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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数 说

本报记者 崔小明 通讯员 冯丰

昨天，在中国传媒大学读书的小马和小石结伴来到鄞州万
达广场的神采飞扬游乐公园，在迷你歌咏亭欢唱了半个小时才
满足离去。去年年底以来，伴随着共享经济的热潮，一种外形
酷似电话亭的迷你歌咏亭如雨后春笋般冒出。这种全新的自助
K 歌模式受到市民追捧，成为我市文化消费领域的亮丽风景。
更因其盈利可期，引来各路资本在我市抢点布局。

半年冒出400多台 总投资超1000万元

共享经济风“吹热”迷你歌咏亭

根 据 第 三 方 数 据 研 究 机 构
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发布
的《2017年中国线下迷你KTV专
题研究报告》，与 2016 年相比，
今年中国线下迷你 KTV市场规模
将翻番，预计将达到 31.8 亿元，
较 2016 年增长 92.7%，预计 2018
年线下迷你 KTV市场规模将继续
增长至70.1亿元。

迷你歌咏亭市场分布情况如
何？据了解，艾美科技较早涉足
这一市场，其研发的咪哒歌咏亭
是市场占有率最高的品牌之一。
前沿科技推出的友唱进入市场要
晚些，但 2016 年 1 月获得友宝天
使融资后，后来居上，能与咪哒
分庭抗礼。做传统 KTV点歌系统
起家的雷石进入这一市场更晚，

2017 年其产品哇屋 （WOW） 才
正式上线。根据艾媒的最新报
告，目前咪哒、哇屋、友唱市场
占有率居全国前三位，但三足鼎
立的局面能维持多久尚未可知。

今年 6 月，中国 IT 五十强星
网锐捷旗下的星网视易公司召开
新闻发布会，宣布进军迷你歌咏
亭市场，其推出的产品为多唱 K
吧。拥有强大实力的星网视易野
心 勃 勃 地 瞄 准 了 全 国 3 万 家 电
玩、1.1万个商圈、8700家大型影
院、3 万家大型商场，以及 3000
所高校、6000 座火车站、220 个
机场、30 万个大型商业住宅集
群。可以预见，歌咏市场的争夺
远未结束。

（崔小明 整理）

迷你歌咏亭
市场到底有多大

据了解，迷你歌咏亭是新生
事物，在监管上尚无法律依据。7
月底，文化部发出 《关于引导迷
你歌咏亭市场健康发展的通知》，
要求地方文化行政部门和文化市
场综合执法机构将迷你歌咏亭纳
入管理视线。市文广新局市场处
有关负责人说，我市文化主管部
门一直在关注迷你歌咏亭的发
展，下一步将按照文化部 《通
知》 精神，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加强监管。

一是要求没有统一运营平台的
迷你歌咏亭经营主体向所在地县级
文化行政部门备案，包括设置数量、
安放位置等。有统一运营平台的迷
你歌咏亭直接向文化部备案。

二是加强内容管理。据了解，
迷你歌咏亭除了歌曲点播外，部分
已具备朗读等功能，这也是其取名

“迷你歌咏亭”的由来之一，今后也

不能排除其成为游戏、上网服务等
业态的终端。所以要求平台运营企
业或经营主体应当建立内容自审
制度。同时，将参照《娱乐场所管理
条例》和《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
所管理条例》对终端内容进行审
核。

三是将设备运行安全、消费者
权益保护等纳入管理范围，如提出
设备材质、运行规范、检查监测等
方面的要求，也要求企业明示消费
价格、曲目数量及 12318 举报电
话、客户服务热线，保障消费者的
知情权和监督权。

对青少年唱歌娱乐的权利，社
会应当予以尊重。同时，为加强对
未成年消费者的权益保护，要求平
台运营企业和经营主体通过在迷
你歌咏亭系统内设置累计消费时
间和金额提示等措施，引导未成年
消费者理性娱乐，防止沉迷。

如何监管
加强内容管理至关重要

据了解，迷你歌咏亭已遍布全
市的各商圈、影院、大型超市及机
场候机厅等人群密集场所，甚至在
部分高校附近、餐饮服务区周边及
洗浴中心、汗蒸馆等休闲娱乐场所
都可以看到。

据天一广场有关负责人介绍，
天 一 商 圈 至 少 有 10 台 迷 你 歌 咏
亭，布局在 6号门、水晶街、国购
商场、汤姆熊欢乐世界等处，有的
是商户自主经营，有的是品牌商在
此租赁场地。记者在鄞州万达神采
飞扬游乐公园采访时看到，在门口
左侧，一字排开摆了 6台咪哒歌咏
亭，每台歌咏亭占地面积大约两平
方米，高约两米，里面有一台触摸
式点歌机，两张高脚凳，话筒、耳
麦一应俱全。记者看到，不时有人
进去欢唱，或一对情侣，或两个伙
伴，也有不少人独自前来，在里面
引吭高歌，自得其乐。记者也进去
体验了一番，里面装修雅致、舒适，
设备与量贩式KTV差不多，只是点
歌时间有限制，必须在一分钟内把
歌曲点好。点歌完毕，戴上耳麦就可
以尽情歌唱。歌咏亭有自动录音设
备，加入歌咏亭官方微信，就可以用
手机欣赏自己的歌声，同时可以上
传朋友圈与他人共享。

“歌咏亭三年前就在宁波出现
了，很长时间不温不火，去年下半年
生意开始好起来。”神采飞扬宁波地
区总经理周忠明深耕游艺娱乐市场
多年，有着敏锐的职业嗅觉。3 年
前，他发现市场上出现了歌咏亭，就
买了两台，但那时的歌咏亭技术不
够先进，也没有与网络互连，所以体
验效果不如量贩式 KTV。去年下半
年，他发现进入歌咏亭唱歌的人越
来越多了，便果断买进四台新型设

备。从运营近一年的经济效益来看，
他对自己的决策感到满意。

迷你歌咏亭为啥会突然火起
来？周忠明认为是互联网深入普及
和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果。“新型歌
咏亭已经更新了两三代，价格从七
八万元一台降到现在的两三万元一
台，技术更先进了，原来要用优盘
更新曲库，现在能自动更新，还具
有手机支付、手机点歌功能，增加
了互动性和趣味性，对年轻人有很
大的吸引力。”

友唱是在宁波布点的三大迷你
歌咏亭品牌商之一，其运营公司是
友宝集团旗下的上海汇临贸易有限
公司宁波分公司。记者采访了该公
司总经理黄志良。他说，迷你歌咏
亭 的 火 爆 不 是 偶 然 ， 2013 年 以
来，传统量贩式 KTV 走向衰弱，
手机客户端出现了大量的 K 歌软
件，培养了一支线上K歌大军，但
线上K歌的体验效果毕竟不如去歌
房过瘾，于是结合线上线下K歌优
势的迷你歌咏亭便应运而生。这种
全新的唱娱体验符合当下年轻族群
的消费心理和社交需要，成为市场
新宠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记者在天一广场、高新区华润
万家商场、鄞州万达随机采访了十
余名在歌咏亭唱歌的人。他们普遍
认为，迷你歌咏亭最大的好处是方
便快捷，可以消磨一些碎片化的时
间。还有人认为迷你歌咏亭是个“减
压阀”。鄞州万达一名商场工作人员
说，她刚与顾客发生了争执，心里不
爽，便到歌咏亭吼了几嗓子，感觉顿
时好了许多。也有的人认为，迷你歌
咏亭是表达情感的场所，关上门后
就是相对私密的空间，通过歌声，情
侣间可以互诉衷肠。

遍地开花
歌咏亭突然火爆甬城

迷你歌咏亭受到市民的广泛青
睐，也引来各路资本在我市“抢滩
登陆”。迷你歌咏亭盈利吗？每台
投入多少？多久能收回成本？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我市的
迷你歌咏亭运营模式主要分为品牌
商直营和各商家买断经营两种。一
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商家告诉记者，
他买了两台咪哒歌咏亭，每台 3万
元，自主经营，预计半年能收回成
本。迷你歌咏亭收费标准大致是：
单曲收费约 8元；分时段收费：15
分钟 25元、28分钟 36元、38分钟
42 元、48 分钟 48 元、58 分钟 55
元。每台迷你歌咏亭上午 10 时到
12 时、下午 2 时到 5 时、晚上 8 时
到9时30分是营业高峰期，每天营
收约 200元。除去用电、维护成本及
租赁费，每月约有 5000 元的收益。

他说，这只是一个大概的数字，位置
差点的可能达不到这样的收益，位
置好点的收益就会高些。

黄志良说，友唱在宁波以直营
为主，他们的设备便宜些，每台 2
万多元，但每年要另外交一些网络
费、版权费、设备维护等费用。从
运营情况看，效益还不错，但没有
外界想象的那么好，他提醒想要加
盟的商家不要期望值太高。

尽管经营模式和盈利情况各有
差异，但受访的经营者普遍认为，
半年左右能收回成本。从当下来
看，这是一个不错的投资项目。所
以，各路品牌商蜂拥而至，竞相追
逐。据保守估计，全市已经有 400
台以上的迷你歌咏亭，总投资超过
1000 万元。友唱、咪哒、哇屋三
大品牌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也有

半年回本
各路资本“抢滩登陆”

其他一些品牌零星出现。
据了解，咪哒主要布局在我市

各游艺游乐场所，比如神采飞扬各
门店、汤姆熊欢乐世界天一店等。
神采飞扬宁波地区总经理周忠明
说，因为咪哒的研发单位是生产游
戏游艺设备的艾美科技，与他们有
长期稳定的合作，所以在选择歌咏
亭品牌时，自然选择咪哒。

黄志良告诉记者，友宝（友唱
的投资方）长期从事自动售货机运

营，与各大商圈合作紧密，所以他
们布局的地点是各大商场，目前在
华润万家、欧尚、万科城、宏泰广场
等超市和商业广场已经布下近
200 台。截至记者发稿时，他们又
在栎社国际机场和东鼓道地下商
业街分别布设了四台。

另据了解，雷石公司在文化
娱乐产业耕耘多年，他们与万达
等院线开展合作，其主导的歌咏
亭品牌哇屋布局在各家电影院。

迷你歌咏亭的快速发展，引
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人们在
欣然接受的同时，对其中存在的
问题感到忧虑。

体验效果存在差异。记者采
访一些资深人士了解到，歌咏亭
设备设施质量参差不齐，有的宣
称自己有专业 HIFI 级别的声卡、
音乐立体耳机和麦克风，但事实
上，这些音效设备的性能不尽如
人意，影响了消费者的欢唱感受。

同质化可能引发的恶性竞争。
据了解，从外观看，各品牌歌咏亭
差不多，不看品牌名字，很难区分
彼此；从功能看，也大同小异；从运
营模式和价格看，各品牌相差无
几，没有一家品牌拥有核心竞争
力。当前，迷你歌咏亭处于市场培
育期和快速扩张期，问题没有暴
露，一旦市场趋于饱和，很可能出
现竞相压价的恶性竞争。

曲 库 的 版 权 和 内 容 安 全 问
题。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几家
较大的品牌商均表示设备生产企

业获得了合法的版权许可。但一
些小的品牌商表示对情况不了
解。此外，国家对量贩式 KTV曲
库的内容有明确规定，严禁涉黄
等低俗内容，迷你歌咏亭同样也
不允许这些内容乘虚而入。

自助模式可能存在的卫生问
题。有些市民担心，公用的话
筒、触摸屏是否会传染疾病？记
者在采访中问及此事，神采飞
扬游乐公园、汤姆熊天一店等自
主运营商表示每天有工作人员会
进行卫生保洁、细菌消杀工作。
友唱负责人表示，友唱歌咏亭自
带紫外线杀毒功能。记者在实地
采访时发现，部分迷你歌咏亭没
有放置可以防止交叉传染的一次
性话筒罩。

此外，传统的量贩式 KTV不
允许未成年人进入，但迷你歌咏
亭男女老少皆宜，不分年龄大小
都可以唱个痛快。如何约束未成
年人沉迷 K 歌？这对业内人士来
说也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隐忧几许
同质化可能引发恶性竞争

位于宏泰广场的2台友唱歌咏亭。 （崔小明 摄）

位于鄞州万达神采飞扬游乐公园的6台咪哒歌咏亭。（崔小明 摄） 制图 张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