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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后再出发的第一年，也是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5G 新技术扑面而来，出版融合进入大变局。第 9
届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与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北京国际
图书节同期同地举办，是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又一次同台，充分
彰显了融合出版的成果与趋势。
本报在 BIBF 专刊中特设“数字出版”专刊，呈现出版融合发
展精品项目和推动出版数字化的各方技术力量，以期擘画当下中
国数字经济发展中，以内容为核心的数字出版产业格局与实力版
图。
“数字出版”专刊邀请到出版产业链上下游的出版机构、技术

Content Industry is Embracing New Opportunities in the Era of 5G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晓 雪 陈 莹/采写整理

公司、内容平台等，推荐数字产品、传播品牌、
畅谈 5G 机遇。

5G 的优势是大容量、高速率、低延时，
这些技
术优势不仅能够提升出版效率，还将改变出版流
程、从业人员构成，以及内容生产和传播方式，甚
至改变内容与用户之间的关系。我认为，
5G 时代
新阅读的本质是改变内容与用户之间的关系，在
5G 技术加持下，各种场景的应用，其最终目的都
是使内容与用户的关系不断加深。
第一，5G 的高速率、低时延等特征将改变阅
读内容和阅读习惯。首先是内容传输速率得以保
障，高清图文和视频流将成为未来主要的阅读类
型，
云平台分发内容将成为新的传播模式。同时，
5G 也为 VR、AR、MR 等高度互动性的阅读方式
带来更广阔的应用空间，用户的阅读习惯也从被
动转为主动，个性化需求得到满足。其次，5G 还
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奠定基础，除了内容出版
智能化以外，
内容的远程传播和控制也成为可能。
第二，5G 大容量将带来万物互联时代。每个
能联网、
可视化的终端都有可能成为阅读器，
信息
的体量和规模将呈指数级增长，出版业可能面临
新一轮内容井喷。而用户数据不够精准是传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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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行业的长期痛点，5G 时代的新闻出版业，可以
借助海量数据进行分析和传播，辅助数字资源的
管理和应用，
从而推动出版业的数字化转型工作。
如今，数字阅读正广泛深远地影响传统出版
业，
而 5G+新阅读将进一步改变人们接收信息的方
式，
革新传统阅读形态。基于 5G 的技术优势，
纸电
边界进一步模糊，
即时印刷成为可能，
阅读也可以
逐渐做到人书一体化，
使读者对内容的理解更全面
立体。与此同时，
5G 带来的万物互联将使阅读更
加数字化和场景化，
阅读渠道和终端触及各个场景
以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
同时，
5G 或将以智能音箱
作为入口，
形成 5G+智能阅读的新趋势。
据《2018 年度中国数字阅读白皮书》的统计结
果显示，当今用户愿意为优质内容和良好的阅读
体验买单，而出版行业是以内容服务为核心的，
5G 使内容呈现的形式多样化，
用户的消费需求也
随之多元。因此，
在面对新的内容形态、
新的用户
需求时，
出版业需不断优化内容产品，
调整运营模
式，
以适应新的阅读形式，
满足市场需求。
在未来 5G 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支撑下，
与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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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全新数字娱乐产业
5G

■赵子忠（中国传媒大学新媒体研究院院长）

今年 6 月中国正式发放 5G 商用牌照，
将 5G 热
度推到了最高点。人人都在谈 5G，为什么？我们
相信，
未来 5G 将像今天的电力一样无处不在。作
为一项通用技术，5G 将影响人们生活的方方面
面，并被几乎所用行业采用，支持万物智能互联。
5G 作为统一的连接架构，能够显著地增强移动宽
带服务、
提供近乎无限的网络容量，
因此消费者可
以享受到比 4G 快 10 倍甚至更多的下载速度，
网络
的响应速度也将大幅提升。其次，5G 还可以连接
海量物联网，
把我们周围的万事万物都连接起来，
让智能交通、智慧城市等愿景成为可能。第三，
5G 具备低时延和高可靠性的特点，可以为时延敏
感性应用提供支持，像是自动驾驶、远程手术等。
更重要的是，5G 还是一个面向未来创新的平台，
为我们如今尚不能想象的新型服务提供支撑。
除了极大地丰富人们的生活，5G 的重要性还
在于，它将变革几乎所有行业。未来 5 年内，我们
几乎看不到哪个行业可能不跟 5G 发生交集。不
管是汽车、制造，还是零售、娱乐，5G 将重塑众多
行业的面貌、
支持全新的服务和商业模式，
并开拓
新的营收来源、
提升运营效率。5G 还将催生超乎我们当前想象
的新型行业与服务。毫无疑问，5G 将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
响。此前一份独立分析报告预测，到 2035 年，5G 将在全球产出
价值高达 12 万亿美元的产品和服务，
同时创造超过 2000 万个工
作岗位。
（下转第 3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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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新阅读改变内容与用户关系

者互动性较强的内容和形式将成为出版行业重要
的拓展方向，
交互体验、
社交阅读等将更为用户所
接受。尤其 VR、MR 等具有 5G 特征的新阅读方
式有可能率先落地应用，
但由于其使用场景受限，
内容成本较高，
广泛应用可能还需要时间。
我相信对新闻传播和新闻出版行业来说，5G
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信号，
积极探索 5G 技术在新闻
出版行业的应用前景，
规避可能的风险，
是新闻出
版业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
具体来说，
想要抓住这个风口应该从几个方面
做好准备。首先在硬件上，
需要加强数字化基础工
作，
建设数字资源库、
升级网络设备、
调整组织架构，
打造一支技术型的出版队伍，
提升对海量数字资源
的管理和分析能力，
减少对外部企业的技术依赖。
其次，
改变传统出版思维，
真正理解用户思维。技术
不断在进步，
用户对阅读的要求也更高。除速度之
外，
5G 带来的一定是场景化的需求，
传统新闻出版
产品普遍存在形式单一、
内容匮乏、
交互性弱的问
题，
无法满足5G时代用户的丰富需求。尤其在互动
性上，
5G 带来万物互联，
当任何一个阅读器都能联
网，
它们彼此之间，
用户和他们之间，
用户和用户之
间都可以发生互动，
这就需要新闻出版从业人员能
站在市场和用户的角度进行产品运营，
需要结合用
户习惯，
以用户为导向不断优化运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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