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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各出版机构纷纷确定了围绕优质

出版资源打造精品有声书的发展策略。

以全版权模式获得规模效应

民营出版策划机构有较强的IP运营和畅销

书打造能力，更加注重全版权运营的概念。新

经典文化有限公司围绕IP做全版权规划，每个

项目都更重视在商业价值层面的深度挖掘。开

发有声书时，新经典会考虑几个因素：读者是否

愿意付费购买，这个产品与其他产品有何不同，

是否契合当下社会热点。近几年新经典重点开

发了《平凡的世界》《百年孤独》《你当像鸟飞往

你的山》及东野圭吾系列等有声产品。虽然开

发的有声书只有50多种，但取得了令人艳羡的

业绩。年报显示，2021年新经典数字图书（包括

电子书和有声书）营收达2341万元，其中有声书

收入逾千万元，同比增幅为10%。

读客文化专门成立了全版权事业部，主要

做电子书、有声书和影视版权运营。以往打造

畅销书的成功案例，成为读客获得《三体》有声

书、电子书版权的重要砝码。读客的编辑具有

全版权意识，洽谈版权时会买下包括有声和电

子在内的所有版权，这为读客开发有声书版权

奠定了基础。从年报来看，2021年读客的数字

内容营收同比增长31%，主要归功于读客先后上

架有声剧“三体”、电视剧原著有声小说“大江大

河”、全网8000万粉丝IP“一禅小和尚”的有声情

感治愈故事集等爆款产品。目前读客在喜马拉

雅平台开设“读客熊猫君”和“熊猫君科幻基地”

等3个账号，总粉丝数逾230万。

中信出版集团也十分注重对图书IP全链条

的开发，通过发掘不同形态产品的延伸价值，不

断提升内容价值的传播。

选品、策划环节精心打磨

果麦文化2021年数字业务营收逾千万元，

稳居有声书市场前列。5年多来，果麦文化开发

了400多种有声书，在几部重磅精品的带动下形

成了强大的品牌效应。在选品和制定策划方案

时，果麦会基于作者影响力、作品是否适合有声

化及投资回报率等因素决定自行开发还是与平

台进行版权合作，会根据作品的故事性、画面感

来决定开发模式（是一般的有声书还是有声

剧）；开发重磅作品时，会在前期与对方做好充

分沟通，从制作、上线、宣发和运营等各环节做

好品控。在整个制作、宣发过程中，他们会提前

做好专辑的名称、文案和一句话介绍，围绕核心

的传播文案，把握制作风格及宣发方向。对一

些情节曲折的作品，也会提供人物关系图、主角

的个人档案和剧情梳理等，帮助主播团队了解

这本书的内容，从而更好地演绎角色。果麦自

制有声书时会请作者亲自做主讲人，以拉近和

读者、听众的距离；也会与平台联合开发，利用

播客、互动信箱等形式丰富有声内容。

博集天卷会选择有市场潜力的作品，然后

进行有声书的改编、录制和运营。博集天卷的

有声书偏向悬疑推理类，因此会找到适合此类

内容的主播，其声线和表现力要与有声内容相

符，对有声书成功运营非常关键。

人民文学出版社确立了“纸电声同步开发”

的数字化策略，2021 年数字业务收入超千万

元。4年来，人文社致力于以多种形式传播文学

经典、为读者提供丰富的阅读体验。大部分有

声书由自己录制，有些书会与喜马拉雅联合开

发，主要是看重喜马拉雅有好的主播资源，还可

以在其平台上进行推广。人文社在喜马拉雅设

立的“人文读书声”账号有近90万粉丝，累计收

听量逾7000万次。译林出版社的有声书开发实

施精品化、品牌化、市场化策略，选品时会考虑

具体产品特点、同类产品市场调研、目标用户、

自身需求及第三方平台优势等方面因素，确定

纸书有声化的选品及营销策略，确定是与平台

联合开发还是自主开发。

译文出版社自2017年以来，持续投入资金

自主开发有声书，尤其注重将其广为熟知的看

家书进行有声化，目前40%的产品已开发了有声

版，其中包括村上春树、石黑一雄、E.B.怀特、麦

克尤恩等名家作品。译文社的口碑书系“译文

经典”“译文纪实”“译文名著”中有六成已制成

有声书。追求精益求精的声音品质、坚持三审

三校的出版模式，确保了译文社有声书的质量。

天地出版社开发有声书注重选题策划、

Demo确定、合作团队的选择、成品质量控制等

关键环节。在选品时，主要是根据有声书的特

点和平台调性确定，绝大部分图书都需要进行

有声化改编，尤其是儿童类读物。天地社相关

编辑部与数字业务团队会根据有声平台的调性

确定拟重点开发的有声项目；与喜马拉雅共同

进行论证并获得一致认可的项目才会立项开

发。天地社与喜马拉雅共同组建天喜文化公司

后推出了《汴京之围》《小亮老师的博物课》等不

少明星产品，今年将实现销售码洋过亿；与喜马

拉雅的合作也带动天地社有声业务取得长足发

展，推出了《汪汪队立大功》《深度思维》等自制

畅销品，数十种有声书在喜马拉雅的播放量逾

百万。为提高传播效率，天地社还尝试纸声同

步出版、有声书免费的策略，带动《我用一生爱

中国》不到两个月播放量突破百万。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年发力有声业务

以来，通过项目评估确定重点开发的有声品，再

基于对产品的预期和合作平台的意向，确定是

自主开发还是授权给平台合作。目前，北科社

在喜马拉雅平台设有3个官方账号，与喜马拉雅

的儿童、人文历史、科技、女性事业部等频道合

作，粉丝总量有53.4万。

精选主播、全平台运营

人文社在开发有声书时，会邀请广播电台

播音员、或与播音制作公司或个人合作录制，与

重点产品同步推出。目前人文社开发的重点有

声书包括茅奖作家作品、汪曾祺作品及《叛逆

者》《围城》等影视、经典作品。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20年8月成立了

有声书项目组，以版权资源为运营核心，着力挖

掘优质版权资源的网络呈现方式，积极开拓有

声产品的运营渠道。该社一方面开发有社会效

益的重点项目，另一方面开发有市场需求的项

目，实现产品的高流量。该社找到适合的人声主

播进行有声化二次创作，赋予故事和人物鲜活的

生命力，找专业的公司进行后期制作，最后社内

进行审听并提出修改意见，做到严格的品控。

现代出版社在喜马拉雅设立了“现代军吧”

“现代推理馆”“新史官”3个账号，聚集起对军事纪

实、战争史感兴趣的军事迷核心读者群，用长线

思维做精品有声内容。天地社挑选主播时一方

面看（听）他之前作品风格及市场表现，另一方面

也会请主播录制Demo小样，看其对作品的把握

与演绎风格是否合适。虽然在平台上开设了“天

地童声”和“天地书苑”两个账号（粉丝数近 10

万），但天地社将运营重点放在了有声品运营上，

自制的不少有声书都选择在主播账号上线。

出版机构除了在喜马拉雅平台设立官方账

号和主播账号运营有声书之外，还将自制有声

书上线蜻蜓FM、懒人听书等多个有声平台，获

得更多关注。

此外，各社积极尝试创建垂类平台，构建自

己的私域流量。如译文社除了在喜马拉雅、微

信读书等平台设立“译文有声”账号（粉丝数逾

60 万），还依托微信生态圈上线“译文有声”H5

店铺，每周上架一两本有声书，这还不能满足听

友的需求，被不断催更。

人文社也设立了“人文读书声”小程序，目

前有80万用户，其中付费用户10万，带动了纸书

的销售。人文社在纸书内附赠书签，或印有二维

码的听书券，去年8月上线的《四大名著有声版套

装》，带动纸书售出2万套。人文社还力邀不同演

播人倾情献声，如以男女对播形式录制有声版

《红楼梦》，“午夜拍案惊奇”常驻演播家艾宝良倾

情献声听书版《三国演义》，央视版《水浒》中宋江

配音员赵述仁播讲《水浒传》，还有专业主播配合

音乐动效制作的听书版《西游记》。

二十一世纪社自主开发了“世纪有声”听书

小程序，于6月正式上线。译林社与多个综合性

和垂直类平台开展深度合作，结合各平台定位

及优势，有针对性地合作重点有声项目。现代出

版社积极争取有声书版权授权，通过对原始内容

严格论证、进行有声内容改编，从全国海选主播

录制的方式开发了近百种有声书，3年间有声书

收入稳步增长。中信书院平台上除了上线有声

书、电子书、直播课、课程等内容，还每日更新好

书快听栏目，及时推介版权新书讯息，以此提高

用户黏性、加强内容的横向联结。

出版社面对有声书平台有时会感到没有话

语权，对此，获取优质版权和资源，打造垂类稀

缺优质内容或能带来流量的重磅新品，是出版

社的必行之路。主动修炼内功，建立自己的流

量平台，用优质内容服务好私域用户，就可以在

与平台的合作中掌握自己的话语权。

人文社历时8年整理汇编的《汪曾祺全集》收入了汪曾

祺先生包括散文、小说在内的全部文学作品，还首次收入了

他的书信、题跋等日常文书，是汪曾祺最全、最权威的文

集。为打造有声书，人文社邀请资深主播傅国制作了800余

集音频节目，目前已完成上线 600 余集，平台播放量接近

400万。《叛逆者》采用多人播讲的形式，邀请著名配音演员

宝木中阳担任旁白配音。纸电声同步上线，以声音剧的形

式展现作品中最精彩的内容，获“中国出版政府奖网络出版

物”提名奖荣誉。

译文社今年制作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

轻》有声书时，邀请人气演播王明军进行朗读，复旦大学人

文学者、作家兼旅行摄影师梁永安教授作为译文社首席知

识官对该书进行分析讲解。梁永安近年来在B站拥有极高

人气，其录制的人文类视频点击量常常保持在几十万以上，

有单个视频点击量甚至超过500万次。该产品上线2个月

以来，总收听人数突破30万，好评无数。

果麦打造的《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有声专辑，在有

声剧基础上还包括心理医生免费问诊和心理学播客的推荐

音频，增强了互动性，播放量逾千万次。果麦联手喜马拉雅

打造的《易中天中华史》有声专辑已有4400多万播放量，果

麦还尝试与一些垂直领域的大V合作，如今年和押沙龙合作推出《押沙

龙读水浒》，用现代方式解读经典作品，获得听众的广泛认可。

译林社2021年借中国“祝融号登陆火星”“神舟十二号成功发射”成

为全民关注热点之机，重点推出《火星救援》精品有声书、“菲利普·迪克”

科幻系列精品有声剧，并通过联合新华网、喜马拉雅和航天文创举办“未

来100问”线上科普活动、喜马拉雅站内重点曝光、视频平台B站多个知

名UP主推荐等多样化的营销方式，将译林经典科幻作品进一步推广“出

圈”，带动了纸书销售。今年，译林社趁势追击，与喜马拉雅联合开发波

兰科幻大师斯坦尼斯瓦夫·莱姆精品有声剧，邀请明星潘粤明演播经典

作品《索拉里斯星》，将明星粉丝有效拓展为有声剧甚至纸书的粉丝。

二十一世纪社考虑到儿童对侦探推理类题材和爆笑幽默内容有极

大兴趣，以及儿童注意力时间有限的特点，因此，在选品时会倾向于选

择故事情节推进较快、小章节篇幅较短、描述性语言较少的图书。如开

发的《我和小姐姐克拉拉》有声书选择了这套书的注音版，与文字版相

比，注音版文字有适当删减，每个章节录出来约4~6分钟，很适合直接

开发成有声书。同期上线的还有《弗朗兹的故事》《范丸子同学》《三江

源的扎西德勒》《老鼠记者》《小侦探贝奇》等专辑，都获得了不错反馈。

尚斯国际在俄成立俄中作家俱乐部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6月10日，俄中作家俱乐部成立仪式在莫斯科环球书店举行，同时举办该俱乐部首场

活动《从俄罗斯到北京——李莎回忆录》读者见面会，纪念中共六大召开94周年。俄中作家俱乐部由俄罗斯尚斯

国际出版传媒集团和俄罗斯环球书店发起，中国著名作家、人民艺术家王蒙，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原会长何建明，

以及俄罗斯作家与出版商联合会主席、国家杜马文化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沙尔贡诺夫，俄罗斯政治学家、历史学

家、经济学家、作家、政论家、外交家巴扎诺夫，俄罗斯外交部新闻与出版司司长、外交部发言人扎哈洛娃，俄罗斯

外交部无任所大使、俄中友好协会副主席巴尔斯基等知名人士联合创办。

王蒙、巴扎诺夫、无任所及巴尔斯基等人以视频讲话和现场发言的方式致辞，对俄中作家俱乐部成立给予了

高度评价。俄中作家俱乐部董事长穆平在致辞中表示，成立俄中作家俱乐部，旨在利用双方的优势和影响，打造

中俄作家交流合作平台，促进中俄文学交流，积极开展国际文学活动，增进中俄作家友谊，加强与中俄社会各界

联系，为作家会员从事创作、评论及其他文学活动创造良好环境氛围。

根据俱乐部章程，每月将举办至少一次中国或俄罗斯文学作品发布活动或读者见面会；待疫情好转后，力促

每年至少举办两次俄中当代作家互访交流活动。成立仪式后还举办了《从俄罗斯到北京——李莎回忆录》读者

见面会，中共六大重要组织者李立三同志的女儿、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李英男回顾了父亲参加中共六大的过程

和细节，讲述了父亲李立三和母亲李莎的爱情故事，并与读者互动。 （陆 云）

●众言堂

TTS还是特色语音？

TTS（文字转语音）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电子书中，出版社运用此

技术将纸书内容直接转换为语音，由于转换成本很低，目前很多纸书都

已开发了有声书，但是由于缺少人声参与其中，声音缺乏节奏和情感，受

到不少听众诟病。喜马拉雅运用AI开发的特色语音技术，可以带来与

人声相似的逼真的听书感受，受到很多出版社关注。出版社在两者中该

如何抉择？

译文社：出版机构一直关注新技术在音频领域的应用和发展，目前

的TTS技术尚不成熟，因此有的机构持观望态度，希望技术进一步提

升、AI收听体验不断优化后再作尝试，如一些弱情节、重信息的书可以

选择用AI录制。AI技术应用于有声书会在短时间内把大量沉淀内容

转化为有声形式，极大提高品种数量。但长期看面临两个问题：一是用

户对有声产品越来越挑剔，AI朗读能否满足用户耳朵的需求有待考

察。二是当存量内容消化完以后，新增内容的产生能否跟上AI的转化

速度，及时满足AI对内容的需求也有待观察。三是AI技术转化有声书

的赢利模式尚不清晰，是以技术方式定价还是以内容价值定价，是个亟

待研究的问题。

新经典：从降低成本、规模化开发及老IP重启等方面看，TTS技术

是很好的补充。TTS能产生多大的效果，要取决于技术的成熟程度，以

及多大程度上符合音频市场的使用场景。简单的TTS技术可以满足

部分知识类题材的内容音频化，要求相对不那么高。但是涉及收集语

料、AI模拟人声的大工程，更看重项目的市场反响，如喜马拉雅的“单

田芳声音重现”项目，可以持续关注相关反馈。

译林社：以当下的技术水平来看，AI配音可以做到以假乱真，但还

是无法媲美甚至超越专业的真人配音演员，真人演绎体现的情感性、创

意性是当前的AI语音无法实现的。得益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成熟，AI配

音的拟人化提升很快，已经开始朝着表达情感、情绪模拟等方面提升。

AI配音最大的优势在于节省录制成本和缩短录制时间，提高有声化的

效率，有利于业务规模化发展。如果谷歌AI有声书项目顺利推进，可

能会显著扩大有声书市场规模。未来，随着AI配音水平的进一步优

化，译林社可能会两种模式并用。

二十一世纪社：TTS技术具有快捷高效、成本低廉、个性定制等特

点，已成为很多成人有声读物的生产方式，其运用的深度和广度正在扩

大。这项技术对少儿有声书产生影响的时间最晚。

吉林科技社：如果运用TTS技术开发的有声书在声音方面仿真度

再完善一些，朗读情感上还原度再高一些（这需要AI的学习能力高度成

熟），加上AI的TTS技术具有的低制作成本优势，未来一定能成为宝宝睡

前故事、青少年文学书、科普故事、绘本书等童书常用的开发模式。随着

AI生成有声书的技术不断发展、成熟，它将取代部分配音师的工作，使配

音的人工成本逐步降低。出版商将开发更多有声书，加速有声书市场的

扩大。目前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生产内容与技术是否适配，二是AI

的学习能力是否足够强，以及是否有一定的是非辨认关系等。

天地社：利用AI技术开发有声书（因为低成本）会是一个重要趋

势，它在短视频行业已广泛应用，喜马拉雅利用AI技术复现单田芳独

特嗓音并开发了大量单田芳演播风格的有声书，惟妙惟肖。相较于视

频剪辑工具的高度成熟，目前利用AI技术开发有声书在软件易用性上

还不成熟，限制了广大出版社自主利用AI技术开发有声书。期待尽快

出现面向全行业编辑的AI有声书智能编辑平台。谷歌的AI有声书项

目如果能在全球推广开来，而且软件足够好用、易用，素材库足够丰富

的话，将重塑有声产业格局，也将解决有声书制作成本偏高、产能有限

等问题，编辑只需进行有声角色定义、声音风格选择，插入背景音效与

各种声音素材就可以制作出有声书。

聂志尊（新经典文化音频主编）

辛玲玲（读客文化合伙人、全版权事业部总经理）

朱 虹（中信出版集团知识服务事业部总经理）

邹积川（博集天卷新媒常务副总经理）

赵 晨（人民文学出版社数字出版与科技部主任）

刘长江（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二十一世纪音像

电子出版社副总经理）

朱凌云（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辑）

高玥怡（果麦文化有声业务专员）

郑 丹（译林出版社数字出版中心主任）

郭瑞光（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数字传媒中心主任）

陈 德（四川天地出版社副社长）

李思言（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数字出版部主任）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渠竞帆

各家出版社都在探索全媒体融合发展之

路。其优势显而易见：通过寻找合适的、有传

播度的题材或IP并进行立体的全生态化开发，

不仅有助于实现IP利益最大化，还可以实现有

声书与纸书、电子书的联动效应，相互赋能促进

销售。有声书因其有稳定的使用人群和更丰富

的应用场景，蕴藏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也成为融

合发展背景下出版社重要的业务增长点。

在全版权开发的探索中，多家出版社意识

到，影视、游戏类产品的开发已超越出版社的

专业能力，对资本的依赖度更高，因此出版社

在这些领域更多的是进行版权授权或跟投。

相较于影视和游戏，有声书开发难度小、周期

短、投入少、可行性更强，能够转化成有声书的

项目也更多，更适宜出版社介入。

市场上不乏有声书为纸书赋能、带动纸书

销售的案例，天地社近半年来与喜马拉雅尝试

有声书与纸书捆绑销售，《深度思维》这类爆款

有声书带动纸书销售的作用非常显著。

有声书对出版社的意义还在于，可以将作

品触达不同人群，做强自己的品牌。出版机构

希望不断提升有声品的品质，做出创新的音频

产品。与平台的合作形式也有所突破，未来可

能会通过和IP作者开展领读合作，让更多的普

通朗读爱好者和读者参与到纸书有声化的过

程中，增强营销的效果和有声作品的互动性，

孵化出更多爆款产品。也可能以讲书或其他

形式呈现，赋予声音一种独特性，带来与阅读

文字完全不同的感受。随着5G的应用，未来还

会出现加入音频、图片、传输更快的视频书。

但是，出版社一定要提供与以往不一样的

东西。Kindle退出中国市场这一事件也说明，

简单地将文本电子化，用户的阅读体验差，这

条道路是走不下去的。未来有声产品越来越

多，销售平台越来越广，就能促进更多人消费

习惯的养成，给出版社带来更大收益。

目前来看，融合出版面临几方面的问题，

一是缺少数字化人才。在有声领域对选题策

划、制作和运营有想法和探索精神的人非常稀

缺。二是适合做付费有声的平台太少。得到和

樊登读书的拆书内容都是基于业务逻辑，选择面

有限。喜马拉雅是目前最大的平台，蜻蜓FM和

懒人听书等平台上付费有声的收益非常少。三

是版权问题和盗版问题。一些出版社面临有声

版权的限制，尤其是引进版图书受到的限制较

多，这导致有声书只能单声、无配乐录制，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产品效果；有时授权方禁止以会员订

阅模式销售，与国内目前主流销售模式和主流用

户的消费习惯不符。四是声音行业饱受盗版问

题困扰。盗版行为量大且分散，维权需要投入

大量精力，且收效甚微，亟需进一步加强用户的

版权保护意识，加大对恶意盗版的惩罚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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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声书的未来：前景与挑战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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