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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天能赚钱,声音变生意？警惕语音社交 APP 成“黑网”

本报记者胡林果

不需看脸、只听声音、多种玩法……语音交友
软件倡导的“陌生人社交”，正逐渐占据 90 后、00
后的空闲时间。然而，记者调查发现，虽然一些平
台纷纷标榜为电台听歌、声音交友、游戏开黑，实
际却“挂羊头卖狗肉”，打着语音交友的幌子，行色
情交易之实，有的平台甚至对语言性暗示进行明
码标价。软色情、网络“黑产”交易，让声音交友正
逐渐变成一门色情生意……

声音社交“不看脸、只听声音”

艾媒咨询的数据显示，语音

社交用户 2020年预计突破 2亿，

用户多为 90 后群体

手机里安装了 4 个语音交友软件的林可说，
在“看脸”的网络空间里，美和帅的标准已经固化，
受欢迎的总是那些“长得美、长得帅”的“网红”，大
多数年轻人只能徘徊在围观的边缘。但是，声音
的世界则不同，每个人都有成为主角的可能。

渴望被认可、渴望被关注，让一批又一批的
年轻人进入了“只听声音”的交友世界。

近年来，主打“陌生人社交”“声音社交”的产品
异军突起。《2019 年社交网络行业研究报告》显示，
从 2018 年底开始，主打提供陌生人认识、匹配、交
流的语音社交 APP 掀起了一波小高潮。截至今年
3 月，此类 APP 在各大应用商店的总量已超过百
余个。与此同时，艾媒咨询的数据显示，语音社交
用户 2020 年预计突破 2 亿，用户多为 90 后群体。

“作为女生，您只需要陪别人聊天，就能一分
不花地兑换自己想要的礼物”“作为男生，您只需
花费一点的金币，就能和女神一起玩游戏、私聊
互动”……语音社交软件“点点约玩”这样推广语
音社交业务。随之而来的，是语音软色情堂而皇
之地在互联网上传播。

在“点点约玩”平台上，林可以 30 元/小时的
收费标准，陪手机另外一端的网友赵宇玩手游。
在一个小时的游戏陪玩过程中，小林不断以发
嗲、娇喘、呻吟的声音与玩家互动。林可说，还可
以在平台上选“连麦”“叫醒”“哄睡”等付费服务。

记者在“绯闻语音”“鱼丸空间”“KK 交友”“小
耳朵语聊”等几款声音社交 APP 内，均发现有用

户在公开的聊天室内通过性暗示、打色情擦边球
方法，怂恿他人用虚拟币刷礼物，甚至还提出“线
下邀请”。6 月 19 日，记者在“绯闻语音”软件中一
个名为“夜宴·游戏陪玩”的房间发现，一个名为
“Yy 琳娜”的女性用户持续两分钟发出娇喘声，有
用户则询问是否可以线下认识。

在一款名为“糖糖”的 APP 上，记者发现，不需
任何注册即可以游客身份进入该软件。多个名为
“处对象”“连睡”的房间内，同时有 2-8 个人在线。
一个女声在群里问“有 k(磕)的吗？”为引起女主播
的关注，不断有用户在房间内刷礼物，而虚拟礼物
相当于男性用户送给女性用户的等值虚拟货币。

层出不穷的软色情、性暗示，也为线上平台
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和流量。在多个平台注册
账号的张琦看来，打打游戏、聊聊天、说说话，也
能“赚”不少钱，各类聊天服务的收费在 15-30 元
/小时之间，而平台还会根据主播的才艺、用户好
评等指标进行评级。

文案低俗博眼球，不对未成年人设限

一些热门APP 下载量已超百

万次，且对用户的年龄限制很宽松

人人都有展示机会、兴趣相投便能聊到一起，
语音社交 APP 在成为年轻人“新宠”的同时，也正

朝着低俗化、色情化、隐蔽化的趋势发展。
记者在华为应用市场里搜索“语音”，出现

有超过 50 款相关软件，标签多为“聊天”“交友”
“婚恋”。记者随机打开一款名为“小枕头”的语音
软件，发现该软件从文案介绍到房间名称均打
色情牌，“每一个白天，我们带着面具，用情商伪
装自己，当夜幕降临，我们彼此孤独却心心相
印……”

一些热门 APP 的下载量已超过百万次，且
对用户的年龄限制很宽松。在华为应用市场中，
“绯闻语音”“小耳朵语聊”“KK 交友”的年龄限
制均为“12+”，“小枕头”软件并无任何年龄限
制。业内人士认为，此举意味着“但凡是个智能
手机都能随意下载”。

不仅如此，下载后可以通过手机号、微信
号、QQ 号登陆，并无任何限制未成年人登陆的
措施。其中，“hi 语音”在用户服务协议中提到，
“未成年人使用本服务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未
成年人本人及其监护人承担”。中国人民大学法
学院教授刘俊海认为，平台不仅未对其自身内
容进行严格把控，同时还企图通过上述协议撇
清自身责任。

有流量的地方就有打广告宣传的价值，语音
社交类 APP 也正在成为网络黑灰产的聚集地。一
些营销号在语音社交 APP 上到处发布小广告，声
称“加好友做任务能快速赚钱”，记者搜索相关广
告上的 QQ 号发现，内容多为招募电商刷单以及

给流量明星刷评论的兼职。
广州荔支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网络黑产经营者会想尽一切办法
绕开 APP 的注册限制和内容监管，如利用虚
拟手机批量注册账号、绕开 APP 的关键词限
制、发布跨平台的联系方式。“他们到处发布
信息，但真正的交易又会转移到其他平台，像
牛皮癣一样难以清理。”

爆发式增长给监管带来挑战

一些规模较小的 APP，运

行成本不到 30万元，上架运行

两三个月就可以赚钱

语言社交产品数量多，目前仍然处于高速
发展时期。在业内人士看来，行业的健康发展仍
然面临着以下难点：

第一，语音社交类 APP 缺乏行业内容标
准。今年 1 月，广东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
公安厅、文化和旅游厅，对广东省内部分涉低
俗色情的语音社交平台进行了查处，此后，市
面上正规运营的语音社交类 APP 逐渐建立起
一套自有的信息审核系统，也基本告别了放任
自流的状态。

然而，目前各 APP 的审核系统、人力配
比均不相同，监控和审核效果也差别较大，而
且各 APP 平台的审核尺度、处罚标准各异。
网信部门有关负责人表示，只要是可以公开
随意进的直播间、语音房间，涉未成年人的情
况都要严格监管。

第二，机器审核仍存在技术困难，人工审
核体量大、盲区多。广州市百果园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技术人员表示，相较于文字识别和视频
识别，语音识别技术相对滞后，需要先将用户
的语音转化为文字，方言、噪音、语音语调等都
会影响识别准确率。

此外，平台相关负责人表示，相较于电台等
录播平台，语音的实时识别难度和体量更大，一
个平台就有成百上千个房间，只能是巡查式检
查。对于一对一、私密聊天中软色情内容是否适
用于公开的认定标准，各大平台甚至每个审核
员的认定都不同。

第三，语音社交类技术门槛较低。网信部
门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视频直播平台的创
办需要到文化部门申请网络文化经营许可
证，但语音社交 APP 上架程序则简单得多。
此外，从技术层面而言，一些规模较小的
APP 通过购买声音传输服务，再聘请技术人
员包装，一个 APP 的运行成本不到 30 万元，
上架运行两三个月就可以赚钱，“如果不把好
源头关，就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很快又长
一茬。”

第四，利益群体已固化，多重方式逃避监
管。记者发现，近期被查处下架的某语音软件，
其微信公众号上不仅有引导用户下载的网页
指示，微信小程序依然运行，同时相关 QQ 群

内有 700 多位活跃用户。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该软件在运行的过程中已经积累了相关的用
户群体，还有客服会一对一进行“引流”，带用
户注册新上架换了“外衣”的 APP。

将乱象遏制在萌芽时期

一些平台对色情、涉黄内容睁

一只眼闭一只眼，一切以“流量为

王”，需要监管部门及时出手

低门槛、低成本、有流量等因素，为语音
社交产业的发展打开了一条“便捷通道”，但
如果不及时拉紧闸门、设置门槛，任由批量
化技术输出、资本化运作，网络黑色产业链
和涉黄低俗内容交易或将在此滋生壮大。对
此专家建议：

首先，引导建立行业自律标准，让各语音
社交类 APP 建立起统一的内容信息底线。如
视频直播平台类 APP 在 2016 年前乱象丛
生，色情直播平台屡禁不止、低俗内容充斥
其中，随后，多家互联网直播平台和网络主
播经纪公司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演出行业协
会网络表演(直播)分会，起草《网络表演(直
播)内容百不宜》等行业指导标准，各家平台
内容有了比较大的改善。

其次，平台应加大语音内容审核力度，
建议引导国内顶尖语音人工智能企业，对涉
黄语音、软色情声音标本进行识别，并引导
技术企业将识别技术输出给各大语音社交软
件，减少各初创平台人工审核压力和尺度把
握不统一的问题。

再次，减少相关软件的宣传和广告。中国政
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认为，语音
交友、语音直播行业的运营有低俗色情成分在，
类似一种新的服务业，它不应当适用未成年人，
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是一个红线。

专家表示，一些小散乱的语音社交 APP 内
充斥着大量网络“黑产”经营者、娱乐公司经营
团队，以软色情、涉黄为途径进行盈利，平台也
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切以“流量为王”，在行
业发展前期没有足够的自我净化能力时，需要
监管部门及时出手，对于违规企业应该及时取
缔，打造绿色网络环境。

最后，强调企业主体责任，内容生产应遵循
正确导向，创作传播充满正能量的产品。朱巍表
示，有关部门应该引导相关平台创作、传播充满
正能量的产品，以优秀的作品感染人，以积极健
康的内容吸引人。 (文中用户人名均为化名)

人人都有展示机会、兴趣相投便

能聊到一起，语音社交 APP 在成为

年轻人“新宠”的同时，也正朝着低俗

化、色情化、隐蔽化的趋势发展

新华社发 曹一作

年弃 2600 万吨，你家丢弃的旧衣去哪儿了

降解处理 、面料开发 、印染纺

织、物流仓储……围绕产业链，一系

列技术、模式创新也在展开。“废旧

纺织品回收再利用不仅是环保工

程，更是新经济、新动能，将催生千

亿元级产业”

新华社记者张辛欣

压箱底太占空间，直接丢弃又有些浪费。旧衣
服怎么处理，这几乎是每个家庭都会面临的问题。
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大约有 2600 万吨旧衣服被扔
进垃圾桶。

旧衣回收是民生和环保所需，更蕴藏巨大的
市场空间。中国循环经济协会调查显示，目前旧衣
回收再利用率尚不足 1%。旧衣回收难在哪，如何
破解？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旧衣回收为何难

相较于我国每年超 5000 万吨的纺织纤维加
工量、超万亿元的服装市场，旧衣似乎不常被人提
及。然而，这一件件藏在衣橱角落的服装，却折射
了较为尴尬的现状———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大约
有 2600 万吨旧衣服被扔进垃圾桶。如果这些旧衣
通过焚烧处理，将造成浪费和污染；进行填埋，会
对土壤造成影响。

旧衣回收势在必行。尽管很多小区都设有回
收箱，很多家庭也开始相应的尝试，但回收再利用
率只有不到 1%。这其中，能够被生成再生纤维二
次利用的纺织品少之又少，难以从根本上实现循

环。
旧衣回收为何如此之难？
首先是成本。中国工程院院士蒋士成说，旧衣

回收再利用的途径通常有机械、物理、化学和热能
四种。通过化学方式还原成分子级别，再重新生成
纤维较为理想。但这种方式生产成本较高，大规模
生产仍受限。

其次是观念。记者调查发现，很多人倾向于旧
衣捐赠，即便是回收也多以公益为主，较难接受商

业用途。相较于回收环节，接受再生纤维产品的人
则更少。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孙淮滨说，在欧
美一些国家，再生纤维制品使用较为常见，包括
ZARA、GAP 等多个品牌都拥有相应产品系列。
即便价格略高，也拥有不少粉丝。在我国，还存在
对再生纤维制品的认识不足，不少人认为由此制
成的纺织品不干净、不安全。

“受观念影响，这些国际品牌在国内店面很少

推出再生纤维系列。”一位业内人士说。
最关键的还是商业模式。“各个环节都需要

商业力量的投入。与捐赠相比，旧衣回收依赖更
加完备的体系。”一位旧衣回收从业人员说，目
前，产业链条长、环节成本高、企业难以获利、市
场很难打开。

“特别是后端经营环节不到位，导致有入口
没出口，产业循环不起来。”孙淮滨说，“再生纸
被接受和普及用了几十年，相比之下，旧衣回收
路漫漫。”

千亿市场待开发

一边是较为尴尬的现状，一边是低碳环保
大势所趋和巨大的潜在市场。旧衣回收推进很
难，却活跃着创新，充满着吸引力。

相应的尝试正开始。一键选定，上门取衣，在
阿里巴巴闲置交易平台闲鱼上，服装经过分拣、
运输、破碎、开棉等多个环节，开始了全新的旅
程。

闲鱼数据显示，自去年 3 月推出相应业务
以来，已有约 2400 万件旧衣被回收。刚过去的
毕业季，来自近 400 所高校的约 38 万件衣物通
过闲鱼被回收，改造成汽车隔音棉、大棚保温棉
和再生布料等。

曹操出行联合旧衣环保公益平台共同发
起了“旧衣回收计划”。通过共享出行等方
式打造回收运输网络，并对回收过程动态追
踪。

“大规模的用户基础决定了平台可以做大
规模的公益和商业探索。”中国循环经济协会会
长祝兴祥认为，信息技术可以提高资源利用效
率，解决全程溯源等管理问题，并探索共享共创
等模式，让更多人参与其中。“互联网+”为促进
社会闲置资源利用提供了新思路。

从做衣服到回收衣服，一些纺织服装企业
也在发挥产业链优势，推进旧衣回收。

“废旧内衣共由 17 个部分组成，钩扣、圈
扣、钢圈属于可回收垃圾，肩带、背带等属于干
垃圾……”内衣品牌爱慕在官网商城发出回收
环保行动，普及废旧服装垃圾分类，并联合物

流、分解等多厂商，通过回收返券等方式，在全
国发起内衣回收行动。

降解处理、面料开发、印染纺织、物流仓
储……围绕产业链，一系列技术、模式创新也在
展开。“废旧纺织品回收再利用不仅是环保工
程，更是新经济、新动能，将催生千亿元级产
业。”蒋士成说。

加强管理除“盲点”

旧衣回收是民生好事，也是前沿产业，要健
康持续推进下去，仍需完善政策，鼓励创新，规
范管理。

首先，要明确谁来收，如何收等相应主体和
标准。记者调研发现，当前，旧衣回收刚起步，除
一些大品牌和平台参与，多数以创业企业、中小
企业为主，产业链分工、配合、协调等仍有待规
范和清晰。

比如，很多社区都设置了回收箱，但后续如
何管理，怎样追踪仍不明确。

“回收箱能不能放，能放在哪，放了之后谁
来管，出了问题去找谁，都需要进一步明确。”北
京市朝阳区居民徐妍希望，尽快明确监管部门
和管理标准，设置资质和门槛，做到真回收，避
免一些不法商贩转卖获利。

其次，要对产业发展进行管理和扶持，更好
鼓励创新。

目前，旧衣回收主要途径是转为再生纤维
二次利用。然而，再生资源相应产业优惠政策尚
未涵盖废旧纺织品领域，一些企业尽管突破研
发，但由于成本高昂、成品市场认可度低，缺乏
生产积极性。

专家建议，尽快制定相关标准，保障旧衣回
收利用有序开展；在财税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
鼓励企业和平台创新；鼓励再生利用科学研究；
强化内外监督，消除行业乱象。

此外，不少人建议对回收旧衣流向建立“明
白账”，做到有据可查，消除群众疑虑，让低碳生
活、科学环保观念在全社会推广。

新华社北京 8 月 1 日电

难题 新华社发 程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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