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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数字媒体及软件业 

2011年种子融资调查报告 

背景信息 

去年，我们发布了第一份种子融资调查报告。报告显示，种子融资对创业者和风险投资环境的重要

性日益凸显，特别是在互联网/数字媒体及软件业中，种子融资的重要性尤为突出。 

本次调查是我们的第二次种子融资调查。本调查报告除提供2011年的相关信息外，还对2011年的信

息与2010年的信息进行了比较，以便读者了解市场的发展趋势。 

本报告提供的信息基于2011年的56笔融资交易和2010年的52笔融资交易。其中大部分交易的主体为

总部设在硅谷的公司，也包括部分来自西雅图和洛杉矶地区的公司。 

种子融资环境概况 

互联网/数字媒体及软件公司融资环境的规模正日益扩大，并呈现出多样化趋势。我们虽未掌握该

市场规模的确切数字，但坊间证据和第三方数据显示，融资市场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上述第三方

信息包括： 

 道琼斯风险资源（Dow Jones VentureSource）（以下简称“道琼斯”）的报告显示，从

2010年至2011年，种子轮融资中风险投资的增长率高达52%。 

 道琼斯的报告还显示，2011年第4季度美国最活跃的三家风险投资主体毫无例外，均以种

子阶段融资为投资重点（分别为：500 Startups公司、SV Angel公司和First Round 
Capital公司）。 

 新罕布什尔大学风险投资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2009年至2010年天使投资人在美国的投

资增长率高达14%，且与2010年上半年相比，2011年上半年天使投资的同比增长率高达4%。 

 peHUB的报告显示，仅洛杉矶地区成立的企业孵化器/加速器即已逾24家。 

 Y Combinator公司在2010年夏季和2011年冬季投资的创业企业数目分别为34家和43家，

该数目在2011年夏季已增至63家。 

 斯坦福大学宣布，其将开设一个创业主题宿舍——“创业宿舍”（“eDorm”），“创

业宿舍”的学生们将开展组建创业团队等活动。Peter Thiel将担任该项目的赞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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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投资不仅在数量上呈上升趋势，其资金来源也日趋多样。种子投资的来源包括： 

 亲友 

 专业天使投资人（该类投资人通常都曾以创业者身份成功创办公司，或曾作为成功

公司的元老员工）。 

 利用自有资金进行共同投资的天使投资人团队。 

 提供正式创业指导且通常提供创业资金的企业孵化器/加速器。 

 协助种子投资者与创业者实现对接的挂牌服务公司。 

 主要从事创业初期投资的种子基金。 

 直接进行种子投资或通过单独的基金进行种子投资的传统风险投资者。 

 大众融资也是一种可能的资金来源，但此种融资方式尚待国会推动立法程序确认。 

在种子资本蓬勃增长及种子资本来源日趋多样的背景下，随着优先股估值的不断提升、可转换

票据使用的日益广泛及可转换票据估值上限金额的不断提高（详见本报告下文所述调查结果），

种子融资交易的“杠杆作用”呈现出更有利于创业者的趋势。我们开展的另一项风险投资调查

（详见：www.fenwick.com/vcsurvey）也从侧面印证了该趋势；该调查结果显示，获得后续

融资的互联网/数字媒体及软件公司的估值也在不断提高。 

坊间证据显示，种子融资环境存在一些其他趋势，包括：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的速度日渐加快，

同时，在某些情况下企业加速器/孵化器会提供担保融资。这些趋势同样显示融资环境十分有

利于创业者。 

诚然，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有可能是“非理性繁荣”现象，但我们仍相信，种子资本投资增长

的背后存在坚实的深层原因。 

首先，互联网及相关的新工具、新技术从根本上缩短了互联网/数字媒体及软件产品进入市场

所需的时间和费用，投资者可获得更多的投资信息，并可能收获更多的“巨大回报”。 

其次，移动设备的发展和互联网使用的普及，也从整体上推动了对创业公司开发的产品和服务

的需求的增长。毋庸置疑，这些公司可能获得的回报非常巨大——目前，30余家获得风险投资

支持的技术公司的当前估值已超过10亿美元。 

再次，已获得种子资金支持的公司如要获得下一轮融资，其将面临重大考验（我们的调查显示，

在2010年获得种子融资的公司中仅有不到半数在随后的18个月中获得了后续风险投资支持）。

这表明，在获得下一阶段更重大的融资之前，越来越多的获得种子融资的公司将面临谨慎的评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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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种子融资调查所涉公司的最新情况 

截至今日，我们在2010年开展的调查所覆盖的公司自获得种子轮融资以来，平均时间已达18个月。

这些公司在该期间的情况见下表。 

获得风险资本融资的公司： 45% 

获得补充种子融资的公司： 12% 

仍在运营尚未获得补充融资的公司： 21% 

被收购的公司： 12% 

已停止运营的公司： 4% 

情况不明的公司：   6% 

总计 100% 

2011年种子融资调查结果摘要 

2011年的调查显示，种子融资存在如下重要发展趋势： 

 可转换票据的使用比例上升了10个百分点，相应地，优先股的使用比例下降了10个百分点。 

 可转换票据交易的中值从66.25万美元上升至100万美元，而优先股交易的中值基本维持在

100万美元未变。 

 对于采用优先股融资的互联网/数字媒体公司而言，融资前估值从340万美元上升至400万
美元，而软件公司的融资前估值则从270万美元上升至350万美元。 

 可转换票据的估值上限中值从400万美元上升至750万美元。 

 可转换票据在下一阶段，按照一定的贴现率转换为股权价值的交易百分比从67%上升至83%。 

 可转换票据投资人（在票据转换前）在获得可转换票据时的权利总体而言有所提高。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可转换票据使用的日益广泛、可转换票据估值上限的提高以及优先股交易估值

的提高均属于有利于创业者的趋势；而可转换票据贴现使用比例的上升以及票据持有人在获得可转

换票据时权利的提高则属于有利于投资者的趋势，但总体而言，有利于创业者的趋势是两者中更重

要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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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种子融资调查结果详情 

 2010 2011 

行业分类：   

互联网/数字媒体业： 71% 75% 
软件业： 29% 25% 

主导投资者背景信息：   

种子融资基金： 43% 46% 
专业天使投资人： 31% 28% 
风险投资基金： 26% 27% 

  融资结构： 

融资结构： 

  

优先股融资： 69% 59% 
可转换债务融资： 31% 41% 

 

平均投资规模 

下表为投资金额不低于10万美元的投资者的平均投资规模信息——按投资者类型及优先股融资和可

转换票据融资分别列示。 

优先股融资 

 

 

2010  2011 

专业天使投资人：  $310,000  $163,000 
种子融资基金：  $392,000  $423,000 
风险投资基金：  $591,000  $516,000 
   

  可转换票据 

 

  

专业天使投资人：  $182,000  $244,000 
种子融资基金：  $140,000  $424,000 
风险投资基金：  $290,000  $501,000 

 

对优先股种子融资的分析 2010 2011 

互联网/数字媒体业： $3,400,000 $4,000,000 
软件业： $2,700,000 $3,500,000 

 不参与分配优先清算权的使用比例： 90% 91% 

 参与分配优先清算权的使用比例： 10% 9% 

 投资者获得董事会席位的百分比： 72.5%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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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可转换票据种子融资的分析      2010                    2011 

 筹集金额的中值： $662,500 $1,000,000 

 发生票据转换的未来融资的金额中值： $1,000,000 $2,000,000 

 转换估值存在上限的交易百分比： 83% 82% 

 估值上限中值： $4,000,000 $7,500,000 

 可转换票据在下一阶段，按照一定的贴

现率转换为股权价值的交易百分比： 

67% 83% 

 初始贴现中值： 20% 20% 

 随时间推移贴现率提高的交易百分比： 25% 5% 

 不带有贴现但存在估值上限的交易百分

比： 

100% 75% 

 附带认股权证的交易百分比： 0% 0% 

 在公司完成股权融资前即被收购的情况

下，对票据的处理： 

  

收取投资回报+溢价： 50% 61% 

溢价中值： 

0.75x原始本金金额 1.0x原始本金金额 

按约定估值进行转换的权利： 33% 65% 

既无转换权又无溢价的百分比： 17% 9% 

既有转换权又有溢价的百分比： 0% 35% 

 利率中值： 6.0% 5.5% 

 期限中值： 18个月 18个月 

 有担保票据的百分比： 0% 4% 

 投资者获得董事会席位的百分比： 8.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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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及定义 

就本调查而言，我们将“种子”融资定义为专业投资者起主导作用的，筹资金额界于25万美元至

250万美元之间的公司首轮融资。敬请注意，该定义不包括“亲友”起主导作用，且参与方可能并

未对融资条款进行公平磋商的融资，亦不包括参与方可能并未对融资条款进行实质磋商的小规模融

资。鉴于我们对“种子融资”做出的上述定义，以及本项调查所涉全部公司均与本公司具有联系这

一事实，本调查可能无法完整反映所有获得初期融资的公司的情况——若要将更多已获得种子投资

者融资支持的前景良好的公司纳入调查范围，可能会超出我公司的能力范围。 

本调查报告同时适用如下定义： 

(i) “专业天使投资人”一词指经常性地利用自有资金对创业阶段公司进行投资的个人或个人

组成的团体。 

(ii) “种子基金”一词指主要对创业阶段公司的首轮专业融资进行投资的基金。 

(iii) “风险投资基金”一词指在私营公司的各个发展阶段对其进行投资的基金。 

致谢 

First Round Capital公司的Josh Kopelman先生和Y Combinator公司的Jonathan Levy先生利用宝贵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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