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哔哩哔哩 (BiLI US; 14.35 美元; 目标价: 22.93 美元)  
B 站当前的挑战  机遇以及估值逻辑    
 
B 站能否突破亚文化圈层限制？ 
亚文化要成为主流文化，需要满足两点必要条件：1.在资本和市场的催化下具有商业价值；2.意识形态上必须

和主流价值观保持一致。B 站在商业价值上不断获得认可；同时，主动向主流价值观靠拢。B 站已经具备了突

破亚文化圈层限制的必要条件。 
 
B 站的用户潜力有多大？ 
我们预计，B 站将充分受益于中国人口素质提升，在 15~25 岁人群将首先实现全渗透，预计 2021 年 MAU 将

达 2 亿。同时，考虑到 B 站内容的持续泛化，预计将最终覆盖全部 15~35 岁用户人群，即目标用户人群约 4.3
亿人。 
 
B 站的用户活跃度是否会受到影响？ 
B 站在交互次数、用户时长、用户投稿数多项指标创新高；2019 年第二季度 B 站 MAU 达 1.1 亿，同比增长

29.4%，正会员数达 5400 万；B 站用户日均使用时长达 78 分钟，同比增长 3%；活跃用户每日视频播放量达

到 5.86 亿，同比增长 84%；用户互动量达 16 亿，同比增长 180%； B 站会员 12 个月留存率保持在 80%以上

的水平。 
 
B 站的内容品类如何扩张？ 
我们认为，B 站的内容体系以“陪伴、快乐、共鸣”为精神内核持续衍生，在 VLOG、娱乐明星、影视剪辑等

大众品类上仍有巨大的提升机会，在音乐现场、萌宠、种草、美食、搞笑等品类拥有逐步裂变的空间。同时，

B 站擅于将亚文化元素和主流文化嫁接，在记录片、科幻动漫等领域仍有拓展空间。 
 
B 站商业化何时突破？ 
我们认为，随着 B 站的用户规模持续扩大，B 站在营销领域的商业化价值将逐步放大。对标微博的发展历程，

自 2015 年微博用户规模超过 2 亿后，微博广告营收增速明显加快，增速从 30%左右迅速提升到 70%左右。特

别是当广告主在投放互联网广告时，会对投放目标进行多次筛选，若平台用户规模不够，广告容量也有限，如

果平台用户规模不够，广告的投放容量也有限。我们预计随着 B 站用户规模突破 2 亿 MAU，B 站的广告营收

有望加速增长。同时，B 站在游戏、大会员、电商导流方面仍有极大的发展潜力。 
 
B 站该如何估值？ 
我们对 B 站的估值分为两个阶段，当用户规模低于 2 亿 MAU 时，采取单用户估值法，单用户价值 55 美元 (市
场中位数水平)。预计公司在 2019Q4 MAU 将达 1.3 亿，对应市值为 71.53 亿美元，对应 22.93 美元/ADR 价

格，相比当前价格有 71%涨幅。我们预计公司在 2021 年 MAU 突破 2 亿，对应市值 110 亿美元，股价为 35 美

元/ADR，相比当前有 162%涨幅；当用户超过 2亿 MAU时，商业化加速，应采取 PE估值法。预计 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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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盈利为 36.07 亿元，参考当前互联网社交平台的平均 PE 23X，B 站市值为 122 亿美元 (汇率 6.8 估算)，对

应 39.09 美元/ADR。  
 
B 站的挑战及股价催化剂是什么？ 
B 站的挑战在于用户增长成本在不断提升，从 2016 年的 0.4 元/用户增长至 2018 年的 2.7 元/用户，如果 B 站

的用户获取效率继续下滑，将面临较严重的资金压力。假设 B 站未来 2 年运营效率保持不变，预计 B 站 MAU
在 2019Q4 达 1.29 亿，单季度用户获取成本 6.32 亿；B 站 2020Q4 MAU 达到 1.8 亿，单季度用户获取成本

10.68 亿元。我们认为，当 B 站的运营效率出现大幅改善的时候 (即用户获取成本不变用户数超预期，或用户

规模不变但成本低于预期)，股价将超预期上涨。 
 
风险因素 
持续数年不盈利导致现金流紧张风险；月活用户规模增长不及预期风险；政策监管波动导致游戏或视频广告业

务风险。 
 
建议关注 
我们认为公司受益于中国人口素质提升、视频内容泛化，将持续保持发展速度。公司广告业务将随着用户规模

的增长而加速发展。我们预计公司 2019-2021年营收达 69.92亿/105.00亿/161.40亿。哔哩哔哩的投资机会在

于其中长期的广阔空间和随用户规模增长而提高的营销价值。根据估值结果，给予 2019 年目标价格 22.93 美

元/ADR，对应 2019 年 PS 7.0x，建议投资者关注。 

资料来源：相关公司、彭博、中信证券     风险等级: 由低至高分 1 至 5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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