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来

创客 创业邦02

知识付费一周年，这盘生意还好做吗
严重同质化、内容水化、流量枯竭……这个总规模过百亿的市场还有些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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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流量日益昂贵，
内容创业者似乎真的找到
了新变现模式———知识付
费。

据《2016年中国移动
互联网用户行为统计报
告》 显示，2015年以来，移
动互联网用户的增速已经
跌落至个位数， 预计未来
两年增速只有3%左右。

“互联网人口红利消
失，流量红利期已过，流量
获取成本越来越高，难度越
来越大”， 华映资本合伙人
钱奕判断，当免费模式不再
奏效， 付费互联网如约而
至，此时，内容是入口，是流
量，是用户的连接器。

趋势在前， 但内容创
业不简单。 朱峻修说，“知

识付费是一盘容易被搞砸
的生意。”

微博问答火后， 答主
与提问者可利益分成被投
机者钻了空子。 医生网红
顾中一爆料， 医师白衣山
猫72小时内回答28个问
题，并且内容多数抄袭。之
后， 白衣山猫承认与职业
问答者合作， 也同其他医
生组建团队答题， 再利益
分成。

历来， 内容创业背后
的产业化并不鲜少。 毫无
疑问，影子写手、流水线洗
稿、 抄袭……内容的灰色
产业带透析的是消费者的
信任。 一次、 两次被伤害
后， 消费者购买的意愿和
热情会很快浇灭。

早前，果壳、分答创始人姬十
三曾表述过， 知识付费的行业本
质———终身教育业。

内容付费是否行得通，在3月8
日的行业沟通会上， 罗振宇曾解
释，“内容付费的新机会的出现，根
本原因是整个社会大潮的变动使
得曾经的知识交付三大产业———
教育、出版和传媒产生了产业板块
之间的松动。”

但教育、 出版和传媒之间，真
的有行业松动的可能吗？内容付费
能成为知识行业中的第四极吗？

朱峻修并不乐观，“如果知识
付费不能成为与教育、出版和传媒
并行的第四种行业，只是这三种业
务品类的延伸”， 缺少资源积累的
新玩家入场后，可能面临的是巨头
的威胁。

钱奕认为知识学习是反人性
的，当学习冲动、自我约束并不紧
迫时， 每一款内容付费产品最终
沉淀一批用户。

而当知识付费开始衡量学习
价值时， 知识付费与在线教育的
区别究竟在哪里？

姬十三说，“人在学历阶段有
学校教育完成， 但从整个终身学
习的角度来讲并没有一个行业做
梳理， 我觉得知识付费行业恰恰
是在重构终身教育业。”

但这与多数媒体人所欢呼的
知识付费又变成了两条路：多数媒
体人和写作者的“知识分享”，依旧
是媒体写作， 与教育理念的标准
化、可量化和系统化相去甚远。

抓住高晓松这样的头部大V
吸引流量，走的依然是传媒出版业
的模式，而如果走教育路线，又变
成了在线教育行业。对于仍在不断
兴起的内容付费平台来说，探索出
一条差异化道路已经刻不容缓，但
知识付费与传统模式的差异，却
越来越模糊。 ■据新京报

知识市场规模有多大？钱奕分
析与图书市场规模相当，据中国出
版协会的报告称，2016年中国图书
零售市场总规模为701亿元。

有媒体估算，2016年，有知识
付费意愿的用户暴涨了3倍，达到
近5000万，截至2017年3月，用户
知识付费（不包括在线教育）可估
算的总体经济规模为100亿-150
亿左右，随着用户需求提升、市场
下沉及产业链拓展， 这个数字有
望达到300亿-500亿。

“对于创业者来说， 市场足够
大”，钱奕看到了行业惊人的增长。

5月17日， 知乎App上线“市
场”独立入口，汇集知乎Live、知乎
书店、付费咨询三类主要付费服务
形态，提出要做“知识界的天猫”。

为了建立壁垒，得到、知乎、
喜马拉雅FM、豆瓣等平台搭建各

自的知识付费平台，“知识超市”
开始形成。

前分答公关总监崔书馨撰
文，“想让知识付费产品走向稳定
盈利， 势必要走平台化服务化”。
她想象“知识超市”的未来是，像
Airbnb一样，知识内容像待出租
的房间一样在平台上慢慢积累，
用户逐渐适应平台的定价逻辑和
推荐习惯，才能成为稳定的生意。

在崔书馨看来，“知识付费产
品的致命弱点决定了‘超市’模式
无路可走”。原因是因为知识付费
产品无形化，定价无法体系化，服
务无法标准化， 以及知识付费产
品需求并非刚需。

随着玩家涌入， 内容生产者
提供的产品越多， 付费市场也会
面临免费市场的尴尬， 稀缺性被
稀释，转向市场泛滥。

知识付费一周年了。
去年5月14日，知乎推出知乎live；次日，在行推出

新问答产品分答，三天100万用户；6月5日，罗振宇带
着《李翔商业内参》登陆得到，2天订阅超过400万。

一时间，消费者的荷包向内容、知识、精神产品敞
开了。

过去一年，玩家、资本、消费者涌入市场。喜马拉雅
FM、豆瓣、蜻蜓FM、小密圈、千聊、荔枝微课……

产品在迭代，概念被高亮，资源被抢夺。那么，知识
付费真的是全新的商业模式吗？

渐渐，严重同质化、内容水化、流量枯竭以及难以
见到效果问题暴露，知识付费开始陷入僵局。得到被曝
出打开率走低，而曾经引领知识付费浪潮的《李翔商业
内参》，则宣布免费。

知识付费一周年后， 急需向市场证明自己全新的
生命力。

你知道网上关于“写
作”的付费课程有多少吗？

42章经创始人曲凯拖
拽着鼠标在写作课程页面
向下刷新，想统计个数字，
没有尽头。

知识付费的出现，原
本被寄托了人们对优质
内容的期望。传播学研究
者方可成说，“免费的内
容消费听上去很好，但是
其实到最后人们才发现，
免费的内容恰恰是最昂
贵的。”

方可成所说的“昂贵”
意味着要在低效率的免费
内容中付出时间和精力。
知识付费可以节省时间和
精力， 前提则是消费者愿
意为内容买单， 由平台为
消费者筛选和精细知识。

但现实并不美好。
“你在知乎上听过哪

些坑爹的live”， 问题下的
1500多条评论中， 出现了
分享者不按主题分享、临

时爽约、分享5分钟后讲不
下去退款等现象。之后，这
则问答被官方删除。

豆瓣付费专栏“豆瓣
时间”，推出的第一个专栏
是《白先勇细说红楼梦》。
该专栏是以白先勇台大课
程录音为底本， 后经团队
剪辑、制作而成。书本、公
开课的二次转化， 引发网
友争议： 为什么还要花钱
看原本可以免费的课程？

与曲凯面对繁多、严
重同质化的写作课程一
样， 消费者又一次无从选
择： 被标码的内容与免费
内容差异在哪里？

最近走红的知识付费
平台千聊创始人朱峻修发
现， 每天后台需要审核的
大量课程里， 存在着不少
的“破坏行为”：一些网红
讲师为了迎合市场， 尝试
讲授、 创作并不擅长的内
容， 其结果是对消费者的
直接伤害。

难以衡量价值的同质化内容

一盘容易被搞砸的生意 6月12日，蜻蜓FM推出《矮
大紧指北》，一档由高晓松聊“诗
与远方”的音频付费节目。

在发布会上， 高晓松将知与
识拆开，“‘知’很简单，就是一加
一等于二。这个没什么可付费的。
但是‘识’是一个人踏遍千山万水
寻找的、最终形成体系的东西。当
然‘识’是更值得付费的。”

其实，高晓松将“知”与“识”的
对比， 透露出知识付费市场的焦
虑：用户需要什么？什么内容能带
来价值？平台的机会在哪里？

郭嘉将目前市场上的付费内
容分为三类： 一种是短期内解决
问题的方法论； 一种是具备结构
化、体系化的课程、系列讲座；一
种是提供价值观， 消费者对价值
观有高度的认可。

《矮大紧指北》属于第三种。
《晓说》、《晓松奇谈》 等节目为高
晓松积累了一票粉丝， 他已然成

为具有号召力的IP。 此前， 蜻蜓
FM上线的高晓松免费音频，累计
播放量达9亿。

同样在找用户价值的朱峻修
瞄准了第一种。什么是刚需？在他
看来， 一个高中生如何将分数从
60分提高到90分，这是可见效果、
可衡量的问题。

生活回归日常， 无论矛盾大
小， 最终都会被拆解成一个一个
小问题。母亲在哺育期如何喂养，
练出一手好字， 拥有主播般魅惑
声线……朱峻修认为这些问题有
方法论可循，可被解决。

同曲凯所思考的一样，“只有
这个产品， 只有这个行业真的在
解决问题， 才能长久地存活下
去”。

崔书馨认为， 知识付费平台
的产品重点应该落在：发现知识、
知识增值、知识输出，目的是让用
户增强黏性。

“知识超市”的天花板

真正解决问题的知识才会有市场

出版业还是教育业？

过去一年，“知识付费”模式深受资本青睐，各种产品层出不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