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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 VR产业将一触即发
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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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媒体
要从信息总汇变成数据总汇

5G 会给新闻传播带来什
么？宋建武认为，5G会使我们整
个社会出现一个新的数据中心。
这个新的数据中心其实将会成为
新的信息中心，因为信息是在数
据结构化的基础上产生的，某种
意义上讲，谁掌握了这些数据，谁
就掌握了关于人类生存状态的各
种真相。

当前，传统媒体传统的信息采
集方式，不足以在互联网时代迅速
地发现真相，所以大家会说在互联
网上，真相还没有出来，谣言已经
在全球跑了好几遍。原因是什么
呢？因为传统媒体在互联网时代
已经失去了快速地、有意义和有价

值地提供真相的能力，这就是为什
么互联网时代的谣言那么多。

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宋建
武认为，未来的媒体一定要从信
息总汇变成一个数据总汇。只有
当媒体能够具有汇集数据的能
力，采集大数据的能力，它才可能
继续保持它在整个社会运行中的
中枢地位。未来的媒体一定要具
备这样一个大数据的采集能力，
这就要高度关注5G时代什么样
的机构能通过各种机器来采集这
样的大数据。

数据可视化
视频将成为主要的信息格式

那么，如果想要做智媒体的前
瞻性布局，如何去把握住数据产生
的关键节点，将会是一个媒体未来
生存的关键性步骤。

宋建武认为，5G技术将会大
大丰富人类的信息形态，同时改变
信息的分发方式。如果我们拥有
足够多的数据，如何把这些数据分
析出一个让人的感官能够有效地
识别、接受的信息，就是我们要做
的。这种数据的可视化，可以体现
为文字，也可以体现为图片，也可
以最后变成视频，或者其他可能更
加丰富的形态，也可能是今天所谓
的数据可视化还没有能够有效地
开发出来的一些呈现方式。

宋建武认为，未来数据可视化

将会成为新闻生产的关键性技
术。前提则是对数据的分析，对数
据进行有效的分析就必然需要算
法，否则靠人眼是无法能够读懂那
些数据的。在屏幕上闪烁的时候，
就是一串一串的0和1，这些东西
没有办法靠人眼识别，进行有效的
解读，如果想要有效地解读，必须
要有算法工具去提取。

第二，视频将成为主要的信息
格式。视频是表现形式非常丰富
的媒体手段、媒体格式，因为直观，
包含的数据量巨大。未来如果能
够开发出更加丰富的算法，我们甚
至可以把很多数据直接还原成视
频，就是用数据来生产数据，而不
是以我们目前采集的影像为基础
去生产视频。我们采集的影像最
后也是以数据的形式存在的，未来
来看，这方面将会有新的技术上的
突破。

第三，5G技术支撑信息精准
分发的场景化程度将大幅度提
升。目前的算法已经在努力实现
信息消费的场景化，主要依托的是
通过这个人的定位来进行一种场
景化。今后采集的数据，本身就带
有非常丰富的场景化的特征，我们
对这些特征进行提取，就可以发现
人对于这个信息的使用，还有哪些
重要的场景可以去挖掘。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艾晓禹

5 月 27 日，在“智媒先锋
5G未来”视听新生态发展
论坛上，中宣部媒体融合

专家组成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
学院教授宋建武作了主题演讲。

宋建武认为，随着技术的发
展，人类将会从过去靠人工采集
信息提升到靠机器来采集数据，
未来会通过算法处理数据产生信
息。而掌握数据产生的关键节
点，将会是一个媒体未来生存的
关键，数据可视化将成为新闻生
产的关键性技术。

中国人每天
手机上网近6小时
我国网民规模达到8.29亿

短视频成关注热点

“短视频是目前大家极为关注的
热点，有大量资本正在流入这个新兴
行业，就像抖音两年前知道的人很少，
可现在人尽皆知。”5月27日下午，第
七届网络视听大会《中国网络视听发
展研究报告》发布会在成都世纪城国
际会议中心举行，中国网络视听节目
服务协会研究员周结介绍，2018年中
国手机网民平均每天上网时长达5.69
小时，较2017年12月净增62.9分钟；
短视频的时长增长贡献了整体时长增
量的33.1%，超越即时通讯排在首位。

截至2018年 12月,我国网民规
模达到 8.29 亿，全年新增网民 5653
万；互联网普及率达59.6%，较2017
年底提升3.8个百分点；网民通过手
机接入互联网的比例高达98.6%。互
联网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居民入网
门槛进一步降低，信息交流效率得到
提升。

目前，中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含
短视频)达 7.25 亿，占网民总数的
87.5%，短视频用户、网络直播用户、网
络音频用户规模分别为6.48亿、3.97
亿、3.01亿，网络视听已占据互联网数
据访问总流量的80%以上。

随着5G技术的发展，网络视听
行业还将迎来历史性、突破性发展机
遇。在这个大背景下，5月27日出炉
的《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受
到了多方关注。该报告以第三方客
观的立场以数据为基础，总结和记录
行业发展的现状、脉络、走势，同时
也完整呈现2018年网络视听行业的
发展状况、特点与趋势，并对2018年
最热门的短视频领域进行重点剖析，
对网络视听内容发展趋势进行专家
预判。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从《中
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中发现，
2018年中国网络视听领域有诸多特
点，比如网络视频(含短视频)用户规模
目前达到7.25亿，短视频对新增网民
的拉动作用明显；付费用户规模迅速
扩大，头部平台内容付费成营收主力；
网络剧市场增速变缓，圈层爆款频出，
优质中小IP受欢迎；网综市场BAT、
芒果TV四足鼎立，进入更为激烈的
竞争阶段；网络电影减量提质，分账模
式多元化发展。

而在短视频领域，周结提供的数
据显示：2018年以来，短视频应用日
均使用时长迅速增加，与综合视频应
用之间的差距逐步缩小，并在2018年
6月实现反超，且优势逐步拉大。他
说：“短视频应用目前在中老年、低学
历、高学历、中高收入人群中加速渗
透，月收入3000元以上人群对短视频
的使用率提升了7个百分点以上，远
高于低收入人群。”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帆

5G+8k
沉浸体验式剧场

即将来袭
5月27日上午，作为第七届中国

网络视听大会的重要活动之一，天府
TV全媒体生态现场会在少城视井文
创产业园举行，宣布天府TV全媒体
生态正式进入2.0时代。其中一大重
点项目就是将在少城视井打造成都首
个5G+8k沉浸体验式剧场和内容发
布平台，建设首个具有全国影响力的
5G数字文化内容产业创新集群地。

记者了解到，成都音像自主研发
的互联网内容集成分发平台“天府TV
全媒体生态系统”正式发布于 2016
年。2017-2018 年，升级打造天府
TV全媒体生态1.0，启动建设天府TV

“三平台”——全媒体集成分发平台、
网络音像（视听）内容审核平台、数字
版权综合服务平台，形成了覆盖数字
版权全产业链的完整生态闭环。

27日，天府TV全媒体生态2.0宣
布启航，将进一步深化网络音像（视
听）内容审核平台的建设，以成都为总
基地和总枢纽，在全国范围广泛开展
审核基地建设运营工作，力争在今年
建成全国较大规模的第三方内容审核
平台。

发布的重点项目中，“天府TV国
际传播中心”将全力拓展整合海内外
全产业资源和传播渠道，开展文化娱
乐创意，跨境电子商务，应用软件推
广发行等全方位海外数字营销服务，

“向海外讲好成都故事、传播好中国
声音。”“银河新视听”则运用云计算、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覆盖各种
形态内容的策、采、编、审、发全流程，
提升媒体智慧化水平，共建智能化媒
体生态新格局；“天府云计算大数据
产业园”，将从大数据基础设施、平
台、应用等多个层面，为大数据采集、
转换、存储、分析挖掘及结果应用提供
全方位支持，逐步为政府和企业提供
IaaS、PaaS和SaaS层的云服务，合作
开发智能视听、家居、社区、园区、城市
等项目。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荀超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宋建武：

将成为新闻生产的关键性技术

“从1G到4G，无论是通讯
工具，还是我们在使用的
产品，都是离不开技术的

支持。我们希望尽早进入到5G时
代，因为我们有更多的创意需要技
术支撑。”5月27日，在“智媒先锋
5G未来”视听新生态发展论坛上，
爱奇艺执行总编辑王兆楠带来了
他的分享。

低龄人群和银发人群
将是我们的潜在受众

王兆楠表示，5G时代将给视
频内容的发展带来高带宽、低时
延、移动性和强时效性的特点，因
为有了5G，能够让创意人员在内
容创新方面做更多的工作。

同时，5G时代的到来，也会释
放非常强劲的人口红利。王兆楠
分享到，除了1.13亿低龄人群市场
外，“未来还能通过新技术的支撑，
让更多没有通过网络视听领域去
观看视频内容的人，通过移动互联

网成为新的网民。那么低龄人群
和银发人群，将是我们的潜在受
众。我们还有乡村人群，都是我们
未来的人口红利。”

王兆楠还提出另一个概念——
时间红利，也就是那些日常晚睡的
人群。“一二线城市，生活的压力和
工作节奏加快，让更多的人成为了
晚睡人群。一线城市约90%以上的
晚睡人群会成为我们的主力。”

而在王兆楠看来，前三类刚需
的APP，第一个是社交，其中中老
年社交会成为新的增长点，他们更
多是需要子女的陪伴，还有就是同
龄人的沟通；第二个是新闻，第三
个就是视频。“三至五线的城市和
乡村的人群也是我们的主流人群，
尤其是长视频内容，依旧是他们的
刚需。”王兆楠表示。

抓住技术趋势
布局有质感有优势的内容

在王兆楠看来，5G技术的发

展，或许不会改变视频平台赛道的
格局，但一定会让各家更有力地扩
大优势。目前，爱奇艺的技术团队
都在积极研发，同时能够和爱奇艺
的内容创新很好的结合。

以网剧为例，在2018年，整个
行业上线的网剧是218部，其中超
级网剧数量达到了63部，有96%
的网剧是付费观看的，与2017年
相比提高了11个百分点。

“不要小看这个增长，其中有
个重要原因是内容在基于技术
的革新上有所改善。”王兆楠说，
很多的画面内容完全要看导演、
编剧的创意设计，过去是一秒一
秒地做画面，很多特别需要表达
的内容是需要有画面、有张力
的，但是技术没有达到，可能情
节就表现不出来。

“未来的5G，将会布局更多有
质感、有优势的内容，通过新技术
表现出来，这也是我们在5G时代
所期待的。”王兆楠表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王婷

5 月 27 日，在“智媒先锋
5G未来”视听新生态发展
论坛上，华为云互联网解

决方案总监李松涛认为，5G 时代
Cloud VR 产业将一触即发。李
松涛表示，这个产业包括内容生
产、头显设备、芯片、云基础设施
等行业。

李松涛认为，5G意味着更快
的上传下载速度，低时延，高吞
吐量，丰富的链接数，而这种速
度也将让更炫酷的VR娱乐视频
变成现实，也可以促使无人驾
驶、互联城市、工业自动化等快
速发展。

社会各界也已经看到了 5G
的重要性，李松涛介绍，全球已
经形成了一波 5G 建设的高潮，
5G的商用最早出现在美国和韩

国。“国内三大运营商已经在全
国很多重点城市完成了5G的搭
建和业务测试，国内的一些手机
厂商包括华为等等，也发布了5G
的手机型号，做好了首批量产的
准备。”

“我们知道人类获取信息
83%都是通过视频来获取的，VR
给人类的视频观看体验带来了颠
覆性的效果。”李松涛认为，5G在
VR领域也将有较大应用，促进
Cloud VR的普及。

比如VR看房，在房地产领域
已经普遍应用。“客户在家里足不
出户就可以看完所有的样板间，
既节省了客户的时间成本，也提
升了地产商的产品形象。”李松涛
预测，2025年之前全球的VR视
频营收将会保持每年30%以上的
规模增长。

“5G时代Cloud VR产业将
一触即发。”李松涛表示，这个产
业包括内容生产、头显设备、芯
片、云基础设施等行业。而华为
目前也正在积极布局该领域，

“希望华为的端边云解决方案和
各行各业的VR应用结合，形成
一个产业化。”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艾晓禹

将释放人口红利和时间红利

爱奇艺执行总编辑王兆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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