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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广告模式：大数据时代的逻辑颠覆与概念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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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Ｄ·Ｅ·舒尔茨提出，我们一直以来所认识的广告几乎成为一个无用的困扰性概念。新技术使传统广
告面临消亡，广告不再是广而告之，其基本特征、形成机制和传播模式都发生着本质变化。本研究发现，
基于泛在连
接和大数据算法的沉浸传播，重新定义了广告的产品形态、传播时空、传播过程、用户关系，建构出广告的未来形
态——
—沉浸广告。沉浸广告的本质是一个动态协作共享的智能程序，随时等待被激活，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无固定
形态和内容，同一个广告，可以呈现完全不同的故事。沉浸广告具有“因时而生”和“因人而生”的特点，每个个人又
是他人广告的数据背景，通过体验式消费和泛在分享，改变整体广告的形态和效果。
【关键词】广告；沉浸传播；泛众传播；体验式消费；大数据
无时不在、
无处不在的泛在网络连接，
大数据算法支

人为中心、以连接了所有媒介形态的人类大环境为媒

撑的沉浸技术，
形成了第三媒介时代的沉浸传播特征，
并

介而实现的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传播。它

推动传统广告的产品形态、
传播时空、传播过程、
用户关

是使一个人完全专注的、也完全专注于个人的动态定

系等产生深刻变革。
“无论从外在的全球性角度还是从内

制的传播过程。它所实现的理想传播效果是让人看不

在的定义的角度，
很可能的情况是，
我们一直以来所认识

到、摸不到、觉不到的超越时空的泛在体验。”④沉浸传

的广告几乎成为了一个无用的困扰性概念。”最早提出

播基于泛在网络和大数据，对人类的信息沟通方式、生

整合营销传播的美国西北大学教授 Ｄ·Ｅ·舒尔茨 等，较

产和生活方式带来突破性的质变，也带来广告传播的

早看到了新技术对广告学界和业界带来的挑战。

革命。

①

②

如今的一些环境广告、
用户体验式广告、
ＶＲ 直播广
以及威廉·阿伦斯等所提出的基于数据库的直复营销
告、

90

（一）沉浸技术使信息传播无处不在，虚拟世界与
物理世界的边界消融

③
等，
已开始呈现出沉浸广告的初期形态，
如 ２０１７ 年初在

沉浸广告存在的网络基础，是泛在网的形成，无限

桃花车站，
展现出沉浸广告
电视剧推广中出现的桃花列、

的网络连接点、无处不在的传感器，包括人的内在植入

的一些浅表特征：
无处不在地浸入到人们的生活场景，
带

传感器。当你沉浸在泛在连接中，就具备了接受沉浸广

动用户与信息主动接触，
形成沉浸式的泛众传播。

告的基本条件。

事实上，沉浸广告正在重新定义传统广告的各个

国际电信联盟（ＩＴＵ）在“Ｙ．２００２ 标准提案”中，界定

核心要素，呈现未来广告的全新特征。第三媒介时代的

了泛在网无所不能的功能特征和“无所不在”的覆盖特

广告可以称之为沉浸广告，即基于大数据、具有沉浸传

征。泛在网的实现依赖于三个“无所不在”的实体层的

播特征的信息推广形态及过程，是流动的无时不在、无

互动：网络传输、终端单元和智能运用。约翰·Ｇ·阿波斯

处不在的广告。沉浸广告是由消费者和广告对象共同

托洛普洛斯指出，未来的自然和强效的沉浸环境体验

来定义和形成的广告，是沉浸媒介技术所支持的一切

将由多媒介信号处理、电脑视觉、图像、网络、传感器、

广告形态及其时空的总和。

展示、声音再生产系统、触觉、感知建模和心理物理学
等交织建构而成。⑤

一、沉浸广告产生的技术及社会基础

从广告理论及操作层面上，沉浸传播体现为广告
传播网络、承载广告信息的传感终端、大数据智能算法

“沉浸传播是一种全新的信息传播方式，它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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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时空无限性，并因而重新定义了媒介时空，也重新
定义了广告时空。沉浸媒介技术的发展，如泛在连接、
虚拟现实、网络直播等，已经在改变人们对时空的概
念，广告变得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无所不能。

（三）用户主动参与，
“ 广告自然”打造集体潜意识
梦幻
广告所创造的社会情景，是另一种自然——
—广告
“创造的自然”，广告所打造的“潜意识的集体梦幻”。马

沉浸广告所依赖的沉浸媒介，基于泛在网络的搭

歇尔·麦克卢汉在《神奇的广告业》一文中，提到“广告

也
建而不断成形和丰富。ＡＲ／ＶＲ、人工智能、网络直播，

是社会情景。它们是人语言的延伸；在现代社会里，广

包括人本身，都可以成为广告的形态和载体。如移动直

告是普通人际交往的最广阔的基础。”⑧广告所创造的

播，直播者可随时随地直播，观众可随时随地收看和参

“ 自 然 ”，形 成“ 虚 拟 自 然 ”，也 变 成 虚 拟 时 空 的 一 部

与，突破了时间地点的限制。移动直播与 ＶＲ／ＡＲ 的结

分，共同形成人类总体“潜意识的集体梦幻”，借助沉

合，是技术发展推动广告传播方式的必然走势。

浸技术，创造了又一个时空，客户沉浸的新广告时代

ＹｏｕＴｕｂｅ 率先在移动端力推全景视频广告，让人们通过

正在到来。

手机感知体验式视频广告，广告精彩到使用户忽视了

“广告自然”成为生活自然，共同打造泛众传播式

广告后的视频。三星在 ＹｏｕＴｕｂｅ 推广其 Ｇａｌａｘｙ ＶＲ ３６０

的集体梦幻。２０１７ 年开年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是横

全景视频，其中一条标题为“Ｇｅｔ Ｂａｒｒｅｌｅｄ ｉｎ Ｔａｈｉｔｉ ｗｉｔｈ

跨电视、电脑、手机的霸屏大剧，全网播放量冲破 ２９５

Ｃ．Ｊ． Ｈｏｂｇｏｏｄ ＆ Ｓａｍｓｕｎｇ Ｇｅａｒ ＶＲ ３６０” 的 视 频 ，到

亿。网络平台开播 １０ 个小时播放量即破亿，７ 天破 １０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０ 日已吸引了 １８３１ 万次观看。

亿，巅峰期占据全网播放总量的 ４２．４３％。⑨戏里热闹，戏

⑥

网络 ＶＲ 直播集聚了上亿的用户，因为这与他们的

“ 桃花”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覆盖 １４０ 个北
外更热闹，

生活相融合，并在实质上实现了虚拟世界与物理世界

上广深等城市交通枢纽近 ３０ 万个广告点位，更有新春

时空的融合，模糊了媒介与生活的边界。不过，这还只

、超市架上的“桃花饮”
“桃花地铁专
祈福电子“桃花签”

是时空变化对广告媒介影响的初步呈现。人们借用 ＶＲ

列”
“ 地铁桃花林”等，其背后不仅有优酷联动阿里，剧

眼镜等，在直播中获取沉浸式体验，而技术发展正进一

方剧酷传媒、广告主味全和百草味等的联手，更在于发

步推动人们突破有形的穿戴设备，通过生物性智能技

动用户自发参与，呈现出沉浸广告占据一切时空的初

术，获得时空穿越的无限自由。

级特征。

（二）生活空间的沉浸资讯模式，正在成为主流传
播形态

沉浸广告究其实质，主要体现为组织（如品牌方）
与公众之间的关系， 培育这样的良性关系，需要将公众

无处不在的网络已经在改变广告投放及传播的习

的深度互动作为工具。⑩所谓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指的是公众与

惯，传统的主动资讯模式被碎片化解构，生活空间的沉

輯
輥
，訛
达至身
内容的密切接触、深度融合，从“兴趣的沉浸”

浸资讯模式正成为主流传播形态。

体及心理的沉浸。

ＣＴＲ 媒介智讯数据显示，２０１６ 年中国传统五大媒

如同双刃剑，
泛在虚拟空间，商业话语的入侵，较之

体广告花费下降 ６．０％，其中电视广告花费同比下降

阿芒·马特拉提出公共空间殖民化时也更胜一筹。网络

３．７％。相反，新媒体广告增幅稳定，２０１６ 年电梯电视广

直播空间，
就是其中一例。根据中国《互联网广告监督管

告增幅 ２２．４％，电梯海报广告增幅 ２４．１％，影院视频广

理暂行办法》，广告代言人受委托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为

告增幅 ４４．８％，在移动互联网的推动下，互联网广告增

商品或服务进行推荐和证明，则可以视为广告的发布

长 １８．５％。 数据反映出一个趋势，即广告传播格局和模

輰
輥
者。訛
网络直播主播因此可以被视为广告的发布者，
很多

式正在转型，越来越多的广告离开传统媒介，以电梯媒

直播也确实将广告与一般信息内容混为一体。据界面平

介、影院媒介、移动互联网、穿戴式植入、增强现实的形

台的数据，
２０１６ 年“电商 ＋ 直播”收入占中国网红产业

式和路径，以无所不包的形态嵌入和渗透人们的生存

总收入的 ８６．４％。斗鱼直播平台创始人张文明表示，斗

空间。

鱼的收入构成占比最大的是用户付费充值，也就是粉丝

⑦

沉浸时空是一个没有边界的创造时空，在人的创

“打赏”
。通过点赞、
打赏、
弹幕，将广告性质的信息推到

造性活动中无限延展。信息社会的经营离不开资源的

前台首页头条，以及“花椒用户 １ 分钟内送百万礼物”

生产、分配、再生产、再分配，以达到社会信息资源的平

等事件，
都是商业话语入侵公共空间的典型案例。

衡和充分利用，沉浸时空的信息以大数据的方式存在，
随时等待被调用运行。不同于传统社会，沉浸的媒介化
社会，资源是隐形的、流动的；相对应的，沉浸广告是一
种隐形流动的生产和沉浸式消费。广告的主体与对
象，是连接在一起、无时无处不在进行泛在网络社交

二、
沉浸广告：重新定义广告的时空、
形态和用户
（一）重新定义广告的空间：虚拟空间随心所动，无
限无界无形

的人们。沉浸式的广而告之是信息在瞬间的分享，启动

沉浸广告没有固定空间，其呈现空间可以随意形

这个广告的每一个时空点，正是所有信息的一个个聚

成——
—跟随消费者的心意所动，图像文字就地呈现，一

合节点。

切空间都是沉浸广告的空间。沉浸广告的空间是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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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也是无界的。沉浸传播将传播的空间变为整个人类

活这个程序时，广告就开始自动搜集最新信息，至少包

生存空间，从而对“环境”进行了重新定义，将媒介环境

括两方面：产品信息和消费者个人信息，并通过大数据

扩大到人类生存环境的全部，虚拟与现实之间的边界

算法，形成新的结果组合，迅速呈现在消费者眼前。组

完全消失。

成新结合的信息，都是在被激活那一瞬所抓取的最新

占据一切空间的诉求使沉浸广告具有环境广告的
特征。与环境融合的 ３Ｄ 艺术广告、公交地铁车厢广告、

个人在不同时间看的结果，很有可能是不同的，因为世

大型户外广告牌、无处不在的互动 ＬＥＤ 屏、楼宇广告、

界和人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

ＡＲ 增强现实营造的场景空间，还有由遍布环境的监控

由于大数据沉浸技术的支持，无处不在的传感器

摄像头组成的 ２４ 小时智能监控系统，共同在打造人类

和连接，使人们可以在广告中无限穿越时间，从今及

生存空间的“立体幻像”。

古，从古及今，消费者对产品的体验更无拘无束。如同

由于无处不在的传感器超越了一切界线，连接无
限时空，沉浸广告因而无处不在。不限于电梯、地铁这

玩 Ｐｏｋｅｍｏｎ Ｇｏ， 在时空中穿越到达的每个点，都是一
个个激活的瞬间。

样封闭的空间，也不限于所有可视的物理开放空间，到

消费者激活的那一瞬，这个虚拟广告时间就存在

处都可以是广告。从北京飞纽约，机场廊子有广告，飞

了。这也决定了沉浸广告的本质特征：因时而生，时时

机座椅后背有广告，时代广场的大屏幕正在展示中国

不同。如今人们一边观看一边遗忘，对广告生出越来越

形象；打开手机扫一扫，北京街头天降红包雨，你接收

强大的免疫力，不能指望人们会记住广告，并指导未来

这个广告的空间在哪里？是物理的纽约街头？还是虚拟

的消费。广告最好是在需要时随时出现，随时生效。如

的空间？这两个空间似乎已经彼此穿越了。乔丹体育商

何随时启动？眼动仪早已被用于广告效果研究，未来类

标案中，乔丹体育先下手为强，打擦边球，抢注商标，在

似却更先进的设备会被用于广告的启动，消费者眼睛

传统的中国国内传播的封闭时空下，似乎是安全的，抢

看到哪里，会泄露其内心的渴求，相应的产品内容就会

获了短期利益。但从沉浸传播的无界时空看，是不可行

应此眼动而开启。

的，因为不管是“乔丹”还是“Ｊｏｒｄａｎ”，都将具有唯一专
属性，长远而言，得不偿失且不可行，所有资金、时间、
人力的投入很可能只是在虚拟时空打了一个水漂。
沉浸广告的空间是无形的。如今，主流人群的媒介

（三）重新定义广告的形态：一个程序无数化身，包
括人本身
沉浸广告是一个等待被激活的大数据算法智能程
序，内蕴无限可能性。你激活的是你的化身及相关的一

时空大多被微信、微博、新闻 Ａｐｐ、直播视频等所占据，

切，因为广告要求你必须参与进去。同一个广告，面对

不过这些碎片化媒介信息超载，传播效果严重粉尘化。

每个人却形成不同的化身，产生不同的体验。

如虚拟现实技术与广告的结合，广告所打造的“虚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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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所以每个人所看的结果，都是独一无二的；同一

沉浸广告无处不在，实际上，即是广告以空间的形

自然”与生活空间相融合，也成为虚拟现实的一部分。

态，也即环境的形态存在着，广告与环境互为沉浸。沉

广告创造的空间也是我们世界的一部分。

浸传播将媒介的概念，扩展到所有的环境、环境中的一

生存空间信息只会越来越多，无处不在带有传感

切，包括人本身都是媒介的一部分。人类社会随处都有

器的广告体，还在随时随地收集与传播信息，也在随时

的摄像头，随时在录像和记录，成为沉浸媒介的一个形

随地制造和分析信息，将数据与智能大脑交换，以提升

态，很多新闻都是从公共监控器摄像头来形成。还有环

广告的精准度。

境中无处不在的传感器、越来越多的穿戴设备都在随

（二）重新定义广告的时间：虚拟时间等你激活，永
远即时

时随地接受和传送信息。沉浸媒介是包容一切的，
打破
了传统对于媒介的概念，也打破了人和环境之间的概

沉浸广告是无时不在的广告，且无时不在即时传

念，因为环境本身就是媒介，媒介就是环境。

送中，广告可以发生在任何瞬间，虚拟时间是主观性时

正因此，沉浸广告让我们重新理解广告的形态：一

间，是一种等待激活的时间。由于沉浸传播技术和大数

个动态的无限变化过程，可任意变幻，可化身为任何事

据的支持，沉浸广告可以保持永远的即时性，你点击或

物，可被任何事物承载和传播，包括人。

目光扫过它时，它已经是在瞬间更新过的最新信息，因
为你消费广告就是激活和启动了这个更新程度。
如今，应对碎片化粉尘化的传播环境，广告将移动
化和被动化作为核心，消费者每天至少 ４－ ５ 个小时在

“《经济学人》写道，在未来‘所有东西都会变成传
感器，而人类则是最好的那个。任何东西、
任何人，无论
是机器、装置、日常用品，特别是人类，都会变成传感
訛
輱
輥
器，收集与传递真实世界中的信息。’”

看手机，所以必须“移动化”
，让广告随时在手、在眼。不

泛在的沉浸时代，是安静技术的时代，一切都是传

过，光是形式上的移动跟随还不够，还得实现内容上的

感器，特别是带着传感器的人类，都在传递信息。天降

随心所欲。

红包雨，红包是电子的，钱也是电子的，但同时也是真

未来看广告就是激活一个智能程序。广告人并不
是在制作广告，而是在制作一个智能程序，当消费者激

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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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与技术形态为一体。所有泛在网络媒介的工

沉浸广告是个动态过程，是沉浸广告的主体所进

具特性，均可称为“技术”。ＶＲ（虚拟现实）让你沉浸在广

行的一切活动的总和。其中的主体，不仅包括了传统广

告打造的想象世界；ＡＲ（增强现实）技术让物理世界与

告主、主动投放广告的媒介，更有自发进行和参与广告

虚拟广告自然融合；智能移动终端 ＋ 大数据算法，内容

。特别是广
的自媒介、用户、消费者，是一种“泛众传播”

由算法定制生成，让你时时处处接受到定制广告的视

大的消费者也在主动与被动地分享自己的消费体验，

频直播。

这些数据，会通过云端的大数据分析后，即时更新到广

广告与内容的边界已经打破。一切皆媒介，一切内
容也都是信息的形态，广告与内容已没有本质的区别，

告程序所连接的数据库中，等待再次被激活。
正是这样一个动态共享过程，沉浸时代的广告传

特别是如今企业成为内容的制作者，将自己变成自媒

播，才能实现以人为中心的泛众传播。泛众既不是单个

体，企业所打造的原生广告，兼具广告与内容的双重属

的人，也不是简单的分众，它是集中于每个个人，同时

性，如星巴克、耐克等近年打造的系列社交化视频，完

又面对全体的传播。它的媒介形态连接了所有人类的大

全没有广告植入，也不为推销某个产品，可以看作纯粹

无处不在、
无所不能的传播。
环境，
实现一种无时不在、

的社会纪录片、动画片或小故事片，这些企业只是把自

广告制作与传播过程中，
“泛众”的主体和受众有

Ｔｗｉｔｔｅｒ、
己的品牌理念融入内容中，投入在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时合二为一，是一种人群内的传播，也即是在想象的共

Ｉｎｓｔａｇｒａｍ 等社交平台和 ＹｏｕＴｕｂｅ 等在线视频网站，试

再创作者，
也是传播者、
同体内的传播。泛众是制作者、

图获得广大消费者的心理认同，产生情感共鸣。
广告还会披上娱乐的外衣，藏在新闻娱乐中。植入

再传播者。泛众围绕产品形成新的共同体。这个新的想
象的共同体中，有合作，有个性，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独

广告没有过时，只是植入的方式和地方不同了，不只是

立的存在，可以成为集合了所有人信息的动态思考者，

在饮料等产品包装、影视中、游戏中，而是会出现在所

同时基于个人自己的信息基础，而不像乌合之众所形

有娱乐生活中。广告还会以新闻或信息的形式出现，如

“一个群体中的个人，不过是众多沙粒的一个，可
容的，

以虚拟现实网络直播的信息形态出现，占据了人们的

輳
輥
一个在自己个人信息定
以被风吹到无论什么地方。”訛

生活时空，形成类似神话的流行符号。

位基础上的人，比一个随风可吹动的沙粒，多了坚实而

广告还以“人”的形态出现，需要人的参与，借助虚

独立的根基。

拟现实技术实现内容互动和信息传播。虚拟现实的广

如今有些广告开始借用新技术，如 ＹｏｕＴｕｂｅ 上越

告不再是个固定的形态，不同的消费者看到和体验到

“在时间线上突破了传统视频
来越多的全景视频广告，

的同一个广告实际不尽相同，因为这个广告的传播过

的播放概念，还在镜头的表达上实现了全向自由，用户

程是需要消费者直接进入广告中，成为广告的一部分，

的视角再也不是被一个个蒙太奇镜头强制安排，第一

与广告内容进行深度互动。

次可以用类似游戏高度参与性的方式去获取个性化的

相对于以往事先制作好再播放的广告，虚拟现实

輴
輥
获得传统视频所无法提供的剧情体验，通过主
视角，”訛

的广告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消费者不是接受者，而是参

动参与产生全新的用户体验，进而形成用户与媒介的

与者。广告不是要你接受一个既定内容，而是邀你参与

新关系。技术总在发展，但方向只有一个，广告只会让

一个过程，与广告的设定场景、内容进行深度互动。沉

人越来越沉浸。

浸广告就像一部 ＡＲ 电影，邀请用户选择自己扮演的角

沉浸广告不只是一个静态的图或一段视频，而是

色，走进虚拟故事中，随着自我开发的情境，进入忘我

一个动态的过程，以人们的共创共享来形成广告的流

沉浸的状态。

动性。舒尔茨和马丁提出“广告运动”的概念，即指广告

（四）重新定义广告的用户：下达指令的是泛众，不
是乌合之众

各个阶段的整合，是广告主为了达到预设目的所进行
輵
輥
的一切战略战术活动。訛
而沉浸广告的这一切活动，是

“第三媒介时代是指以泛在网络为物理基础的、以

要达到泛众传播的以人为中心的目的。而这个过程中，

沉浸传播为特征的泛众传播时代。” 泛众传播是在以

泛众更多的是主动跟着过程变动，也能动地引导这个

全体传播为基础之上的、以每个个人为中心的传播。沉

变动过程。

訛
輲
輥

浸广告是一个基于协同共享原则的、为每个个人服务
的动态信息传播过程。这也是泛众传播的特征，即对整
个广告市场而言，每个个人又都是别人广告的背景。每
个人的广告体验形成别人广告的数据基础，整个广告
过程在动态中形成协同创作，共同分享。
广告消费者通过主动参与，创造广告的新内容，制
造更多想象的时空。广告的用户是具有指令权的人，手
中握有权力，不再是乌合之众，而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泛众”。

三、
共创共享，激活生效——
—沉浸广告的
基本特征
在沉浸广告中，内容与形式、内容与渠道、内容与
用户、用户与用户之间不再是简单的物理组合，而是产
生化学甚至生物机体般的融合，变得完全不可分割且
相互依存。
沉浸广告的生产，似生产而非生产。
“生产”在有意
无意间，却随时都在发生。广告不再积极主动地追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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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似无为而治，其实是守株待兔。消费者的娱乐活

据了解你胜过你对自己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才能向你

动，也产生广告“生产”。沉浸广告是内容传播者与被传

推荐最适合你的东西。

播者的协作生产。这就是沉浸广告的隐形生产模式，看
似无情也动人。

者来启动这个程序，一旦启动，算法就开始收集和更新

移动直播是沉浸广告的一个特征，即随时激活性，

消费者个人数据，消费者的个人信息满足什么样的推

永远是即时发生，永远集成的是最新数据和资讯，所有

荐方向，这个广告程序就会指向那个方向，并获取最新

内容都在直播中形成，也因直播而存在。

讯息。

一个生动的直播是由直播者和观看者共同发生作

这一切的实现，只需要一个接口，以对接上广告程

用来形成的，这也正是沉浸广告的第二个特征，即共生

序和消费者的个人信息。而要准确、完美地实现，必须

依存性，广告与消费者共生共存，没有特定的消费者就

实现信息的即时传送。前面已经提到沉浸广告的本质

没有每一个特定的广告。而每一个沉浸广告都是特定

特征：因时而生，时时不同。程序激活的时刻，
才是信息

—由大数据算法进行的专属定制。
的——

真正完整生成的时刻。

在未来，沉浸广告将如同一个协同共享的智能程

也正因此，
“企业即媒介”的时代来了，越来越多的

序，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无固定形态和内容，是一个基

国际性大公司在自制原创媒介内容，这些内容不在于

于协同共享原则的、为每个个人服务的动态信息传播

卖某个特定产品，而是要拉近与消费者的心理距离，共

过程。沉浸广告不是广而告之，而是每个人的个人体

同组成一个泛在连接的社交网络。如 ２０１６ 年美国大选

验，通过每个个人的体验和分享，汇成整体广告的效

期间，星巴克推出系列纪录片《升级者》，讲述平凡人的

果。沉浸广告是动态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导向不同的

不平凡事，他们如何以点滴努力来共同建造更好的社

故事呈现。

輷
輥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星巴克推出《比格犬的爱》情人节动
区。訛

对单个人来说，沉浸广告不再是制作成形的广告，

画；可口可乐在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宣布成立北美社交中心，

而是一个等待被激活、即时生成的智能程序。其生成的

即实时新闻编辑与传播中心。耐克精心打造了《大宅女

广告必须至少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广告接受者 （激活

ｖｓ 健身狂》 原创剧系列，除了放在其官网平台 Ｎｉｋｅ．

者）的信息，与广告内容的最新信息。通过大数据程序

輮
輦
耐克
ｃｏｍ／ｎｉｋｅｗｏｍｅｎ，２０１６ 年 ４ 月也在 ＹｏｕＴｕｂｅ 上线。訛

计算，二者在被激活的同一瞬间汇合，从而形成一个广

希望通过剧情构建起健身爱好者的社区，潜移默化地

告形态。

传播品牌理念，将隐藏的广告程序与消费者直接对接

因此，所有的沉浸广告，只有被激活了才存在。无
处不在的连接、大数据库、云计算、虚拟现实技术、人工
智能，使即时的协作分享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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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推荐隐含在一个内嵌算法程序中，由消费

上，等待消费者日后不断点击开启程序。
（二）隐形的生产：广告是集结号，粉丝也是产消者
广告将权利转给消费者，由消费者吹响集结号，来

未来会实现广告的自动化。随着人工智能和数据网

主动参与生产和进行消费。广告生产和发布方，甚至不

络的发展，将来沉浸广告的生成和传播，只需要机器与

再直接生产一个完整的画面或视频，而是要求消费者

机器的交流，代表你的机器，与代表商家的机器直接对

加入你的信息，定制自己的广告。一个品牌的粉丝是这

话，
你不但没有主动参与，
而且可能根本毫不知情。

个品牌最好的广告产消者。

（一）即时激活性：广告是程序，执行了才完整

所谓产消者，指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在粉丝经

沉浸广告将不再是直接的宣导，而是打造一个可

济社会，粉丝是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的用户群体。沉

移动小程序，这个程序是基于我对你理解而形成的算

浸广告基于泛在网络的产消合一模式，也就是消费者

法。广告等于给你一个指令的权利，你用这个指令激活

即生产者模式。

广告程序。

广告追求粉丝经济效益，追求用户黏度，沉浸社交

被消费者激活的广告程序，还握有其它指令权，这

媒介让这一切变得简单。所谓粉丝经济，
是以一种关注

些指令也有不是发给计算机，而是发给消费者的，当然

与被关注的规则把粉丝积聚起来并产生盈利的经济模

未来会变成发给消费者这个计算机，因为人本身也作

式。粉丝经济是一种由精神需求引发的经济类型，
沉浸

为具有计算功能的电子媒介。当消费者根据指令执行

广告中的粉丝经济，表现为一种泛众经济，利用泛在网

了，这个广告就生效了。

络上的每个人对品牌的信仰，获得传播效果与经济效

正因此，广告对用户的需求分析，建立在泛在数据

广告公司的专属，
益。沉浸时代，做广告也不再是企业、

算法的基础上。业界已在进行类似的尝试，从“母爱算

人人都在主动和被动地进行广告制作与分享。２０１６ 年

法”切换到“父爱算法”，从“你要什么，我有”，变成“你

中国城市主流人群引领消费升级和品牌升级，唯有优

不用懂，听我的”
，形成服务升级。 所谓“母爱算法”是

质品牌才能获得消费者的溢价购买。重视商品品质和

訛
輶
輥

“父爱算法”则是我告诉你最好
用户要什么就给什么，

个性的高端人群、勇于尝试新事物的网络新经济人群、

的东西，提供你我认为最好的服务。父爱算法必须由大

乐于分享属性的意见领袖和口碑冠军，这三类人群构

数据来支撑，否则就是毫无根据地强加于人。泛在大数

成了中国新消费市场的风向标人群。ＣＴＲ 中国城市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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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调查（ＣＮＲＳ）数据显示，这群核心风向标人群的媒体
接触习惯，与互联网、电梯媒介覆盖的年龄 ２０－ ４５ 岁、

四、
沉浸广告的体验式消费：
你来了，
我才绽放

月入 ５０００ 元以上的都市主流人群具有高度一致性，风
向标人群的电梯媒体周接触高达 ８１．２％，互联网周接触
率高达 ９２％。

消费者对沉浸广告的消费也是隐形的，在体验中
沉浸，
在沉浸中消费。沉浸广告消费者具有多变性和选

从对用户专属定制的角度看，沉浸广告的内容极

择多重性，原因在于沉浸广告不是语义清晰的广告，没

尽精细、连贯始终；从广告生成与发生作用的过程看，

有固定形态，内容不是唯一性。唯一确定的是，它只是

沉浸广告是流动的、动态的；从时空看，沉浸广告是可

想争得你的关注，获得你做决定的机会。

以穿越的，时间、空间都具有无限性，根据每个地点、每
个人来生成，可以在虚拟时空和物理时空的任何点上，

（一）广告因人而生，因人而异
沉浸广告的制作，就如同先打造好一个城堡，吸引
消费者来叫门。这个城堡可以随时随地出现在消费者

形成广告的引爆。
（三）共创共享：
泛众推销，
人人握有信息权和话语权

眼前。泛在网络将权利还给民众，当然，沉浸广告也巧

沉浸广告，你激活我，你体验我，你选择我，你传播

妙地将其指令式的推广隐藏在预计的程序中，只是这

我。分享体验，
才是体验的价值所在。谁在推销？泛众。

一切是建构在你的信息基础上，建立在由你自我启动

广告消费者共享体验，如此口口相传，仿佛重回口语文

的机制中。

明。沉浸广告利用媒介的社交功能圈粉，成为实现“粉

沉浸传播技术消除了传统广告缺乏直观感受的缺

丝经济”的必然途径。粉丝自我集结，共同吹号，形成口

憾，如虚拟现实广告中，为用户打造了一个以真实还原

碑营销，粉丝作为忠诚的消费者与直接的需求者，产生

的虚拟情境，用户能够进入这虚拟情境中使用和感知

经济效益与社会价值。粉丝生产的是产品信息、产品信

新产品，直观体验到产品所带来的身体体验或心灵震

誉、产品形象、
产品品牌。在粉丝群内和群外传播。粉丝

撼，从而激发想要拥有的欲望。

不仅是忠实的产消者更是最好的广告，通过将自己对
广告的体验展现出来，品牌的口碑就这样建立了。

消费者参与了才能激活商业广告或公益宣传的内
容。每次你点击或扫一扫，这些动作都可被一一记录下

选择权重回到大众，泛众通过众筹、打赏把权力还

来，形成关于你的一个动态数字档案。泛在大数据随时

给大众，也将信息还给了大众。
“社会化网络时代，圈子

追踪记录消费者消费行为和喜好，通过计算分析进而

的形成使得信息不只是在粉丝内部传播，而是在多个

生产消费者喜欢的产品和广告形态，实现个性化定制

圈子交织的人际网络中不断地进行裂变式传播。网络

的广告营销。沉浸广告正因此成为因你而生，专属定

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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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中信息的分布和流动不再是线性的，而是网状的。”

制，当你启动这个广告程序时，符合你想象的产品就展

构在泛在网络之上的泛众传播也呈现出网状模式，而

示在你眼前，等待你走近或走进。

且每个人都可以形成一个网络交叉点，也即一个新信

（二）广告因时而生，时时不同

息网络的中心点，如此不断扩散，形成处处是中心、无

消费者启动的那一瞬，广告才开始生成。时间是一
切的核心。所有的信息都在时间启动的那一刻抓取、重

处是边缘的沉浸广告传播。
这一切，预设在一个等待激活的程序中，由泛众一

成。所以，设立时间是一个广告形成的首先要素。每次

起来激活。激活的方式有很多种，众筹是其中一种，一

都是一次重启。时间也可以不断地重新开始，所有每一

个共同选择和社会性投票机制。现代众筹即互联网众

次播放的广告都是程序的再启动，每次版本的广告都

筹，创业者、艺术家或个人在网络上展示创业设想或创

不同，都是新的时间点的产物。

意，通过“团购 ＋ 预订”的形式来向网友集资。互联网

可以说，广告消费者的体验是由消费者自己决定

众筹正是利用互联网社交化传播，将创意进行广而告

的，虚拟时间，由你自己设定，可以随心穿越。如今，我

之，网友则以资金形式来对创意进行的投票。这样的广

们将广告植入到历史上，形成新的“历史自然”。为什

告直接与经济效益挂钩。虚拟现实头盔 Ａｎｔｖｒ Ｋｉｔ ２０１４

么如今有这么多穿越作品，正是互联网络连接产生的

年 ５ 月在全球最大众筹平台 Ｋｉｃｋｓｔａｒｔｅｒ 上开始众筹，４０

“想象自然”，符合人们的思维和心理需求。生活中人

天内获得该网站 ６８１ 人支持，筹资 ２６ 万美元，创中国

们的大脑常常穿越，不只是累了忙了，因而记不清楚

众筹新高，支持者来自美国、德国、俄罗斯、日本、韩国、

繁忙生活中的大量信息，表面上看是思维短路，其实

中国等世界各地。 从网络众筹起步后，蚁视 ＶＲ／ＡＲ 系

是我们的思维模式发生了变化，大脑增加了很多连接

列在其后几年不断在现实落地。

和回路，易于从一个点跳到另一个点，就像从一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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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的本质是把最大的优惠给予社会大众，消

页 点 击 跳 到 另 一 个 网 页 ， 从 一 个 Ａｐｐ 跳 到 另 一 个

解传统权力，让大众掌握了话语权和影响力。当然，握

Ａｐｐ。科学家的研究已初步认为，长期接触电子媒介

有这种话语的也可能是智能人。
“诸如潜在消费者识别

对人的大脑运行产生影响，甚而在生理结构上发生

领域，未来会开发出可评估不同类型受众的机器人，这

变化。

些机器人甚至可以产出创意内容并分发给受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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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已成为不能忽视的存在，它穿越是一种沉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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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状态，未来借助科技，可实现自由的“时空旅行”。不

作丹·Ｅ·舒尔茨． 童淑婷和邱宝逸合译的 《广告的未来及其可能

行宇宙，或是穿越到一个架空的时代等。

性》，译作唐·Ｅ·舒尔茨。为减少因翻译不同造成的混乱，本文结合

（三）广告与人相依相生，
用户体验成就广告的生命
沉浸广告不能独立存在，它的存在，依赖于用户的
体验。没有用户的参与，就没有完整意义上的广告。所
以沉浸广告的存在，必须是实现了个人与广告的互动
与沉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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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用户选择自己喜欢的房型，进入其中，通过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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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触觉，感受房间的装修风格、毛巾的柔软度等。沉浸

ｔｉｏｎ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 ２６， ２０１４， ｐｐ． ４１７－ ４３５．

度深一些的旅游景点广告，需要用户判断观光路径，展
开分析，以完成广告的故事情节。
这样的参与过程中，用户以具体行动带着五官感
知，是感性和理性的双重参与。由于 ＡＲ 广告运用了虚
拟现实技术，用户在实际的物理情境中感受广告的文
字引导，并不觉得广告是游离于物理环境，反而让自身
陷于广告自然中，沉浸于广告故事而不觉。
沉浸广告的参与，有时也是被动不自觉的，因为整
个环境都是广告的所在，眼前所见、耳中所听、鼻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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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文翻译版本较多，如刘毅志所译的《广告运动策略新论》中，译

仅回到过去，也可穿越到未来，或穿越到平行空间、平

闻，都有可能被安进了广告元素，用户在不知不觉中进
入广告情境，被动闻到了一款香水的味道，在离开情境
时，忽然看到一句话飘在眼前：
“你喜欢这个香味吗？”
广告已然落幕，用户这才恍然清醒。
不管技术如何发展，沉浸广告只会向着更为隐形、
更人性化的方式演进。沉浸广告因时而生、因人而生，
作为一个含苞的智能程序，等你（或代表你的机器人）
激活，为你绽放。沉浸广告在大数据之下，对广告进行
了逻辑颠覆和概念重构，作为一个个结点的个人，通过
激活智能程序，改变泛在网络的生态，新形成的信息会
再次即时回馈到网络上的所有节点上，如此循环不断
地推动一个广告的动态性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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