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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intelligence, modern technologies have constructed a new communication 

context, which gives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unprecedented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intellectual exploratio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technical methods itselves cannot contribute to the positiv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Driving for the mutual empowerment of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y, accurately grasping the real needs of target clients and giving 

reasonable guidance, creating intelligent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that can withstand the 

market test while building a complete industrial model, and creating Chinese cultural symbols 

with social recognition and international influence...which are the real future-oriented ways of 

production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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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 5G 时代到来，大数据、云计算、

人工智能以及 VR、AR 等词汇逐渐为全社

会所熟知，智能媒体在互联网环境下构建了

新的传播语境，与之相应地文化产业也被赋

予了前所未有的智能化发展机遇。从相关研

究报告与产业政策中可以看出，在金融、医

疗与传统制造业等行业经历了转型升级之

后，文化领域正在成为现代科技最重要的应

用方向，尤其是科技创新背景下的文化创意

产品研发与再造。 

由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和国家文

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联合国内文化

产业领域众多研究学者共同编撰而成的

《2019 中国文化产业年度发展报告》中提到，

“在前沿文化产业领域中，科技融合与产业

创新日益紧密。技术的发展变革正深刻改变

着创意设计业的商业模式，颇具未来感的

‘智能文创’将引领下一阶段的产业升级”。[1]

智能化时代，在政府相关政策的强力支持，

和包括传统文化保护者与文创行业从业者

在内的社会各界共同探索下，现代科技从内

容的呈现方式、体验形式、分发渠道，以及

产品的品牌化等方面，都为文创产品的发展

创造了新的可能性。无论是 2019 年正式开

业投入运营的“遇见鼓浪屿”文创智能体验

店，还是 2020 年与联想等品牌联名推出多

款智能文创产品的故宫博物院，不乏受到消

费者好评的案例已经出现在人们面前，甚至

投入正式使用当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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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智能文创产品，正成为传承与发展传

统文化，乃至打造中国文化符号、提升我国

文化影响力的重要手段。 

二、智能文创产品产业发展现状 

（一）脱离市场需求实际使用价值不足 

现代科技通过智能化在文创产品的创

新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随着现代科技对

于文创产品再造的不断深入，单纯注重新技

术投入的问题也逐渐凸显，无论是各类结合

VR 技术的线上博物馆，还是辅助传统文化

传承的智能化教学平台，往往作为传统文化

保护手段与宣传素材的概念性意义大于其

实践价值。以故宫博物院为代表，从 2019

年初的“紫禁城里过大年”，到同年 12 月的

“金榜题名”，以数字技术、虚拟影像、动

作捕捉、人脸识别等新技术呈现的互动式展

览，辅以文化创意产品矩阵，让观展者沉浸

式体验传统文化中的历史风俗，同时实现一

定的经济效益。但对于其他文创产品设计者

而言，故宫文创的智能化路径是具备其特殊

性且难以模仿的，例如利用 VR 全景技术实

现数字化呈现与互动体验的“数字敦煌”项

目，由于缺乏产品生态构建与品牌塑造的基

础，后期难以挖掘可能的盈利方式，最终将

智能文创产品变为了文化遗产保护与当地

旅游业的推广宣传手段。 

与之类似的还有智能沏茶器、智能书法

台等嵌入传统文化属性的智能家居与结合

人工智能、VR、AR 等技术的可穿戴设备类

文创产品。根据统计，2019 年我国智能家居

渗透率只有 5%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同期

水平。技术难度大、生产成本高等原因导致

智能设备本身价格偏高，而智能文创产品的

文化属性往往又导致其价格高于普通智能

产品，最终产品脱离市场、民用普及率低，

无法满足终端消费者需求，陷入“叫好不叫

座”的局面。 

（二）“娱乐至上”的核心价值导向 

借力于现代科技这一强大引擎对文创

产品进行智能化再造，进而通过市场化寻求

盈利，实现经济效益从而反哺文化产业本身，

是产业健康发展的合理方式。但智能文创产

品与市场上其他普通商品相比较具备其独

有的特征，无论产品中蕴含的核心价值，还

是市场化过程中的核心资源与关键业务，都

应当是文创产品中所内涵的文化价值。 

此前关于智能文创产品的成功案例往

往是基于泛娱乐思维，将传统文化与文学、

影视、动漫、游戏等进行跨界融合，进而打

造 IP 并挖掘 IP 承载的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

例如腾讯公司推出的手机游戏《王者荣耀》，

以中国古代名人为原型塑造游戏人物，并借

用传统文化中的各类素材创作皮肤，包括以

敦煌莫高窟中的壁画为基础创作出的杨玉

环遇见飞天皮肤，以及甄姬的昆曲皮肤与背

后杜丽娘的人物故事等。根据部分公开数据

显示，2019 年《王者荣耀》皮肤销量排行第

一的百里玄策皮肤白虎志，就实现了 4.8 亿

的销售额。与大部分智能文创产品的探索案

例比较，腾讯公司基于互联网技术和手机游

戏对于传统文化的二次开发与市场化无疑

是成功的，但是这种凸显产业价值、争取效

益最大化的评判标准与开发方向，使更容易

变现的“娱乐至上”成为文化生产的核心导

向，而文化本身的价值体现十分有限，这与

文创产品智能化过程中重视其内涵文化价

值的宗旨是背道而驰的。 

随着社会消费升级以及文化产业自身

的迭代发展，文创产品需求也面临升级，尤

其是结合了现代科技的智能文创产品，需要

超越泛娱乐时代的经济范畴，更加关注文化

本身的内涵价值，聚焦于文化内容中的人文

价值和文化底蕴，而并非将娱乐作为产品的

核心竞争力。既关注产业模式构建下经济效

益的实现，又明确文化内涵的核心价值，实

现智能文创产品的品质提升。 

（三）缺乏具备社会共鸣与国际影响力的

文化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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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创产品智能化的开端是数字化技术，

实际上在行业发展过程中，数字阅读、网络

游戏、影视、动漫、音乐、电竞等数字文化

产业已经取得了不可忽视的发展，部分领域

产业规模已经位居全球领先地位，为智能文

创产品背后的文化 IP 构建打下了一定的基

础。但是从文化 IP 本身的影响力来看，却

远不及产业规模所体现出的实力。维基百科

所发布的全球知名 IP 名单中，中国文化原

生的 IP 无一进入前一百排名。这在一定程

度上体现了我国文创产品智能化过程中相

应的市场与品牌运作能力不足难以驾驭高

端 IP 的打造，缺乏具备强社会共鸣、有国

际影响力的文化符号。 

面对这样的情况可以明确的是，仅仅依

赖技术手段不能帮助文创产业稳健、健康发

展，未来文创产品智能化的探索中，除了如

何在各个角度更好地应用现代科学技术为

传统文创产品赋能，保证传统文化在新的传

播语境中更好地传承与发展。同样重要的还

有，作为现代科技与传统文化传播载体的智

能文创产品，其产品研发、品牌塑造、营销

与发行等全过程能否精确定位目标消费者

需求，实现盈利目的，最终形成合理的完整

产业模式，进而以市场需求反向推动文创行

业良性发展，让经济效益成为促进传统文化

保护与传承发展的核心推动力。 

三、智能文创产品产业模式探索 

（一）0→1：科技赋能文化创新与创意产

品研发 

其一，挖掘文化内涵打造文化 IP。文化

IP 打造的核心是“文化符号+价值观念”，其

中前者是指能够体现某种传统文化特色的

有形资源，例如敦煌的壁画元素、故宫的雕

梁画柱和艺术藏品，以及茶道讲究的沏、赏、

闻、饮等，而价值观念则是某种与传统文化

相关的价值认同。有形的符号资源是 IP 构

建的基础材料和传播载体，价值认同则能够

传递思想、凝练精神，从而形成文化效应。

文创产品的创意研发需要结合当前时代背

景，IP 构建的过程也是一样，但文化符号本

身可以基于展现形式与市场需求进行创新，

价值观念则需要始终如一，才能够保证文化

IP 具备长期续存的能力与深度挖掘的价值。 

其二，现代科技为文化 IP 赋能。除了

体现文化内涵价值的内容为核心，文创产品

同样强调以好的方式将内容传播出去，将内

容升级为体验，以数字化为基础的智能化在

这一过程中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当优秀的

传统文化被创作成蕴含价值观念的内容产

品或其他形式的文创产品后，AR、VR 等增

强现实与虚拟现实技术可以让内容呈现更

加生动形象，产生身临其境的效果；人脸识

别、重力感应等技术在智能文创产品的体验

过程中加入交互属性；而 5G 技术的发展则

为上述产品提供更加便捷的传播渠道。例如

故宫博物院与腾讯公司合作开发的《千里江

山图》等名画项目，采用了人工智能识别与

还原技术，在某些细节点上加入专家点评，

帮助故宫展品的参观者在欣赏传统艺术品

造型美的同时了解名画背后的故事。而计划

在 2020 年上映的剧集《故宫如梦》则利用

5G 技术，并且加入智能化交互，通过“互

动多结局+场景沉浸”的形式来讲述故宫的

故事，弘扬中华工匠精神，使故宫这一文化

IP 蕴含的价值观念更好地为人所接受。 

（二）1→n：智能文创产品市场化与价值

实现 

其一，智能文创产品实现文化 IP 商业

变现。文创产品追求文化价值与产业价值的

良性循环，将文化 IP 与商业相结合，对于

任何文化内容的开发，都应该使其能够承载

足够的产业价值，产出效益，然后进一步扩

大影响或反哺自身。在市场化阶段，比起传

统实体产品关注其本身售卖数量进而获取

利润，文创产品基于技术赋能下的智能化再

造，打通不同媒介形式的界限进行多元化呈

现，甚至将传统文化与旅游、建筑、家居、

电子产品等关联产业进行整合，挖掘更多通

过产品技术和内容创意来获取的更高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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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尽一切可能来实现文化 IP 的商业价值。 

其二，整合关联产业打造文化生态体系。

智能文创产品强调数字文化是可以广泛参

与的，而且是动态发展的。在整合关联产业

挖掘智能化后文创产品的附加价值，进而实

现文化 IP 商业价值之余，作为文创产品智

能化的探索不能止步于 IP 版权售卖的盈利

形式。而是要将所有关联产业纳入智能化的

文化生态体系，通过体验营销、故事营销、

社会化媒体营销等方式进行整体性营销宣

传，打造与市场相互关联沟通的渠道，进一

步借力于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科技，整合

碎片化需求并予以满足，培养教育出新的文

化产业消费群体，实现文创产品智能化与传

统文化变革与发展的最终目标。 

四、智能化视阈下文创产业发展趋势 

（一）以关键业务深化为导向：文化内涵

为核心的价值赋能 

无论是文创产品智能化再造的研发过

程中，还是智能文创产品市场化的探索下，

都必须随时关注文化本身所蕴涵的价值观

念，以及相应文化 IP 的构建。只有保证在

不同传播形态下、应用在不同关联产业中的

智能文创产品始终能够体现出被社会，尤其

是其目标消费者，所广泛认可的具备必要深

度的文化内涵，才能够保证文化 IP 具备长

期可开发的潜在价值，进而保证智能文创产

品的生命力。 

（二）以核心资源创新为支撑：基于深度

学习的智能化再生 

文创产品智能化过程中形成的大量数

字文化资源，配合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

能等现代科技，让针对文化本身的机器深度

学习成为了可能。除了以智能化形式呈现的

文创产品之外，也出现了越来越多依托计算

机高效数据处理和深度迭代学习能力的智

能化文化再生系统。例如 Netflix、BBC 等

行业领先者都在尝试运用数据统计和机器

学习技术分析受众收视习惯与网络反馈，指

导后续影视作品创作，这一举措为《星际穿

越》第二部的发行节约了 5000 万美元的营

销费用。这种基于深度学习的智能化文化再

生也同样适用于传统文化，故宫博物院在利

用文创产品实现对外的文化传播工作取得

一定成果后，也将目光转向自身业务，与百

度合作开启“AI 文化遗产复原计划”，探索

数字技术与文物鉴定、文物修复结合的可能

性。 

（三）以盈利方式实现为基础：规模化生

产下的高端市场分离 

文创产品智能化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市

场化的手段以供给创新反向推动文化产品

需求，在新时代的传播语境下，将中国文化

符号以更好的形式为更多人所接受。除了打

造文化生态体系、获取的更高附加值之外，

随着现代技术的进步，包括可穿戴设备、智

能家居等形式在内的，承载文化内涵的产品

形式技术难度与生产成本将最终下降。基于

此种趋势，作为文化传播者要明确文化传播

的大众属性，正确定位 IP 及品牌属性，以

规模化生产的形式产出一定数量种类的民

用普及率相对较高的智能文创产品，脱离高

端市场，实现大众化的文化传播，进一步挖

掘潜在受众群体，实现我国文化建设战略目

标，提升国民素质与文化软实力。 

（四）以产业模式构建为目的：“产业+文

化”的二元价值取向与生态塑造 

构建合理的产业模式是文创产品智能

化的必经之路，坚持文化内涵为核心是智能

文创产品价值实现的保证。智能文创产品乃

至整个行业想要走得更远更好，就必须要思

考如何将产业价值与文化价值有机地结合

起来，实现完整的生态塑造。为了达到这一

目的，应当积极推动文化产业与智能科技创

新协同发展，在智能文创产品研发、运营、

市场化等全过程加快智能化布局，打造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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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整体竞争能力的智能文创产品生态系

统。与此同时，坚持“文化+科技”的融合

打造具备持续开发能力的文化 IP，注重文创

产品质量提升与影响力培育，促进智能文创

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结语 

总之，智能化技术为文创产业赋予了前

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单纯依赖技术手段不

足以实现产业的长远良性发展。寻求文化内

涵与智能科技的相互赋能，精准把握受众需

求并加以合理引导，创造经得起市场检验的

智能文创产品并构建完整产业模式，打造具

备社会认可与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文化符号，

才是真正面向未来的文创产品生产和文化

传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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