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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对媒体融合的指示 

    运用互联网等信息新技术，以新技术引领媒体融合发
展、驱动媒体转型升级。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
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深度融合，着力打造一批
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通过  2014年8月18日） 

    以新技术引领媒体融合发展、驱动媒体转型升级；推
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
等方面深度融合。 
    融合发展关键是融为一体、合而为一。要尽快从相加
阶段迈向相融阶段，从“你是你、我是我”变成“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进而变成“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着
力打造一批新型主流媒体。 
（在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6年2月19日） 



聂辰席同志对媒体融合的要求 
2014年10月，聂辰席在人民日报发表《树立广电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高度自
觉》提出：四个转变（覆盖→受众，数字化→传播力，媒体→平台，内容安全管理→全
媒体融合管理）。 
2015年3月，在第23届CCBN上，聂辰席指出：广播影视要把加快构建“智慧广电”作
为转型升级的重要目标。 
2015年10月， 聂辰席在央视讲话中要求：央视要担起责任，不辱使命。要把电视宣传
与新媒体宣传结合起来，电视与新媒体要实现：一体化设计、精细化制作、多渠道传播
、全方位覆盖。 
2016年8月，聂部长在央视部署媒体融合工作会上指出：强化互联网思维，以视频为核
心，以新闻为龙头，以用户为中心，以“三微一端”为抓手，完善布局、优化体制机制
、打造传播优势、形成工作合力，实现大屏带小屏，小屏回大屏，多屏连受众，努力从
相“加”阶段向相“融”阶段转变，不断提高传播力、引导力和公信力。 
2017年2月，聂部长部署央视新闻移动网上线启动工作会上指出：坚持移动优先、受众
为本、用户至上，强化移动端采集、移动端首发、用户社交互动等功能，占领移动传播
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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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 什么是媒体融合：是信息时代背景下一种媒介发展的理念，是在互联网

的迅猛发展的基础上的传统媒体的有机整合，这种体现在两个方面：技

术的融合和经营方式的融合。 

• 什么是新媒体？所有数字化的媒体形式，包括：数字化的传统媒体，网

络媒体，移动端媒体，数字电视，数字报刊杂志等。 

• 什么是电视台要发展的新媒体？数字电视（SDTV，HDTV，UHDTV，互

动电视），网络媒体（IPTV，OTT，网站，博客），移动媒体（移动

客户端APP，社交媒体公众号或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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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台媒体融合的两方面任务 

• 在现有的电视制播平台上实现电视和新媒体一体化制作、播出和分发 

    充分发挥电视台电视制作的优势，提升新媒体的制作能力; 

    充分发挥电视媒体传播力的优势，提升新媒体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 运用互联网技术建立与用户直接交互的平台，将电视台升级为服务提供商 

     传统电视采用单向广播方式进行传播，不与受众交互。 

     要建设两个服务平台：客厅大屏---互动电视，手机小屏---移动APP。 

     服务平台必须是服务提供商（SP）：节目的自主加载，业务的自主运营

，用户行为数据自主采集，广告的自主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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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媒体融合技术规划 
 一体化协同制作  在现有的电视制播平台上，实现电视和新媒体一体化制作和发布。 

 多渠道协同分发  将电视和新媒体通过频道式直播电视（TV、IPTV）、互动电视（CATV  VOD、OTT TV

、IPTV）、移动客户端以及社交媒体公众号（微博、微信）进行协同传播分发。  

 多终端互动呈现  通过电视和手机呈现内容相关的电视节目、互动电视节目、移动新媒体内容和

社交媒体信息，并均通过手机实现与受众的互动。 

 全媒体精准传播  通过大数据平台，采集电视、互动电视和移动客户端的用户收视行为数据，采

集节目信息；并运用大数据技术，实现互动电视和移动APP服务平台的智能化维护管理和个性

化节目（含广告）的精准推荐服务；并为节目选题、策划、调整和评价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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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电视用户基本情况 
 电视频道 

  CCTV-1/2/3/4/5/5+/7/8/9/10/11/12/13/14/15/CGTN       

         有线电视用户2.23亿（2016年下降1600万，-7%）， 

         有线数字电视用户1.97亿（2016年下降500万，-2%）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有线电视用户2.52亿（其中数字电视用户2.09亿） 

       双向覆盖用户15127万（2016年新增1778万，13%），有线宽带用户2577万（2016年新增739万，40%） 

       双向渗透用户6735万  （2016年新增1738万，35%）(其中：2016年标清双向用户270万) 

       直播卫星用户1.07亿（2016年新增3605万，51%） 

       IPTV用户8672万（2016年新增4083万，90%） 

数据来源：中国广电发布《2016年第四季度有线电视行业发展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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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电视用户基本情况 
 电视频道    CCTV-1/2/3/4/5/5+/7/8/9/10/11/12/13/14/15/CGTN       

         有线电视用户2.23亿（2016年下降1600万，-7%）， 

         有线数字电视用户1.97亿（2016年下降500万，-2%）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有线电视用户2.51亿（其中数字电视用户2.09亿） 

       双向覆盖用户15478万（2017年一季度新增225.6万，1.5%），有线宽带用户2789.7万（2016年新增161.8万，6.2%） 

       双向渗透用户7173万  （2017年一季度新增352.5万，5.2%）(其中：2016年标清双向用户270万) 

       智能终端用户611万户（ 2017年一季度新增214.4万，54.1% ） 

       直播卫星用户1.17亿（2017年一季度新增950.6万，8.1%） 

       IPTV用户9591万（2017年一季度新增918.7万，9.6%） 

数据来源：中国广电发布《2017年第一季度有线电视行业发展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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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媒体融合技术体系 

• 在现有的电视制播平台上构建电视和新媒体一体化制作、播出和分发平台 

       四个技术支撑平台：央视媒体云IT基础资源支撑平台，新闻一体化云制

作平台，综合节目一体化云制作平台，集成发布平台。 

• 运用互联网技术建立与受众直接交互的服务平台 

       两个服务平台：有线互动电视—央视专区，统一的移动客户端—“中央

电视台”APP。 

• 面向台内和台外的大数据平台 

        通过大数据技术提升交互平台的服务质量和节目的制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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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云IT基础资源支撑平台 
 基本情况：建立以“私有云+公有云”的混合云，并对接现有的电视媒资系

统。 

 安全策略：电视播出域为四级等保，具有电视直播的制作域、新媒体集成发

布平台及新媒体分发源站点为三级等保，采用代理码率编辑的融媒体制作域

、新媒体分发平台和办公网为二级等保。 

 平台功能：适配各频道电视及新媒体的制作需求，适配面向“央视专区”、

“中央电视台”APP和社交媒体公众号的发布需求。 

 建设策略：根据台内节目选题、策划和制作的现状，适配全台各频道的制作

岛和演播室制作需求，适配新闻和综合节目两个一体化云制作平台的需求。 



中国中央电视台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新闻和综合•两个一体化云制作平台 

 基本情况： 面向新闻节目和综合节目分别建设电视和新媒体一体化云制作

平台，并将新媒体节目通过集成发布平台，向电视播出平台和“央视专区

”及“中央电视台”两个服务平台发布。 

 技术系统：演播室互动，素材上传系统/移动直播（PGC、UGC），AR，VR，5.1

环绕声，全面高清，高清兼容4K，三维声，新媒体制作工具… 

 应用实践： G20（PGC），奥运会（PGC，VR），春晚（PGC，VR），央视新闻+（PGC，新媒

体制作），两会及一带一路活动（PGC，新媒体制作），3.15晚会及五一特别节目（AR）

…… 

 推广计划：今年完成在全台所有频道部署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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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发布平台 

 基本情况： 将在一体化云制作平台制作的电视及新媒体节目发布到央

视频道播出平台、“央视专区”及“中央电视台”两个服务平台和社交

媒体公众号（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号）；对接大数据平台对节目信息的

采集。 

 主要功能：适配电视及新媒体视频全高清编辑制作，根据呈现终端转码

，统一节目代码，并实现新媒体的即时发布、定时发布和伴随电视节目

播出自动发布。 

 推广计划：今年1月开始试验，8月全面完成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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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移动客户端 
 基本情况：汇聚全台各频道的资讯，按照个性化推荐方式，满足用户随时随地收看

央视节目、参与互动等扩展应用的需求。 

 央视定制：适配央视现状开展客户端内容制作编排的要求，由各频道分别负责自己

的节目制作和编排；由总编室牵头，依据台宣传要求、各频道推荐要求、网络热度

和用户大数据等，完成推荐个性化节目的编排；适配台资产管理中心实现各类广告

精准推送的要求。 

 技术特点：七大类技术特点：一是矩阵式的汇聚各频道的节目，二是按节目名称或

关键词搜索，三是支持多路并发直播，四是支持各种互动（点赞、投票、评论、PGC、UGC等

），五是支持用户收视行为数据采集，六是多屏控制（央视专区等），七是智慧广电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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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移动客户端 
 节目管理：自主快速管控下架管控的安全要求；重大主题主线节目快速上线的宣

传要求；总编室和各频道对专区入口节目编排的调整要求。 

 工作进展：2016年5月，启动统一移动客户端技术研究；2016年9月，启动央视

统一移动客户端—“中央电视台”APP规划设计；2017年1月春晚前上线试验；

现已完成财经、体育两个频道两微一端资讯的汇聚，部分完成中文国际、少儿、

社会与法、音乐、综艺和中国电视报资讯的汇聚，计划今年完成所有频道新媒体

的汇聚；现已开展个性化节目推荐服务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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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移动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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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移动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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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移动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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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线互动电视—“央视专区” 
 基本情况：央视公共频道在有线高清互动电视的免费平台，在各地有线电视互动

电视平台首页呈现，满足用户自主错时收看央视电视节目的需求。 

 建设情况：央视在每个省有线电视网建设边缘节点，并租用中国有线nimbra多业

务综合传输平台实现专区节目及编排信息、用户行为等数据的分发和传输。 

 节目管理：远程快速下架管控的安全要求；重大主题主线节目快速上线的宣传要

求；总编室和各频道对专区入口节目编排的调整要求。 

 推广进展： 2016年6-8月，以欧洲杯和奥运会为契机，在北京、四川和广东省有

线电视网进行试验，2017年1月春晚前，开始在10个省网提供服务试验。目前，

已接入全国16个省市（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东、四川、山东、湖南、湖北、河北、陕西、贵州、云南

、辽宁、甘肃、深圳）有线电视网，覆盖用户超过5000多万，渗透用户超过2500多万，

活跃用户超过40多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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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线互动电视—“央视专区” 
 推广进展： 2016年6月-8月，以欧洲杯和奥运会为契机，在北京、四川和广东省有

线电视网进行试验，2017年1月春晚前，开始在10个省网提供服务试验。目前，已

接入全国15个省市（北京、广东、四川、陕西、贵州、湖南、河北、深圳、天津、

湖北、上海、山东、云南、辽宁、重庆）有线电视网，覆盖用户5000多万，渗透用

户2500多万，活跃用户40多万，现在每天新增约3000用户。 

 技术特点：汇聚各频道高清节目，按照免费点播方式为用户提供服务；央视采用远

程自主管控的服务方式（SP）；各频道自主编排和推荐统一编排相结合；可适配有

线电视中间件机顶盒和智能机顶盒；央视远程自主管控；央视自主采集用户收视数

据全样本采集；在智能机顶盒可开通4K付费点播平台；基于用户大数据可实现个性

化推荐服务；“中央电视台”APP作为其互动入口；央视自主实现各类广告的精准

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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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歌华互动电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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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东方智能电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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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专区”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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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专区”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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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专区”财经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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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专区”中文国际频道国家记忆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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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用户大数据平台 
 建设方式：2016年，央视针对有线电视央视频道、“央视专区”和“中央电视

台”建设央视用户大数据试验平台，现已完成验收。 

 平台功能：采用Hadoop/Spark技术架构，数据采集、传输、清洗、存储、分析

和呈现，平台按千万级用户、PB级数据的规模设计，可根据用户规模升级；并

根据两个服务平台和央视节目的特点，构建研究模型。 

 央视电视频道：央视通过与各地有线电视运营商合作，采集各地双向机顶盒的央视电

视频道用户收视数据。 

 “央视专区”：央视通过设在有线电视网的“央视专区”入口采集用户收视数据，并

同步分发给当地有线电视运营商。 

 “中央电视台”等移动APP：央视通过APP采集用户收视数据。 

 电视及新媒体节目数据：通过台内采集节目数据，通过互联网采集节目传播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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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大数据平台 
 电视及新媒体节目数据：通过台内采集节目数据，通过互联网采集节目传播数据。 

       通过央视大数据试验平台，按照统一的格式进行清洗、汇总和分析，完成以下任务：

一是统计“央视专区”节目收视情况，为专区节目下架提供依据；二是开展用户收视喜好

，并结合节目数据开展两个服务平台的节目推荐，为“央视专区”和“中央电视台”的个

性化推荐服务提供支撑；三是根据央视各频道和总编室等部门的需求进行分析研究，形成

月、周、日或实时动态报表，为央视节目选题、调整和评价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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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结 
      当前，作为传统媒体的电视台，加快媒体融合的发展的途径是将现有的电视制播平台转型升级

，实现电视和新媒体一体化制作、播出和分发，打造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媒体

，是应对网络媒体竞争的唯一选择。 

       央视媒体融合技术规划：一体化协同制作，多渠道协同分发，多终端互动呈现，全媒体精准

传播。  

       央视媒体融合技术体系：支撑一体化制作的4个技术支撑平台（央视云平台+新闻和综合节目

一体化制作平台+集成发布平台）；与受众直接交互的2个服务平台（央视专区+中央电视台）；

支撑节目制作的精细化和用户服务的个性化的1个大数据平台。 

       央视将通过推进媒体融合，不仅要在节目制作层面上，打造最具影响力的主流媒体旗舰，还

要在用户服务上，打造“以用户为中心”的媒体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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