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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Kr-2020年技术赋能娱乐视频用户体验升级研究报告

• 用户对多维度、个性化的娱乐体验的需求，驱动娱乐视

频平台通过技术创新的方式升级用户体验。5G、人工智

能、大数据、编解码技术、VR/AR技术的发展与升级迭

代，为用户带来流畅高清、交互式、沉浸式、多维度感

官体验，满足用户观看需求。全球各视频平台纷纷将技

术上升至战略高度，旨在以技术撬动用户留存与转化率，

增强用户粘性。特别是在互联网流量红利增长趋缓的背

景下，构建核心用户群对平台实现业务增长至关重要。

• 各类技术融合，发挥协同作用，共同推动娱乐视频用户

体验的升级。目前技术对娱乐视频用户体验的赋能作用

主要体现在流畅视听、交互体验、沉浸式体验、定制化

内容等。5G技术落地及编解码技术迭代为4k/8k高清视

频的普及夯实技术基础，持续为用户提供高清、流畅的

观看体验；互动视频这一创新视频呈现形式，支持用户

自主决定剧情走向，增强用户交互体验；5G低时延、高

带宽等特性，破解VR/AR应用难题，为用户带来更为真

实的沉浸体验；同时，人工智能、大数据与视频内容的

多方结合，使用户基于自身兴趣选择性观看成为可能。

• 未来，技术将持续推动用户体验的升维，实现从平面观

看到立体视频内容消费、打破用户与视频内容创作者界

线、带来全感化观看体验。用户与娱乐视频的关系将不

再是信息承载者与观看者之间的单向链接，用户通过参

与内容制作等方式与视频形成双向互动。“千人千影”

的视频内容允许用户基于自身兴趣对视频信息进行主动

探索，推动平面观看向立体内容消费转变。此外，5G技

术的成熟加速各类技术的融合，娱乐视频功能将持续得

到拓展与丰富，满足用户视、听、触等多维度观看体验。

报告摘要

相关研究报告

案例分析

爱奇艺

奇观

Netflix

互动剧

YouTube

VR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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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赋能娱乐视频用户体验典型案例分析

⚫ 爱奇艺奇观——立体化视频内容消费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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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Tube VR——多维体感VR探路者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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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定义与研究范畴

娱乐视频以休闲娱乐为目的，带给用户视觉、
听觉、交互等多维度体验

• 在本报告研究范畴内，娱乐视频指的是娱乐性长视频，即以休闲娱乐为目的、

情节发展具备连贯性和完整性、播放时长一般在半小时以上的视频，包括电

影、电视剧、动画片、动漫、综艺节目等。从视频内容上区别于财经类、军

事类、资讯类、科普类视频；从视频长度上区分于短视频、直播等视频形态。

• 用户观看娱乐视频获得的体验主要包括视听、交互等。交互是近几年出现在

娱乐视频行业的理念，指的是通过用户与视频平台之间的互动，调动用户多

维度感觉，增强其参与感和沉浸感。

• 技术的介入为用户体验升级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整体而言，技术对娱乐

视频的创新作用主要体现在智能创作、智能生产、智能标注、智能分发、智

能播放、智能客服、智能变现等方面，贯穿娱乐视频从产出到用户触达各环

节。其中对智能分发与智能播放的创新，成为用户体验升级的直接助推器。

• 本报告将以全球视角，总结技术赋能娱乐视频用户体验的发展历程及现状，

并对未来趋势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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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示：技术创新娱乐视频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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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技术赋能娱乐视频用户体验发展背景与动力——技术演进

技术驱动：技术迭代为用户体验升级提供可行
性基础

5

• 大数据、人工智能、通讯技术、VR/AR的发展为娱乐视频用户体验升级提供

底层技术基础与支撑。每一次技术浪潮都是加速用户体验优化与重塑的重要

驱动力。

图示：赋能用户体验升级的核心技术发展历程

数据来源：36氪研究院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用户
体验

大数据

5G

人工智能
AR/VR

用户兴趣及观看行为洞察

用户与娱乐视频的交互

高清、流畅的视频播放

图示：技术赋能用户体验升级场景

2017

5G 在 美 国 实 现 商
用 ； 中 国 加 速 5G
开 发 试 验 ， 2019
年 正 式 商 用 ； 5G
作为底层技术基础，
从商用初期便自动
赋能娱乐视频观看
的流畅性

2014

Facebook 收 购
Oculus ， VR 进
入初级发展阶段；
2016年后VR/AR
逐步赋能视频用
户体验

2013

人 工 智 能 深 度
学 习 算 法 产 生
重 大 突 破 ， 人
工 智 能 进 入 爆
发 式 增 长 期 ；
2014 年 后 人 工
智 能 与 娱 乐 视
频加速结合

2011

IBM 沃 森 超 级
计 算 机 得 以 开
发 ， 标 志 着 大
数 据 进 入 高 速
发 展 期 ， 并 逐
渐 渗 透 至 娱 乐
视频行业

沉浸式观看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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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技术赋能娱乐视频用户体验发展背景与动力——需求端

内生动力：用户娱乐体验标准升级、“Z世代”
核心受众对个性化视频观看体验需求

6

• 泛娱乐行业的高速发展及社会消费结构的升级拓宽了用户对于娱乐体验的认

知边界，单一功能性的娱乐产品已无法满足用户体验持续升级的需求。而

2020年上半年，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则进一步重塑着用户的娱乐体验需

求。居家隔离状态下，用户对“云社交”的诉求出现爆发式增长，强互动性、

兼具观看与社交双重属性的娱乐视频更易获得用户青睐。

• 与此同时，娱乐视频受众的年龄结构也产生一定变化。95后、00后Z世代成

为娱乐视频观看主力军。作为互联网“原住民”，Z世代追求多维度、个性

化的娱乐体验，对娱乐视频的要求不仅仅停留在视听层面，还希望全方位地

参与其中，与娱乐视频进行深度交互的同时实现视频内容“私人定制”。

拓展娱乐视频感官边界；

视、听、触觉全方位感官体验

多维感官体验

感官体验+在线社交

强化用户参与感

双重功能

图示：用户对娱乐视频功能性需求

25.70%

10.10%

22.60%

14.20%

27.40%

<24 25-30 31-35 36-40 >40 用户年龄

Z世代

图示：2020年6月一年期中国在线视频新增用户年龄分布

数据来源：QuestMobile，36氪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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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技术赋能娱乐视频用户体验发展背景与动力——供给端

视频平台深耕技术赋能，旨在提高用户粘性、
实现用户转化

7

• 增强用户粘性、实现用户转化是娱乐视频平台探索技术赋能用户体验的重要

驱动。

• 一方面，娱乐方式的多元化挤压用户观看娱乐视频的时间，增强用户粘性已

成为流媒体平台绕不开的命题。以中国为例，2020年6月网民在娱乐视频上

花费的时间仅占娱乐总时长的7.6%*，存在一定上升空间。

• 另一方面，娱乐视频平台付费会员有待进一步拓展。除2020年初全球新冠肺

炎疫情和居家隔离带来的小幅增长外，平台付费会员增长率已渐趋平稳。因

而实现会员的转化与巩固、将用户粘性转化成平台粘性是各大视频平台的重

要发力点。

• 技术创新娱乐视频用户体验，为平台带来探索增加用户粘性、实现用户转化

的新可能，这已成为全球娱乐视频平台的共识。因此，各平台积极布局技术

创新，将“技术+娱乐视频”提升至战略高度。

图示：全球主要娱乐视频平台付费用户增长率

数据来源：Netflix、腾讯视频、爱奇艺年报，Statista，36氪研究院

“以科技创新为

驱动的伟大娱乐

公司”愿景

AI in ALL战略

“实现技术前置、

内容品质可控”

自带科技属性，

科技创新已融

入企业DNA

技术创新与创

意内容是集团

核心战略支柱

图示：全球主要娱乐视频平台科技赋能战略

*数据来源：QuestMobil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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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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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LU Netflix 腾讯视频 爱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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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技术赋能娱乐视频用户体验发展历程

历经四大发展阶段，用户体验朝强参与、优互
动方向演进

• 各国技术发展水平存在一定差异，导致部分地区娱乐视频用户体验升级进展稍

有滞后。但整体而言，全球范围内，技术对娱乐视频用户体验的创新大致经历

了四个阶段，分别是蓄力期、高速发展期、爆发式发展期、纵深发展期，与技

术浪潮同步演进。

8

图示：全球娱乐视频平台技术赋能用户体验发展阶段

数据来源：36氪研究院根据公开资料总结整理

爆发式发展期
2015-2018

4G技术落地，AI、VR/AR等

各项技术持续向娱乐视频渗

透，优化用户沉浸式体验，

创新视频呈现形式

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娱乐

视频的结合日益紧密，实

现视频精准推送

5G技术已在多国开展试验

和商用，技术融合产生协

同效应，加速了对用户体

验的赋能进程

蓄力期
2008-2012

进入3G时代，移动端走进大

众视野，用户体验在电脑端

与移动端的多屏互动成为该

时期的主要特点
高速发展期
2013-2014

纵深发展期
2019至今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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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突破视听边界、升级互动体验

• 人工智能赋能娱乐视频智能播放环节，实现用户与用户、用户与平台之间的

互动，为用户带来丰富且多元的娱乐体验。

• 人工智能推动视频呈现形式的创新，其核心应用价值包括升维互动体验与突

破视听边界两方面。

智变现

20202019201820172016

腾讯上线“只看TA”

功能，实现选择性观看

以图搜剧

人像弹幕

Netflix用户在动感

场景下感受手机震动

一键识别人物、商品、台

词、歌曲，升级交互体验

爱奇艺成为全球第一个

支持以图搜剧的平台

Bilibili上线人像弹幕

Rumble Pack

奇观功能持续优化“只看TA”

图示：人工智能赋能用户体验升级发展历程及核心时间节点

数据来源：36氪研究院总结整理

用户间
互动

人像弹幕确保观影流畅

性的同时实现实时互动

用户与
平台互动

用户参与剧情走向；

视频多视角流畅切换

拓展
视听边界

进一步优化视听体验；

探索多维度感觉体验

Bilibili

人像弹幕

Netflix互动剧
爱奇艺多视角

Rumble Pack

爱奇艺蹦迪模式

图示：人像弹幕

数据来源：Bilibili

图示：多视角切换

数据来源：爱奇艺

图示：人工智能赋能用户体验升级场景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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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大数据

大数据多维度洞察用户偏好，实现视频内容精
准推送

11

智变现

• 大数据基于视频平台积累的海量观看信息，实现全方位用户洞察，其核心在

于数据资产的有效利用，及时响应用户观看需求的变化。

• 大数据对娱乐视频用户体验的赋能主要体现在智能分发环节：视频平台借助

大数据技术对用户年龄、性别、偏好进行群体细分，针对不同用户特点，实

现专属内容推送，优化用户浏览体验。如：Netflix自2009年起便持续聚焦

智能分发，用户界面的呈现均受大数据驱动。“千人千面”的个性化定制内

容页面与视频推荐封面、标题，使娱乐视频高效触达兴趣用户。

搜索内容与类型

……

IP地址

结合终端设备可推断用户日
常活跃地、大致收入范围

终端设备

电脑端、移动端、平板端

语言字幕选择

观影行为

快进、暂停、重播等观看行为

用户对某一国家视频的偏好

图示：大数据下的全面用户画像

用户娱乐视频观看偏好

图示：Netflix“千人千面”影片推荐模式

数据来源：Netflix Tech 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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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解码技术通过去除时间与空间冗余，实现对原视频的压缩与解压，将其转

化为更易传输的视频码流，提高视频传输效率的同时保存了原视频的高清画

质，使用户流畅高清观影成为现实。

• 随着用户对视频画质的要求不断提高，编解码技术标准也随之进行升级，在

编解码效率、码流、传输带宽等方面进行优化。全球视频平台积极参与编解

码技术标准制定，推动技术持续迭代升级，致力于改善超高清视频的传输效

率。

• 编解码技术的升级与迭代，持续优化视频播放流畅度与高清度，实现在同等

画质下更省流、在同等带宽下更高清的观看体验，特别是4k/8k超高清视频

及VR/AR视频的观看体验将产生质的飞跃。用户在观看超高速动作视频时也

能体会到“行云流水”的顺畅感。

2.3 编解码技术

新一代编解码技术，保障高清视频的省流、顺
畅播放

图示：编解码技术升级对用户体验的赋能作用

12

2013年9月
VP9

2018年
AV1

超高清视频
无损压缩

节省带宽

提高
压缩效率

高清视频
流畅播放

同等宽带下
画质更清晰

2013年4月
H.265/HEVC

AVS2

同等画质
视频更省流

编
解
码
技
术
升
级

2020年
H.266/VVC

AV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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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VR/AR

VR视频内容、观看环境及设备持续优化，提升
用户沉浸式观看体验

13

智变现

• 2014年，全球各大流媒体平台相继入局VR/AR，推出支持头显设备的移动

客户端，试水VR电影、动画、综艺内容制作与分发。诞生之初，VR/AR视

频便自带“沉浸式”标签，承载着为用户带来“身临其境”式观看体验的使

命。就其发展历程而言，VR/AR视频历经三大阶段。

• 尽管已并非新事物，但受底层技术限制，VR视频仍旧面临诸多痛点。面对

VR浅沉浸体验困境，视频平台、5G供应商、头显设备生产商三方联动，从

视频内容、传输环境、观看设备三方面优化用户观看体验。而新的视频内容

呈现形式，如互动剧，逐渐向VR视频渗透，个性化观看与沉浸体验的紧密结

合，进一步创新用户观看体验。

• Netflix、乐视等小部

分平台先行入局

蓄力期
2014-2015

• 全球各大流媒体相继

推出VR客户端。2016

年被称为VR视频元年

爆发期
2016-2017

• VR/AR视频内容持续丰

富，与视频新呈现形式

结合，优化用户体验

深度发展期
2018至今

图示：AR/VR赋能用户体验发展阶段

数据来源：36氪研究院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视频平台

5G供应商

VR视频内容制作

VR内容与互动形式结合

高清视频

流畅观影

设备生产商
解决辐辏调节冲突

调节场视角

开发轻便VR设备

浅沉浸至深度沉浸

图示：VR视频升级方向

更为舒适的全景观感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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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5G

5G为用户多场景下超高清、流畅、沉浸式观看
提供保障

• 相较4G，5G在移动性、空口时延、用户感知速率、峰值速率、连接数密

度、流量密度等各方面均实现了质的飞跃。在5G技术加持下，用户多场景、

多端口下流畅观看高清甚至超高清视频变为现实。

• 5G技术对4k/8k超高清视频的赋能效用尤为直接与明显。4K视频分辨率高达

3840*2180，帧率可达60，清晰度是1080P的4倍，对视频数据传输的速度

提出较高要求。5G技术实现数据的高效与低延时传输，成为高清视频普及的

核心驱动力。

14

流畅性播放

时延、峰值速率、流量

密度等指标的大幅优化，

数据传输效率也随之上

升，为高清视频的流畅

播放扫清技术障碍

多场景观看

5G在移动性上的提升，

丰富观看场景，高铁、

飞机等高速移动场景下

用户也能享受较为顺畅

的娱乐视频体验

沉浸式体验

5G为VR/AR提供了高清

内容基础，赋能VR/AR

观影体验的升级，用户

可享受到更为真实、舒

适的沉浸式观看体验

5G赋能场景

图示：5G赋能娱乐视频用户体验

1080P 4K

图示：4k视频具有高饱和度与鲜明色彩

来源：爱奇艺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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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赋能用户体验的各类技术之间不再是泾渭分明的关系，相反，多种技术组合

发挥协同效应，多角度、宽维度重塑用户体验。对全球各大视频平台而言，

基于自身发展及平台战略，其对技术投入的侧重点存在一定差异，但各平台

均朝着深度优化用户体验的方向发力。

2.6 小结

技术边界渐趋模糊、协同效应凸显，技术布局
成为全球视频平台重要着力点

图示：全球视频平台用户体验优化技术布局

注：以Netflix、YouTube、爱奇艺、腾讯为例，仅节选部分技术内容，未涵盖全行业
15

人工智能

“看TA”

超高清
视频

VR/AR

大数据

“奇观”

“Archer”媒体处理器 “Cinematch”

“动态优化” AV1编解码“Open Connect”

“只看TA”

“视频分类器” “SmartReply”互动管理

“ZoomAI” “帧绮映画” 5G MEC边缘计算

“臻彩视界” “画质重生”

AV1编解码

“奇遇”VR一体机 VR+互动视频

360°全景视频

Netflix VR APP

YouTube VR APP “VR Creator Lab”项目

个性化用户主页

个性化用户主页 兴趣视频推送

智能搜索 个性化推荐

个性化推荐

AV1编解码

5G MEC边缘计算

“AI直拍”

VR+互动视频

兴趣视频推送

优化高清视频标准

多视角观看模式 AI手语主播

http://ipoipo.cn/


⚫ 爱奇艺奇观——立体化视频内容消费范式

⚫ Netflix互动视频——用户与视频内容关系界定者

⚫ YouTube VR——多维体感VR探路者

技术赋能娱乐视频用户体验典型案例分析03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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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爱奇艺奇观

奇观一键识别视频内容信息，多技术融合保障
识别精确度

• 奇观是爱奇艺创造性推出的视频画面及信息识别工具，整合多项技术，实现

用户与娱乐视频之间的流畅交互。

• 奇观可识别包括出演明星、背景音乐、商品、台词等在内的大部分视频元

素。用户只需点击屏幕左方的奇观按钮，便可对视频相关信息进行智能探

索。此外，人物识别信息界面上有明星助力区和泡泡粉丝圈的一键入口，满

足垂直粉丝群体用户的需求。

• 目前，奇观可识别近10万明星及2万卡通人物，准确率达99.5%*。其背后是

多种技术融合创新的结果。爱奇艺基于丰富的人物及卡通数据库，通过算法

升级及深度学习，持续提升奇观识别的准确率。

奇观按钮

明星助力链接

人物介绍、
相关作品播放入口

图示：奇观识别界面

来源：爱奇艺

多模态人物识别技术

样貌、身形与声纹等多维识别

台词实体抽取技术

OCR文字识别及文本检测；

人名、地名等命名实体识别；

多维度词组及文本特征分类

卡通角色识别技术
建立ICartoonFace数据集

虚拟人物识别技术

*数据来源：爱奇艺 图示：奇观技术支撑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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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爱奇艺奇观

奇观实现用户与视频内容强交互，创新视频内
容消费形式，重构娱乐生态

• 奇观是娱乐视频用户体验革新式突破的典型案例：实现用户与平台的流畅与

瞬时交互，集搜索、互动、营销等多重功能于一体，在提高用户参与感的同

时，重塑娱乐生态体系。

• 奇观不仅是视频画面信息智能识别工具，也体现了娱乐视频的升级方向。用

户根据自身兴趣选择一键识别的视频内容，优化“千人千影”个性化观看体

验，实现视频、营销与社交平台的无缝衔接，创新内容消费模式的同时创造

了新的视频内容消费闭环。

18

交互
体验

奇观支持边看边识别，用户一键知新的同

时直接参与视频相关信息的探索，实现用

户与平台之间的智能交互

功能
联动

奇观识别的数据提升用户洞察的精准性，可

用于后续营销、内容热度发酵，满足用户娱

乐内容消费的需求

娱乐
生态

一键跳转百科、泡泡圈、音乐播放平台、商

品购买平台，实现用户、娱乐平台、商家的

结合，重塑娱乐生态体系

人物、音乐、商品、
台词知识百科

TA是谁

图示：奇观应用价值

科技打造视频内容价值闭环 内容消费由平面至立体

打破以往视频内容的二维呈现模

式，一键跳转社交或消费平台，

为用户带来全方位、立体化的娱

乐内容

奇观实现用户与平台的智能、

深度交互。交互形态进一步带

动娱乐视频内容消费，延长内

容价值链

图示：奇观引领娱乐视频升级方向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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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Netflix互动视频

Netflix以技术赋能视频制作五大环节，满足
用户不同剧情需求

• 互动视频是一种用户决定剧情走向、以用户与视频内容交互为核心的视频呈

现形式。不同于传统视频的线性叙事，互动视频的情节发展呈非线性、多节

点的特征，一部互动视频存在多重分支剧情供用户选择。

• Netflix于2017年开启互动剧的探索，目前共有九部视频以互动形式呈现，

包括6部动画、2部电视剧及1部综艺。

• Netflix互动剧从剧本确定到视频分发，大致经历内容/IP评估、内容制作、

拍摄、互动后期制作、分发五个环节。不同技术加持各环节，赋能最终的互

动视频呈现。

19

大数据精准洞察用户
兴趣，对内容/IP与用
户偏好的匹配度进行
分析与评估

内容
评估

Twine工具实现
对庞大分支剧情
的内容管理

内容
制作

根据分支剧情
拍摄不同片段，
实现智能整合

拍摄
后期
制作

图示：Netflix互动剧制作各环节

使用互动内容创作引
擎，确保互动情节的
有序性与流畅性

动画 影视剧 综艺

图示：Netflix互动剧类型及代表视频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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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Netflix互动视频

以用户为核心推动剧情发展，Netflix互动视频
重塑用户与视频内容关系

• 互动视频不是21世纪的产物，早在1967年便诞生了世界上第一部互动理念

的视频。然而直到2018年底，Netflix《黑镜：潘达斯奈基》的上映，才最

终将互动剧带入大众视野，引发全球各大视频平台入局互动视频的浪潮。

• Netflix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创造性开发出State Tracking和

Branch Manager两类互动剧集管理工具，持续优化用户与视频的交互，提

高用户参与度，实现用户观看体验的创新。

• Netflix持续优化互动视频的呈现形式与内容，推动内容与用户二者之间关

系的重建。之前，用户只能在平台提供的内容中，选取兴趣视频进行观看，

视频与用户是单向触达的关系；而互动视频打通从用户到视频之间的通道，

推动用户与视频制作之间的双向融合，提高用户交互体验。

20

分支剧情
有序发展

State Tracking

记录用户在分支剧情节点的选择
自动加载后续剧情，实现用户与视频的流畅交互

交互流畅

Branch Manager

整合剧本数据，形成分支情节网
优化互动剧后续内容创作

图示：Netflix互动剧对用户体验的赋能作用

图示：Netflix互动视频重建内容与用户之间的关系

创作、优化

挖掘兴趣、触达

视频内容用户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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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YouTube VR 

YouTube强调技术与内容双投入，优化用户观
看体验

• 2015年，YouTube上线全景视频，开启对VR的初步探索。2016年1月，VR

专属APP发布，标志着YouTube正式入局VR视频。

• 同其他视频平台相似，YouTube VR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头显设备舒适

度、视频清晰度、VR视频内容等有待提升。全球各平台均加码VR内容制

作，弥补底层技术基础不足而导致的VR沉浸体验的弱化。而作为科技巨头

Google的旗下子公司，YouTube在VR内容制作与视频呈现上具有天然科技

优势。

• YouTube通过“技术+内容”持续优化VR观看体验。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

阴霾笼罩全球的特殊时期，YouTube VR对用户体验的赋能作用尤为明显。

在居家隔离大环境下，用户足不出户便可观看海量VR内容。

技术支持
谷歌对VR技术探索的预算支持；

谷歌开发轻量VR眼镜，提高观看

舒适度

内容投入
VR Creator Lab，专注内容创新；

谷歌为PGC在VR视频创作上提供

经济鼓励

图示：YouTube“技术+内容”双投入优化VR观看体验

图示：YouTube VR对用户体验的赋能作用

YouTube VR

2014 年 ， YouTube 开 始 支 持
1440P视频的播放；2016年4K视
频正式上线。在高清视频的布局
上，YouTube走在行业前列

YouTube VR支持语音控制。用
户进行操作时，无需将移动设备
从头显中移开，增强沉浸体验的
连贯性与流畅性

UGC与PGC共同为平台提供海
量视频资源

高清
视频

流畅
交互

丰富
内容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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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YouTube VR 

YouTube VR核心价值：视频格式创新、“PGC
主导+UGC补充”模式、多感官自然交互体验

• 底层技术的优化、头显设备的改善是VR视频发展的外部技术基础，而VR内

容的丰富与优化则是平台发展VR视频的核心竞争力。YouTube从视频格

式、视频内容及交互形式出发，创新VR视频观看体验的同时，也缩短了VR

视频与用户的距离，实现用户从观看者到创作者的身份转变，“PGC引领

+UGC广泛参与”的模式，推动全民VR的实现，丰富VR视频内容库。

YouTube在VR内容上的投入，为其他视频平台带来经验借鉴。

22

创新视频格式

YouTube为VR视频建立新格式——VR180，

直击底层技术不足这一痛点，最大程度满

足了人们视野范围需求；同时缩短视频制

作周期、降低VR视频创作与编辑门槛

优化视频内容

YouTube定期举办VR Creator Lab，为全

球各地的核心PGC提供VR内容创作培训与

经验交流机会，打造更为专业的VR内容；

YouTube鼓励UGC自主制作并上传VR视频，

持续丰富VR内容库，打造“职业视频创造

者+普通用户”内容创造双支柱

革新交互新式

YouTube推动视、听、触等多维感官之间

的多模态融合；通过深度学习提高用户动

作捕捉与识别的精确度，提升用户与视频

交互的自然感

http://ipoipo.cn/


⚫ 从平面视频观看到立体内容消费，创新视频信息呈现形式

⚫ 重塑用户与视频内容关系，用户与内容生产者双向融合

⚫ 用户全感化体验持续升维，观看体验更具真实感

技术赋能娱乐视频用户体验发展趋势0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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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从平面视频观看到立体内容消费，创新视频信息呈现形式

平面化“观看”到立体化“消费”，探索视频
内容消费新可能

• 现阶段娱乐视频承载内容大多为平面信息，以二维形式实现海量信息的呈

现。对用户而言，受知识结构与兴趣领域的影响，同一视频在不同用户眼里

所体现的内容信息也不尽相同。用户对视频内容的理解更为立体与多维，由

视频内容延展出的相关信息，越来越多地激发用户好奇心，形成用户对视频

内容的新需求。

• 技术的发展为满足用户对多维视频内容探索的需求提供新思路。与单向信息

内容呈现形式不同，技术加持下，娱乐视频一键整合多元信息，允许用户主

动探索视频“背后”的内容，建立用户与视频内容之间的高效链接。视频信

息呈现形式的升维也带来了视频功能的拓展，基于视听核心功能，衍生出社

交、营销、游戏、教育等多重功能，推动原本平面化的视频观看向立体化的

视频内容消费发展。爱奇艺“奇观”便是探索视频内容消费新可能的有益尝

试。“奇观”支持一键跳转社交与营销平台，大大缩短了用户内容消费路

径。

• 行业趋势洞察：娱乐视频建立集视听、娱乐、社交、营销、探索知新等场景

在内的立体内容消费链路，推动内容消费场景向视频外延伸，为品牌营销带

来巨大的想象空间。“视频营销+用户体验优化”有望成为新的营销突破

口。

24

知新功能

寓教于乐

游戏功能

社交功能

一键互动

营销功能
精准触达

视听盛宴
.

……

视听功能

用户引领剧情

立体化信息呈现

内容消费向视频外延伸

内容消费场景
由线上向线下渗透

图示：视频信息呈现与内容消费模式的革新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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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重塑用户与视频内容关系，用户与内容生产者双向融合

科技重塑用户与视频内容关系，打破用户与内
容生产者之间的界线

25

用户间接参与内容制作

用户精准洞察

所想即所见

潮流文化+观看场景+热点话题 用户行为决定剧情走向

“千人千面”观影内容

视频内容定制化

用户直接参与内容制作

图示：用户即视频内容生产者

• 在众多技术赋能视频行业前，用户与娱乐视频之间的关系呈单线性特点，视

频内容创造、拍摄、处理、编码、传输、分发等各环节均为单向传输，用户

只能被动接受视频原有内容。技术对娱乐视频赋能的持续深入，打破娱乐视

频内容单向传输至用户的局面，使用户直接或间接参与娱乐视频内容创作环

节，重塑用户与视频内容之间的关系。

• 一方面，用户直接参与视频内容呈现：技术对内容形式的创新，允许用户自

主决定视频剧情走向与观看对象，观看者与内容创作者界线渐趋模糊，用户

即生产者，生产者即用户。互动剧、互动综艺等视频呈现形式的崛起，增强

用户观看娱乐视频的“代入感”，促进用户与内容创作者的双向融合。另一

方面，用户间接参与视频内容制作：视频平台透过更为精准的用户洞察，打

造贴近用户兴趣的娱乐视频。用户兴趣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多渠道来源、非结

构化数据中，而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优化，实现对海量数据的整合、

计算与输出，推动视频内容与用户期待的契合，“所想即所见”，建立用户

与视频内容的情感链接。

• 行业趋势洞察：对视频平台而言，得内容者得天下。“互动形式+优质内容”

成为平台抢占用户高地的“杀手锏”。此外，互动形式跨越视频边界向广

告、有声小说、音乐等其他领域拓展，丰富用户娱乐体验的同时实现用户需

求再挖掘、转化与价值变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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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用户全感化体验持续升维，观看体验更具真实感

技术融合打造更为真实的观看环境，实现用户
视、听、触、嗅全感官体验

26

• 视听是娱乐视频带给用户最直观与最基础的体验。未来，除持续优化视听呈

现外，技术还将使用户在更为自然与真实的环境下实现全感化观看体验。

• VR/AR视频为用户感官升维提供了实现路径，随着各类技术逐渐成熟，VR/

AR应用瓶颈得到破解，将进一步释放其升维用户感官的潜能。

• 在低时延、高带宽的视频传输环境中，4k/8k高清视频、3D全息设备、4D甚

至5D影像技术、触觉反馈设备与VR/AR视频内容的结合，满足用户视、听、

触、嗅等多维度感官体验。

• 同时，视频观看环境的真实感也将得到强化。6DoF技术推动三维立体化视

频落地。对用户而言，其对于真实世界的感知包含沉浸、立体、空间感。前

沿技术与VR/AR的融合，推动视频用户感知向真实世界用户感知靠拢，极大

地缩短了娱乐视频虚拟化场景与用户之间的距离，全方位拓宽用户感知边界。

• 行业趋势洞察：VR/AR视频渗透率有望进一步扩大，反向推动VR/AR设备供

应商的持续创新。此外，真实观看环境下的全感体验，模糊虚拟与现实的边

界。原本虚拟场景下的娱乐体验，如游戏、科幻小说等，其IP向长视频靠

拢，探索更多附加价值与变现转化。

VR/AR

5G

全息影像

触觉反馈
设备

4D/5D
影像

多维感官体验

图示：技术升维用户体验

6D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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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氪研究院介绍

36氪研究院根据行业发展、资本热度、政策导向等定期输出高质量研究报告，研究

方向覆盖人工智能、5G、区块链、医疗、金融、物流、文娱、消费、汽车、教育等

多个领域，帮助政府、企业、投资机构等快速了解行业动态，把握发展机遇和明确

发展方向。同时，研究院致力于为全国各级政府、企业、VC/PE机构、政府引导基

金、孵化器/产业园区等提供专业定制化咨询服务，服务内容包括行业研究、产业

规划、用户研究、股权投资研究、指数研究、投资配置、基金/企业尽调、战略规

划、园区规划等。

36氪已成为中国流量与影响力较大的互联网新商业媒体，覆盖全球超1.5亿读者，

累计发布超过50,000篇文章，拥有行业内较显著的流量和传播优势。

01 传播资源

36氪深耕创投市场超9年，深度服务过数千家客户，累积超80万家企业和投资机

构资源，搭建了完善的一级市场数据库。

02 核心数据

研究院现有数十位成员，主要来自国内外知名咨询机构或研究机构，拥有丰富的

研究及项目经验。

03 团队优势

36氪研究院主要关注领域包括人工智能、5G、区块链、医疗、金融、物流、文娱、

消费、汽车、教育等。

04 研究领域

36氪研究院发布的常规性研究报告，受业内专业人士一致好评。在政府合作层面，

研究院已为国务院、国家发改委、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基金业协会、北京发改

委、南京发改委、青岛高新区政府、湖南湘江新区管委会、成都新经济委、杭州

西湖区政府等提供过咨询服务；在企业/投资机构合作方面，研究院已与大众中国、

苏宁易购、携程、京东、网易、转转、字节跳动、海尔资本、洪泰基金、首钢基

金等建立了深度合作关系。

05 品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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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声明

作者具有专业胜任能力，保证报告所采用的数据均来自合规渠道，分析逻辑基于作

者的职业理解，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了作者的研究观点，力求独立、客观和公

正，结论不受任何第三方的授意或影响，特此声明。

免责声明

36氪不会因为接收人接受本报告而将其视为客户。本报告仅在相关法律许可的情况

下发放，并仅为提供信息而发放，概不构成任何广告。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

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36氪及

其所属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的股权，也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者

争取提供筹资或财务顾问等相关服务。

本报告的信息来源于已公开的资料，36氪对该等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或可靠性不

作任何保证。本报告所载的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36氪于发布本报告当日的判

断，本报告所指的公司或投资标的的价格、价值及投资收入可升可跌。过往表现不

应作为日后的表现依据。在不同时期，36氪可发出与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

不一致的报告。36氪不保证本报告所含信息保持在最新状态。同时，36氪对本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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