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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被认为是自万维网问世以来最

大的技术突破。业内人士认为，5G 将

推动第四次工业革命，变革人们的生活

与生产方式。5G 关键技术主要体现在

超高性能无线传输技术和高密度无线网

络技术中。相较前几代移动网络，5G

传输速率增加了 10 到 100 倍，峰值传

输速率为 10Gbit/s，端到端延迟可达毫

秒量级，连接的设备密度增加 10 到 100

倍，频谱效率提高了 5 到 10 倍，能在

500km/h的运动速度中保证用户通信体

验①。5G网络性能的提升不仅突破了时

空限制，更实现了人与物的互联，是跨

时代的飞跃。

从历史发展来看，重大技术变革通

常都会对媒体行业产生深远影响。近年

来，通信技术的革新成为促进媒体和娱

乐行业迅速增长的核心驱动力。英特尔

《5G娱乐经济报告》预测，5G将不可避

免地颠覆媒体和娱乐行业。在未来十年

（2019-2028）中，媒体和娱乐行业将争

夺总计 3万亿美元的无线收入机会。其

中，5G网络带来的业务将达到 1.3 万亿

美元，占收入机会的近一半②。

5G 时代的视频技术基本趋势

5G 以超越 4G 至少 10 倍的峰值速

率、毫秒级的传输时延和千亿级的连接

能力，深度融合人工智能、虚拟和增强

现实等先进技术，成为基础性的生产力，

颠覆并重构网络传输、内容生产及终端

接收各个环节，为视频赋能，带来信息

传播交互更极致的体验。5G时代，视频

将向更实时、高清、沉浸、交互的方向

发展。

1．超高清视频流传输

5G网络可有针对性地解决超高清视

频大数据量传输的痛点。当前，4G网络

带宽有限，4K/8K视频传输和在线播放

无法取得预期效果，用户在观看视频时

常常会受到播放卡顿、花屏或视频分辨

率自动降低等影响，而 5G 更快的传输

速率和更大的网络容量将彻底解决这一

问题，用户在下载和观看时都能获得更

好的体验，超高清视频或成为 5G 视频

标配。

顶层政策布局也为“5G+超高清视

频”的发展创造了重大机遇。2019 年

发布的《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行动计划

（2019-2022）》明确提出：2022 年，我

国超高清视频产业总体规模将超过 4万

亿元。《计划》详细规划并将大力支持

超高清视频的内容供给、网络传输、内

容播映、行业服务等业务③。目前，包

括北京、上海、广州等多地区陆续就超

高清视频产业链各环节作出部署，为其

普及应用创造了良好环境，也将有助于

激发相关平台对 4K/8K 视频的创作生

产热情，改善当下内容匮乏的状况。

除了视频画面清晰度大幅提升外，

5G 能够为超高清视频提供稳定的实时

传输能力，比传统线缆传输更加灵活，

不受空间限制，能满足更灵活的超高清

视频传输需求④，也就是说，5G高带宽、

低时延的优势将能同时实现超高清视频

的移动化和实时播放，超高清视频直播

业务迎来广阔应用前景。在 2019 年“武

汉军运会”上，5G 成为电视转播的专

用信道，5G＋ 4K直播制作覆盖了从开

闭幕式到田径等多个比赛项目⑤。据悉，

东京奥运会将采用 8K、4K 信号转播，

并通过 5G 移动通信传输。随着 5G 商

用落地和应用终端逐步完善，超高清视

频直播业务或广泛覆盖体育赛事、演唱

会、真人秀等场景。

2．沉浸式互动体验

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

5G时代的视频行业：发展趋势及总体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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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混合现实）将在5G技术支持下释

放全部潜能。高质量的 VR/AR/MR 体

验对网络传输能力和网络时延要求极为

苛刻，4G 环境下，渲染能力不足、互

动体验不强、终端移动性差等，使其在

2015年、2016年短暂的喧嚣后归于沉寂，

未实现大规模商用。5G 的到来将弥补

VR/AR/MR的应用短板。一是高宽带、

低时延的特性，意味着单位传输量大幅

提升，能够提高虚拟世界与真实世界的

交互效率，保障VR/AR/MR的业务体

验。二是 5G 支持下的边缘计算及云计

算技术，能解决VR/AR/MR用户端依

赖高性能计算硬件设备的问题，保证人

们可以在易携带、高性能的终端设备上

享受 AR/VR/MR 内容，实现无绳化、

轻量化，以全新方式在生活和工作中与

虚拟世界交互⑥。

5G 与增强现实或虚拟现实技术结

合使用，为视频体验带来许多新的可能。

5G+360° VR 实时全景视频可以开启

“上帝视角”，让每一名用户都可以自主

选择观看角度、画面和具体内容，如在

体育比赛或活动直播中锁定自己喜欢的

人物来观看等。此外，5G 可赋能全息

技术，异地同步的 5G＋ VR直播视频，

让不同地点的用户置身同一时空环境，

在远程互动教学、会议、医疗等诸多场

景中可广泛使用。2020 年 4 月 15 日起，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频 5G 新媒体平

台联合中国电信推出“珠峰十二时辰”

系列慢直播，依托中国电信“5G+云网”

技术，通过 4K 高清画面和 VR 视角，

首次向全国观众 360 度全景呈现珠峰 24

小时实时景观变化，万千网民足不出户

就以“身临其境”方式欣赏到珠峰的壮

美与险峻。另有研究表明，5G将有利于

触觉反馈装备的研发和使用，将为AR/

VR/MR视频增加新的感知维度，进一

步升级娱乐体验。

爱立信公司的消费者调查报告指

出，5G时代消费者除每周在家之外，或

多花 3 个小时在移动设备上观看视频，

其中三分之一的时间将使用VR/AR眼

镜，且在全球范围内，有 50％的消费者

认为到 2025 年，所有人都将佩戴 AR

眼镜⑦。

3．内容生态“超视频化”

5G 与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

将共同驱动一个泛媒介、泛视频的时代，

5G技术上的优势强势改变着视频的传播

生态和内容格局，视频或成为主要社会

表达方式，占据内容传播的主力位置⑧。

5G与 4G相比最重要的进化，在于推动

世界进入万物互联时代。基于多用户共

享接入（MUSA）等 5G核心技术，低成本、

低功耗的 5G海量连接得以实现⑨。

5G 连接数密度达到 100 万个 / 平

方公里。高强度的万物互联，让人们可

以利用各种设备作为互联网的接口与虚

拟世界连接，做到无所不传，也有望让

视频深入垂直行业，如智慧城市、智慧

医疗、智慧农业等，成为信息记录、传

输交互的新载体，令万物“视”联走进

现实，丰富视频使用场景。另外，5G与

4K/8K、AR/VR、AI 等技术融合，动

作捕捉、实时互动、虚拟人物等新视频

技术加速迭代渗透，虚拟世界与现实世

界的界限进一步模糊，将催生更多样的

视频内容形态。专家预测，5G 将会影

响所有的移动互联网应用业务朝着“视

频流”化趋势发展，包括虚拟现实等类

型的“超视频化”方向发展，极大地丰

富人们的工作生活、娱乐体验⑩。

VR/AR/MR 将是 5G 时代内容生

态“超视频化”的鲜明表现，不同的超

视频形态将在不同阶段和领域发挥独特

价值，总体上表现为 5G 商用中短期内

与短视频有更多融合，中长期与长视

频有更多结合点。在时长上，超视频类

作品容量一定时期内仍以短为主，很适

合以短视频方式呈现，5G 将推动 VR、

AR 短视频创作生产质量提升和内容繁

荣。在成本上，高质量VR视频具有全

视角转换和多种互动功能，在拍摄时需

要特殊布景和特别的后期剪辑，相比传

统视频生产，极大地增加了制作成本。

而相比拍摄现实世界的“三次元”内容，

以动漫为代表的二次元类VR内容制作

成本要低很多，二次元 VR 可能在 5G

时代率先兴起，将提升短视频平台上的

“二次元化”内容占比。随着 5G的中长

期发展，VR 和 MR 将与长视频有更多

深度结合。

为迎接未来，运营商、媒体和视频

平台纷纷试图抢占先机，开展“5G+视

频”战略布局。2017 年，中国移动展

示实时直播 16 路 4K 高清视频业务以

及网联无人机、VR、机器人创新应用

成果，提前策划并实验 5G+ 高清视频

与 5G+VR技术⑪。华为提出“大视频”

战略方向，聚焦高清视频、移动视频、

VR/AR 应用研发，促进云 VR 应用运

行。2019 年封面新闻实现由数字视频代

替传统文图传播，形成视频主导的模式，

客户端内容独立视频占 50%以上，并将

推动全员视频化生产。

5G 对视频行业的总体影响

业界预计，2020 年 5G应用将集中

在 eMBB 场景，主要面向超高清视频、

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高速

移动上网等大流量移动宽带⑫，意味着

视频行业可能最先受益，带来新的增长

机遇。咨询公司Ovum发布《5G如何影

响媒体与娱乐经济》提出，预测 5G用

户的月平均流量将从 2019 年的 11.7GB

增长到 2028 年的 84.4GB，其中视频流

量使用将达 90%，而基于 5G的移动视

频收入将达到 85%的年复合增长率，将

极大地促进网络视听经济发展⑬。

1．视频内容生产方面

（1）释放UGC、PGC制作潜力

5G是推动智能化变革的强劲动力，

可以满足 AI 技术演进对数据要素的数

量、丰富度和传输处理速度的更高要求，

为自然语言处理（NLP）、计算机视觉（CV）

等提供新动力，而软件及操作系统的智

能化进一步帮助人们提高效率，降低操

作门槛。“5G+AI”技术的完善，在视

频内容创作领域意味着产生更多智能、

便捷、功能丰富的视频制作辅助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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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AI 智能变脸、场景加载等，能够极

大缩短视频从拍摄、精编到上传的全过

程，使内容创作成本进一步降低。2020

年两会期间，人民日报智慧媒体研究院

推出全新 5G+AI 模式，用“智能”开

启此次不一样的两会报道。5G+AR 采

访眼镜可帮助一线记者在会场中实时了

解人物信息资料，以第一视角进行现场

直播，只需手势或语音控制即可完成视

频录制、拍照、直播等工作，拍摄时还

能与后方编辑实现屏幕共享、实时互动。

记者将在一线获取的视频素材回传至智

慧 平 台，iMedia、iMonitor、iNews 第

一时间对素材进行处理，用智能剪辑、

智能导播等方式，更高效、更准确地制

作视频新闻，实现对新闻采编发的全流

程智能化管理。iMedia 智能媒资系统内

置人工智能多媒体信息识别能力，可对

视频画面进行人像识别、文字识别和语

音识别。面对海量视频资料，新上岗的

智能剪辑师将大展身手，只要短短几分

钟，就能根据需要迅速生成视频、自动

匹配字幕。除此之外，它还能完成画面

人物的动态追踪、去除视频的拍摄抖动、

多方位修复视频画质、迅速实现横屏转

竖屏、适配短视频平台。如果视频内容

较长，它能自动搜索人物、定位关键信

息时间，剪辑效率飞速提升。

受益的不仅是专业媒体人员，5G时

代普通创作者将成为更大的受益者。自

主生产内容方式的简易化，有利于更广

泛的主体参与，并充分运用其智慧，释

放优质内容创作潜力，激活短视频市场。

2020 年 3 月，中兴正式发布首款 5G 视

频手机，其宣传称，该手机配备视频编

辑功能，十多种转场特效、多视频拼接

及滤镜、配乐，即使是视频新手也能轻

松创作出专业级视频。借助 AI 技术和

智能分析，内容平台可以帮助作者科学

选题、创作，提供强大的素材搜集、智

能匹配、加工制作等创作支持。移动互

联网时代的到来已经带来了“网红经济”

和自媒体浪潮，网红和自媒体从业者展

示自己的才华，一个人即是一个团队。

而 5G 的到来，复杂操作的智能化继续

放大个人能量，一个人传播新闻、一个

人做电视节目，甚至一个人拍摄制作电

影的智能化创作方式出现，将会让更多

人加重自己创作者的标签，UGC 迎来

新风口⑭。

PGC与 UGC 将同步爆发，原创高

质量内容始终是短视频的核心竞争力，

相较于 UGC，PGC 视频能满足人们在

短时间内更高效获得有价值内容的需

求。在 5G 时代短视频无处不在、无时

不有的背景下，用户对短视频的需求将

不断增加并细化，依托某个领域有所积

淀的专业人士或团队生产的视频具备极

大的吸引力。另外，在 5G 技术加持下

中长视频的崛起，也为 PGC 视频的完

整性表达留下巨大空间。

（2）MGC模式崛起带来新可能

基于 5G技术，MGC（机器生产内容）

将成为内容生产的现象级产品。5G低能

耗和高容量特性造成了万物互联的一个

基本现实，让所有的传感器可以永远在

线，而且把很多传感器连为一体⑮，使

人与人、人与物、人与场景有了时刻在

线、互联互通的现实可能。按照 5G专

家的说法，具有超级连接能力的 5G网

络，将承载 10 亿个场所的连接、50 亿

人的连接、500 亿个物体的连接，把数

字世界带入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组织，

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⑯。这意味着，

无论是环境还是可穿戴设备，都会参与

到未来的内容生产当中，促使MGC——

基于技术、传感器数据以及人工智能处

理的内容生产，崛起成为 5G时代的一

个重要生产类别⑰。

在近年间，媒体行业内容制作的智

能化趋势已然出现。2017 年 12 月，新

华社发布了中国第一个媒体人工智能平

台——“媒体大脑”，并发布首条MGC

视频新闻，时长 2分 08 秒，计算耗时只

有 10.3 秒⑱。媒体大脑通过摄像头、无

人机、传感器收集视频图像数据，进行

智能化整合分析和处理，它对内容生产

的变革更多地在于抓取、处理数据的快

和准，有效提升了行业生产力。而在 5G

技术支撑的万物互联情况下，传感器还

会实现生理性连接、心理性连接，甚至

连人的情绪都可以进行数字显示，为短

视频内容制作带来新面貌⑲。例如，基

于手机前置摄像头或其他传感器装备，

能够实时感知用户对观看内容的情绪，

借助 5G 的超响应连接，网络和系统能

够快速对人体的物理响应作出反应，即

时调整观看内容的走向，创造用户与视

频新的交互方式，让其在体验中互动并

参与创作⑳。

2．视频内容消费方面

（1）“去场景化”与“再场景化”

趋势

5G 支持下，AR/VR/MR 技术的

成熟和普及将颠覆娱乐视频用户的体验

模式。各类新媒体智能终端在搭载 5G

后可广泛运用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

术，人机交互打破二维平面进入 3D 次

元，呈现 360 度具有强大情景式、交互

式的震撼场景。这些能够人为设计、建

构的虚拟沉浸式环境，在丰富用户体验

的同时，为娱乐消费场景的重塑、连接

和创造带来新契机。如以低成本方式重

构想象空间，吸引具有相同“趣缘”的

人通过线下“入口”汇聚在线上特定场

景，形成新的价值平台�。实际应用中，

已有 5G+VR 视频直播打破空间限制，

实现观看演唱会或球赛异地同场、身临

其境。

（2）沉浸式娱乐带来全新触达渠道

5G 技术破解 AR/VR/MR 应用的

瓶颈和局限，为行业带来巨大想象空间，

沉浸式体验式消费体验迅速成长为一个

触达消费者的全新渠道。AR/VR/MR

视频生态的开发与完善，逐步培养新的

视频消费习惯。虚拟、增强现实技术将

通过虚拟物品、虚拟人物、增强性情境

信息等方式，给人们带来连接媒体的全

新方式。3D全息影像、触觉装备等高级

交互体验将出现。感官维度进一步升级，

催生全新的娱乐盈利方式，新增加的感

知、交互维度体验可根据不同层级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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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价和变现�，如连接 5G 的触觉装备

将提供新的媒介市场。伴随传统业务升

级，超高清视频直播进入全息通信时代，

感知也将进一步提升。

（3）分发变革拓展视频游戏感的变

现能力

5G 技术的加持，或能帮助寻找视

频内容新的利基市场，如挖掘现场活动

视频流的变现能力。具体来说，在现场

活动（如足球比赛）中捕获的所有视频

中，只有大约 10％实际上是分发的�。

而利用 5G 移动边缘计算等技术，将使

更多视频资产货币化，如现场观众手机

镜头所拍摄的视频。也就是，体育场内

的 5G 移动视频用户，不仅可以观赏活

动现场盛况，还能同时访问并消费与比

赛有关的多个视频流，可能包括运动员

关键时刻的慢动作、回顾动作等，这将

增强现场实时的游戏感体验，为用户拓

展新的消费内容。

3．商业模式方面

（1）创新广告形式

5G 将克服 4G 网络时期移动广告

面临的关键性挑战，大幅度优化并带来

巨大的潜在收益。一是得益于 5G 强大

的数据处理能力，超高清视频广告将更

加普遍，有望提高广告内容质量，吸引

用户停留。二是 5G与 VR等技术结合，

不但可以更好地提升移动广告的“沉

浸式体验”，还能在技术辅助中创新广

告形式。广告平台商 OmniVirt 统计数

据表明，2018 年 360 度 VR 视频广告

的视频完成率相比常规视频广告提高了

46%，点击率则增加了 300%。三是借助

5G，移动广告迎来个性化新时代。随着

人工智能赋能下的物联网设备崛起，眼

球动态追踪和生物识别技术，使用户情

绪状态和注意力水平等数据被收集分析

和使用，让视频广告可实现对效果的实

时检验，最大限度精准投放。

（2）拓展多元商业模式

终端设备厂商、电信运营商和视频

平台正探路 5G 技术条件下多元商业模

式的开发可能。一是打通视频产业链上

下游，打造共享收益的内容生态合作模

式。例如芒果视频平台与华为围绕视频

内容、会员及联合营销、大数据推荐、

应用推广、IPTV 产品和华为云 CDN

服务等六大板块展开深度紧密合作。二

是通过付费捆绑，将套餐和内容结合，

提供差异化服务。如韩国三大运营商之

一 LG 的“U+”为消费者提供差异化

5G 服务体验，在 5G 套餐中捆绑了五

大沉浸式媒体产品，包括 U+ 职业棒球、

U+ 高尔夫、U+ 偶像直播、U+AR、

U+V 等，把套餐和内容做成了独家特

点，大获成功。三是希望通过 VR 服务

攻占媒体市场。爱奇艺首席内容官王

晓晖曾表示，爱奇艺开始加速推进 VR

应用，目前爱奇艺 VR APP 已经可以

适配多种 VR 设备�。韩国电信公司

KT，主要推出 4K 无线 VR 服务“KT 

Super VR”及可穿戴式360度VR相机，

在市场上培植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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