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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popularization of smartphones, short videos are seeing an explosive growth nearly 

everywhere. As a new form of mass media, which is easy to produce and fast to spread, short video has been enjoying 

a very special and important status i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content and entertainment industries. With the 

advent of 5G technology, how will short video develop? To address this issue, this paper looks into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short video, the features and forms of its intelligentized spreading as well as the problems and 

trends of its future development. 

Key words: Short video, Intelligentized spreading, 5G 

短视频智能化传播探究 

李忠民 1 
1西京学院传媒学院 中国 西安 710123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zhongminyn@163.com 

摘要：随着智能手机的发展和普及，短视频作为一种新的大众化的传播形式随处可见，易制作、快传播的特性，

决定了它在社会信息传播和内容产业中的特殊地位。由于其独特的传播优势，已经成为人们生活娱乐的重要组

成部分。随着 5G 时代的到来，短视频有什么样的发展？本论文对短视频的特点和现状、智能传播的特征、表

现形式、和它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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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智能手机的不断普及和AI技术的广泛应用，新的

媒体平台正在走向社交、视频化、智能化。到了5G时

代，这些表现也越来越明显。 

近年来，无论是实践方面还是理论方面，短视频

不仅仅是一个热词，就传播形式而言，短视频在互联

网上非常火爆，几乎是所有媒体的最好诠释者。它可

以包含在所有媒体和传播渠道中，用生动、方便、直

观的方法，全面展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细节，成

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新连接方式。就产

业发展而言，短视频正以强势夺取用户注意而占据市

场份额，持续受到资本支持，其制作成本小、正从草

根化向专业化、品牌化方向转变，带动了网红经济的

兴起，催生了多元化的增值服务模式，建立了“短视

频+”的产业链崭新格局，也成为新媒体推进融合的

必不可少的渠道和方法。 

2.短视频传播特点及发展现状 

2.1.短视频的特点 

短视频的短是指视频的内容短，也可以称为短片

视频，是近年来急速发展的因特网的新业态，也是互

联网传播方式中内容的一种表现形式。其长度大多是

在数秒，有的最长不超过5分钟。短视频利用视频信

息相较文字图片媒体独有的优势，以及“短平快”的

特性，一方面使得受众有了更好接收信息的体验,另

一方面，给视频平台引来大量流量，深受各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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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丝和资本的青睐，得到了喷射式的发展。它的主要

特点有： 

2.1.1.内容丰富，多元化 

短视频作为媒体信息的承载方式，其内容丰富多

彩，涵盖了音乐、舞蹈、美食、运动、科技、时尚、

汽车、旅行、亲子、影像、政务、剧情、动物、创意、

传统、动画、生活等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特别

是自黑搞笑类、一见钟情类、温暖治愈类、酷炫技术

类、情感共鸣类等短视频内容，独占鳌头，更能获得

用户青睐，更容易成为爆款。 

2.1.2.碎片化、高传播、低门槛 

这里的碎片化是指短视频的种类非常多，内容本

身的碎片化，传播短视频的媒体介质的碎片化，受众

人群的碎片化，用户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观看短视频。

高传播是指短视频在5G时代传播速度非常之快。低门

槛是指自媒体时代短视频的制作成本低，技术要求低，

非专业大众就可以制作发布传播短视频。 

由于短片视频产品、高传播、低门槛特性，目前

短片视频整体移动互联网用户渗透率较低，用户奖金

依然存在，用户发展空间较大。中国的短视频产业链

参与主体不断丰富，产业生态逐渐强健。 

2.1.3.有吸引力、高粘性 

由于用户对于内容的要求和品位也越来越高，因

此垂直领域的短视频将受到热捧，基于大数据统计和

深度学习，收集用户的收看习惯数据，推测用户喜好，

为用户推荐短视频内容，做到真正意义的千人千面和

个性化精准推荐，使短视频具有强吸引力和高粘性的

特点。 

短片视频的吸人、吸时、吸金、吸睛等特征，使

受众的粘性增强，是广大用户日均使用时长最长的视

听产品，正在渗透到电商、教育、直播等各个领域。 

2.2.短视频发展现状 

日前，短视频迅猛发展,积极与各行各业相结合，

拓宽短视频生命力，成为继移动通信之后的第二网络

应用，在使用户下沉的同时，成为互联网的底层应用。 

据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发布的《2020中国

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6月，中国

短视频用户达到8.18亿，网络直播用户达5.62亿，有

近九成网民使用短视频。 

从发展格局来看：第一梯队的抖音短视频和快手

两强格局持续强化，第二第三梯队如雨后春笋般生长

起来的各类短视频平台，如西瓜视频、微视、土豆视

频等竞争激烈。 

从用户角度看：短视频用户以80后、中低学历居

多，因此短视频在用户下沉中具有相当影响力。 

从短视频使用情况看：人均单日使用时间长达

110分钟，成为个人使用时间最长的媒介形式。 

从短视频内容分析来看：短视频深入生活，承担

多元角色，美食、影视、音乐、教育、科技等等都成

为短视频内容的新标签，垂直领域依旧不断地精细化

发展。【1】  

3.短视频的智能化传播特征 

3.1.全民主动性、参与性增强 

首先，短视频的用户既是观众也是主角。他可以

刷看别人的视频，并收藏和下载，也可以发布自己的

录像短视频。分享自己有趣的生活片段和独特的技能，

甚至当时发生的新闻、独特的见闻。短视频应用为用

户建立了双向交流平台。在这里发布者可以得到阅览

量、赞词等反馈。观众点赞、分享、收藏、转发自己

喜欢的视频，促进短视频的制作，产生大量的流量数

据。这种方便的自制性和低成本制作门槛使用户从被

动接受过渡到主动创新，喜欢从生活中汲取灵感创作、

传播，提高了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第二，短视频应用不断在推出新的玩法，例如： 

2021年春节期间，抖音平台利用“看视频”、“拍新

春视频”增加点亮“团圆家乡年”灯笼次数,来集齐

“祈福灯笼”,得现金红包。另外，也有一些短视频

APP与直播平台相结合，进行产品合作，直播网红利

用短视频平台的社交功能与粉丝联系。短视频APP直

播平台，还利用奖金红包、打赏、广告等方式实现成

熟的变现能力。 

3.2.碎片化时间，不受时间空间限制，互动性
增强 

这一特征主要体现在短视频的内容生产和传播

过程中。 

首先，就新闻短片而言，它的应用的兴起不仅仅

是媒体的生产，而是把新闻生产的能力委托给参加新

闻短片应用的用户。任何短视频用户都可以作为公民

记者登场，打破了以往传播媒体必须第一现场出现的

空间和时间限制。同时，高速网络的新闻传播，使新

闻的时效性变得更强，每个用户都可以在第一现场传

达最新的报道，使事发现场第一时间得以呈现。 

其次，视频有着比文字图片更先天的优势。短视

频利用视觉和听觉的冲击和形象感染力，使观众短时

间内受到强烈刺激。与其他传统的文字相比，用户在

浏览信息时，可以不从一开始读到最后，花了很长时

间读完文章。和传统的长视频媒体相比，不需要看整

段的视频才能明白。由于时间限制，这促使UGC（

User-generated Contest，用户生产内容），在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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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去取其精华。不花太多时间，适合移动互联网用

户的零碎使用习惯，实现符合现代人快节奏的生活

方式。 

再次，和其他视频产品相比，比如：纪录片、电

影、综艺节目、甚至电视剧等。短片视频不需要太长

的时间来积累画面感情，而是直接呈现最有趣，最高

潮的部分。为了与用户共享，短视频应用迅速夺取了

人们的碎片化注意力。 

另外，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短视频等流媒体

的播放速度不断提高，流量费用降低，也不受时间、

空间的限制，随时都可以播放。这也促进了短视频和

日常生活的深度的结合。在碎片化的时间里，用户想

利用短暂的时间，了解生动的立体信息，还可以随时

与发布者或其他受众交流互动，陈述自己的观点见解。

短视频的这一特点更好地满足受众碎片化时间需求，

更容易碎片化的消费和社会化的传播。 

3.3.受众群体呈现年轻化 

短视频平台的接受者呈现出年轻化的特征。根据

CBNData提供的数据，30岁以下的青年用户是短片接

受者的主力，用户使用的粘性也更高。在土豆平台上

30岁以下的人超过60%，其中19～30岁的人特别突出。

他们对音乐、舞蹈、视频剪辑有着极高的热情和创造

力，他们追求自由的生活态度，有个性、喜欢新潮。

用户还可以通过音乐短视频依据自己的特色和个性

进行再次创作。对于很多观众来说，有的通过“看短

片视频”可以取代实际的社会体验和实践，可以认识

他人和社会，享受第一视点的主观体验。由于社会发

展的不平衡，有些实际体验不到的年轻人即使坐在家

里也能了解“天下事”。也有一些年轻人想通过15秒

短视频，怀揣网红梦想，他们乐于拍摄短视频，以展

示自己、表达自我。 

3.4.智能推送与跨平台的传播 

短视频的传播，主要通过社交共享生活等平台传

播。手机微信、微博、抖音、快手、小红书等平台是

短视频的重要载体。用户通过碎片化时间浏览，平台

智能推送，满足受众的各种需求。同时，这些社交平

台在PC终端也有网站、应用app等，短视频资源可以

同时在多个平台上发布并普及。用户只要拥有设备，

就可以随时播放。为了更好满足用户的需求，短视频

的传播也具有跨平台、跨设备传输的特点。[2] 

4.短视频智能化传播的表现形式 

智能传播是“以新能源、人工智能、大数据、物

联网、机器人技术等技术发展和突破为基础，将物联

网数据流替代人力、技术、传统生产要素，以智能技

术决定内容的生产、传播、营销与一体化为决策方向

的新传播方式” [３] 。也有学者说，智能传播是以

人工智能技术来“感知环境、获得知识并使用知识”

来实现信息生产活动。（孙江，何静，张梦可，2020）

【４】也就是说，智能传播是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

信息的生产和普及的新的传播形式、体系和生态。它

与传统传播、互联网传播相比,无论是在信息丰富程

度、传播模式,还是新闻传播的透明度、及时性、交互

性等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在信息过载时代，智能

传播实现了精准传播；提高了传播效率；可以对用户

实施多点对一点的信息传播；高度的透明打破了信息

传播的不对称；最大程度地实现了信息传播的交互性

和及时性。 

那么，作为新媒体的短视频是如何进行智能化传

播的？ 

目前，短视频智能传播主要表现在短视频内容生

产的自动化和短视频产品推送的精准化，二者颠覆了

视频生产与分发的传统模式，解决了信息过载，重建

了用户连接。然而，自动化生产短视频内容和为用户

画像实现精准推送都离不开大数据算法的支撑。 

4.1.短视频内容生产智能化 

自动化的短视频新闻消息的生产过程是“自动算

法过程”，该自动算法过程在无或有限的人类参与下，

通过预先设置的程序将数据转换成新闻消息。内容生

产者在掌握大量数据的基础上,参照某些计算公式,

运用算法,套用已有模板生成规范的新闻视频；或者

将采集到的数据与某个记者的数据模型相结合，通过

运算生成符合该记者风格的短视频新闻。 

目前的网络短视频生产主要分两大类，一种是

专业内容生产的PGC（Professionally-generated 

Content）短视频,另一种是用户内容自主生产的UGC

的短视频。伴随着市场竞争的越来越激烈，“

PGC+UGC”的短片生产模式也形成了新的趋势。无论

是怎样的内容生产模式，都在智能化的推进。  

例如，MAGIC的短视频智能生产平台，它能帮助用

户完成更高效短视频内容的创作。提供在线视频的智

能编辑、智能字幕、直播剪辑、云素材仓库、一键全

网发布、团队合作等功能，大大提高了短视频的制作

效率。用它创作的短视频更加智能，其拥有的智能数

据工坊、智能媒体资源平台、智能生产引擎和智能主

题，使智能时代的“原油”数据在AI催化下得以提纯，

把算法处理的素材“零件”在储存仓库中随时被调用

装配，这样新闻短视频生产就像“乐高”工业流水线

式高效生产，以灵活高效的智能化模版，全面释放生

产力。 MAGIC可以在短时间内生产短视频，最快只需

要6秒。MAGIC可以批量生产短视频。平均日产量能达

到10000条。MAGIC在2018年世界杯期间生产的视频总

播放量突破了一亿次。新华社使用MAGIC，在2018年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生产554部视频，最快的是13秒

完成。将近3000家媒体入驻当时的云平台，通过MAGIC

高效的进行短视频生产【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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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比如：「来画」视频创作者联盟。它是一款视

频创作营销平台。作为一家云端商业级短视频智能创

作平台,「来画」完全摒弃了MAYA、AE等专业动画制作

软件中晦涩难学的部分，仅保留高频使用的创作功能，

可在短时间内生成一个有趣的动画短视频。丰富视频

模板素材免费用，对于企业用户，还有动画高端定制

服务。人性化的功能配以友好的交互设计，再加上涵

盖了图片、字幕、音乐、视频等媒介的海量商用素材

库，进一步降低短视频制作的门槛和成本，使用户真

正实现了像做PPT一样制作短视频【6】。 

智能技术的发展是UGC短视频制作的前提，UGC的

核心之一又是“去专业化”。它在内容的生产和共享

的全过程中，可以不要求有专业人员的参与，整个视

频内容制作都是业余化的。  

目前有多种大众的、适合零基础人很快掌握的短

视频编辑制作软件，比如，剪映，快手、抖音等，生

产者利用智能手机或其它摄影摄像器材拍摄，将素材

导入编辑软件中，利用嵌入的视频模板剪同款，或者

自己进行剪切，加特效、字幕、音乐等非常方便、快

捷、智能化创作出较高质量的个性化短视频。 

由此可见，无论采取何种方式，算法几乎介入了

内容生产的各个环节，通过大数据的云计算与分析，

自动生成了新闻短片，大大提高新闻生产的速度和产

品的数量，并有效消除人为的技术性差错。 

4.2.短视频产品推送精准化智能化传播 

4.2.1.什么是大数据精准推送？ 

精准推送多是指新媒体根据对大数据的信息化

处理从而将人们想看的新闻、视频、段子、商品等置

于优先位置。简单来说，就是根据不同用户使用、观

看、浏览、购买等一些操作进行大数据分析，之后精

准推送给想要使用、观看、浏览、购买等操作的用户，

该推送经大数据分析，很大程度上会是用户想要的内

容。推送是通过推送算法实现的，目前，推荐算法已

经成为国内外大多数新闻APP和社交媒体平台使用的

主流，通过机器学习持续关注用户的阅读数据，再辅

助以场景分析，来提升视频新闻推送的准确率。推荐

算法的实质就是大数据分析，通过抓取和分析用户的

人文数据和行为数据，推测出用户的个人特征、阅读

偏好等。算法不仅提高了内容生产与信息推送的效率，

而且实现短视频与用户的精准匹配。 

4.2.2.短视频时代大数据精准推送的应用 

大数据应用的兴起，快速发展的智能技术，以及

算法推荐使得短视频等信息定制化、资讯分众化得到

更加广泛的应用。在智能手机等新媒体的普及后，短

视频精准推送变得数据更准确，更加全面，范围更广，

受众更多。近年来，新媒体时代的兴起，各短视频平

台都吸引了大量的用户，短视频行业的用户量的持续

增长，其中用户个性化精准推送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在大数据、算法的作用下，短视频平台根据用户的个

人喜好，为每个用户都制定个性化推送服务，让用户

持续看到自己想要的内容。接下来，以抖音的平台为

例，让我们来看看平台如何精准推送短视频吧。 

抖音的AI算法是根据用户的喜好与需求而推荐

相应的内容的，通俗地讲，也就是推荐用户喜欢的东

西给用户看，这看似简单，其中蕴含的大数据与智能

算法推送却是极其深奥的。抖音算法的推荐标准是遵

循五个数据进行考核推荐的，这五个推荐的数据量分

别是：视频粉丝增涨量、视频点赞增涨量、视频评论

增涨量、视频播放增涨量、视频转发增涨量。只要达

到了这五个数据的基本数量，也就是基本线，那么抖

音的AI算法就会给与这个短视频基本的流量推荐，然

后再根据这个给与的流量推荐所得出的数据再进行

综合判断这个短视频是否值得下一轮的推荐，如果值

得，算法就会继续给你流量分发与推荐，进入高一级

的流量池，再根据那五个数据量高一级的标准再运算

再衡量，再分发与推荐，短视频被推荐的越多，传播

的就越广。如果不值得，就会停止推荐，那么这个短

视频就相当于被雪藏了。 

通过算法精准推送满足了人们多元化、个性化的

短视频需求。通过智能化、定制化的信息传播机制，

实现了用户与短视频准确快速的匹配，大大降低了信

息传递和获取的成本，为人们生活娱乐带来了便利。 

算法的推荐在高效便利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低

俗、劣质的视频信息推送，引发诸多乱象。 

5.短视频智能化传播应用中存在问题及未来

发展趋势 

5.1.短视频应用存在的问题 

5.1.1.过分重视视听效果，无视其内涵建设，
泛娱乐化问题突出 

现阶段在短视频APP中充满了各种模仿内容，他

们刻意追求视听效果，重流量而轻质量。也就是说，

盲目迎合追求受众感官刺激的心理，仅重视频特效技

术的开发和漂亮的画面的制作，忽视视频的内容本身，

虽然不断出现爆款，但缺乏内容创造性。例如，某些

平台网红“小姐姐”的舞蹈，受众得到了浅薄的感官

刺激，在短时间内虽然会带来大量流量，但是同质化

无内涵的表演不会带来真正的影响力。 

5.1.2.非专业内容生产者占主导 

智能手机和数码相机等智能化摄录工具，使高智

能、低门槛、低成本短视频制作趋向于非专业化的水

平和质量。我们经常接触的短片内容尽管多种多样，

但是，大家多展现的是日常生活琐事和娱乐搞笑类，

并且由于使用门槛低，拍摄又有时常限制，所以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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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拍摄大多不具备专业性和技术性。视频的质量也

是鱼龙混杂。一些短视频创作平台在商业利益驱动下，

盲目迎合大众心理，这种娱乐化倾向越来越明显，甚

至出现低俗混乱的倾向。  

5.1.3.监管难度大，造成不可低估的负面效应 

一方面，由于短视频的生产快，传播迅速，平台

本身监督管理容易顾此失彼，容易滋生部分消极的影

响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信息，影响社会稳定。另一方面，

碎片化视频传播，容易造成诸多抄袭和版权问题，传

播过程中的侵权问题也很难去界定，监督管理的困难

很大。隐私受到侵犯，正常生活受到网络暴力的影响，

网络空间充斥了负面能量，对许多网民和社会造成不

可低估的负面影响。 

5.1.4.影响青少年的价值观 

短片视频传播热，一方面为网红提供了平台和机

会。同时，网络红人的大量出现也表现出短视频行业

的过度娱乐化倾向。因此，低质量的网红易出现“闪

崩”现象，这在短视频领域常常发生。有些青少年为

了当网红受到追捧，不惜倾其财力，甚至走不正当渠

道，从而影响正确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大量娱乐化

的内容中，有不适合青少年身心健康的，特别是在培

养青少年价值观的关键时期，如果看不适当的内容，

对青少年有害无益。此外，短视频应用程序的设置会

产生用户行为的惯性，青少年沉溺其中会浪费很多宝

贵时间，影响青少年学业的发展。【7】 

针对目前短视频应用存在的问题，以及5G时代带

来的红利，短视频的生态发展未来前景又将如何？ 

5.2.短视频未来发展趋势 

据官方发布，短视频成为继即时通信之后的第二

网络应用，有60.4%的受众每天都看短视频。 与综合

类视频（网络剧、电影、综艺节目）、网络直播、网

络音频等相比，短视频是占比最多和增速最快的视听

领域。短视频平台迅速实现了市场规模的扩大，以抖

音、快手等为代表的短视频APP吸取了大量的用户。

抖音的日活跃用户在2020年8月突破6亿人，到2020年

12月为止平均每天的视频搜索量突破了4亿，就连快

手的日活跃用户也有3亿人次。 

结合自己的实践以及资深从业者对音视频行业

发展认知，未来的短视频有以下6个发展趋势。 

5.2.1.短视频将推动市场格局变化 

根据《2020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截至

2020年6月，短视频用户的使用率最高达到87.0%，用

户规模是8.18亿。综合视频用户使用率77.1%，用户规

模是7.24亿。网络直播使用率是59.8%，用户规模是

5.62亿。网络音频用户使用率稍低，占29.3%，用户规

模是2.75亿。在今后1至2年内，短视频的渗透和深化

将持续。通过扩大布局直播，对微剧普及推广，加入

综合视频内容以及入口拓宽版图。CCTV新媒体占据塔

尖，抖音快手和哔哩哔哩占第二层，腾讯和爱奇艺等

深耕发展，它们共同成为网络视听行业的大佬，推动

了短视频市场格局。 

5.2.2.短视频从泛娱乐化向垂直化和资讯性
发展，内容精品化趋势越发明显 

未来仍然是以“内容为王”。如果想让短视频继

续大热火爆，在确保制作品质量的基础上，必须不断

进行内容创新。优质创新的内容才是短视频应用提高

用户粘性的关键。5G时代的网络速度为传播更清晰的

短视频创造了条件，因此，精品内容的短视频将成为

未来短视频传播主要方式。垂直领域的专业内容的制

作者将越来越多，高质量，有特点，有创新的专业短

视频将会蓬勃发展。 

从内容不断细分到如今热门短网剧、短视频因其

强共情、精制作频上热搜,可以看出,短视频的内容不

再仅以猎奇、娱乐抓住人们的视野,内容的精品化发

展成为短视频内容开发者关注的重点。突破单一娱乐

风格，推进精品制作，体现人文关怀，才能突出优质

内容的价值，打造短视频的核心竞争力。【8】 

5.2.3.技术赋能创新，融合各平台优势 

“视听+”将成为行业发展的新方向，同时5G技术

催生短视频等视听新形势的发展。在5G时代，相信先

进的拍摄技术、强调功能的剪辑软件等也将逐渐匹配

升级，目前短视频拍摄技术正向虚拟和全景式演进。

比如，提供独特视角的无人机技术；加强用户沉浸的

虚拟现实VR；信息量宏大的全景技术。又如，腾讯生

产的微视周边成套产品、微视专用摄像等装置，都为

短视频的智能传播提供技术支持和技术创新。同时，

技术的赋能创新，也为短视频跨平台融合发展搭建了

桥梁。【9】 

5.2.4.监管机制更加完善，推进规范化运作 

在未来短视频的发展中，出台相应完善的政策规

范，优化发布内容审查机制，是加强管理和把关的基

本保障。一方面，短视频app后台监督管理机制会越

来越规范，用户举报机制和内容自我审查机制也更加

准确有力。另一方面，政府会出台相应更完善的法律

法规政策，规范保护短视频的知识产权，推进短视频

app平台的规范化运营，保障短视频向正规健康方向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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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短视频与网络直播将成为网业主要增
量 

根据《2020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短视

频市场增加达到85.5%，网络直播市场增加为67.1%。

相比于影视剧、纪录片和网络音频，未来依旧会有更

大部分的用户导向短视频和网络直播。 

5.2.6.短视频的商业模式增强 

短视频作为近几年来内容创业领域最大的风口，

其信息量大、场景丰富、传播广等特点备受广大用户

的推崇，巨大的传播价值让短视频迅速晋级成为又一

大商业宣发渠道。 

短视频的流量可以利用电商和广告等形式进行

变现，探索出新的变现方法。现阶段新的商业变现方

式还只是简单直接的形式，通过单纯地植入广告来实

现，但用户的活跃度是维持平台生命力的根本原因，

用户的活跃度带来商业的变现，不断流入平台的资金

链又使平台有新的发展。平台设计者需要把控的是，

巧妙地保持用户与商业变现之间的动态平衡，目前这

种简单的变现方式不能满足平台和用户的需求，随着

短视频的未来发展，商业的变现方式也随之变化。现

阶段有许多短视频平台的短视频，不再是以往的艺术

观赏、娱乐、教育、社会价值，而是体现其商业价值。

短视频产品通过视频推荐到达用户，用户浏览观赏之

后，关注、点赞、评论、分享、转发，再通过系统平

台推送到下一级流量池，关注的粉丝越来越多，甚至

递增。短视频产品有的通过粉丝打赏变现，也有的通

过开商品橱窗、直播带货等方式，形成一条短视频产

品商业链。 

短视频作为一种新的媒体媒介，可以给很多行业

注入新的活力。现在的行业还处于摸索商业化道路的

初期，行业价值必须进一步挖掘。随着短视频平台更

加规范化发展，短视频产品内容质量逐渐提高，短视

频与各行各业的融合度愈来愈深，市场规模也越来越

大，保持高速增长的良好态势。 

6.结论 

综上所述，随着5G、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通

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新一代智能终端产品的应用，

人类的信息传递系统已经进入了移动化、数字化、交

互化和智能化的新纪元，这也顺应了时代的浪潮。无

论是各类主媒体平台，还是各种娱乐社交平台，正在

合力开启一个短视频的智能化传播的新时代。同时，

短视频发展还面临内容同质化、泛娱乐化、非专业内

容生产者主导、监管困难大、部分短视频影响青少年

价值观等问题也在发展中不断得以解决。回归生活化、

IP化和部分专业化生产，也是对短视频行业长期健康

发展有益的尝试。相信短视频在各种平台共享和传播，

将重新走向发展的快车道，它的智能化传播在未来生

活的诸多方面将产生深远影响，形成新的“短视频生

态”。 

总之，短视频虽短，但是短视频智能化传播的生

命力很强，其未来发展道路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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