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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

      ——习近平

 FusionMedia

2014年“媒体融合元年

媒体融合已经上升到中央政府决策战略



 FusionMedia

在此大背景下，高校新闻宣传工作也迎来了转型的关键时期，校园媒体格局正发生着巨大变化

“媒体融合”已成为摆在高校新闻舆论工作者面前的首要任务。



FUTURE 
MISSIONS

媒体融合就是为了让中国高校更好的走向世界

弘扬中国文化，为中国高校发声

讲好中国校园故事，架起与世界高校交融和对话的桥梁

”双一流“高校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应更强

应该冲在前面，起带头示范作用

Culture And Brand
文化的输出 

文化和品牌也高校软实力的最佳体现



Step Two
互联网时代

Step Four
融媒体时代

Step Three
新媒体时代

Step One
传统媒体时代 陆续开通了校园官网、新

闻网、网站群、电子校报、

电子刊物等。

微信、微博，小程序、客

户端已经成为新闻事件的

重要传播渠道。

传统媒体阵地收缩，转向移动

优先策略，倡导资源共融、内

容兼容，媒体互融。

校园三大主流媒体（校报、广

播、电视台）占主导地位

 FusionMedia

校园媒体经历的发展历程



组织机构的融合，是实现高校媒体融合的重要保障 FusionMedia

早期，各媒体之间独立运作，都有自己的采编队伍

不同时期，各媒体主管部门的工作职能也发生着变革

目前的情况，高校普遍成立了新闻中心，各类媒体实现了统一管理

未来发展，新闻中心到融媒体中心过度转型，实现统一决策，融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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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融媒体中心的成立

标志着媒体融合

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具有重大意义



什么是
融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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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

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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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共享

内容兼容

智能营销

内容+服务

媒体资源库

人力\物力资源

打通数据库

大数据智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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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体”是个理念， 是一个具有专业性和技术性的系统
工程。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媒体。“融媒体”充分利用媒介
载体和技术平台，把广播、电视、报纸、网站、新媒体等既
有共同点，又存在互补性的不同媒体，在人力、内容、宣传、
资源、服务等方面进行全面整合，实现“资源通融、内容兼
融、宣传互融、利益共融”一种运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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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中央厨房”已成为媒体融合的“标配”

n 被称为媒体融合的“样板间”

n 是报社推进媒体融合发展的核心平台



多部门协同决策 全媒体内容采集 多平台集成编辑 多渠道灵活发布 多维度分析统计

“中央厨房”完善的新闻加工体系

 FusionMedia 中央厨房是报社“策、采、编、发”的大脑和神经中枢



策、采 是社会媒体的核心引擎，

一篇好的选题，一次精彩的策划都

是吸引受众的第一步 然而策、采却是高校的弱项。由于体

制和专业化因素，高校大部分工作是确保编
辑效率高、发布不出错

中央厨房更适合报业集团

高校所关注的工作重心不太一样

 FusionMedia 中央厨房适不适合高校，值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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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园媒体

1. 覆盖人群更广

2. 需要考虑盈利模式和商业价值

3. 有专业记者和新闻制作团队

4. 新闻加工流水化，质量有保障

1. 内容上，学术氛围更浓

2. 目标人群多为高知识分子

3. 不涉及市场化运作，不以盈利为目的

4. 信息来源以校园为主，渠道相对单一

5. 既要满足宣传，又要服务于教育教学

社会媒体

校园媒体与社会媒体有何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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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现成的模板
没有成熟指导体系

获取新闻的途径单一，内容
覆盖面窄，报道层次不深

缺乏专业的平台和技术支撑
新闻加工流程并未进行融合
基本上还处在产品融合阶段

采编队伍专业化程度不高
人才储备严重不足
缺乏全能型采编人员

缺乏制度保障，管理不规范

资源优势不能更好的整合

现阶段高校媒体融合存在的不足

理念 内容

平台流程

管理 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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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媒体与社会媒体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如果照搬“中央厨

房”模式做高校的媒体融合，体制上和操作上存在局限性，会

对现有的人员结构和管理机制产生影响。老师们需要转换工作

角色、重组工作流程、改变新闻加工模式，需要花更多的时间

去适应新的挑战。 机遇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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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积极和社会媒体进行交流学习，深入探讨高校媒体融合落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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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融合
典型应用场景

 FusionMedia

融合网站：以新闻网为基础，
融合校报、广播、电视、微
信、微博等。

融合新媒体：微信、微
博、头条、抖音、百家
号、豆瓣、简书

数字化演播厅融合模式

融合优质课程资源：公开
课、名师课、精品课、获
奖课

视频网站
融合模式

数据可视化大屏 融媒体资源共享库

图片系统
融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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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报

电视台

 FusionMedia



 校广播手机端

校广播

 FusionMedia



 FusionMedia

北京师范大学



 FusionMedia

北
京
理
工
大
学



北京师范大学北大医学部

 FusionMedia 打造专属视频网站

北京大学



北京舞蹈学院
北京理工大学

 FusionMedia 图片是高校宝贵的数字资产



麻省理工学院  社交媒体融合平台

 FusionMedia



 FusionMedia

哈佛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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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融合新媒体+数字大屏形式

可通过数字大屏展示微博直播、微信推

送、头条\抖音推荐，新闻网汇聚、视

频播放等全方位传播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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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贵州省高校成立的首家融媒体中心，

n 数字化演播厅配备3机位10讯道高清摄录系统，

n 设有采编区、导播区、虚拟区、访谈区、文化展示区



   高校作为特殊群体，媒体融合不仅仅只限于媒介之间，

高校的媒体融合应该以服务为驱动力，兼容媒体宣传、办

事服务、资源共享、数据治理、舆论引导等几大领域。

融合宣传、融合服务、融合资源、融合数据。让高校媒体

融合更接地气、更人性化、产生更具价值的影响力。

 FusionMedia

中
传-

通
元
视
角

GPOWER
 FusionMedia

开启媒体融合新思路



设立新闻调度中心、建立采编联动平台、统筹各
方采访。“报、网、端、微”一体联动

可重塑高校品牌形象,提炼独有校园文化，通过融
合海媒发声，打造具有国际化品牌形象的网站

可对高校现存的海量数字资产进行融合。如图片、

音频、视频、文档、课件等实现资源共享

可对PC端、手机端、新闻网、微信、微博、

电视、报纸等统一管理，跨平台展示

可对编辑、记者、电视台、广播台的采编人员重
组、定岗；二级单位的信息员、宣传员，也纳入
到管理体系中

 FusionMedia

Facebook Twitter LinkedInInstagram

高校媒体融合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WeChatWei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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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要按新闻传播规律和互联网思维做新闻；

n 要认识和把握新闻生产的特点和舆论环境；

n 要根据师生差异和媒介属性的不同做细分，呈现更丰富多元的新闻产品；

一、转变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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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打通各院系，各新闻制作单位的资源共享壁垒，实现

资源的互通互助；

n 新闻线索可共享，提升新闻生产效率和质量，避免采

访撞车，新闻同质化；

n 数字资产可共享，校园的视频、图片、课件、文档实

现统一编码、统一存放、统一监管。

新闻线索库

新闻事件 新闻热度 媒体来源

新闻事件 新闻热度 媒体来源

二、资源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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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加强专业培养，打造“全媒体型人才”;

n 文字\摄影\摄像记者全部打通，共享新闻素材；

n 加强与校内院系和校外媒体的合作。

队伍建设是推动校园媒体融合发展的有力保障

FUSIONMEDIA

三、人员融合



 FusionMedia

n 找准传播对象，摸清信息需求；

n 内容形式多样化，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多声部的舆论阵地；

n 推出视觉形象统一、政治思想统一、内容扎实、有深度、接地气的好作品。

四、内容融合



  推动校园媒体融合发展，平台建设是基础 FusionMedia

积极探索中英文主站、新闻网改版，打造有品牌有文化的网站新形象；

n 校报不仅要印好纸质版，也要重视办好网络版；

n 网站采用响应式设计，满足不同的设备访问需求；

n 电视广播不仅要用好校园楼宇和广播终端，也要登录网络空间；

n 而新媒体平台，要把文字、图片、动画、音视频整合起来，实现多

元素集成、多平台发力。

五、平台融合



1、重塑新闻采、编、发、审内部流程，优化工作交叉节点；

2、建立统一有效的新闻“把关人”审核机制，提升工作效率；

3、引导各媒体共同制定宣传计划、共同进行重点选题策划，共同采访，形成新闻舆论的共振效应。

 FusionMedia

六、流程融合



 FusionMedia

当前，大学生群体多为“95后”“00后”，通过手机

上网居多。传统媒体应向移动端聚拢，实现“移动优

先”策略，顺应时代潮流。

七、渠道融合



 FusionMedia

建设和完善校园媒体舆情反应机制。对近期热点问

题及时响应舆情动态，增强不良信息的防御能力，

为营造良好的舆论方向做好基础工作。

八、效果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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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平台化融合

中传-通元融媒体平台



n 中传-通元融媒平台采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通过技术手段实现新闻加工流程与媒体

资源共享的协同融合模式，是一款针对高校现有体制与人员架构的有效解决方案。

n 以多终端融合、多资源汇聚、多场景应用、多维度分析为核心。实现采集、加工、审核、发

布、监测、舆情为一体的新闻加工模式。

n 整合稿件、文字、图片、音视频等内容资源，为高校不同媒体提供内容支撑。实现“PC站+

手机站+微网站+小程序+APP+大屏”等多平台融合发布；

n  拥有强大的数据监测与舆情分析机制，能实时获取新闻传播的内容倾向，发布渠道，到达

效果，舆情风险等，为宣传部提供数据支撑，有利于宣传部统一制定舆论引领和宣传策略。

 FusionMedia

 Gpower FusionMedia



中传-通元融媒体产品矩阵

网站 传统媒体 视频 图片 新媒体矩阵 移动端应用

 FusionMedia 七维一体、打造高校媒体融合传播新矩阵

数字大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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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决策

新闻记者

编辑审核

融媒体中心
人员团队

基

础

环

境

架

构

中传-通元教育融媒体解决
方案

通元
融媒矩阵

新闻网

电视台校广播 小程序微博微信大屏PAD手机PC 效
果
统
计
与
分
析

采 编策 发 统



全平台，全网内容采集

支持多形态资源类型，提供包括一键转载、文

件导入、Web采集、数据库采集、网站群采

集、媒体渠道接入等在内的多种内容采集方式。

 FusionMedia



 FusionMedia

集中指挥，采编调度

基于大数据技术，提供网站、微信公众号、

微博等新闻内容进行抓取。编辑人员可在

新闻线索库进行选题，部门领导也可直接

下发选题，指派给特定的人员进行撰写，

并根据完成情况进行绩效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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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管理



对海量视频资源进行智能分类，统一管理；

支持视频转码，统一视频格式；

支持绝大多数格式的视频上传，支持批量上传，可边上传，边转码；

支持10G以上的超大视频文件上传，支持断点续传；

强大的前端播放器，支持视频多画质播放、自适应码率输出 ；

拥有视频流分析能力，可对视频的播放效果和播放渠道等进行统计；

支持视频转播、点播、直播等运用场景，满足高校不同业务需求。

 Fusion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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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标签，实现图片智能分类，统一归档、精确查找；

支持AI识图，可将图片的人物头像标签化存储，自动归档；

支持众多图片类型bmp、jpg、png和特殊图片格式；

可按院系，部门和不同的权限建立公有\私有文件夹；

多种导出方式，支持单图、多图、文件夹导出；

图片智能推荐，通过算法匹配出相似图片；

图片可在线编辑和修改，支持图片添加水印。

 Fusion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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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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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后台管理高校所有新媒体帐号（微信、微博、头条等）；

各新媒体帐号之间实现一键登录；

支持无损采集任意微信文章到后台；

支持可视化审核流程管理；

敏感信息检测，可一键修正；

对已发文章，支持一键撤稿；

强大的新媒体运营数据统计与分析。

G
P
O
W
E
R 

S
O
F
T

新媒体矩阵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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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效果与运营分析

依靠大数据技术对稿件的阅读量、

转发量、点赞量进行统计分析，

对发布的账号、作品、作者等进

行排名对比，可根据排名情况对

部门和个人进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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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情与预警

以全网数据研究、智能语义分析、情

感属性分析为技术支撑。集监测、预

警、分析等于一体，全方位整合传统

媒体、网站、微博、微信、抖音等舆

论矩阵。帮助高校实时预判风险，提

供专业的舆情报告和决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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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可视化大屏

整合高校媒体数据，量身打造数据可视

化大屏，实时掌握数据情况，为高校媒

体传播提供依据。如：网站重要新闻、

新媒体账号排行榜、文章传播情况、舆

情预警等模块。

高校数据可视化融媒大屏



移动小记者

支持移动采编和稿件审核。将稿件待审的

消息推送到移动端，审核人员收到息提醒

后进入审核页面执行审核操作，并将处理

结果连同审核意见一同提交，系统全程记

录每一步操作过程。

 FusionMedia



内容发布全网覆盖

可将审核完成的稿件一键发布到PC端、

移动端、微信、微博、头条号等新媒体

平台，实现内容全网推送。

 FusionMedia



新闻线索：统一采集
新闻内容：统一加工
新闻素材：统一管理
新闻发布：统一审核
新闻稿件：统一发布
新闻数据：统一运维
新闻效果：统一监测
新闻撤稿：统一撤回

Gpower
FusionMedia

八大统一

 Fusion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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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传-通元融媒体平台优势

1、落地快，效果明显

2、覆盖面全，执行起来更加灵活

3、不过多的改变高校现有体制和人员架构

4、不影响原有采编流程，不改变现有的工作模式

5、采编人员上手快，不需要恶补新技能

GPOWER
 FusionMedia



底层数据支撑

高校媒体融合不是简单的平台相加，需要一个顶层支

撑的技术平台。 媒体融合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切

勿盲目跟风，照猫画虎，需要高校因地制宜，多去总

结和反思优秀高校融合的实践经验，根据实际情况采

取灵活方案，分阶段实施。

表层宣传展示

 FusionMedia

PPT模板下载：www.1ppt.com/moban/     行业PPT模板：www.1ppt.com/hangye/ 
节日PPT模板：www.1ppt.com/jieri/           PPT素材下载：www.1ppt.com/sucai/
PPT背景图片：www.1ppt.com/beijing/      PPT图表下载：www.1ppt.com/tubiao/      
优秀PPT下载：www.1ppt.com/xiazai/        PPT教程： www.1ppt.com/powerpoint/      
Word教程： www.1ppt.com/word/              Excel教程：www.1ppt.com/excel/  
资料下载：www.1ppt.com/ziliao/                PPT课件下载：www.1ppt.com/kejian/ 
范文下载：www.1ppt.com/fanwen/             试卷下载：www.1ppt.com/shiti/  
教案下载：www.1ppt.com/jiaoan/        
字体下载：www.1ppt.com/zi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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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sionMedia

l 具备了融合发展的意识

l 探索了融合发展的模式

l 找到了融合的多业态路径

l 迈出了第一步，并品尝到了融合的果实

开启高校融媒体建设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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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老师 13701151425
             孙老师 136412246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