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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o Cavestany 负责领导 IBM 在欧洲的 TME 业
务。他为那些在数字化重塑方面遇到难题的企业提供
支持，帮助他们实现更为敏捷精益的运营模式，不断
增加业务收入。他帮助企业打造最佳的客户、受众和
球迷体验。

凭 借 在 电 信 和 媒 体 行 业 20 年 的 丰 富 经 验，Fabien
Lanne 帮助多家欧洲通信服务提供商在数字娱乐领域
成功推出创新服务。他是业界公认的分析专家，在如
何利用从宽带固网和移动网络收集到的数据改善消费
者体验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Jay HireMath 主要负责推动社交媒体、新媒体和媒体
制作等市场细分领域的发展。Jay 负责领导面向媒体
和娱乐行业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他是媒体、科技、
电信和娱乐行业的资深顾问，在管理、咨询、业务发展、
行业解决方案、战略和外包等方面拥有数十年的丰富
经验。

真正改变视频制作“游戏规则”
的力量是超级个性化的用户体验，
当然，这离不开人工智能的强大
威力。

谈话要点
人工智能借助机器学习和视觉识别功能，丰
富球迷的体验，燃爆体育赛事精彩时刻
人工智能利用学到的线索，分析和选择所转
播体育赛事的精彩瞬间，为不同的观众群体
量身打造视频剪辑，从而将编辑团队解放出
来，使他们能够专注于处理其他内容。
广播机构与受众开展全新方式的对话，成为
球迷和市场互动的平台
投资于体育转播权的广告商和电信公司开始
借助人工智能的强大力量，为宽带、固话、
手机和电视等渠道提供量身定制的捆绑套餐
内容。
除体育赛事之外，为视频内容添加新功能也
可以创造新的广告商机
通过丰富视频内容，创建比大型视频库更详
细、更易于搜索的个性化推荐，有助于提高
观众的参与度和广告收入。

在全球范围不断收集各种体育赛
事数据
设想一下，一家广播机构每天要由人工编辑时长 10 分钟
的赛事回顾节目，概括当天在世界各地举行的数十场体育
赛事实况。然而，人总是会遗漏掉一些瞬间。人们不可能
对于每一场比赛、每一次投球、每一个进球、每一次失球
或每一次插旗面面俱到。
无论是体育赛事、电影还是电视节目，内容集锦都是视频
领域增长最快的方面，预计到 2023 年，企业视频市场将
增长到近 200 亿美元的规模。1 为了在这个迅猛发展的市
场中抢占更多份额，内容创作方可使用人工智能 (AI) 分
析海量的视频和数据。

眼不离球
在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或国际足联世界杯这样规模巨大的
赛事中，启用了人工智能的视频能够比制作团队更快地提
供统计数据和结果。温网于 2017 年安装了人工智能系
统，在没有人工干预的情况下，赛事集锦制作速度加快了
15 分钟，视频内容浏览量达到了 1440 万次。2 人工智
能在场边收集和分析数据，从时速 100 英里的直接得分
的发球中获取线索，观察观众的反应，并使用视觉动作识
别来确定哪些精彩瞬间应保留在集锦中，哪些应该舍弃 ( 见
图 1)。2018 年，温网官方网站进行了重新设计，推出了
Facebook Messenger 聊天机器人，旨在更好地与世界
各地的球迷互动联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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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应被视为媒体和娱乐营
销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 , 作为可
扩展、自动化和个性化的数字内
容业务模式的一部分。

人工智能通过以下方法，加快并简化了视频集锦制作过程：
— 视频点的选择。为了权衡赛事集锦视频中要包含的部分，
“视
觉识别”API 会对庆祝的标志进行评分，比如赢得一分后
挥拳或抬臂以示庆祝。

— 制作。 在将剪辑视频合并到可复用的行业视频格式中并交
付生产环境之前，添加解说图形和水印。
— 分发。视频内容获批后，分发给数字编辑，以便发布到网
站、移动应用和社交媒体。

— 剪辑和微调。 根据数据分析设定剪辑长度的时间限制，包括
视频点开始和结束的时间戳记。视觉识别功能还可检测出没
有播放的内容，比如被编辑掉的人群的广角镜头。

图1
温网人工智能视频集锦制作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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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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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性的球迷
及市场互动
在 2018 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期间，福克斯体育推出了一
个基于人工智能的平台，供球迷创建和分享自己定制的
足球精彩集锦视频。4 球迷可根据年份、球队、球员、比
赛类型以及比赛中的特殊时刻（比如罚点球和进球），浏
览并筛选国际足联过去和现在的比赛录像归档。5 然后，
互动式平台根据用户的要求，在几秒钟内分析和编辑视
频。6 为了让赛后的对话持续进行下去，球迷可以命名和
保存自己的作品，并通过电子邮件、短信、Facebook 和
Twitter 进行分享。7

在大师赛中捕捉精彩瞬间
作为职业高尔夫的主要锦标赛之一，大师赛使用人
工智能来制作个性化的精彩瞬间视频。大师赛网站
和移动应用中的 My Moments 为球迷制作他们最
喜欢球员的精彩集锦视频包。该应用通过声音、选
手手势和情绪对视频剪辑进行评估和分析；而自然
语言处理功能则在解说员的评论中寻找激情时刻。
通过对精彩集锦进行评分和建立索引，使球迷能够
快速看到心仪的个性化内容。8

为了根据个人喜好制作个性化的体育集锦视频，可能需要
根据比赛、球队、最喜欢的球员或特定比赛梳理内容。可
能还需要考虑个人喜好的其他方面，比如观看赛事所花的
时间和观众喜欢使用的设备类型 — 是 5 英寸的手持设备
屏幕，还是大屏幕电视机？还可以根据暂停、重播和快进
内容等观看行为，动态发现观众的个人喜好。
由于能与受众开展新式对话，广播机构成为了球迷和市
场互动的平台。投资于体育赛事转播权的广告商和电信
公司应认识到，为宽带、固话、手机和电视合同量身定制
捆绑内容套餐，将有助于提高客户忠诚度和用户人均收入
(ARPU)。
对于通过高速互联网提供的 OTT 内容，人工智能带来的
创新有助于扩大客户群规模，提高客户忠诚度。辅助互动
渠道，如窗口小部件或移动应用，可以通过创造身临其境
的相关球迷体验，让受众与广告内容产生共鸣，从而推动
广告带来的销量。在广告赞助的体育转播模式中，这种体
验可以让广告时段为商家带来更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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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ton 运用于电影领域
IBM 科学家与 20 世纪福克斯公司合作，史上第一
次运用人工智能为 2016 年上映的科幻惊悚片《摩
根 》制作了预告片。9 该系统使用 IBM Watson™
API 和机器学习技术，分析了 100 部恐怖惊悚片
的预告片。然后 Waston“观看”整部影片，并根
据所感知到的恐怖表情和声音制作了预告片，为制
片人提供了总共 6 分钟的内容。传统的电影预告
片制作过程可能需要几天时间。10 而人工智能制作
的预告片，从第一次“观看”《摩根》电影到最终
编辑完成，只需大约 24 小时。11

拓展视频内容的价值和性能
除了体育赛事外，人工智能还可通过简化分类和查找，帮
助推动数字内容的消费水平。无论是订阅 Netflix 之类的
流媒体服务，还是采用广告赞助的模式，内容的呈现方式
对消费者以及他们选择如何参与其中都非常重要。
视频丰富功能深入探索多媒体内容，使用人工智能分析音
频、文本和视觉数据，然后为每项资产构建可搜索的元数
据包。通过创建比大型视频库更详细、更易于搜索的个性
化建议和自动化数据集，视频丰富功能可以帮助提高内容
发现率，促进观众参与度，增加广告收入。12 大多数人
在搜索要观看的流媒体视频服务时，都会被无休止的菜单
选项搞得晕头转向。各个平台提供的选择令人目不暇接，
无所适从。而人工智能和个性化功能有能力从 Netflix、
Amazon Prime、HBO 或 iTunes 等所有来源中提取内容，
帮助观众迅速找到想要的内容，不必在平台之间切换。对
于传统的多频道视频节目发行商 (MVPD) 和有线电视运营
商而言，使用分析和人工智能来理解云 DVR 模式，有助
于形成个性化的内容推荐，并且降低受众流失率。
智能系统可以学习受众的观看行为，从而了解用户喜欢的
内容。如果与面部识别技术相结合，比如在笔记本电脑上
使用前置摄像头，该系统可以根据身体反应和其他线索了
解观众的情绪状态。然后它会推荐观众最喜欢看的视频，
形成高度个性化的媒体推荐。
利用机器学习功能，人工智能还可以自动执行和简化屏幕
文字和字幕的生成过程，提供准确、兼容并易于编辑的视
频文字，并可将同步翻译整合到实况电视直播和视频点播
内容中。13 广播机构可以缩短在播报的新闻中嵌入准确字
幕所需的时间，从而使整个群体能够从节目制作中获得最
大的价值。该解决方案不断学习，不断提高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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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人工智能还不能完全像人类
那样创造性地制作内容，但它可
以优化工作流程和媒体处理，从
内容中获取更多价值。

为将来由数据推动的视频体验做
好准备
获得体育赛事转播权的成本越来越高，受众互动的“半衰
期”明显缩短，因此视频内容提供商需要想方设法让内容
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人工智能辅助制作的集锦视频能够
有效吸引观众，通过大规模打造个性化体验，帮助内容提
供商从实况体育内容中实现更多价值。虽然人工智能还不
能完全像人类那样创造性地制作内容，但它可以优化工作
流程和媒体处理，从内容中获取更多价值。
通过深入细致地理解什么使数字内容具有吸引力，可以帮
助提供商改善成本与效益分析，明智地决定创建或获取哪
些内容，并最终提高客户的使用率和满意度。
但是，要让人工智能发挥作用，支持它的架构必须足够强
大。人工智能需要机器学习技术，而机器学习需要分析技
术，分析又需要适当的数据和信息架构 (IA)。尽管切入点
各不相同，但大多数企业都首先通过理顺信息架构，构建
企业人工智能环境。要做到这一点，需要采用三个不同基
础领域的技术进步成果：

1. 混合数据管理 — 提供平台以用于管理所有数据源和目
标中的所有数据类型。

2. 统一监管与整合 — 能够在各个云平台上方便安全地使

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 如何运用人工智能优化媒体制作流程？可
使用人工智能取代哪些主要的重复性媒
体内容制作流程？

» 借助自己所拥有的内容版权，可创造哪些
全新的互动体验？可通过哪些方式使用
净值推荐分数，衡量客户关系的忠诚度，
降低内容服务用户的流失率？

» 打算如何运用人工智能提升消费者的视频
内容参与度？

关于专家洞察
专家洞察代表了思想领袖对具有新闻价值的业务和相关技
术主题的观点和看法。这些洞察是根据与全球主要的主题
专家的对话总结得出。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 IBM 商
业价值研究院：iibv@us.ibm.com

用数据。

3. 结合数据科学与业务分析 — 以协作方式对所有数据类
型进行全面分析，从复杂的数据集中提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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