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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年来，80后
一直是主要消费群体

说起上次去KTV的具体经
历，在济南上班的王晨已经记
不大清楚了，“都是过去的事
了。”王晨今年32岁，赶上了90
后的队伍，不过，对于新兴的娱
乐项目，像剧本杀、密室逃脱，
她都没有尝试过。日常娱乐，
KTV是她不太多的选择之一。

读大学的时候，因为生活
费有限，她每个学期也就去上
一两次，毕业之后的两三年内，
自己能赚钱了，她几乎每个月
都要去KTV消费一次。这之后，
结婚生娃，加上各类手机唱歌
软件上架，自己和对象在家自
娱自乐，也能凑合，她去KTV的
频率逐渐降了下来。

上一次去KTV，朋友都在
上班，王晨自己去唱了两个小
时，虽然挺放松，但也少了点热
闹氛围。这以后，因为凑不齐人
和忙于工作、家务，她就再也没
去过。“现在对我来说，也不是必
须得去，不去也不会影响什么。”

比起王晨，00后大四学生周
小雪的娱乐生活要丰富很多，
剧本杀、密室逃脱、live house、
音乐节、唱歌，她都非常喜欢。
前几天，大学恢复正常开放，当
天晚上周小雪就和朋友去了
KTV唱歌。“本来还担心人会很
多，提前预约了，到了之后发现
不用排队。”

周小雪说，她周边有不少
同学也都去KTV，原因很简单，
学校周边其他娱乐项目很少，
选择不多，另外考虑到出来的
时间有限，剧本杀这样耗时间
的项目就没法玩。“如果有选
择，比如说放假的时候，KTV可
能就不会是首选项。”

KTV曾是年轻人生日聚会
的必去之地，但现在对于很多
人来说，它的吸引力正在减弱，
成了可有可无的娱乐项目。近
几年，行业经历了断崖式下跌。

《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总报告》显
示，仅2016年，传统KTV数量断
崖式减少近60%，2020年，受疫
情等因素叠加影响，KTV行业
整体客流量下降了70%-80%。

根 据 企 查 查 数 据 ，截 至
2021年12月，我国现存KTV相
关企业5 . 63万家。与七年前巅
峰时的12万家相比减少了一半
多。

对此，行业从业者有更深
的体会，山东爱上好声音餐饮
娱乐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雪瑶告
诉记者，前些年行情好的时候，
20多个包间的KTV一天能接待
接近百包的客人。KTV属于重
资产投资，一家需要投入四五
百万元，它又是易消耗的，三年
一小翻新，五年就需要大装修
一次，回款周期太长就可能赔
本。前些年，快的时候一年多就
能回款，但现在得需要三年左
右，经营压力确实很大。

说起行业遇冷，济南悦歌
娱乐有限公司董事长杜善朋直
言不讳，“这两年传统的量贩
KTV都不是很好过，客流量和
营业额都不如以前。”白天，以
学生和老年消费群体为主，人
不少，但多是团购，价格极低，
这部分群体消费意愿或者消费

能力不高；晚上又多是冲动型
消费，没有目的和计划，“可能
是和朋友吃完饭喝完酒，氛围不
错，大家会再消费”；对于有计划
的消费，比如生日、派对，现在选
择来KTV的又大不如以前。

王雪瑶对消费群体的年龄
构成表示出一定的担忧。目前，
她的公司在济南布局了6家店
面，根据统计，她发现KTV的主
要消费群体一直以来都是 8 0
后。无论是行业火爆的时候，还
是 现 在 遇 冷 ，8 0 后 支 撑 起 了
KTV的半壁江山。店里80后占
比达60%，70后占比10%，60后
占 比 1 5 % ，9 0 后 和 0 0 后 占 比
15%。如果80后这一代人不愿意
来KTV了，新一代又续接不上，
行业活力就难以为继。

打价格战谁也赚不
到钱，行业很难走下去

为什么大家不愿意去KTV
了，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原因
各异，时间、喜好、KTV的氛围
等都有决定作用。90后王晨是
因为家务繁忙，朋友圈子难凑
时间；00后大学生周小雪的一
些同学因为唱歌不好、社恐、含
蓄等不愿意去，也有一些会选

择吃饭、看电影、喝酒等取代
KTV。

80后上班族李智则表示，
刚 上 班 的 时 候 ，他 去 过 几 次
KTV，但现在的氛围不像他当
年上大学时的样子，那时候智
能手机很少，大家专心于唱歌、
聊天，唱得好就会赢来大家赞
许的目光，现在大家进了KTV，
过不了多久，除了唱歌的人，大
家几乎都在各自玩手机，唱什
么似乎没人关心。

山东爱上好声音餐饮娱乐
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雪瑶坦言，
她在2010年入行的时候，KTV
非常火爆，没有这么多的外来
竞争，消费群体也没有被分流，
大家娱乐生活没那么丰富，唱
歌是主流。但现在，各类商业综
合体陆续开业，吃喝玩乐一应
俱全，此外还有乐园、酒吧、体
验馆等项目，分流了大量的客
流。

另外，疫情对行业冲击也
很大。KTV恢复开放半个月以
来，王雪瑶的几个门店仍在恢
复期，“这轮疫情刚过去不久，
大家的消费意愿还有待恢复，
很多人都抱着再看看的态度。”

济南悦歌娱乐有限公司董
事长杜善朋对此也感触颇深，
2020年，KTV经历过一次疫情
冲击，关门调整了一段时间，沉
浸了一年多，大家看到市场在
恢复，都愿意再投资，做翻新，

“我们店刚翻新完，刚刚投入，
疫情就来了，财务成本很高，员
工待遇得不到保障，投资者压
力很大，这段时间非常焦虑。我
们现在做事情会更加谨慎，目
前需要先赶紧回本。”

最近几年，KTV一直在低
谷期徘徊。杜善朋认为，行业走
下坡路，跟业内竞争加剧有很
大关系。“现在行业生意都不太
好，打价格战很厉害，大家价格
都不高，老板也都挣不到钱，也
就不愿意在行业里持续再投
入，整个行业就很难往前走。”
传统的量贩KTV，还停留在几
年前的状态，产品变化不多，

“10年前是这样，10年后还是这
样。”

传统KTV已无法满
足时尚人群的娱乐需求

尽管唱衰的声音很多，从
业者也早就意识到了行业在下
滑，但选择坚持的仍有不少。

“市场还是有的，就看你怎么去
做。”这些年，不少KTV也在寻
求改变和自救。“没有不行的市
场，只有不行的公司。”

关于转型的问题，杜善朋
做过很多思考和尝试，在跟其
他人交流时，他都会有意无意
先问问别人为什么不愿意去
KTV了。当然在尝试的过程中
也走过弯路，碰过钉子。他曾在
传统KTV的基础上融入过餐
饮，比如吃着烧烤唱着歌；也请
过一些网红来探店等等。“那时
候想丰富、调整产品，传统量贩
KTV确实来消费的少了，我是
不是加上烤串、龙虾，一场解决
两场的问题，就能有需求了？”

尝试过一段时间后，他发
现这种模式确实满足了一些客
户的需求，但没有形成现象级
效应。“只能说增加了一点点业
绩，但没有业绩翻番的效果。”
融入这些元素，并没有从根本
上解决客流量低迷的问题。

王雪瑶曾到上海、成都等
地市场考察过，餐饮融合KTV
的模式在南方这些城市很受欢
迎，但面临融入本地的问题，在
济南不一定会受欢迎。尤其是
对于传统的KTV，它不像一些
一开始就做餐饮+KTV的店，

“我们（传统的）从开店到宣传，
都在突出唱歌功能，大家潜意
识里也觉得KTV就是唱歌的地
方，后面再融合餐饮元素，效果
就很一般。”

此外，王雪瑶也注意到，一
些KTV加入年轻人喜欢的酒
吧、夜店元素，在房间里加入蹦
床、打碟机，请了打碟师傅，融
入了一段时间，效果也不是很
理想。

在杜善朋看来，KTV行业
下滑，根本原因在于现在的产
品已经无法满足时尚人群对于
娱乐的需求。如何满足时尚人
群、高端人群的消费需求，杜善
朋把自己定位于高级娱乐生活
服务商。“我们对品牌进行了梳
理，对服务理念进行了调整，从
装修环境到出品宣传，都进行
了重新定位。”他的新店引进了
酒文化、雪茄文化、高级管家等
一系列内容。“我们来KTV不仅
是唱歌，更重要的是社交活动，
新店聚焦社交和娱乐活动服
务，可以承办和服务派对、年
会、商务宴请等活动。”

如何找准适合自己的定位非
常重要，王雪瑶的新店6月底就要
开业了。“我们要融入一些多元化
的元素，但不能太多，要精品同时
也要精简，比如在装修上，就不再
重装，而是要突出设计元素，做成
小精品店，极简风。”

在新店里，王雪瑶做了一些
新尝试。“我们把 l i v e house元
素融入到KTV里，有专业的演
出场地和高质量的音像效果；
另外单独设计两间可以玩剧本
杀的包厢，算是一个附加品和
亮点，迎合年轻人喜好。具体的
效果还需要时间去验证。”

“在行业摸爬滚打了这么
多年，我们有自己成熟的管理
和经营模式，但面对未来市场
也要学会变通，抓住更多群体，
这个确实也很难，我们要不断
调整。”王雪瑶说道。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王晨
为化名）

如今的KTV内，很难见到当年的红火场面。

当年红火的KTV
如今为何不再OK

消费人群仍以80后为主，被新生代冷落，想翻盘需寻求改变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
间，KTV是最受欢迎的娱
乐场所之一，然而行业遇
冷加上疫情冲击，传统
KTV正面临着巨大的经
营压力。记者走访济南的
KTV市场发现，目前KTV
客流量还有待回升。随着
新娱乐活动逐渐增多，新
型KTV悄然兴起，传统
KTV无论是在客流量和
消费额上都被分流。经营
下滑，吸引力不足，十几年
来，不少KTV的主要消费
群体仍是80后。尽管如此，
仍有不少经营者在坚持，
认为行业仍有很大的硬性
市场需求，但需要蹚出一
条新路。或融入多元化娱
乐功能，或引入高级娱乐
生活服务体系，目前他们
正在试水新模式。

一些KTV开始尝试新的风格，变得更加时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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