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付费”站上文化产业的风口
一、由免费到付费：知识消费时代的回归
在互联网刚刚兴起的几年里，各类信息在网上都是免费的，这使得长期以来的中国网民，形
成了信息免费的消费习惯；而随着互联网发展的深入，企业更是通过“免费”的口号吸引大
量用户形成行业壁垒，进而实现流量变现；所谓“羊毛出在猪身上”，新闻、书籍、音乐、
视频、杀毒软件统统不要钱，随着这一思维被延伸到硬件领域，手机、电视、自行车也纷纷
加入战团，“跨界价格战”成了这些年互联网生态的主流；而作为最早被“打翻在地”的媒
体文化领域，知识付费放在几年前似乎还是天方夜谭。不过当故事发展到 2016 年，随着“认
知盈余”、“共享经济”和“消费升级”三个概念开始对消费市场产生影响，对于长期以来
“免费”模式的颠覆也已经扩散到了知识消费领域。
2016 年 5 月，由果壳网旗下团队开发出来的产品“分答”上线，这款现象级产品首先引爆
了知识付费的奇点，并迅速登上各大媒体的头条，42 天收获 100 万付费用户。6 月，罗辑思
维旗下的“得到”APP 推出 199 元的付费专栏《李翔商业内参》，两周时间获得了 5 万+的
订阅，吸金超过 1000 万，而后“得到”又相继推出了《卓老板聊科技》《槽边往事》《攀
登速读》《前哨》《雪枫音乐会》等栏目，活跃用户迅速突破 200 万。同样是在 6 月，喜马
拉雅 FM 推出“123 知识节”，仅在活动当天，其付费音频的销售额已超过 2000 万；其中，
马东团队推出的一款名为《好好说话》的音频课程，邀请了《奇葩说》中如马薇薇、黄执中、
邱晨毅等超级辩手，一天销售额即冲破了五百万。而在在 2016 年的“微博 V 影响力峰会”
上，微博也公布了自媒体 117 亿的年度总收入——其中有 4.7 亿来自付费阅读和打赏。无可
否认的是，轰然来袭的知识付费正在崛起。
图表：主要知识付费运营商用户情况统计

资料来源：《中国知识付费行业发展白皮书 2016》，易观智库
正如克莱•舍基在《认知盈余》中的核心观点：分享和创造的价值远大于消费。互联网使每
个用户都成为“节点”，无论是共同分担某个文件资源的下载管道，还是在下班途中化身成
一枚闪烁着载客标识的图标，共享都是盈余的天然解决方案；放在知识领域，一方面付费激
励优质内容的生产，另一方面，用户则得到了高效的信息，两者的正向循环正在改变互联网
的“免费生态”，这与其说是颠覆不如说是回归，事实上，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在人类更长远
的历史场景中，对于知识的解读、筛选正是专家和小编们的份内工作，而付费则一直是主流

模式。
二、认知盈余+消费升级：知识付费兴起的原因与背景
毫无疑问，中国正在步入崭新的消费经济时代，未来消费增长将由急剧增长的上层中产阶层
（家庭可支配月收入 12500-24000 元）和富裕阶层（家庭可支配月收入 24000 元以上）拉动。
未来五年上层中产及富裕家庭将占城镇私人消费的 55%，贡献 81%的消费增量。消费的主要
增长主要来源于上层中产和富裕家庭数量的快速膨胀，数据显示，到 2020 年，上层中产和
富裕家庭数量将翻一番，达到 1 亿户，上层中产及富裕家庭数量占中国家庭总数量的比例在
2010 年和 2015 年分别是 7%和 17%，到 2020 年将高达 30%。
图表：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资料来源：统计局网站

与富裕阶层数量爆炸式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这一人群越来越浓重的“知识焦虑”。与
上一代人相比，他们更积极更重视个人成长，面对越来越快速的变革，担心被社会淘汰，
“对
抗落后焦虑、成为更好的自己”已经成为一个迫切的需求，唯“终生、跨界、随时的知识学
习”不可或缺。而长期以来，尽管互联网的繁荣使得知识获取的边际成本趋于零，任何人只
靠一台电脑，几乎都可以找到自己需要的知识，然而随着各类信息日益严重的泛滥过载，优
质内容的筛选与针对性的匹配则越来越符合用户注意力与时间稀缺的特性。换句话说，随着
社会群体的消费升级和移动支付手段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所谓精英阶层）对“能
花钱的就不用花时间”的消费观念形成了越来越广泛的共识，对他们来说，过滤内容比花费
时间寻找内容更有价值；另一方面，在移动碎片化时代，人们有限的注意力和时间也决定了
原有的学习方式太低效；在这样的场景下，付费的知识服务可以把传统模式下的知识传授（厚
书、长课）转化成了适合碎片时代的知识产品——而作为具备消费能力的富裕人群，只要他
们认为内容足够好，越来越多的人正愿意为此买单。从某种程度上看，消费者对知识收费的
内生需求正在成为一种趋势。

图表：知识分享平台逐步走向收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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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问卷网的一项调查显示，73.9%的受访者会为了获得某一问题的答案而去付费，56.5%
的受访者认为人们热衷于付费问答活动是为了获取独到见解和指点。在艾瑞咨询发布的
《2016 年中国网络新媒体用户研究报告》中则提到，33.8%的新媒体用户已经产生过对数字
内容的付费行为，15.6%的用户有进行付费的意愿但是还没有付费行为——而在 2014 年，数
据曾显示有 69.7%网民不愿意付费互联网内容。
图表：中国新媒体用户付费意愿统计

数据来源：《2016 年中国网络新媒体用户研究报告》，艾瑞咨询

另一方面，我国智能手机市场的快速发展，为移动互联网的内容传播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
根据美国皮尤机构的报告，中国的智能手机普及率已经达到 58%，仅次于欧洲、北美、澳洲
和韩国等发到国家，高于俄罗斯、印度和日本等国家。而在国内手机销量中，智能手机占比
在四年内增长了近 100%，达到了 95%，按这一趋势，我国的智能手机普及率未来将快速提
高到发达国家的 70%以上水平。此外，wifi 的普及以及移动网速速度的加快，为人们在移动
端进行网络活动提供了有利支持。
图表：中国智能手机销量占比已超过 95%

数据来源：Wind，融资中国整理
此处，我们不妨以同为“内容付费”的在线视频付费行业作为参考。纵观整个 2016 年，各
大主要视频网站付费用户均呈现集体爆发的局面：2016 年年初，
乐视宣布付费会员突破 2000
万；2016 年 6 月，爱奇艺宣布付费会员突破 2000 万；2016 年 11 月，腾讯宣布付费会员突
破 2000 万。根据艾瑞咨询的数据，2015 年，在线视频用户付费市场规模为 51.3 亿元，同
比增长率为 270.3%，预计 2018 年在线视频付费市场规模将达到 197.9 亿元，年均增长 54.15%。
到 2019 年，付费用户占比将达到 38%，成为视频行业第二大收入来源；而根据艺恩提供的
数据，网生内容用户具有视频网站付费经历的占比为 56.20%，在没有付费经历的 43.80%用
户中，有 66.10%以后具有付费意愿；付费用户数量激增，说明越来越多的用户愿意为好内
容付费，内容付费的习惯正在逐渐养成；而知识作为即视频、音乐之后另一种形势的互联网
内容载体，“低端免费，高端付费”的趋势在未来也将逐步成型。
图表：主要视频网站付费会员价格对比（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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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011-2019 年中国在线视频行业收入构成

资料来源：《传媒行业中国移动付费视频用户白皮书》，艾瑞咨询
三、群雄逐鹿：知识付费哪家强？
正如当年电商、O2O、共享经济这些“互联网新大陆”被发现时情况的一样，知识付费时代
的到来，必然预示着不同商业模式之间的百家争鸣和各自探索。目前，互联网知识交易模式
主要有以下四种。
图表：知识付费型平台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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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喜马拉雅 FM：知识课程与知识节目
喜马拉雅 FM 组建于 2012 年 8 月，定位为 UGC（用户原创内容）模式，旗下移动客户端“喜
马拉雅 APP”于 2013 年 3 月上线，其音频内容包括品牌栏目如《财经郎眼》、《每天听见
吴晓波》、《好好说话》以及湖畔大学的《湖畔三板斧》等，其特点是具有较为成熟的系统
性和连贯性，用户就像是跻身名家大课现场“偷偷蹭课”；作为节目，会专门突出主讲者的
个人 IP、打造“知识网红”，内容形式更加现场化、故事化、干货化和娱乐化。
根据喜马拉雅方面发布的数据，平台目前累积用户量已经超过 3 亿，声音数量超过 3000 万
条，拥有 400 万草根主播和 10 万加 V 主播；在付费产品方面，平台已经拥有了 10 万付费
用户，付费栏目累积播放量 2169.8 万次，单期节目播放量超过 24.8 万次。而根据易观智库
在 2016 年 3 月所作的一项用户日活渗透率调查则显示，喜马拉雅以 74.3%的渗透率高居第
一。截至 2016 年 8 月，听书用户占到喜马拉雅总用户的 45%。此外，喜马拉雅还与腾讯旗
下的阅文集团达成排他性合作，与 9 家一线图书公司签订独家协议，拥有目前市场上超过
70%畅销书的声音改编权。2016 年 6 月 13 日，喜马拉雅获得 6000 万元的 C 轮融资，出资
方为城市传媒与前海兴旺，出资比例约占喜马拉雅 1.45%的股权。
图表：喜马拉雅“123 知识狂欢节”当日入账 5088 万元

资料来源：喜马拉雅官网
图表：喜马拉雅用户渗透率位居行业第一

资料来源：易观智库
2、得到：从“知识精读”到流量收割
作为内容创业界的传奇，从 2012 年 12 月 21 日首开视频读书节目起，《罗辑思维》已经积
累了 204 集长视频脱口秀，在优酷、喜马拉雅等平台播放超过 10 亿人次，在创新、社会、
历史等知识领域创造过大量现象级话题。2015 年 12 月，逻辑思维团队旗下“得到”App 上
线，作为公司付费内容方面的试水项目，目前已经吸引包括知名财经媒体人李翔等入驻；其
推出的《李翔商业内参》等按年订阅内容产品，当天订阅总份数达 1 万。目前，“得到”中
共有付费订阅专栏 19 个，除罗振宇专栏定价 1 元外，其余 18 个专栏订阅费每人每年 199
元。
2017 年 3 月，“得到”公布了其上线以来的最新数据：截至 3 月 5 日，得到 APP 总用户数
超过 558 万人，日均活跃用户数超过 45 万人，
专栏累计销售 144 万份，专栏周打开率为 63.1%，
专栏日打开率为 29.3%。此外，《罗辑思维》也宣布进行改版，由周播长视频改成单集 8 分
钟以内的日播音频，并退出其它音视频平台，只在“得到”App 独家更新，罗振宇本人也凭
借口碑和影响完成了对前期流量的收割。总体来看，秉承着罗辑思维团队要做“替人读书”
和“知识二道贩子”的一贯思路，“得到”更多体现的是对知识的筛选和提炼，浓缩的就是
精华。它更像是现实中的简报和读书会，这是一种比喜马拉雅 FM 更轻的模式，在人们越来
越没有时间读书的今天，具有着巨大的想象力。
图表：得到 APP 总用户已超过 550 万

数据来源：罗辑思维发布会
3、分答：娱乐化的知识快餐
2016 年 5 月 5 日，果壳推出的“分答”上线，用户可以向任何人提问，也可以根据喜好设
置金额，以 60 秒语音的形式，有偿回答其他人提出的问题，也可以花 1 元钱偷听其他用户
的问题。提问者支付几百到几千的费用来获得回答，回答者 1 分钟语音回答后便可获得 90%
的费用，而大众则充当低门槛的“偷听者”，支付 1 元钱就可以听到回答，而这 1 元钱将平
分给回答者和提问者。
图表：“分答”的平台模式

资料来源：分答
在分答模式下，偷听者用不到一个冰棍钱，就能窥视、共享知识，提问者享受了被“钦点”
的窃喜后，只要问题足够优质，就可以继续躺着挣钱，而对于答主们来说，即便不那么在乎
收益，仅靠互动和积攒人气已经具有了足够诱惑力，这种全新知识流通闭环的形成，似乎更
加符合共享经济的本质。
分答的设置充分利用了人类的好奇心或者说是“偷窥欲”，投放 42 天即收获了 100 万付费
用户，累积了 50 万条语音问答，1800 万元交易总额和 43%的复购率，成为了 2016 年的爆
款现象级产品。2016 年 6 月，在行&分答获得元璟资本、红杉资本、王思聪和罗辑思维共计
2500 万美元 A 轮投资，估值超 1 亿美元。2016 年 11 月，在行&分答官方宣布已获得腾讯的
A+轮战略投资，本轮融资将更多投入到产品及用户体验迭代，知识网红的扶植，品牌推广
等方向。
不过另一方面，由于分答的火爆本源于王思聪、章子怡等明星的力捧，因此相比于其他知识
付费平台，分答过度娱乐八卦化的问题也一直受到一定质疑。60 秒语音的设定一方面突破
了文字传播的局限，但另一方面也限制了解答的含金量吗。事实上，缺乏逻辑性和严谨性，
过于碎片化的知识分享并不被真正专业人士所认可，为此分答也对产品进行了“下线 47 天”
的转型升级，其创始人姬十三此前曾公开表示，“职场类、医学类的表现就是我们比较希望
看到的一种状态，各个专业领域的答主们在这里提供非常良性的知识的服务，整个平台要做
到的是说让流量更好的被分配，让价值更好的被平衡。”
4、知乎 live：专业高冷的小众狂欢
2016 年 5 月 14 日，知乎创始人周源正式推出了实时问答产品“知乎 Live”。通俗来看，知
乎 live 可以理解成知乎版的直播，直播用户定位于知乎 APP 使用者中，对话题/演讲者感兴
趣的，有付费能力的粉丝，而直播的演讲者则一般为写过得到几十万赞文章、对某一领域有
洞察能力、逻辑能力的人。知乎 live 的听众需要付费才能参与，而嘉宾则负责解答用户提出
的疑问。在内容的形式上，知乎 live 的嘉宾可以使用语音文字图片，而提问者只能用文字去
提问。
相比之下，知乎 live 并没有像喜马拉雅和得到一样，刻意突出某个明星主讲者，而是继承了
知乎一贯的调性，内容相对专业系统，因此在质量上优于“分答”。一方面，知乎 Live 具
有很好封闭性，语音形式决定它不能向外传播，因此大 V 们分享内容质量也往往较高。另
一方面，知乎 Live 继承了知乎的良好氛围，演讲者和用户实际上都经过了双重筛选：用户
一般都对嘉宾主讲领域有一定了解，有些已经看过嘉宾产出内容并了解嘉宾，消费决策成本
较低；而由于用户有一些知识基础，提问者经常提出远超主讲人预期的问题，因此双方互动
效率较高，观众一般会有酣畅淋漓意犹未尽之感。此外，目前每场平均 1w+的流水（随着人
数开放可能会上升），对促进嘉宾分享也是具有一定吸引力。不过从另一方面看，知乎 Live
专业、高冷也意味着高门槛，小众的狂欢使得这种形式很难带来大规模盈利。
图表：知乎 live 的平台模式

资料来源：虎嗅网
图表：知乎 live 流水 Top10（截至 2016 年 7 月）

资料来源：虎嗅网
5、在行：知识咨询 O2O
此外，除了上述 4 大“知识电商”外，还有一款主打线下“知识咨询 O2O”的平台也值得
关注。2015 年 3 月，果壳网创始人姬十三在它的微博上宣布将发布一款产品叫做“在行”。
通过“在行”，用户花费一定的费用，可以约见不同领域的行家进行“一对一”的见面答疑，
行家的定价由商家自定，价格普遍在 200-2000 元不等，除此之外，在行还与北京 16 家雕刻
时光咖啡馆和 3 家单项空间合作，为约见双方预约留座。
图表：“在行”的平台模式

资料来源：在行网站

图表：“在行”平台上见面次数最多的 5 位专家
专家

身份

话题类型

收费（元/次） 见面次数

诸葛思远

知名床头人，清华密大
校友，老腾讯人

人际关系、创业项目及
GMAT 技巧

99-738

1614

陈华伟

译者、CPA、小熊熊 OS
创始人

学习及时间管理

49-2999

1231

杨坤龙

正好有空、最美文化创
始人

公众号运营

199-1999

984

徐建春

职业规划师、甜心阁创
始人

职业规划

600-4800

716

高雁鹏

项目管理&思维导图讲
师，小熊熊布道师

项目管理、思维导图

199-1500

549

资料来源：在行网站（数据截止 2017 年 3 月）
这种商业模式实际上是一个单次付费的咨询服务，其模式创新在于把专业人员的发现和支付
过程放在了互联网上完成。而正如我们所知，除了专业的法律、管理、心理咨询等服务，咨
询行业在中国目前的发展还很不充分，因此“在行”在这一领域还有很大的想象空间。但另
一方面，线下的高成本和低频次也限制了流量扩张规模，此外其与主打同城生活的 58 赶集
也存在同质化竞争，这些都决定了“在行”注定与知乎 live 一样，是一个小而美的东西，很
难成长为现象级产品。
四、知识付费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1. 网红属性的天生缺陷
如同直播平台依赖网红主播一样，知识付费平台同样需要依赖知识网红，而网红本质上是一
种粉丝经济，因此一部分付费用户其实不是在买知识，而是在为喜欢的人格花钱。这部分用
户的购买常常是因为对某些大 V 的推崇，而并非对内容的真实需要。他们的付费行为只是
一次又一次的将那些价值观认同以及价格认同的人群筛选出来的手段，因此可以持续付费的
目标用户往往是少数。
相比之下，另一部分消费者则是抱着“学干货”的目的来的，参考企鹅智库的调查数据，“能
提高工作效率或收入的知识和经验”最被用户认可，有 63.3%的人有意愿付费；职业与学业
的发展建议，也达到将近四成的付费意愿。而如果从一开始就抱着“功利化”的目标，固然
能够更容易的促成用户的付费意愿，却也容易造成中后期口碑的缺失。毕竟大 V 的知识储
备和学习能力也不是无限的，而干货的产出则需要积淀和整理，一旦用户发现付费内容并没
有帮助他们达到“功利性的目的”，不满情绪也会较免费内容更大，从而造成用户流失。当
然，作为一块新的蓝海，前期的人口红利注定是不缺的，目前来看，知识付费的高成长性毋
庸置疑。
此外，如同直播平台一样，大量知识网红的崛起必然导致同质化竞争和平台间的价格战，而
年刊制和售出后不退原则，也给知识付费蒙上了“冲动消费”的外衣，因此也有人指出，知
识付费本质上更像是一种“中产阶级缓解焦虑的心理按摩”。不过我们倒认为，这并不妨碍
知识付费成为一种可以持续的商业模式——就像你办了一张健身卡，结果却没去几次，腰围
体重也没下降，但这不影响健身房从中获得盈利。
2、版权问题
如同所有传统媒体遇到的问题一样，知识主播得“干货分享”也必然牵扯到观点和版权的抄
袭，例如“得到”上有大量对书籍的简化解读，虽说从法律上讲这更多是解析鉴赏，而不是
缩编改编，不构成直接的侵权行为，但从长远来说确实影响了原作者的利益——由于时间稀
缺、很多用户听了语音很可能就不去买原本了（而不是如平台宣传的那样更有兴趣读原本），
未来如果遇到一批作者“较真”，恐怕也是潜在风险。
另一个问题则是盗版，一些热门的付费语音节目会被人以技术手段打包下载，放在互联网平
台上叫卖，而这也必然引起平台收益的下降，盗版行为是否会形成规模，未来还尚待观察。
图表：某微信群中发布的“盗版众筹”贴

资料来源：互联网
总体而言，知识付费作为刚刚兴起的一片“蓝海”，如何保证服务的质量，如何对产生的内
容进行沉淀和扩散，如何提高匹配的效率，如何提高分享者和用户之间的信任度，如何构建
一个人与人之间紧密联系的体验过程，这些都是需要思考的问题。知识付费本质上可以看做
“在线教育”的一种延伸，一方面，随着人们购买知识服务越来越个性化，知识付费正迎来
良好的“风口”机遇；但另一方面，低廉的价格、友好的交流氛围固然吸引人，但从长期来
看，知识本身内在的质量仍将是产品竞争力的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