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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马拉雅近日宣布，耗时两年

制作完成的《哈利·波特》中文有声

书将于6月21日上线，资深专业团

队录制、重新设计人物形象、精心

打磨声音细节及大场面定制音效，

为听众带来声临其境的真实感受，

也将在读者中再次掀起“哈利·波

特”热潮及对有声书的关注。

艾媒咨询机构发布的《2020年

中国有声书行业发展趋势研究报

告》显示, 2016~2020 年间，中国有

声书市场规模从23.7亿元增至94.7

亿元，有声书用户数量从 2.18 亿增

至5.69亿。到2021年，在线音频用

户规模突破 6.4 亿（数据来自艾媒

发布的《2020年中国有声书行业发

展趋势研究报告》）。新冠肺炎疫

情暴发以来，随着纸质出版物发行

受阻、市场对有声书需求不断增

加、线上用户规模不断增长，在资

本大鳄的加持下，互联网企业纷纷

加大有声书业务布局：字节跳动 2020 年年中推出

“番茄畅听”，腾讯 2020 年年底推出“微信听书”。

入局音频市场多年的喜马拉雅也在 2021 年年底

加快与出版社合作的步伐，目前已与 300 多家出

版社（包括 20 家头部出版机构）开展有声书合作，

今年，该平台有声书（仅指出版物，不含网络文学）

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70%。许多出版机构也纷纷加

大有声书业务布局，成立有声事业部或招募大批

专业人员录制有声产品，对传统内容进行有声改

编和录制以满足读者需求。这为出版机构带来了

不菲收益：新经典、读客、果麦文化的数字内容收

入均达8位数，中信出版集团有声书销售收入每年

均保持10%左右的增速。

我国的有声书市场已形成人民文学出版社、译

文出版社、新经典、读客、中信、磨铁、博集、果麦、

等出版机构积极开发有声内容的局面，其中中信、

磨铁、博集开发的有声书数量均在千种以上，果麦

有声书有 400 多种，读客、新经典更加注重精品化

开发，有声书品种数在百种以内，却实现了超高人

气和骄人业绩。

开发优势赛道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和疫情对人们生活、工作的

影响，推动用户习惯发生了巨大转变，樊登、得到、微

信读书平台上的有声产品推动消费者用手机听书的

需求增长，优质读者更加重视自己的阅读体验。

喜马拉雅于 2020 年成立价值出版部，以适应

市场变化开发有声书。该部门总经理陈恒达表示，

微信读书平台上的电子书数量超过 20 万种，国内

有声书品种数量只有电子书的 1/10。有声书体量

不大，是因为相较于电子书，有声书的开发、制作成

本较高，限制了有声书的开发规模。

与此同时，米兰·昆德拉、村上春树等海外知名

作家从全球有声书发展大势中看到中国市场商机，

开始向中国地区授权有声书版权，由此慢慢聚集起

头部有声内容。陈恒达表示，目前很多头部图书都

开发了有声版，但现在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触达更多

用户。很多用户还是找不到听书路径，为此，喜马

拉雅需要与出版业建立起联系，一方面加大文字音

频化的开发力度，运用文字转语音（TTS）技术开创

特色语音项目，最大化满足用户听书及在阅读/听

书之间切换的需求；另一方面注重高品质版权内容

开发，平台已上线逾 2 万种有声书，成为完整版有

声书最大的音频平台。平台上一半的有声书由出

版社授权喜马拉雅制作，每年开发4000种有声书，

另一半由出版社自制。

目前，喜马拉雅与出版社的合作日益丰富而多

元，在经典作品之外，出现了商财、职场、励志等类

型的有声书，涵盖历史、人文、悬疑推理、个人成长、

儿童等多个领域。陈恒达介绍，悬疑推理、历史和

个人成长类赛道均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吸引更多中

小出版社寻求与喜马拉雅合作，很多原创作者也可

通过有声版权授权获得收益。

“内容一定要交给出版社最专业的人来做。”陈

恒达表示：“喜马拉雅选择与出版社合作，由他们完

成有声内容的转换。目前新经典、读客、磨铁、博

集、中信、果麦等机构均组建团队专门开发有声书，

更多的出版社还处于摸索阶段。他们对有声书应

做成什么样子没有概念，也不知道该找什么主播和

制作公司合作。”

出版社希望提升自制有声书的能力，尤其是有

的出版机构前期已签下 IP 的全版权，迫切需要向

新领域拓展，寻求变现机会。“喜马拉雅希望通过与

出版社的合作给业界打个样，看看不同类型的有声

书该怎么做。从长远看，有声书可以作为 IP 生长

环境中的一环，和纸质图书形成相互促进的关系。”

陈恒达介绍，为与出版社重建产供关系，他们

会到出版社做宣讲，结合不同类型图书及出版社优

势领域，同时贴近平台上的最大用户基数进行宣

讲，与出版社共同开发出好的赛道。

近几年喜马拉雅与出版机构有不少打造有声

精品的案例，如帮助磨铁公司开发有声书《天才在

左 疯子在右》时，先确定悬疑、心理类方向，邀请

倪妮、冯远征、郭晓冬等明星参与播讲，获得逾

1600万收听量。开发有声书《明朝那些事儿》时他

们请来相声演员孙越播讲，他风趣幽默的语言大

受用户欢迎，半年内播放 5000 万次。喜马拉雅还

分别为《明朝那些事儿》做了粤语版、站内主播版、

评书艺术家版本和相声艺术家版本，风格更加多

元化，给用户带来沉浸式的阅读体验，每个版本都

很受用户欢迎。

喜马拉雅将打造精品赛道、培育新兴赛道作为

业务发展重点。陈恒达介绍，悬疑推理类以紫金

陈、东野圭吾、麦家、雷米等名家作品，及金融犯罪、

校园侦探悬疑推理和社会派悬疑推理类为主，营造

逼真的氛围、个性化的声音和扣人心弦的情节非常

重要，明星参演对提高作品知名度也非常关键。历

史类主要以讲书人多年耕耘通俗历史为主，喜马拉

雅打造了谢涛、大宇茶馆、现代军吧、王更新、扬腔

扬调等多位坐拥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粉丝的主播，生

动有趣地演绎历史故事。情感、商财、职场等个人

成长类产品的用户需要快速接受信息，因此要挑选

庄重、稳重的声音，让用户有更好的收听体验。虚

构类作品需要有好的主播，给用户带来沉浸式体

验，出版社常常会通过同步上线有声书做线上首发

推广。非虚构类作品则需要趣味化拆解导读，出品

方必须加大制作投入，以音质取胜。

此外，贴合社会热点的有声书可以实现同频同

步，陈恒达介绍，前段时间爆发的乌克兰战争带动

《普京传》有声品热销，热播影视剧带动了《人世间》

有声品取得良好销售。“哪怕做一两次没踩上点，多

做尝试就会成功，出版社借此也可以形成新的商业

模式。”陈恒达强调说，出版社千万不要按照版权采

买的逻辑，只把版权丢给版权人员来运营。

据悉，在头部有声书的合作中，喜马拉雅会为

优质作品预先给作家和出版社支付一定保底费用，

如果是喜马拉雅自制有声书，会在收入可以弥补平

台成本之后与出版社进行收入分

成，喜马拉雅希望借此让出版社

代理更多作家，并帮助作家运营

多介质版权，也减少出版社对有

声书市场的顾虑。同时，通过大

量自制有声品，进行各个类型的

尝试，出版社可以建立各类有声

书品控的标准。

技术引领 反哺纸质出版

为给用户提供更好的收听体

验，喜马拉雅走了一条与电子书

平台不同的技术路线，开发出特

色语音的新路。

陈恒达介绍，喜马拉雅在获得

单田芳声音授权后，去年首次将

其合成 AI 语音并应用于伟人、名

人传记等内容开发，推出“单田芳

声音重现”系列专辑，全新演绎听

众耳熟能详的经典之作。“我们希望用好 AI 工具，

让创作者实现技术与声音的完美结合，在声音的节

奏、情感等方面都达到天花板的高度。在此基础上

未来还可以开发出更多创造性的东西。”喜马拉雅

还将出版社编辑、作家和译者与用户互动的内容制

作成音频，形成用户自己的在线俱乐部或播客电

台，提供更丰富的阅读体验。

运用技术手段开发特色声音，同时也要找适合

其调性的内容来播。陈恒达还介绍，喜马拉雅培育

的平台主播也可以把历史类的趣味性加强，让有声

书呈现超出用户体验的东西。超出的东西越多，就

越吸引用户。喜马拉雅希望与主播一起推动有声

书市场的发展。

在基于文字开发有声内容之外，喜马拉雅还携

手出版社开创了从有声到纸书出版的新路。据悉，

由余世存作序并推荐、燕山刀客创作的有声节目

《大明奠基人朱棣》2020 年 11 月在喜马拉雅上线

后，几个月内播放量逾1000万，有庞大的读者群作

背书，当代世界出版社很快出版了纸质图书。此

外，易中天、马瑞芳、余秋雨、郭德纲等名家的人文

类有声节目也很快推出了纸质图书。四川天地出

版社还与喜马拉雅共同组建天喜文化合资公司，先

后出版了喜马拉雅人气有声节目《张其成讲易经》

等多部有声品的纸质图书。

“出版人最大的价值是在不同载体上进行内容

开发。用户在哪儿，内容就应该辐射到哪儿。”陈

恒达认为，有声书现在面临着千载难逢的机遇：

传统出版的产业链是断裂的，很多作品出版周期

较长，书号获批较慢让出版社很难跟上市场热点；

而单播有声书制作快捷，文本出来一周后即可上

线，可以试错及时更新，还有跟随热点及知识呈现

的功能，同时还可以与纸书同步上线，积累用户，

并反哺纸书销售。现在用户对有声书有需求，但

是他们不会一直在那里等，也许虚拟技术成熟后，

用户和市场就不在了。因此，开发有声书市场迫在

眉睫。

“全球有声书市场增速还会加快，欧美出版社

也在探索建立一站式的有声书开发及人才建设模

式。大家发现了用户需求，但是生产力、生产关系

都还没有跟上。因此，喜马拉雅在研究行业做法，

希望服务好B端客户，赢得出版社的信任并加大合

作力度，同时也帮助出版社盘活版权资产，让这一

生态很快成长起来。”陈恒达表示：“希望出版社能

够更多参与有声书制作、运营及TTS技术应用，与

主播合作，让内容更好地呈现。我们先把火烧起

来，带着大家跑起来，一起找到新的方向。”

中信书院 APP 是中信出版集

团推出的数字内容和服务平台，基

于移动互联网和智能科技为用户

提供全形态、系统性的多媒体知识

服务。中信出版集团以出版社科、

财经类图书见长，中信书院以此为

基础，针对中高端人群需求开发有

声书。现在，读者阅读的应用场景

从智能手机延展到汽车，知识生产

的应用场景正在向音频转移，有声

书也成为实现知识价值延伸的有

效方式。中信书院专门建了录音

棚，购置了专业录音设备，用于录

制有声书、播客和视频，以便对内

容的把控更精准细致。

中信书院开发有声书注重坚

持特色和高品质出版的准则。依

托中信出版的精品纸书进行有声

书录制，录制过程中遴选具有专业

水准的主播，原汁原味地呈现内

容。如在制作埃隆·马斯克母亲梅

耶·马斯克的自传《人生由我》有声

版时，考虑到这是一部励志作品，

挑选主播时会结合主播的人生经

历、个人形象、声音呈现度和知名

度等因素，确定找一位大众心目中

的成功女性来播讲，最终请到央视

播音员李瑞英，制作团队还为有声

书加上背景音乐、音效，有声书问

世 1 年多点击量破百万。去年制

作比尔·盖茨的新作《气候经济与

人类未来》有声版时，制作团队请

来了气质形象相符、主持节目与该书内容有关联的央

视《对话》节目主持人陈伟鸿播讲，他在录制间隙还拍

了一条分享阅读感受的视频，后期作为花絮也放到了

有声书中。为制作阿列克谢耶维奇讲述苦难与战争

的《二手时间》《切尔诺贝利的祭祷》有声书，制作团队

请来北京人艺导演兼配音演员唐烨播讲，她曾为《乱

世佳人》中的女主斯嘉丽配音，声音有很强的代入感，

制作团队还为有声书加上背景音乐和声效，得到懒人

畅听平台的高度评价。

专业主播可以为有声书增色不少，他们的播讲自

然流畅，在朗读过程中常常会带入自己的感受，遇到

不适合播讲的段落，他们会结合自己的理解来表达，

带给读者听觉上的享受。制作团队用最高标准去打

磨，录制完成后一帧一帧地听音效，看看声音能否给

内容做加持。不少听众对中信的有声书大加赞赏，纷

纷表示会购买纸书再细细阅读。

从运营方式上，纸书、电子书和有声书三种形态

是相辅相成的，可以对图书IP全链条产生积极影响。

因此，中信将继续发掘不同形态产品的延伸价值，不

断提升内容价值的传播。同时也加大营销力度，在纸

书中印上有声书的二维码，读者扫描后可获得更丰富

的阅读体验。

谈到新技术应用，技术模拟人声是目前比较热门

的技术，也是平台的卖点，但目前首先要解决的是声

音版权问题，其次是技术不成熟的问题，要给听众好

的听觉体验。目前看还有一些路要走，大部分读者还

是更接受人声朗读。

4 年来，中信书院开发了 2000 种有声书，有声书

销售收入每年保持 10%左右的增长。目前有声平台

的头部效应比较明显，但是在这些综合性全品类平台

上用户常常会面临无从选择的困难。中信书院相信

在垂类市场会出现新型平台，如播客可以给知识层次

较高的人群提供更丰富的体验，非常看好这种方式的

前景。中信书院在尝试播客类内容开发，它是更丰富

的语音呈现方式，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各种应用

场景会加强，如在智能汽车时代到来以后，人们会在

车里听书。中信出版集团还在整合内部资源，打造文

学主题播客“跳岛电台”和学者谈话类播客“信睿电

台”两档播客产品。

如果出版社有获取优质版权和资源的能力，就有

话语权。因此，打造某个垂类稀缺的优质内容，或能

带来流量的重磅新品，是出版社竞争力的关键。另

外，出版社要修炼内功，出版业在平台流量上积累不

够，就得面对平台对内容的要求。想要改变现状，出版

社就必须建立自己的流量平台，中信做了书院APP，用

优质内容服务好私域用户，这样，既可以通过自己的渠

道销售，也可以在与平台的合作中有自己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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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疫情绵延不断，书企因纸书印刷、发货受阻而陷入困局，如何开

拓融合出版新路成为一大难题。与此同时，全球有声书市场持续高速增长，

瑞典流媒体平台Storytel 和 Spotify去年11月分别通过收购Audiobooks.com

和 Findaway进入美国有声书市场，谷歌公司今年5月入局6国AI有声书业

务；中国有声书市场随着更多互联网企业加大有声书布局也发生了变化。

本报采访了国内多家有声书开发的平台和出版机构，请他们分享在开拓不

同赛道、深挖用户需求、精耕有声书等方面的成熟经验，为开拓融合出版道

路提供新思路新做法。

文学、影视成为懒人听书两大有声书赛道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懒人听书在有声书领域，共上线13个大类近百个小类产品，本年度收

入同比持平。据悉，《心居》《大秦帝国》等影视文学，米兰·昆德拉、村上春树等知名作家的经典文

学以及弘扬主旋律的作品是该平台较热门的有声产品。懒人听书采购版权并将其录制成有声音

频，版权采购主要有买断和分成2种模式，平台打通了传统出版社、音频生产机构、传统故事广播电

台、音像出版社等渠道，根据不同渠道特点实现版权采购、内容制作、发行等不同业务模式的合作。

在竞争激烈的音频市场上懒人听书能保持稳定业绩，得益于平台的四个特点。一是人性化

的用户体验及数据的“云端同步”及“同步阅读”。二是资源丰富，可满足全内容收听需求。平

台上从最初的网络文学扩充到近 20 类正版有声内容，涵盖了文学、社科、教育、时尚等主流

内容题材。目前平台拥有逾万种图书音频产品，可满足各年龄层各类别收听人群的“全内容

收听需求”。三是以长音频为主，用户黏性强。懒人听书以书籍类、小说类长音频为主，更容

易吸引用户持续收听。在时长设置方面也比较贴近现实情况及用户实际习惯，每集10~25分

钟，满足了现代人碎片化的收听习惯。四是用户基数大，行业渗透率高。懒人听书自2012年成

立以来，经过近10年的深耕运作，目前用户超4.8亿，渗透率、启动频次、在线时长等数据均处于

行业前列。 （陆 云）

喜马拉雅平台TOP10有声书账号（数据截至6月13日）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账号

读客熊猫君、熊猫君科幻基地等（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新经典、东野现场（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中信书院（中信出版集团）

磨铁图书

听书铺（博集天卷）

人文读书声（人民文学出版社）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现代军吧、现代推理馆、新史官（现代出版社）

译文有声（上海译文出版社）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粉丝数

231.2万

219.6万

190.6万

178.3万

147.8万

89.2万

68.1万

66.2万

58.3万

53.4万

频道

历史、科幻频道

人文、文学及商业财经频道

商业财经、个人成长频道

商业财经及人文频道

人文、个人成长频道

人文频道

儿童频道

历史、军事、推理频道

人文、儿童频道

儿童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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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波·有声书专题特 辑

著名演员蓝天野生前为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有

声书拍摄视频进行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