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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影视创作中人工智能预测技术的应用
诸
摘

廉

要：人工智能的发展为影视创作中智能预测技术的应用提供了可能性。 人工智能预测技术能够为影视制作过

程的前期准备提供决策建议，为内容创作提供优化方案，提高收视口碑，降低失败风险。 在市场投放过程中，人工
智能预测技术能够通过机器智能从海量数据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构建并优化预测算法；通过认知智能获取受众
观影时的神经数据，结合行为数据构建预测模型。 同时，智能预测也需要关注隐私安全、教育审美、歧视偏见、商业
控制等问题，以保持影视行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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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技术日新月异，推动着影视创作的飞

查转向大数据分析；从观众定性情感自述转向可视

速发展，成为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 影视创作的

化定量神经指标；从单向专家评估转向多维数据支

全流程正在进行着深刻的变革，通过智能预测技术

撑；从传统广播电视学研究转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

优化影视制作、市场投放，推动影视产业向智能化转

学交叉融合。

型与跨越。 新技术改变了以往依靠业内专家经验积
累、简单的历史数据参考、受众偏好自报告等方法进

一、影视创作智能预测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行演员选择、剧情剪接、票房、收视率预测的局限。

人工智能，即利用机器模拟人的智能，是研究开

利用一种或多种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可以实现影视

发能够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类智能的理论、方法、技

市场的精准预测，进而在行业各环节做出相应优化。

术及应用系统的技术科学统称。 ② 其主要技术方法

譬如，依靠大数据分析技术可以发现影视创作要素

包括运用机器学习、大数据分析等通用技术的机器

与观众评价、反馈之间的相关性，预测市场规模，并

智能，以及融合认知神经科学中具备感知、推理、思

根据预测结果，在制前准备阶段辅助制片决策、演员
选择、判断经济效益；在内容制作阶段根据不同类型

考等自我意识能力的认知智能。 ③ 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
代开始，计算机辅助的信息技术已经被逐步应用于

观众偏好定制内容，以优化效果、提升共情；在宣传

影视行业。 目前，这一跨学科、跨领域的交叉合作已

发行阶段评估传播效果，制订有效宣发计划以提升

经进入全面深度融合阶段。

投放精准度。 在这个过程中，跨平台多模态的数据

同时，影视传播渠道平台化使作品数量、观众规

科学可以帮助影视制作团队和宣发团队刻画极为立

模、内容创作都呈现指数式增长。 产业容量和体量

体的受众画像，而类脑智能设备则能转变受众主观

记忆与客观评价 ① ， 从而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不断扩展，积累的数据量也呈现出几何级的膨胀。 ④

影视内容不可能凭空构建，优质内容的创作往往需

同时，人工智能的方法也深刻地改变了影视创作研

要在分析、学习历史优秀作品的基础上推陈出新。

究，实现了整体研究思路转向和范式转变：从主观调

而面对浩瀚的数据， 人力自然不足以精确分析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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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获取其内在价值，利用人工智能中的大数据、机器
学习等机器智能技术可以对海量数据进行高效分
拣、提取，揭示隐含的、先前未知的并具有潜在价值

或规律性的信息与知识。 ⑤ 另外，各大影视传播平台
从通过广告盈利到用户直接内容付费的盈利模式的

转变 ⑥ ，以及移动互联时代下的受众话语权提升 ⑦ ，

１．制作前期的智能预测

人工智能方法在影视作品的准备阶段发挥了辅

助制片决策，降低风险发生的作用。 制片方可以利
用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处理、分析海量影视作品的历
史数据，包括主题、剧本、演员、票房等，洞悉构建因
素—票房关联性算法模型，再通过对历史案例数据

预示着了解受众、洞察受众偏好将成为影视产业发

的机器学习，最终输出对新项目商业价值等内容的

展的重中之重。 面对抽象的受众情感，传统影视传

分析与预测。 在剧本分析阶段，依赖于大数据挖掘
的“ 人工智能 ＋自然语言” 处理技术能对剧本内容自

播的受众研究手段存在依赖经验主义、不客观、不精

确等局限。 ⑧ 利用人工智能中功能磁共振 （ ｆＭＲＩ） 、
脑电图（ ＥＥＧ） 、眼动跟踪仪（ Ｅｙｅ －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等认知
智能技术可以打开“ 黑箱” ，准确捕捉情感变化，确
认观影体验的内隐过程，实现对受众情感等心理维

度的客观洞察，从而进一步了解受众偏好。 ⑨ 因此，
影视创作运用人工智能进行预测成为行业发展的
必然。
智能预测技术解决相类似问题，已在许多领域
开展探索。 在新闻学中，利用大脑数据可以有效衡
量受众对新闻内容的喜爱与信任度，预测新闻传播

效果，指导新闻内容生产 ⑩ ；在广告学中，通过机器
挖掘技术学习多端消费者行为脉络，可精准描绘消

 ；在管理学中，

费者画像，以此制订广告投放战略 

 ，提高评

动识别、拆解，实现剧本分析自动化完成 

价效率。 例如，２０１７ 年迪士尼研究团队创建了一种
可以模拟文本区域以及各区域间相互依赖关系的人
工神经网络，以社交媒体内容的点赞数作为评价叙
事质量的方法，并为叙事质量评价创建了一个数据
库，利用基于区域嵌入和区域内部相互影响设计的
 人工智

神经模型，为质量评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能平台 ＳｃｒｉｐｔＢｏｏｋ 已于 ２０１５ 年推出了基于机器学
习与自然语言学习技术的智能剧本分析 Ｄｅｅｐｓｔｏｒｙ

系统，利用云计算帮助制片公司智能分析哪些剧本
更有市场潜力，预测准确率高达 ８６％，而影视行业


传统的预测准确率仅为 ４４％。 

通过大数据抓取演员信息并与影片主题进行人

将采用认知智能技术获取的神经数据与行为数据结

工智能匹配，为选角过程提供客观有力的数据支撑，

作阶段预测衡量剧本影视化的经济效益，辅助制前

量衡” 板块就是依托阿里大数据技术将演员信息与

决策；预测受众偏好，优化制作内容提升共情；在市

影片主题智能匹配，该系统在《 长安十二时辰》 的主

场投放阶段，预测票房、收视率，制定营销策略等，可

角拟定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在电影票房综合预测

座” 。 因此，影视创作全流程采用人工智能的技术

关系，作为一个为内容行业提供基于数据的项目管

 。 在内容创

合，预测消费行为，有效提升营销效果 

以进一 步 提 升 影 视 创 作 的 质 量， 实 现 “ 叫 好 又 叫
进行预测是完全可能的。

二、影视制作过程中的智能预测
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改变传统影视制作过程中的
预测模式与方法，获得更为精准的预测数据，在制作
前期、内容创作阶段帮助影视创作，避免因剧本内

 优酷“ 鱼脑” 系统中的“ 度

也是一种成功的方法。 

方面，２０２０ 年初 Ｃｉｎｅｌｙｔｉｃ 平台与华纳兄弟建立合作
理工具，影视制片人在该平台预测系统中设置电影
题材、主要情节、演员和目标市场等参数之后，系统
会自动输出盈利预估、票房预测等全流程分析结果，


帮助投资方进行投资决策，评估可靠性。 

２．内容创作的智能预测

影视制作具有成本高、投入大的特点，制作精良

容、演员匹配度、剪辑瑕疵等原因影响口碑、票房、收

的影视作品投资成本往往上千万，甚至过亿。 虽然

视率。 通过算法智能推荐演员人选，利用机器学习

制作优质内容赢取观众口碑、创造收益是所有制片

改进剧本，使用认知智能优化剪辑方案，能够避免一

方的美好愿景，但现实中仍不乏影视剧因内容原因

大批影视作品因为选角不适配、剪辑无逻辑等制前、

惨遭撤档或下架、投资方遭受巨大损失的案例。 例

制中环节的问题频频登上舆论风口，导致最后口碑

如，电视剧《 雷霆战将》 因其不合理的剧情与设计被

收益双失。 制片方可根据智能预测的结果，完善制
作前期准备、优化内容创作，提高观众喜好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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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预测可

《 人民日报》 点名批评，并紧急下架。 

以帮助影视剧在上映播出之前获得观众真实反应数

论影视创作中人工智能预测技术的应用

据，通过制作优化降低观众厌恶度，提高喜好度，有
效规避撤档下架风险，减少损失。

目前研究者主要通过用户行为数据进行电影作
品的收视预测，比如通过网页搜索数据、具体相关网

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有效获得观众喜好、参与度

页行为数据、社交数据、网络购票平台数据等，分析

等市场预测数据，指导优化影视内容创作。 在影视

观众对该部影视作品的关注、期待与评价，以热度或

剧样片试映、内测阶段，脑机协同的智能方法可以将

流行 度 为 中 介 预 测 作 品 未 来 的 票 房、 收 视 情 况。

观众抽象情感可视化，分析大脑皮层活动数据，洞察
观众喜好，提升包括剧情、剪辑、特效等各方面的影

２０１３ 年，谷歌的研究报告宣称，可以在电影搜索量、
电影广告点击量、上映影院数量和同系列电影前几

视剧内容吸引度。 以电影为例，Ｈａｓｓｏｎ 通过功能磁

部的票房表现等四类指标的基础上构建多元线性回

用被试间相关性（ ＩＳＣ） 分析方法，比较被试间的大

复检验了谷歌的算法模型，利用 ２０１０ 年 ３１２ 部电影

共振（ ｆＭＲＩ） 测量观众观看影片时的大脑活动，并使
脑区域反应情况，评估观众观看电影时大脑反应的

 Ｍｅｓｔｙáｎ 等学者的研究重

归模型，预测票房数据。 

的维基百科行为数据（ 包括页面浏览次数、人工编

相似性，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制片人评判影片

辑人数、编辑次数、编辑严谨性等用户活动参数） 与

利用观众大脑活动数据样本，通过 ＩＳＣ 指标智能比

立多元线 性 回 归 模 型， 成 功 预 测 了 电 影 的 流 行 程

 在影视剧拍摄初期，

质量的一个客观、量化指标。 

对不同片段引起的观众神经活动差异，分析片段吸

引力，预测完整影视作品呈现效果，对影视剧创作起
到指导性作用。
此外，基于融合深度学习和行为画像的协同式
人工智能平台数美科技，可以针对视频内容的语音、
画面、片段进行摘取，通过模型策略体系进行识别，


筛查社交平台视频中的涉政、色情、暴恐等内容。 

该技术可应用于影视制作生产过程中的自我审查，
尽早帮助制作方规避不合格内容的出现，不仅能帮
助制片方及时修改作品内容，也能提高自审工作效
率，减少人力消耗。
三、影视投放过程中的智能预测
由于影视作品类型、剧本内容、制作规模、市场
容量、播放时间、宣发推广、ＩＰ 改编、导演以及演员

电影的财务数据（ 包括票房与放映的影院数量） ，建


度。 

以影视作品网络口碑为依据构建算法模型，可

以有效预测影片票房、 电视剧收视率。 自 ２０１４ 年

起，一些 学 者 将 电 影 门 户 网 站， 如 豆 瓣、 时 光 网、
ＩＭＤｂ、烂番茄等平台口碑数据，与电影票房进行相
关分析，发现用户口碑具有显著影响作用，高人气伴

 另一些研究结合微博、

随高知名度，带来高票房。 

Ｔｗｉｔｔｅｒ、Ｙｏｕｔｕｂｅ 等社交平台的情感评论进行分析，
发现社会化媒体数据的用户情感与电影票房呈正相

关，网络口碑在不经常看电影用户中影响更为明显，
 Ｅｌｉａｓｈｂｅｒｇ

消极情感评论对用户的影响更为持久。 

和 Ｓｈｕｇａｎ 认为，专家评论对影片后期票房和总票房
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但对早期票房并没有显著影
响。 研究同时发现，专家评论的预测作用体现在正


面评论的比例，而对评论数量的作用不显著。 

等影响因素的复杂与多变，按照传统方法进行影视

还有一些因素，如电影热度、撞档影片数量、同

作品的收视及票房预测具有极大的难度。 通过人工

类型影片历史数据、具体影片类型、发行公司、是否

智能的机器智能与认知智能技术帮助制片方对收视

为特效电影、是否在暑期档等特殊档期等，也被纳入

率、票房等市场数据进行预测，可以较为准确地获得

 在实际操作层面，猫眼

收视预测的重要考量依据。 

受众与市场反应数据，制定相对更为精准的营销投

官方版的票房预测功能已能够将用户行为数据与实

放策略，避免票房判断失误，降低投资方与制作方的

时票房数据相结合，辅以用户画像，运用机器学习算

风险损失。

法对电影日票房及票房走势进行智能预测。

１．机器智能的市场预测

机器智能对影视作品市场预测，主要是利用用

２．认知智能的市场预测

认知智能对影视作品的市场预测，主要是通过

户行为大数据与影视 作 品 直 接 数 据 （ 包 括 实 时 票

眼动跟踪和脑电等技术获取受众观影时的神经生理

网络等机器学习算法，构建收视预测模型，判断影视

从知觉刺激、视听语言与镜头运动等层面分析影视

房、发行时间与成本、演员、导演等） ，训练反馈神经


作品的收视率、票房等市场相关指标。 

数据、行为数据，预测票房或者收视状况。 这类研究
 ，依据

内容对观看影视剧时大脑活动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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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的直接神经反馈对具体影视作品进行评价和预

时，个别平台不仅可以利用用户的观看行为采集媒

测。 相比专业人士的主观经验性预测与问卷调查等

介消费行为数据，甚至可以获取用户隐私信息，可能



研究方法，这些方法具有更高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眼动追踪技术通过记录和分析观众的注视点、
注视轨迹、眼跳、瞳孔大小等数据实现对观影期间观

 例如，李思屈和诸葛达

众心理过程的可视化分析。 

导致隐私的泄露。 从产业法规来看，数据收集与获
取过程中带来的隐私保护等新问题，对现有法律规


章制度提出挑战。 

其二，教育与审美功能弱化问题。 智能算法造

维在 ２０１６ 年成功运用眼动追踪技术，采集观众观看

成“ 信息茧房” ，观众会被推荐的影视作品与相关信

时的眼动生理数据，分析预测三部电视剧的收视效

影响并干扰选择，造成影视作品的教育与审美功能

果，结果与实际收视率排行一致。 该研究证明了通

的弱化。 智能预测可精准洞察受众偏好，制作方由

过合理的实验设计，小样本用户眼动数据对预测影

此可实现影视内容精准投放，增加观众的沉浸时长，

《 陆贞传奇》 《 楚汉传奇》 《 赵氏孤儿》 三部影视作品



视剧实际的市场收视排名的可行性与准确性。 

息（ 包括阅读的信息、观看的视频、收到的广告等）

提高观众的忠诚度和留存率。 但信息越精确，代表

脑电技术通过记录和分析大脑神经元的电活

着信息涉及的范围越狭窄，久而久之，受众会将自身

动，通过频谱和脑电成分等指标反映观众观影时的

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 信息茧房” 中。 智能预测能

等的一项探索性研

评估哪些内容更受欢迎，却不能判断其质量。 人性

究通过预告片的神经反馈活动确定作品吸引力以预

天然存在猎奇、审丑、窥私等特点，智能预测算法对

测未来市场表现。 该研究通过结合观看电影预告片

低俗内容的高评分，导致有价值的影视作品被边缘

时的行为自报告和不同观众的脑电神经相似性对电

化，降低了用户的审美水平、文化素养，使更多别有

 例如，Ｂａｒｎｅｔｔ

认知和情感过程。 

影票房进行预测，结果发现，结合了 ＥＥＧ 数据的预
 Ｂｏｋｓｅｍ

测，其准确度得到显著提升。 

与 Ｓｍｉｄｔｓ 的

研究则通过观众观看电影预告片时的 β 与 γ 频段神

用心的内容生产者和广告商为迎合用户、提高流量
 ，造成影视作品的教育

而生产了大量的低俗内容 

与审美功能弱化。

经振荡强度对影视剧市场进行预测，如果震荡强度

其三，算法歧视与算法偏见的问题。 智能预测

超过既定偏好值，则可视为个体和群体对该影片是

是数据、算法与机器共同协作下的产物，但训练数据



偏好的，以此预测该影片的市场反应。 

的偏差、算法创建者自身无法意识的价值偏差以及

还有研究运用多模态技术，融合多种认知神经

创建算法所依赖的底层数据的有限性都会导致算法

ｒｏｕ 等学者同时运用 ＥＥＧ 与眼动追踪两种认知神经

公平难上加难。 由南加州大学、谷歌慈善组织等合

科学方法来对影视剧市场表现进行预测。 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ｏ⁃

 ，机器自动化决策的不透明性使得准确量化

偏见 

科学技术测量观众对预告片的大脑和眼球反应，分
析注意异步性（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 ａ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ｙ） 与认知一致

作研发的机器学习系统发现，在近几年很火爆的好

末的销售业绩进行预测，结果发现相比问卷等传统

视作品进行数据分析时，极有可能因此预测男性演

性（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 ｃｏｎｇｒｕｅｎｃｙ） 两类指标，对电影首映周
测量方法，该预测模型的准确性能够提高 ２３



倍。 

四、智能预测需要关注的问题
人工 智 能 为 影 视 行 业 带 来 了 许 多 积 极 的 影

 ，智能预测的方法解决了很多传统方法解决不

响

莱坞电影中，男性演员的出镜时间几乎是女演员的
 在此基础上，人工智能选角系统在对大量影

两倍。 

员具有更大的竞争力，而在某中性角色的演员选取
时产生性别歧视，从而加重行业竞争的不平等性。
其四，受商业力量控制的问题。 智能预测背后

。 智

存在着人的力量与符合经济社会的商业逻辑 

能预测能够准确描绘受众画像，别有用心的制作方

了的问题，但受人工智能技术本身的影响，人们在使

可能会为了满足盈利需求，根据预测结果对不同受

用智能预测的过程中需要关注以下问题：

众制定差异化价格，例如利用算法预测出某类用户

其一，隐私与信息安全问题。 人工智能获取观

偏好刑侦类影视，进而在刑侦类电影上映时针对该

众偏好进行智能预测，在通过大数据、机器学习等技

特定观众群体抬高票价。 这样的现象发人深省，未

术预测观众偏好时，对于历史数据的获取与学习是

来是否有必要通过一定的法律手段，要求包括文化

必不可缺的。 当受众进行视听平台交易和注册登记

企业在内的商家做出“ 不作恶” 的商业承诺。

１７０

论影视创作中人工智能预测技术的应用

五、结语与思考
人工智能对影视创作市场预测影响巨大。 由机
器智能与认知智能等技术辅助实现智能预测，可以
在制作过程、市场投放阶段提供有效帮助，获得最大
经济效益与观众满意度，能够为制前准备提供判断、
为制作内容提供反馈、为市场投放提供建议，使影视
作品更贴近受众；并为大幅度提高影视制片、发行、
宣传与营销等上下游流程中放映策略制定等的预测
准确率与效率提供依据，减少人力、物力、财力等成
本，更大程度地推动文化传播、提升行业效益。 同
时，智能技术也在迅速地影响和改变影视创作的各
个环节，推动相关理论与行业实践的新发展，并对影
视行业的发展以及相关理论的更新和突破提出了新
的要求。
当然，技术的发展并未取代人的重要性，新技术
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其一，影视制作作为一种
艺术创作是灵活且复杂的，它需要打破思维定式、推
陈出新，而人工智能并不能取代人类非凡的创造力
和想象力。 其二，现阶段人工智能算法门槛高。 机
器学习、大数据技术虽然可承担复杂的程序化工作，
但仍缺乏与人类共情的能力，人类的心理空间和意
识空间存在很多不可计算性。 其三，由于认知智能
技术对于实验设置的要求相对较高，导致生态效度
受到一定的损失。 换言之，技术限制了大规模实时
测量及分析，因此在应用于影视受众研究以对市场
反应进行预测时，针对大规模受众群体的研究仍有
待突破。 其四，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伦理问题也
是未来影视交叉学科需要面临的挑战之一。
人工智能为影视行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和
机遇。 机器智能与认知智能技术正在潜移默化地改
变影视传播整个流程的运作方式，不断提高效率，拓
展边界，用科学的方法在创意制作和宣发推广等环
节帮助制作团队更了解受众，把握技术更迭脉络，同
时使作品更加贴近市场，顺应时代发展潮流。 随着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未来的影视创作无论是理论
还是实践都将产生巨大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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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人工智能与弱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思考》 ，《 科学与社会》 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 钟义信： 《 人工智能：概念 · 方法 · 机遇》 ，《 科学通报》

２０１７ 年第 ２２ 期。 ③参见 Ｈ． Ｓｈｅｖｌｉｎ， Ｋ． Ｖｏｌｄ， Ｍ． Ｃｒｏｓｂｙ， Ｍ． Ｈａｌｉｎａ．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Ｄｅｓｐｉｔ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
ｇｅｎｃｅ，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ａ ｍａｊｏｒ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ＥＭＢＯ ｒｅ⁃

ｐｏｒｔｓ， 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０， Ｎｏ．１０， ｐｐ． ｅ４９１７７；谭铁牛：《 人工智能的历史、
现状和未来》 ，《 智慧中国》 ２０１９ 年第 Ｚ１ 期；曾毅、刘成林、谭铁牛：
《 类脑智 能 研 究 的 回 顾 与 展 望》 ， 《 计 算 机 学 报》 ２０１６ 年 第 １ 期；
Ｗａｙｎｅ Ａ． Ｏ′Ｎｅｉ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ｈｅ Ｄａｒｔｍｏｕｔｈ Ｓｅｍｉｎａｒ．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６９， Ｖｏｌ．３９， Ｎｏ．２， ｐｐ．３５７－ ３６５．④
 参见赵海

城、陈昌业：《 人工智能引发电影创作生产变革新浪潮》 ，《 中国文艺
评论》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１ 期。 ⑤参见刘海波、Ｙｏｕｎｇ Ａｎｎ：《 内容分选
台助力

平

数据驱动：大数据视阈下影视新媒体平台的发展策略———

以 Ｎｅｔｆｌｉｘ 为例》 ，《 电影文学》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５ 期；张文军：《 人工智能与
影视内容制作：现状与未来》 ，《 现代电视技术》２０１９ 年第 ６ 期。 ⑥参
见《２０１９ 年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 ，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

会 官 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ｎｓａ． ｃｎ ／ ｈｏｍｅ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 ｉｄ ／ ６９２．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发布。 ⑦参见张瑶：《 由观众到参与者：新媒体环境下的
电视剧受众特征》 ，《 传媒》 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蒋淑媛：《 粉丝·舆论·
流量———资本驱动下的电视剧生产逻辑研究》 ， 《 北京联合大学学
报》 （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 ⑨参见王娅姝、王宜文：《 认

知主义思潮下的电影研究路径》 ，《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２０２０ 年第 ９
期。 ⑩参见喻国明、王文轩、冯菲等：《 性别对合成语音新闻传播效
果的影响研究———基于行为与 ＥＥＧ 效果测定》 ，《 现代传播》 ２０２０ 年
第 ６ 期。 
参见姜智彬：《 媒介技术演化下广告运作流程的变迁研


究》 ，《 湖北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 
 Ｂｒｉａｎ

Ｋｎｕｔｓｏｎ， Ｓｃｏｔｔ Ｒｉｃｋ， Ｇ． Ｅｌｌｉｏｔｔ Ｗｉｍｍｅｒ， Ｄｒａｚｅｎ Ｐｒｅｌｅｃ， Ｇｅｏｒｇｅ Ｌｏｅｗ⁃

ｅｎｓｔｅｉｎ． Ｎｅｕｒａｌ 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ｓ． Ｎｅｕｒｏｎ， ２００７， Ｖｏｌ． ５３， Ｎｏ． １，
ｐｐ．１４７－１５６．
参见甘慧娟：《 人工智能时代网络剧内容生产的变革


与反思》 ，《 中国编辑》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２ 期。 
 参见 ＳｃｒｉｐｔＢｏｏｋ，Ｓｃｒｉｐｔｂｏｏｋ


网站，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ｃｒｉｐｔｂｏｏｋ． ｉｏ，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参见姜扬、

宋雅琪：《 价值链视角下人工智能对电影产业的影响分析》 ，《 传媒》

２０１９ 年第 ２４ 期。 
参见吴殿义、周艳：《 内容价值管理产品的发展


路径探析》 ，《 现 代 传 播》 ２０２０ 年 第 ９ 期； Ｃｉｎｅｌｙｔｉｃ Ｂｕｉｌｔ ｆｏｒ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Ｆｉｌｍ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ｉｎｅｌｙｔｉｃ 网站，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ｉｎｅｌｙｔｉｃ． ｃｏｍ ／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参见《 〈 雷霆战将〉 开播


青春版军旅剧不能只有偶像

脸》 ， 人 民 网， ｈｔｔｐ： ／ ／ ｍｅｄｉａ．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２０ ／ １１１１ ／ ｃ４０６０６ －
３１９２６２８１．ｈｔｍｌ，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参见 Ｕｒｉ Ｈａｓｓｏｎ， Ｏｈａｄ Ｌａｎｄ⁃


ｅｓｍａｎ，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Ｋｎａｐｐｍｅｙｅｒ， Ｉｇｎａｃｉｏ Ｖａｌｌｉｎｅｓ， Ｎａｖａ Ｒｕｂｉｎ， Ｄａｖｉｄ Ｊ．

Ｈｅｅｇｅｒ． Ｎｅｕｒｏｃ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ｓ： Ｔｈｅ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Ｆｉｌｍ．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２００８，
Ｖｏｌ．２， Ｎｏ． １， ｐｐ． １ － ２６． 
 参 见 数 美 科 技 官 方 网 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ｓｈｕｍｅｉ．ｃｏｍ ／ ．
参见郑坚、周尚波：《 基于神经网络的电影票房预测

建模》 ，《 计算机应用》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 
 参见 Ｒｅｇｇｉｅ Ｐａｎａｌｉｇａｎ， Ａｎ⁃

ｄｒｅａ Ｃｈｅｎ． Ｑｕａ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ｍｏｖｉｅ ｍａｇｉｃ ｗｉｔｈ ｇｏｏｇｌ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Ｇｏｏｇｌｅ Ｗｈｉｔｅｐａ⁃

ｐｅｒ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 Ｕｓｅｒ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２０１３． 
 参 见 Ｍｒｔｏｎ

Ｍｅｓｔｙáｎ， Ｔａｈａ Ｙａｓｓｅｒｉ， Ｊｎｏｓ Ｋｅｒｔéｓｚ． Ｅａｒｌｙ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ｖｉｅ Ｂｏｘ Ｏｆ⁃
ｆｉｃ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ＰｌｏＳ ｏｎｅ， ２０１３， Ｖｏｌ．

①⑧参见杨雅、喻国明：《 受众研究的综合评价范式———基于大数据

８， Ｎｏ．８， ｐ．ｅ７１２２６．
参见周明升、韩冬梅：《 基于社交媒体用户评论


参见尼克：《 人工智能简史》 ，《 科普创作》 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 莫宏伟：

Ｐ． Ｎａｇａｍｍａ， Ｈ． Ｒ． Ｐｒｕｔｈｖｉ， Ｋ． Ｋ． Ｎｉｓｈａ， Ｎ． Ｈ． Ｓｈｗｅｔｈａ． Ａ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时代的认知传播交叉学科视域》 ，《 新闻与写作》 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 ②

和关注度的电影票房预测模型》 ，《 微型机与应用》 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８ 期；

１７１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ｍｏｖｉｅ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ｆｏｒ ｂｏｘ－ｏｆｆｉｃ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Ａｕ⁃

ａｎ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 ＣＶＰＲ′０５）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ｓ． ＩＥＥＥ， ２００５， ｐｐ．７９－

７９； Ｊ． Ｈａｎ， Ｌ． Ｓｕｎ， Ｘ． Ｈｕ， ｅｔ ａ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ｖｉｓｕａｌ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ＩＥＥＥ， ２０１５， ｐｐ．９３３－９３７； 魏明强、黄媛：《 网络评价对电影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ｖｉｄｅｏｓ ｕｓｉｎｇ ｅｙ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ｄａｔａ． Ｎｅｕｒｏ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２０１４，

期； Ｓｕｈａｒｉｙａｎｔｏ， Ａｒｉ Ｆｉｒｍａｎｔｏ， Ｒｉｙａｎａｒｔｏ Ｓａｒｎｏ．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ｖｉｅ Ｓｅｎ⁃

在媒体效果测评中的应用研究———以电视剧收视率预测为例》 ，《 现

票房走势的影响》 ，《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 自然科学版） ２０１７ 年第 ３
ｔｉｍ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ａｎｄ Ｓｃｏｒｅ ｏｎ Ｒｏｔｔｅｎ Ｔｏｍａｔｏｅｓ Ｕｓｉｎｇ ＳｅｎｔｉＷｏｒｄ⁃
ｎｅ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ｍｉｎａｒ ｏ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ＥＥＥ， ２０１８， ｐｐ．２０２－ ２０６．
 参见 Ａｎｄｒｅｉ Ｏｇｈｉｎａ，

Ｍａｔｈｉａｓ Ｂｒｅｕｓｓ， Ｍａｎｏｓ Ｔｓａｇｋｉａｓ， Ｍａａｒｔｅｎ ｄｅ Ｒｉｊｋ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ＩＭＤＢ

Ｍｏｖｉｅ Ｒａｔｉｎｇｓ Ｕｓ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Ｂｅｒｌｉｎ， 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 ２０１２， ｐｐ．５０３ － ５０７； 朱梦娴：
《 口碑与票房： 社会化媒体电影评论的商业价值研究》 ，《 信息资源
管理学报》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 Ｓｕｄｈａｎｓｈｕ Ｋｕｍａｒ， Ｋａｎｊａｒ Ｄｅ， Ｐａｒｔｈａ Ｐｒａ⁃

ｔｉｍ Ｒｏｙ． Ｍｏｖｉｅ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Ｕｓｉｎｇ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ｒｏｍ

Ｖｏｌ．１４５， ｐｐ．１４０－１５３．
参见李思屈、诸葛达维：《 认知神经科学方法

代传播》２０１６ 年第 ９ 期。 
参见 Ｍｅｈｍｅｔ Ｓｉｒａｃ Öｚｅｒｄｅｍ， Ｈａｓａｎ Ｐｏｌａｔ．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ＥＥＧ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ｍｏｖｉｅ ｃｌｉｐ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Ｂｒａｉ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１７， Ｖｏｌ．４， Ｎｏ．４， ｐｐ．２４１ － ２５２． 
 参见

Ｓａｍ Ｂａｒｎｅｔｔ， Ｍｏｒａｎ Ｃｅｒｆ． Ａ ｔｉｃｋｅｔ ｆｏｒ ｙｏｕｒ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ｐｒｅｄｉｃ⁃

ｔｉｎｇ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ｒｅｃａｌｌ ａｎｄ ｓａｌｅｓ ｕｓｉｎｇ ｎｅｕｒａｌ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ｏｆ ｍｏｖｉｅｇｏｅｒ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７， Ｖｏｌ． ４４， Ｎｏ． １， ｐｐ． １６０ － １８１． 
参见

Ｍａａｒｔｅｎ Ａ．Ｓ． Ｂｏｋｓｅｍ， Ａｌｅ Ｓｍｉｄｔｓ． Ｂｒａ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ｍｏｖｉｅ ｔｒａｉｌｅｒｓ ｐｒｅ⁃
ｄｉｃｔ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ｍｏｖ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ｅ ｃｏｍｍｅｒ⁃
ｃｉａｌ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５， Ｖｏｌ． ５２， Ｎｏ． ４， ｐｐ．

Ｍｉｃｒｏｂｌｏｇｇ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４８２－ ４９２． 
 参见 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ｏｒｏｓ 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ｏｒｏｕ，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Ｃ． Ｐａｐａｄｏｐｏｕｌｏｓ，


Ｆｉｌｍ ｃｒｉｔｉｃ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ｒｓ ｏｒ 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１９９７， Ｖｏｌ．

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ｆｏｒ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ｂｏｘ － ｏｆｆｉｃ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ｖｉｅｗｅｒ′ｓ

２０２０， ｐｐ． ９１５ － ９２３． 
 参 见 Ｊｅｈｏｓｈｕａ Ｅｌｉａｓｈｂｅｒｇ， Ｓｔｅｖｅｎ Ｍ． Ｓｈｕｇａｎ．


６１， Ｎｏ．２， ｐｐ．６８－６８； Ｍａｈｅｓｈ Ｊｏｓｈｉ， Ｄｉｐａｎｊａｎ Ｄａｓ， Ｋｅｖｉｎ Ｇｉｍｐｅｌ， Ｎｏ⁃
ａｈ Ａ． Ｓｍｉｔｈ． Ｍｏｖｉｅ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ａｎｄ Ｒｅｖｅｎｕｅｓ： 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ｅｘｔ Ｒｅｇｒｅｓ⁃

ｓｉ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Ｔｈｅ ２０１０ Ａｎｎｕ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ｈａｐ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１０， ｐｐ．２９３－２９６； 彭岚：《 电影票房影响因素分析与展望》 ，《 西南

民族大学学报》 （ 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 
 参见陈邦丽、

徐美萍：《 基于 ＬＡＲＳ－ＳＶＲ 的电影总票房预测模型研究》 ，《 陕西师范

大学学报》 （ 自然科学版） 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韩忠明、原碧鸿、陈炎等：
《 一个有效的基于 ＧＢＲＴ 的早期电影票房预测模型》 ，《 计算机应用
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 
 参见杨歆迪、王宜文：《 近年来神经电影学

发展新探

基于认知神经科学的电影理论创新》 ，《 北京电影学院学

报》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 
 参见诸葛达维、郑宇：《 影视剧科学评价新路

径：认知神经科学方法》 ，《 传媒评论》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 
参见 Ｄｏｎｇｈ⁃


ｅｎｇ Ｌｉ， Ｄ． Ｗｉｎｆｉｅｌｄ， Ｄ． Ｊ． Ｐａｒｋｈｕｒｓｔ． Ｓｔａｒｂｕｒｓｔ： Ａ ｈｙｂｒｉｄ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ｆｏｒ
ｖｉｄｅｏ－ｂａｓｅｄ ｅｙｅ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ｆｅａｔｕｒｅ － ｂａｓｅｄ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 － ｂａｓｅｄ ａｐ⁃

Ｆｏｆｉ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ｉｄｏｕ， Ｍａｒｉａ Ｔｈｅｏｄｏｒｏｕ． Ｙｏｕｒ ｂｒａｉｎ 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ｖｉｅｓ： ａ ｃｏｍ⁃

ｂｒａ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ｍｏｖｉｅ ｔｒａｉｌｅｒｓ．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ｉｎ ｎｅｕｒ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１７，
Ｖｏｌ．１１， ｐ．７２．
参见张文军：《 人工智能与影视内容制作：现状与未

来》 ，《 现代电视技术》２０１９ 第 ６ 期；姜扬、宋雅琪：《 价值链视角下人
工智能对电影产业的影响分析》 ，《 传媒》２０１９ 第 ２４ 期。 
参见吴卫


华：《 大数据背景下影视产业创新 发展》 ， 《 当代传 播》 ２０１５ 年 第 ２
期。 
参见李景平：《 人工智能深度介入文化产业的问题及风险防


范》 ，《 深圳大学学报》 （ 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９ 第 ５ 期。 
 参见 Ｌｅｅ

Ｒａｉｎｉｅ， Ｊａｎｎａ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Ｃｏｄｅ －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Ｐｒｏ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ｌｇｏ⁃

ｒｉｔｈｍ Ａｇｅ． Ｐ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２０１７， ｐ．８７． 
 参见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ｌａｃｋ ｏｆ ｆｅｍａｌｅ ｓｃｒｅｅｎ ｔｉｍｅ ｉｎ ｔｏｐ ｆｉｌｍｓ，Ｎｅｗ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 网站，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ｎｅｗ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２１２３９２６－ｍａｃｈｉｎ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ｒｅｖｅａｌｓ－ｌａｃｋ
－ｏｆ－ｆｅｍａｌｅ－ｓｃｒｅｅｎ－ｔｉｍｅ－ｉｎ－ｔｏｐ－ｆｉｌｍｓ ／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８ 日。 
 参见张


爱军、李圆：《 人工智能时代的算法权力：逻辑、风险及规制》 ，《 河海
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 第 ６ 期。

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２００５ ＩＥＥ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Ｖｉｓｉｏｎ

责任编辑：沐

紫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Ｆｉｌｍ ａｎｄ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Ｚｈｕ Ｌｉ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ｍａｋｅ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ｆｉｌｍ ａｎｄ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ａ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ｇｅ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 ｏｆｆｅｒ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ｓ ｆｏ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ｒａｉｓｅ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ｒａｔ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ｒｉｓｋ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ｕｎ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ｏｗ， ｔｈｅ ｉｎ⁃

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ｘｔｒａｃｔｓ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ｅａ ｏｆ ｄａｔａ ｂｙ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ｔ ｇｅｔｓ ｔｈｅ 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ｉａｌ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ａｌ ｄａｔａ．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ｙ，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ｌｓｏ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ｓａｆｅｔ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ｅｊｕｄｉ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ｏ ａｓ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ｓｏｕ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ｌｍ ａｎｄ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Ｖ ａｎｄ ｆｉｌｍ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ｉｌ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ｎｅｕｒｏ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７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