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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 年，
“电子杂志”作为一新锐事物，同“超女”、

在互联网中筛选出主题类似的内容，定期以杂志的形式

“博客”一起，强烈地冲进了人们的视野，不断地冲击着

发布，有基本的栏目架构。而第三代电子杂志的特点就

人们的耳膜。先后有包括 Ｘｐｌｕｓ、Ｚｃｏｍ、Ｐｏｃｏ 旗下的

在于：采用先进的 Ｐ２Ｐ 技术发行，集 Ｆｌａｓｈ 动画、视频短

Ｍ ａ ｇ ｂ ｏ ｘ 等在内的多家电子杂志平台获得了风险投资。

片和背景音乐、声音甚至３Ｄ 特效等各种效果于一体，内

而传统媒体也迫不及待地加入进来，分享这块“蛋糕”。

容更丰富生动。它还提供多种多样的阅读方式，可以在

除了较早涉足的《时尚》、
《瑞丽》、南方报业外，近日，

线阅读，也可以通过发行方提供的阅读器进行阅读，未

一向以开放、超前经营风格著称的《财经时报》率先创

来甚至可以延展到 Ｐ Ｄ Ａ、Ｏ Ｂ Ｌ Ｉ Ｅ 及 Ｔ Ｖ （数字电视、机

办了国内第一份财经电子杂志——《财经文画》。上海的

顶盒）等多种个人终端进行阅读。

《青年报》社也推出了全新品牌的电子杂志——《为

２００５年是电子杂志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一年。在这

Ｗ Ｈ Ｙ 》，旨在通过多媒体的表现和互动带给读者全新的

一年里电子杂志无论出版还是发行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阅读感受。

行业竞争格局趋于稳定。目前在国内３０多家电子杂志运

电子杂志，这个 ＷＥＢ２．０ 时代的“新生儿”，一时炙
手可热。

营商中，北京新数通公司的Ｘｐｌｕｓ、智通无限公司的Ｚｃｏｍ
和广州数联软件技术有限公司的 Ｍａｇｂｏｘ、广州新岸数
码科技有限公司的 ＶＩＫＡ 成为占有率最高的四大电子杂
志发行平台。
电子杂志在内容上大体涵盖了生活时尚、
电影音乐、
电脑数码、ＩＴ 资讯及技术、汽车旅游、文学艺术、语言
教育、商业财经、动漫游戏、摄影等方面。休闲娱乐类
内容是现在电子杂志的主流。
电子杂志的内容主要来源于四个方面：一是由专业
的工作室和制作公司即内容商提供。比如由飞行网制作

图一：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１８ 日，青年报社《为 ＷＨＹ》电子杂志首发式

出版，在各大平台均有发行的《男人志 Ｗ Ｏ Ｗ 》、《爱美
丽 ＭＥ》；二是各发行平台有自己的制作班底，独立制作
电子杂志再通过自己的或其他的平台发布。比如

一、解构电子杂志

Ｍａｇｂｏｘ 的《Ｐｏｃｏｚｉｎｅ》、《印象》、《味觉》是以 Ｐｏｃｏ 的

这里所说的电子杂志指第三代电子杂志，也称为网

“时尚”、
“摄影”、
“美食”等成熟社区为依托的；三是一

络杂志、数字杂志、互动杂志、多媒体杂志等。第一代

些品牌纸媒将杂志内容提供给发行平台，加上背景音乐

电子杂志是传统杂志简单的数字化，如许多杂志的网络

和 Ｆｌａｓｈ 动画等素材，合成新的内容。比如《时尚》杂志

版；第二代电子杂志是数字媒体的杂志化，如许多网站

的《时尚炫妆》、《时尚 ＭＡＮ》和《瑞丽》杂志的系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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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Ｃａｓｅ·分析
刊《瑞丽ｇｏｏ》、
《瑞丽 ｐｒｅｔｔｙ》等；四是一些个人创办的

就可以免费获取平台上数以千计的电子杂志；其次，传

非商业性电子杂志如《风格癖》、《Ｅ－ＭＡＧ》等。这些电

统平面媒体的覆盖面是有限的，大多数期刊的发行没有

子杂志传播范围比较小，主要靠口碑流传，有兴趣的读

能力达到很多边远地区和农村，一本平面杂志如果发行

者也可以参与到杂志的制作中来，为杂志提供文字、图

量达到 １０ 万份左右就相当不错了。在 １３ 亿人口的中国，

片、音乐等资料，成为杂志的“记者”、
“编辑”。

期刊发行量超过 １００ 万份的寥寥无几。而在电子杂志平
台上，有一些单本杂志的月下载量就超过了 １００ 万，影

二、电子杂志的优势
与传统的纸媒杂志相比，电子杂志可以说带来了一
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具有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诸多优
势：

响力更是到达了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
３、满足分众时代受众的个性化需求
电子杂志使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独特习惯和口味来
定制内容，它所代表的完全个性化阅读体验已经开始成

１、丰富的阅读体验，信息更新速度更快

为一种风尚。电子杂志平台还可以通过用户管理后台及

互动多媒体电子杂志在外表形式上，
已经和平面杂

时对读者做目标分析和阅读分析，并得到实时更新的信

志别无二致：炫丽的图画、丰富的栏目、生动的文字以

息反馈，可以统计出哪些栏目是受欢迎的，这些无疑都

及独到的选题等一应俱全。然而电子杂志最大的特点还

为内容制作提供了很有针对性的参考。

在于它的多媒体性和互动性，想像一下：当你阅读电影

作为一个高举“草根精神”大旗的大众交流平台，互

杂志时，最新大片的片花视频马上可以在眼前播放；浏

联网如今更加注重个人主义和自我表达。个人从单纯的

览音乐杂志时，金曲榜的热门歌曲只需点击便可试听；

信息接收者转变为集接收者和内容提供者、传播者于一

时尚杂志提供最新的服饰潮流，让你随意搭配并即时显

身的全新个体。在这个充满个性化的时代，展示自我、记

图二

图五

图四

图三

图六
图二、三分别为：《爱美丽 ＭＥ 》和《男人志 ＷＯＷ》的封面
图四：《印象》封面
图五：《Ｐ Ｏ Ｃ Ｏ Ｚ Ｉ Ｎ Ｅ 》Ｖ Ｏ Ｌ ． １ ７ 中 ＳＨＥＩＩ 女性电脑广告
图六：《Ｐ Ｏ Ｃ Ｏ Ｚ Ｉ Ｎ Ｅ 》Ｖ Ｏ Ｌ ． １ ７ 封面

现；投票与心理测试可以随时得到结果，并与他人分享；

录生活、分享快乐是不可或缺的关键字。电子杂志的出

一些数字杂志上还加入了“我要评论”的窗口，你可以

现，彻底改变了人们的记录、阅读、交流习惯。各大电

很轻松方便地发表自己对文章内容的看法；通过杂志上

子杂志平台先后推出了 ＤＩＹ 工具，即提供一套简单的模

提供的编辑的 ＱＱ 、Ｍ Ｓ Ｎ 甚至 Ｓｋｙｐｅ 号码，你可以和编

板，用户可以在模板中上传图片、音乐或编辑文字。普

辑在线交流……可以说，数字杂志的出现，将刚刚由“读

通用户即使没有专业设计知识，只要按照简单的流程提

文时代”进入“读图时代”的我们一下子又推进了“感

示，就可以生成一本简易的电子杂志。Ｐｏｃｏ 宣称其“魅

官时代”，带来全方位获取信息的快感。

客”软件是“５ 分钟傻瓜式杂志制作软件”。其他平台也

２、制作、发行成本低，读者获取便捷，覆盖面广

不甘落后，Ｘｐｌｕｓ 推出“麦客”、ＶＩＫＡ 有“唯客”、Ｚｃｏｍ

首先，传统杂志最大成本——纸张和印刷，对于电

有“志客”。各平台还有专供 ＤＩＹ用户发布杂志和交流经

子杂志来说几乎为零，读者只要有一台连接宽带的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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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的社区，这些 ＤＩＹ 杂志包括旅行、节日、写真、宠物、

收藏、文学等内容，使普通人可以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更
广泛地展示个人生活。

三、电子杂志发展的瓶颈
尽管电子杂志代表了一种全新的网络媒体形态，但
其影响范围还不是很大，盈利模式、商业形式尚不清晰，
电子杂志的生存风险与机遇并存。
1、电子杂志的发行数量大、增长速度快，但内容良
莠不齐

表１
杂志名称

商业广告量

主要广告客户

ＰｏｃｏＺｉｎｅ

较多

化妆品、手机、数码相机、食品饮料、ＭＰ３、彩电等

男人志 ｗ ｏ ｗ

一般

手机、数码相机、网络游戏等

爱美丽 ｍ ｅ

一般

化妆品、手机等

ＩｎｔｅｒＰｈｏｔｏ印象

少量

数码相机、冲印等

Ｍｕｚｉｎｅ

少量

移动运营商、Ｍ Ｐ ３ 、手机等

Ｗｏｗ·ｚｉｎｅ 物志

无

无

９ＥＹＥ 音乐

无

无

时尚炫妆

无

无

据艾瑞市场咨询调研结果显示：２００５年中国电子杂
志总的发行量达 ３．６ 亿；
月发行量在 ２００ 万以上的平台有 Ｚｃｏｍ、Ｍａｇｂｏｘ、
Ｘｐｌｕｓ、ＶＩＫＡ 等；每期发行量上百万的电子杂志有《男

发行收入是传统纸媒杂志的主要盈利来源，但对电

人志 Ｗｏ》、《爱美丽 Ｍｅ》、《ＰＣ 个人电脑》、《个人电脑 ｅ

子杂志来说，发行收费却困难重重。互联网培养了用户

生活》、
《Ｐｏｃｏｚｉｎｅ》、
《Ｍｕｚｉｎｅ》、瑞丽系列网刊等；电子

免费享受网络资源的习惯，在一个注意力稀缺的时代，

杂志用户总数达 ２０００ 万；５％ 的电子杂志订阅者除了订

能够把用户的“眼球”吸引过来，而且能让他们心甘情

阅固定的几本自己喜欢的杂志外，至少每月会新增订阅

愿掏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大多数用户表示，选择看

５种甚至更多的杂志，人均下载的电子杂志数量有１８本。

电子杂志是因为它是免费的，如果需要付费购买的话他

虽然电子杂志数量繁多，但由于电子杂志的进入门

们将放弃电子杂志，宁愿购买传统的纸媒杂志。

槛较低，众多运营商蜂拥而入。这些运营商在内容、技

２００５年只有个别的电子杂志公司推出面向读者的收

术、品牌、业务水平等方面参差不齐，导致一些数字杂

费服务，例如腾讯利用自己强大的网络资源优势，宣称

志在内容上都是粗制滥造，随便从互联网上拷贝粘贴内

用户只要付５元包月费就可以阅读该平台上的３０００多本

容，甚至走美女情色路线的也不在少数。

杂志；Ｄｉｇｂｉｂｏｏｋ以用户下载每本杂志或电子书收取０．５

“互联网的确是眼球经济，但电子杂志要长久必须

元或 １５ 元包月的方式尝试向用户收费；一脉网（ｗｗｗ．

注重内容质量，毕竟网民的素质比以前提高了很多。”一

ｅｍａｇｃｎ．ｃｏｍ）主要向读者销售 ＩＴ 技术类杂志，分季度、

位业内人士指出。

半年、全年三个时间段收取不等的订阅费用。更多的电

２、市场规模还比较小

子杂志标出了价格却不敢真正收费，因为害怕受到用户

当前广告和发行是电子杂志的两大收入来源，但与

的抵制。

电子杂志庞大的发行数量和用户总数相比，其整体市场
规模却小得可怜。

四、突破

目前电子杂志盈利主要依靠广告收入。广告收入指

电子杂志要冲破目前的发展瓶颈，只有内外兼修：

通过电子杂志内广告投放获得的收入，同时包含出版商

内增强品牌意识，提高内容水准，外采取多种广告形式

获得与发行平台获得，具体如何分成视不同企业的情况

吸引广告主，同时拓展增值业务。

而定，但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对每本杂志的阅读

１、走品牌经营的道路

数进行精确统计，
发行平台付一定的费用给内容提供商，

与传统杂志行业相比，电子杂志准入门槛更低、更

取得杂志内容的授权，再以此赚取广告费；二是由杂志

新速度更快，要想长期得到读者的青睐，就必须走品牌

自身经营广告，根据杂志的阅读数，内容提供商付费给

经营的道路。只有树立了品牌，才不至于被不断涌入的

发行平台。
尽管电子杂志市场潜力巨大，但电子杂志广告这一
最新的网络广告形式目前还不为大多数的广告主认知。

“新军”迅速湮没。现在发展电子杂志的重点是要从提高
用户量转到提高用户忠诚度上来。
经过两年的发展，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真正具有原创

据统计，２００５年中国网络广告市场规模为 ３１．３亿元，其

内容、制作精良的电子杂志。例如 Ｍａｇｂｏｘ 制作发行《印

中电子杂志广告市场规模为 ０．２ 亿元，只占了不到 １％ 的

象》。它的内容全部来自专业设计师、摄影师、广告从业

市场份额。（见表１）

者和其他普通视觉作品爱好者。知名设计师潘可，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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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Ｃａｓｅ·分析
师象正黑、冯海、夏永康、马良以及来自国外的著名摄

ＳＨＥＩＩ女性电脑漂亮精致的外观、一键式操作的便捷、自

影师长期为《印象》提供优秀的图片作品，其他更多的

动点播歌曲以及邮件收取温馨提示等体贴女性的功能设

摄影爱好者也主动为《印象》免费供稿。这些保证了《印

计，凸显出 ＳＨＥＩＩ 电脑让都市女性更加自信、智慧、美

象》在图片内容上的高质量和高原创性，成为广东、江

丽的品牌理念，相比单纯的硬广告，这种将广告与杂志

西、浙江等十几个省份摄影家协会指定的电子刊物。南

内容相结合的形式使广告效果显著提升。

方报业集团的《ＷＯＷ！ ＺＩＮＥ·物志》是一本独立策划、
编辑、网络发行的纯网络杂志，无论是内容风格、目录

３、打造原创内容，提高制作水平
目前造成电子杂志发行收费困难的原因，除了网民

设置、选题策划，都达到了纸媒杂志的水准，再加上可

的习惯短时间内难以改变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

在线阅读，发行仅半个月读者就达到了 ２０ 万。

许多电子杂志的内容缺乏原创性。电子杂志出版商和发

据统计，
２００５年中国数字杂志用户规模为２０００万，

行平台应该在提升杂志品质、丰富杂志内容上下功夫。

占网民总数的 １８％。随着数字杂志概念的深入人心，数

目前网络上活跃着很多电子杂志的个人爱好者或者小型

字杂志用户占网民比例将逐年增大，越来越多的网民会

工作室，发行商可以利用平台让这些原创杂志创造商业

尝试接触这种与众不同的媒体形式。到２００９ 年，这个比

价值。据 ＺＣＯＭ 负责人黄明明说，为鼓励原创，当一本

重将达到 ３ ６ ％。

杂志的下载量达到 ４０ 万或 ５０ 万时，ＺＣＯＭ 将负责联系

庞大的发展空间对电子杂志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
战：一方面要继续促使网民养成阅读电子杂志的习惯，

投放广告，并且与内容提供者进行利益分成。
４、拓展电子杂志的增值服务，扩大获利空间

这需要一个长期的培养过程。只有以高质量的内容、稳

电子杂志的主要用户群具有高学历、高素质、高消

定的出版周期、完善的服务才能逐渐赢得他们的认同；

费能力的特征，因此在营销领域，电子杂志的营销价值

另一方面，电子杂志要进一步改进技术，在不影响内容

也越来越为人们所认知和应用。

质量与丰富程度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小杂志文件，方便用

近日，在国内，ＩＢＭ 就开始利用电子杂志进行市场

户下载保存，同时简化使用程序，使阅读变得更加简单

营销的尝试，与电子杂志发行平台 ＶＩＫＡ 合作，推出宣

易行。

传 ＩＢＭ 易捷系列产品的的电子杂志《易捷》及其客户端。

２、采取更互动更有趣的广告形式，提升广告效果，
吸引广告主

这是 ＩＢＭ 首次向中小企业等商用客户推出电子杂志，其
中加入了多媒体视频，为客户提供产品介绍、技术解决

广告业曾有一句名言：
“我知道我所投放的广告中有

方案以及带娱乐宣传性质的视频短片等。ＩＢＭ 表示，通

５０％ 被浪费了，但遗憾的是我不知道这 ５０％ 在哪里。”电

过《易捷》，用户可以了解到 ＩＢＭ 为其挑选的中小企业

子杂志广告模式就打破了这条“金科玉律”，解决了广告

发展观点、新闻、案例、技术和业务培训。通过它，用

商投放广告的烦恼。电子杂志的用户管理后台具有强大

户可以更全面、深入地了解 ＩＢＭ 易捷系列解决方案。这

的客户数据反馈能力，包括杂志下载量、阅读率、平均

次 ＩＢＭ 率先在商业用户中推广电子杂志，也开创了国内

阅读时间、广告停留时间，甚至用户在何时翻开广告，其

电子杂志面对专业分众用户进行定向营销的先河。

年龄、地区、阅读偏好、单位点击成本、发行平台都可

随着通讯技术和３Ｇ手机的发展成熟，电子杂志的衍

以反馈给广告主，使广告针对性更强，投放更精准。电

生产品如手机杂志、ＰＤＡ 杂志等也将蓬勃兴起，移动商

子杂志广告还可以充分调动 Ｆｌａｓｈ、视频、画面、音效等

务将给电子杂志注入新活力。

模拟现实空间，让读者在三维空间里像“玩游戏”一样

未来，电子杂志有着多种发展可能，有人认为它是

与广告进行互动，在点击中有效地增强读者的广告记忆

传统媒体的发展方向，最终将取代纸媒杂志；有人认为

和广告偏好。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会使广告客户得到更

它只是炒作概念，成不了气候，最终会被传统媒体所同

大的价值回报。

化。我们无法过早界定一个行业的发展方向，但可以肯

另一方面，据国外一份调查显示，４６％ 的受调查者

定的是，传统纸媒与电子杂志将进一步融合。２００５ 年１２

表示不看电子杂志是因为不喜欢杂志中的通栏广告和弹

月，电子杂志的鼻祖——美国的《ｓｌａｔｅ》和《ｓａｌｏｎ》迎

出式广告。因此，丰富电子杂志的广告形式是很有必要

来了它们的十周年庆典。经过十年的发展，
《ｓｌａｔｅ》被评

的。在《Ｐｏｃｏｚｉｎｅ》第 １７ 期里，笔者看到 ＴＣＬＳＨＥＩＩ 女

为 ２００５ 年仅次于《华盛顿邮报》、
《纽约时报》和《华尔

性电脑的广告。广告采取了情景短剧的形式，通过表现

街日报》的第四大媒体。这个消息，是否预示了电子杂

一位现代都市职业女性在周末一天的生活，生动展示了

志的光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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