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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global film and television cultural exchanges, the packaging of Chinese TV 

channels has been impacted by foreign design concepts and film and television art trends, and the packaging 

style has lost its distinctiv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homogenization phenomenon is serious. Therefore, 

it pays attention to the application and promotion of regional cultural elements in TV channel packaging, 

which makes it stand out and develop its own school in the tide of TV packaging globalization. By analyzing 

the case of Beijing TV channel packaging for regional elements in Beijing TV channel package identification, 

the concept of channel, channel, promotion and channel well-known program applied to elaborate on the four 

dimensions, discusses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regional culture of television channel package, for the 

uniqueness of China's electricity video packaging and aesthe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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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全球影视文化交流融汇的今天，中国电视频道包装受外来设计理念和影视艺术思潮的冲击，

包装风格失去了鲜明的民族特色且同质化现象严重。因此，在电视频道包装中注重地域文化元素的应

用与推广，使其在电视包装全球化的大潮中脱颖而出,独树一帜。本文以北京卫视的频道包装为案例,

就地域化元素在北京卫视频道包装中频道标识、频道理念、频道宣传片和频道知名节目四个维度上的

应用加以阐释，探析地域文化对电视频道包装的实际意义,为中国电视频包装的独特性和审美性提供借

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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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电视是一种时空综合的艺术。也就是说，既在时间

中也在空间中存在的艺术。早在 1911 年，先锋艺术家

卡努杜在《第七艺术宣言》 中把电影称为“第七艺术”，

而自贝尔德发明电视以来，电视逐渐被世人认可为“第

八艺术”。于是影视艺术由“三种时间艺术（音乐、舞

蹈、诗歌）和三种空间艺术（绘画、建筑、雕塑）的时

空艺术
[1]
”的概念也随之产生并被广泛认可。就表面而

言，电视所呈现的电视剧、新闻、综艺等形式的电视节

目内容，都离不开具体的空间背景。这其中包含的自然

人文景观，生态生存环境等，都可以理解为某个地域文

化的具体表象。就意识形态层面而言，电视空间从来都

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含义，例如在包括文学史、艺术史上

均存在过的京派、海派、山西大院文化、齐鲁文化等，

这些有着浓厚的地域文化特征的艺术或文化现象借助

电视媒介的承载得以空间化的方式呈现，并在全球范围

内传播成为世界文化的瑰宝。由此可见，在电视频道整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497

Proceedings of 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iterature, Art and

Human Development (ICLAHD 2020)

Copyright © 2020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Atlantis Press SARL.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CC BY-NC 4.0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696



 

体包装中更应该注重地域化元素的应用与电视艺术的

融合，彰显鲜明的民族个性，展现一方风情、传递一方

文化意蕴，使中国电视频道包装在全球影视文化碰撞与

交流中领异标新、独树一帜。 

全球化时代，北京的独特性和异于其他城市所形成

的文化空间显而易见：历史名胜古迹、革命文化遗留、

南北交通枢纽等，构筑了北京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一

方面，在其纵向发展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全球化政治经济

文化思潮的冲击和影响，人们迫切的渴望保持并弘扬北

京的地域文化特色；另一方面，在其横向发展中北京作

为国家首都，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其国际、国内的

城市影响力可见一斑。基于此，北京卫视提出“传播北

京，视听全球”频道理念，旨在立足北京，面向世界。

北京卫视与时俱进顺应国际发展趋势，又弘扬北京地区

的地域文化特色，统筹国际性兼顾民族性。北京卫视电

视频道包装中地域化元素应用越来越多，包括故宫、天

坛、长城、颐和园、四合院以及故宫宫墙红色、京剧脸

谱等等。随着数字媒体技术日趋成熟，在电视包装领域

地域化元素的应用越来越灵活、生动、广泛。 

2.电视频道包装概述 

1958 年 5 月 1 日，CCTV 的前身北京电视台开始第

一次试播，掀开了中国电视历史的序幕。当时的电视节

目没有片头、片尾、节目时长和形态都较为随意，但是

第一次播出的电视画面却有演播室、字幕和台标的呈

现。由于电视频道包装在国内还未有过权威文献指出具

体是从何时开始，因此暂且将 1958 年北京电视台的第

一次试播定为电视频道包装的萌芽时期。随着人民日益

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不断发展，频道包装专业化成为中

国电视媒体发展的必然。专业化、个性化的频道包装通

过更为符合市场规律和受众需求的方式，更深层次地参

与媒体竞争。 

电视频道整体包装，按照“国际广播设计者联合会”

以及“国际电视宣传与营销联合会”关于电视频道包装

的定义，电视频道的“整体包装（Total Package）”指

的是关于电视频道的全面包装设计(Overall Package 

Design)。其实质就是要是频道个性化、符号化，以达

到电视媒体视觉识别、行为识别、理念识别的效果。电

视频道包装是电视频道品牌的设计和实施，是电视传播

组织意志的体现，也是一种运作电视频道的方法
 [2]

。 

3.频道标识运用地域化元素彰显国际化思维 

北京卫视是北京电视台旗下的综合卫星电视频道。

1979 年 5 月 16 日正式播出，于 1998 年 1 月 1 日上星。

2005 年北京电视台第一套节目正式更名为北京卫视。我

国电视卫星频道、地面频道有三千多个，居世界首位。

为了应对日益激烈的电视频道竞争，适应不断改革的电

视媒体市场，北京卫视每年都会做出相应的调整，或是

电视节目的除旧布新，或是频道整体包装的优化升级。 

频道标识是一个频道具有象征性的大众传播符号，

它以简练的形象表达特定的含义，并借助人们的符号识

别、联想等思维能力，传达特定的信息，比语言文字的

信息量更大、传播更迅速[3]。在电视频道品牌包装中，

台标可以说是一个频道对外交流的“名片”，既要益与

频道的传播性，保持设计的简洁性，又要承载频道的精

神文化内涵。一个成功的频道标识能够将地域化元素充

分的融汇其中，弘扬地域文化特色，传达频道品牌理念。

中国卫星频道、地面频道的台标设计往往以该地区最具

代表性的地域化元素为出发点。例如，吉林卫视台标以

省鸟丹顶鹤为设计元素、河北卫视台标以长城为视觉元

素等等。这些带有浓郁地方文化特色的卫视台标提升了

频道的视觉辨识度。 

北京卫视的台标设计以汉字“北京”和北京电视台

的英文缩写 BTV（Beijing Television）为主要设计元

素，简约凝练，含义明朗。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孕

育了璀璨的汉字文化，汉字是我国主要的语言文字，是

中国古老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历史产物，是世界上具有独

特风格并且不断发展的文字之一。北京卫视台标中的

“北京”二字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从全球化视野

来看，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弘扬。汉字与英文

缩写 BTV（Beijing Television）的融合使用，彰显了

北京卫视“传播北京，视听全球”的传播理念，又顺应

了全球电视频道包装设计的趋势，更具时代化、国际化、

现代化。在主体色彩运用上，台标采用故宫的宫墙红色

和汉白玉的白色为主色调，地域化元素与北京卫视频道

包装浑然天成。北京卫视的频道标识，既统筹国际、国

内两个符号识别思维，又兼顾故宫衍生色彩的应用，实

现了地域化文化与国际思维的无缝契合。 

4.频道理念是传播北京，视听全球 

频道理念是整个频道文案创作、生产制作、影像传

播、运行管理体系中坚持的基本信念,是频道领导者对

频道发展战略的哲学思考和抽象概括[4],是频道的立

业之本,是频道形象塑造的方针指南。频道包装在强调

统一性、规范化的同时,要避免趋同,彰显独家媒介精

神。 

北京卫视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城市影响力上。北京

作为国家首都，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交融汇集的城

市，也是世界一线城市。北京卫视的电视影像传播必须

兼顾政治宣传、经济引领、文化规训以及中国电视观众

的审美要求。基于此，北京卫视提炼出：“传播北京，

视听全球”的频道理念。频道理念蕴含了“格局”“开放”

“传播”“汇聚”“传承”“美好”等多重含义。北京卫视的频

道宣传语为“天涯共此时”。“天涯共此时”一语双关,

既表达全球华人共同关注北京卫视，又进一步提示了

“北京时间”是全球华人共有的文化标识，是北京独一无

二的特色。这样的频道定位完全有别于湖南卫视为代表

的单一诉求的卫视群体,体现了北京卫视的文化高度与

全球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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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频道宣传片承载天涯共聚的愿望 

频道宣传片是为树立频道品牌形象，向目标观众群

传达频道理念、频道主张、频道风格等信息而存在的一

种广告推介片，时常一般在 2 分钟左右，并且不涉及频

道具体的节目和播出信息，只是单纯的凸显频道的总体

定位和理念。北京卫视宣传片《天涯共此时》，名称所

指全中国电视观众共同的“北京时间”，与频道的宣传口

号交相呼应，互为映托。在宣传片背景音乐的制作上匠

心独具，堪称电视频道宣传片包装的典范。“3125 5231”

是北京火车站、北京西客站、北京电报大楼报时大钟的

旋律。这浑厚的钟声，六十多年来早已为全国人民所熟

悉，成为历史的见证者和人们生活的陪伴者，是北京声

音符号的代表，是独一无二的北京元素。这种地域化元

素的应用早已超越了音乐本身的价值，其中蕴含着北京

讲不完的故事，道不尽的风情。 

频道宣传片视频内容呈现上，多采用全景和特写镜

头展现人民生活场景以及天坛、什刹海、故宫、长安街、

鸟巢、中关村、北京大学、北京电视台、国家大剧院等

北京标志性建筑。画面随着音乐旋律穿越了时空，这种

构思奇巧的内容表达，充分展示了一方水土孕育一方地

理人文特色，宣传了频道品牌形象，记录了北京人民当

下的美好生活，彰显了北京的历史文化底蕴、城市人文

关怀以及卫视的品牌文化内涵。这种情感表达通过画面

也给观众留下了强烈的历史记忆，形成了很好的时空对

话。  

6.频道栏目利用地域文化资源优势 

支撑影视媒体品牌的是节目，一个媒体如果没有若

干具有代表性的品牌节目，就不能树立具有市场竞争力

的媒体平台。在新媒体冲击传统电视、频道竞争激烈的

环境下，在加快推进广电改革、媒体融合的政策背景下，

无论省级卫视，还是地面频道都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发展

压力，却也因此迸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北京卫视从区

位优势、资源禀赋及自身特点出发，加快转型升级，不

断推陈出新。2019 年，北京卫视深入挖掘地域文化资源，

盛邀故宫、天坛、颐和园管理单位联合推出《上新了·故

宫》第二季、《我在颐和园等你》、《遇见天坛》等优质

文化综艺类节目，2020 年 1 月推出长城文化体验类节目

《了不起的长城》。北京卫视推出的《上新了·故宫》一

举获得第 25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综艺类的“最佳电视

综艺节目”，是首档聚焦故宫博物院的文化创新类综艺

节目。其成功之处在于紧紧依托故宫承载的历史文化,

从厚重的历史中挖掘电视包装节目制作元素并加以改

革创新。从媒体传播、历史解读、文创设计、产品营销

直至最后电视观众购买文创产品，这一系列操作满足了

观众的电视期待视野和审美愿望，现实了受众对文化衍

生产品的直接体验甚至是拥有。 

7.结论 

省级卫视频道处于电视行业竞争最前沿，其发展态

势不仅集中反映了全国各个电视台的生存状况，关乎理

念定位、节目创作以及内容市场的发展趋势，更是整个

电视媒体未来发展的风向标。电视频道整体包装在电视

行业竞争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其意义在于在同质

化、影像化的电视行业竞争中构建频道的差异性和审美

性。而电视频道包装中地域化元素的应用能够更好的彰

显频道风格特色，提升频道文化内涵是电视媒体发展的

必然选择。 

总而言之，挖掘地域文化元素融汇到电视整体制作

的各个环节,传达独一无二的品牌价值是各大卫视频道

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北京卫视在电视频道包装中，

无论是台标的设计、宣传片的创作以及频道整体理念的

定位都将北京的地域化元素融合其中。北京卫视积极应

对竞争并得以发展,其成功诀窍便是电视作为传媒产业

在长期运营中形成的独特资源即地域特色,北京地区丰

厚的地域文化资源支撑着北京卫视在当下及未来的市

场中可持续发展，更充分的发挥出电视媒体的主流价

值，更长远的“传播北京，视听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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