类，依靠关键词搜索 
推荐原创视频中，DV 原创占相当比例；突出原创

播客、原创小组。 

搞笑 34.2% 

情感 33.0% 酷 6 

动画（MV） 32.7% 

以内容，而非形式划分原创视频，各类别推荐比较

均衡。 

六间房 
无原创频道，原创内容被分别划分到

20 个频道中。 
音乐、社会、娱乐类原创相对较多。 

短片系列 61.4% 

MV&动画 25.6% 我乐 

创意&生活 13.0% 

目前主推自拍美女主播，翻唱/改编类原创视频比

重在增加。 

大度咨询，8.20-9.10  

各视频网站对原创视频实行了不同的分类。其中，优酷将原创视频按原创 DV、自拍作

品、改编、记录进行组织管理。而自拍作品（46.7%）、记录式视频（35.4%）占优酷原创视

频的大部分。 

土豆未对原创视频进行分类，其推荐的原创视频中，DV 原创占相当比例，突出原创播

客、原创小组。 

酷 6 的原创视频分为搞笑类（34.2%）、情感（33.0%）、动画及 MV（32.7%），是以内容

而非形式的划分方式，各类别推荐比较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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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间房未设置专门的原创频道，但对原创视频按照其他频道的分类加以整合，其中，音

乐、社会、娱乐类的原创视频较多。 

我乐的原创视频划分为短片系列、MV&动画、创意&生活，其中短片占比 大，为 61.4%。

目前我乐正主推自拍美女主播，翻唱/改编类视频比例在增加。 

2.4 网站外视频引用情况 

对博客、论坛、SNS 社区的引用视频情况进行考察，博客选取新浪博客、搜狐博客、网

易博客；论坛选取天涯、猫扑、西祠，以及新浪与搜狐的论坛；SNS 社区以 51、Myspace、

校内网为代表。各视频网站外部引用视频的调用时间测度对比如下： 
图 2-5 各视频网站外部引用调用时间对比 

 

大度咨询，8.20-9.10  

从视频的外部调用时间来看，各网站排序基本相同。优酷的博客调用时间平均为 2.2

秒，论坛为 2.6 秒，SNS 社区为 3.8 秒，均为各网站 短；我乐、六间房、土豆的调用时间

依次递增；酷 6 的调用时间 长，在博客平均为 5.3 秒，论坛为 6.5 秒，SNS 社区为 7.7 秒。 

视频的外部引用具体操作类似，在对网站的支持上，优酷可以直接转贴在 Myspace、51

上，酷 6 则特别针对百度贴吧提供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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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网站用户产生内容（UGC）情况 

3.1 用户视频上传体验 

3.1.1 上传视频的限制条件 

除对视频内容的要求外，受技术或其他条件的影响，各视频网站对上传视频进行了一定

的条件限制，具体如表 3-1。 

表 3-1 各视频网站对上传视频的条件要求 

 一般用户 辅助上传工具或特殊用户 

优酷 
视频大小 < 200M；时长无限制 

视频格式：除 Mp3、Wma 格式外 

超 G上传 ：单个视频可 >1G（< 1.2G） 

批量上传，断点续传；视频无需分割。 

土豆 
50K < 视频大小 < 200M；时长 < 60 min 

视频格式：无限制 

豆角儿：< 90 min，500M（原创） 

iTudou：批量上传，断点续传； 

可转换视频格式。 

酷 6 
视频大小 < 200M；时长无限制 

视频格式：除 Mp3、Wma 格式外 

超 G上传 < 1.2G；批量上传，断点续传； 

手机拍客：批量上传。 

六间房 
视频大小 < 1G；时长 < 300 min 

视频格式：无限制 

客户端上传：批量上传，断点续传；视频自动

分割；在线录制视频、可转换视频格式。 

我乐 
视频大小 < 200M；时长 < 60 min 

视频格式：除 Mp3、Wma 格式外 

超级上传： 大上传文件大小为 1G；支持断点

续传、支持多文件批量上传。 

大度咨询，8.20-9.10  

对一般用户的上传视频，各视频网站基本类似（六间房在视频大小、时长的限制较宽松），

为提高用户体验，辅助性上传工具是各网站极力向用户推荐的上传方式，重点解决视频上传

大小、速度问题。 



视频网站用户使用体验研究报告 

（8.20-9.10） 

 16

3.1.2 视频上传速度 

选择同一时段、相同软硬件配置进行各视频网站的视频长传效果对比，对 15 组监测实

验数据进行比对处理。 

各网站视频上传时间比例关系如表 3-1 所示。 

图 3-1 各网站视频上传时间比例关系 

 

大度咨询，8.20-9.10  

普通上传中，优酷的速度有一定优势，高于其他视频网站。同一视频，土豆的上传时间

是优酷的 1.64 倍；酷 6为 1.16 倍；六间房、我乐则分别是 1.24 倍、1.37 倍。 

借助各网站自己提供的上传加速工具，再进行视频上传测度实验。 

优酷的超 G上传主要侧重于对视频大小、时长的扩展，对上传速度无明显影响；土豆的

速度提高约 34.1%，与优酷相当（上传时间下降为优酷的 1.08 倍）。酷 6的上传加速则很不

稳定，表现在等待上传时间不规律（0-10 分钟，甚至超过 1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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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视频评论有效性分析 

3.2.1 视频评论量对比 

选择各视频网站一月 多播放视频 TOP30 进行评论量比较，如图 3-2。 

图 3-2 多播放视频（TOP30）平均评论量对比 

 

大度咨询，8.20-9.10  

数据显示：在 多播放视频评论中，优酷的网友评论在数量上领先优势明显，TOP30 视

频的平均评论达到 2681 条；酷 6 的评论量次之，为 1698 条；六间房、我乐分别为 937 条、

899 条；而土豆 少，仅为 525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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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视频网站一月 多评论视频 TOP30 进行评论量比较，如图 3-3。 

图 3-3 多评论视频（TOP30）平均评论量对比 

 

大度咨询，8.20-9.10  

数据显示：在 多评论视频中，酷 6 的网友评论在数量上领先优势明显，TOP30 视频的

平均评论达到 5466 条；优酷的评论量次之，为 3894 条； 我乐、六间房分别为 1491 条、1474

条；土豆仍为 少，1345 条。 

酷 6 的 多评论视频的评论量具有明显的时效性，与奥运相关的视频讨论热度明显，极

大地拉动了 TOP30 的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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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视频评论的有效性分析 

随机选取视频评论 1000 条，考察其匿名率、噪音率，以此反映视频评论的有效性，具

体如图 3-4。 

图 3-4 各视频网站视频评论有效性比较 

 

大度咨询，8.20-9.10  

评论的匿名情况方面：优酷实行真实用户评论，无游客参与；土豆的游客评论（即匿名

评论）占总评论量的 68.2%；酷 6 评论的匿名率为 78.8%；六间房 高，达到 85.4%；我乐

相应为 53.7%。游客评论在除优酷外的视频网站中占重要地位。 

评论噪音方面，优酷视频评论中有 5.2%与视频内容无关，相比之下处于较低的水平，

这与其评论实行“实名”制有一定关系。土豆的评论噪音率较高，无关评论占整体的 15.4%；

酷 6 相应为 27.7%，噪音率 高，其中广告与情色留言占相当比例；六间房、我乐分别为 7.3%、

10.6%。 

综合考虑，在视频评论的有效性方面，优酷具有较明显的优势，网友互动质量较高。其

他网站需借助相当比例的游客评论维持评论热度，这对评论的质量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评

测发现酷 6对评论把关不严，不健康评论比例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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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监测期视频内容增量 

以关键词检索考察各视频网站在监测期内的主要视频类别的视频、专辑增量，以此反映

各网站各类别视频的实际增量。监测期内，六间房、我乐对其视频内容进行整顿，造成检索

量的大幅下滑，具体如下。 

图 3-5 各视频网站原创内容监测期内增量比较 

 

大度咨询，8.20-9.10  

从原创视频的检索增量来看，优酷在视频、专辑的增量方面均有一定优势，领先于其它

视频网站；土豆的视频检索增量、酷 6 的专辑检索增量居于第二；六间房与我乐的原创视频

检索量有明显下滑。 

检索量的变化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应整体量的变化，各网站真实原创视频总量增加比例

与上图数据相比，应会倍数放大。 



视频网站用户使用体验研究报告 

（8.20-9.10） 

 21

各视频网站电影、电视、音乐、体育、动漫内容的视频及专辑增量如图 3-6 至图 3-9

所示。 
图 3-6 各视频网站电影内容监测期内增量比较 

 

大度咨询，8.20-9.10  
图 3-7 各视频网站电视内容监测期内增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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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各视频网站音乐内容监测期内增量比较 

 

大度咨询，8.20-9.10  

图 3-9 各视频网站体育内容监测期内增量比较 

 

大度咨询，8.2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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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 各视频网站动漫内容监测期内增量对比 

 
大度咨询，8.20-9.10  

视频检索增量方面，酷 6 在电影、电视、体育类中增量 多，优酷在同类中则均居于第

二；而在音乐和动漫类，优酷增量多与其他网站。六间房在电影和音乐类，我乐在电视类视

频中，均出现较大的检索量下滑。 

专辑检索增量方面，优酷在电影、音乐、体育类中增量 多，并在电视和动漫类中居于

第二。电视专辑增量 多的是酷 6，动漫为土豆。 

综合来看，以优酷和酷 6 的视频内容增量 为突出，其中优酷更多地表现为专辑增长；

而六间房与我乐则正处于内容调整期间，检索监测显示内容量出现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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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综述 

将报告中主要用户体验指标进行分类测度结果排序，各视频网站综合表现如表 4-1 所

示。 

表 4-1 各视频网站用户体验指标整体评测排序情况 

 优酷 土豆 酷 6 六间房 我乐 

播 放 前 等

待时间 
1 4 5 3 2 

视 频 总 缓

冲时间 
1 5 3 2 3（1） 

视频

播放 

专 辑 视 频

转接时间 
1 2 5 4 3 

噪音比 1 4 2 5 3 视频

搜索 重复率 1 3 2 5 4 

视频

受众 

外部引用调用时间 1 4 5 3 2 

视频上传速度 1 5 2 3 4 

评论量 1（2） 5 2（1） 3（4） 4（3） 

匿名率 1 3 4 5 2 评论 

噪音比 1 4 5 2 3 

视频增量 2 3 1 4 5 

专辑增量 1 3 2 4 5 

注册

用户 

内容

增量 

其中：原创 1 2 3 4 5 

注 1：各指标均按监测实验结果排序，1 代表本项指标 佳，依此类推。其中，等待/转接/缓冲/调用时间以

时间 短为 佳；匿名率、噪音率、重复率以比率 低为 佳；评论量、视频/专辑增量以数量 多为 佳。 

注 2：“视频缓冲时间”括弧内为使用加速工具后排序；评论量排序依据 多播放 TOP30 视频的数据，括弧

内为依据 多评论 TOP30 视频的数据。 

大度咨询，8.2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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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酷： 

评测实验及监测数据显示：优酷在主要用户体验指标中均表现优秀，用户体验明显领先

于其它视频网站。 

在用户 直接感受到的视频观看体验方面，优酷在相关指标（播放前等待时间、视频总

缓冲时间、专辑内视频转接时间，以及视频外部引用调用时间）中，均为体验 佳。视频播

放的流畅度是视频网站服务器、带宽配置，技术支持实力的集中体现，也是决定用户忠诚度

的 重要因素。与之相关的视频上传速度，优酷也是 快。 

内容体验层面上，搜索结果的噪音率与重复率优酷亦控制在 低，搜索体验优于其它视

频网站。另外，与其它视频网站相比，优酷的视频评论量显著较多（受奥运视频影响，在

多评论视频中，酷 6 评论量较多），并且视频评论的质量较高，具体表现为评论的噪音率

低，无匿名评论。 

监测期内的视频内容增量方面，优酷的整体视频增量第二，专辑增量第一；其中，原创

视频的视频增量与专辑增量均为视频网站中 多。 

土豆： 

土豆的使用体验整体上难称满意，即使在与除优酷外的其它视频网站相比，大部分指标

亦都不突出。 

视频观看体验方面，专辑内视频转接速度土豆仅次于优酷位居第二；除此之外的其他指

标，如视频播放前等待时间、外部调用时间均位列第四，视频总缓冲时间则处于末席（同时

使用加速工具后，土豆缓冲速度有所改善，但仍低于其他网站）。相关指标如视频上传速度，

土豆亦为 慢。 

内容体验层面上，土豆的视频搜索的噪音率与重复率表现居中，噪音率（4.8%）虽是第

二高，但基本与我乐处于同一水平。土豆的视频评论有效性相对较差，视频评论量在各视频

网站中 少，即使如此，视频的噪音率仍仅次于酷 6，匿名屡也排在第三位。 

监测期内，土豆在视频增量和专辑增量方面均居于第三，分别落后于优酷和酷 6；其中

原创视频增量仅次于优酷，居于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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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 6： 

酷 6 的使用体验呈现明显的反差，部分指标表现较差，个别指标则相对较好。 

视频观看体验方面，酷 6 的多个指标均为各网站 差，如播放前等待时间、专辑内视频

转接时间、视频外部调用时间；而在视频整体缓冲时间和上传时间方面，酷 6 表现尚可，分

别排在第三位和第二位。 

内容体验酷 6 整体表现尚可。其中，搜索结果的噪音率与重复率控制在较低的水平，搜

索体验仅次于优酷；视频评论量与监测期内视频/专辑增量则与优酷互有领先。但是酷 6 的

评论有效性需要提高，噪音率远高于其他视频网站，匿名情况也只略好于六间房。 

六间房： 

整体上，六间房的使用体验居于中游（视频观看）偏下（内容体验）水平。 

视频观看方面，六间房在播放前等待时间、外部调用时间都位列第三；整体缓冲时间表

现略好，仅次于优酷，而专辑内转接时间则只居于第四。相关指标如视频上传时间也处在中

游水平。 

内容体验方面，六间房的搜索体验 为糟糕，噪音率与重复率均为各视频网站 高（且

搜索结果 10 页之后不可查看）。视频评论的匿名情况 为严重（噪音率较低），评论总量则

排在 3、4 位的水平。 

另外，监测期内六间房对视频内容进行了整顿调整，使得视频检索量出现较大下滑。 

我乐： 

我乐的视频观看体验相对较好，内容体验则不甚理想。 

视频观看方面，我乐的播放前等待时间、外部调用时间指标排名第二；视频总缓冲时间、

专辑内转接时间则排名中游（使用加速工具后，我乐的视频总缓冲时间短于优酷）。 

内容体验方面，我乐搜索的噪音比居中，重复率略高；而评论量仅居第四；监测期内我

乐的视频增量为负，这是其进行视频整顿调整的结果，减少量甚至超过了六间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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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表-1 视频检索测度热点关键词设置列表 

电视剧 电影 音乐 卡通漫画 

夜幕下的哈尔滨 十全九美 北京欢迎你 火影忍者 

命中注定我爱你 赤壁 我和你 死神 

放羊的星星 木乃伊 3 爱上你是一个错 猫和老鼠 

越狱 功夫熊猫 左边 网球王子 

搜神传 功夫之王 做你的爱人 海贼王 

我们俩的婚姻 长江七号 青花瓷 奥特曼 

奋斗 画皮 日不落 多拉 A梦 

会有天使替我爱你 文雀 等一分钟 七龙珠 

东方朔 全民超人 老人与海 蜡笔小新 

武林外传 钢铁侠 会呼吸的痛 柯南 

体育 游戏 汽车  

足球 魔兽世界 马自达  

篮球 地下城与勇士 别克  

NBA 天龙八部 本田  

F1 跑跑卡丁车 丰田  

网球 劲舞团 大众  

刘翔 传奇 现代  

郭晶晶 穿越火线 红旗  

菲尔普斯 赤壁 奇瑞  

博尔特 魔兽争霸 雪弗兰  

何雯娜 梦幻西游 一汽  

注 1：根据监测期内百度风云榜、谷歌热榜相关排序列表综合生成。 

注 2：受版权影响，部分关键词在部分视频网站检索结果不可得，报告数据已做相应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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