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s 新闻传播科学, 2021, 9(2), 26-31
Published Online June 2021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jc
https://doi.org/10.12677/jc.2021.92005

浅析人工智能时代的媒介伦理和应对之策
王晓亚
河北传媒学院，河北 石家庄

收稿日期：2021年5月10日；录用日期：2021年6月8日；发布日期：2021年6月15日

摘

要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不断成熟使其也更加广泛的应用到了传媒行业，给传媒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本
文探讨了人工智能技术为媒体行业带来的新发展，如它使媒介在传递信息时突破了时空界限、提升了受
众接收新闻信息的体验感、丰富了新闻内容的传播方式等，主要指出了智能新闻带来的媒介伦理失范现
象，如新闻真实的淡化、新闻专业主义的消减、隐私权受到威胁等；同时针对上述失范现象，从政府、
受众、企业、新闻从业者等多个角度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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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maturit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t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the media industry, which has brought great changes to the media industr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new development brought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o the media industry, such as
making the media break through the time and space boundary when transmitting information,
文章引用: 王晓亚. 浅析人工智能时代的媒介伦理和应对之策[J]. 新闻传播科学, 2021, 9(2): 26-31.
DOI: 10.12677/jc.2021.92005

王晓亚

improving the audience’s experience of receiving news information, enriching the dissemination
methods of news content, etc., and mainly points out the media ethics anomie phenomenon
brought by intelligent news, such as the dilution of news truth, the reduction of news professionalism, the threat to privacy, etc. At the same time, in view of the above anomie phenomen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from the angles of government, audience, enterprises and journal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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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2017 年被业界称为人工智能商业化和产业化元年，在智能算法、大数据、运算能力的共同推动下，
迎来了人工智能的第三次浪潮。同时，人工智能也更加广泛的应用到了传媒行业，带动了各大新媒体平
台的发展，给传媒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它使得媒介在传递信息时突破了时空界限；提升了受众接受新
闻信息的体验感；丰富了新闻内容的传播方式等等。总之，人工智能在传媒业的应用使得媒介的发展更
加依赖于技术，也推动了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但于此同时，伴随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传媒业也滋生
了许多的新媒介伦理失范问题，比如算法推荐带来的意见偏向性、机器人新闻伦理遭受质疑、假新闻现
象严重等等。今年 3 月 28 日国家网信办指导组织“抖音”、“快手”、“火山小视频”等短视频平台试
点上线青少年防沉迷系统，自此短视频平台保护青少年的“青少年模式”上线；2018 年 6 月 30 日，北
京网信办和北京工商局约谈“抖音”、“搜狗”和相关广告公司，就两公司出现的“侮辱英烈”广告内
容进行跟进，要求五家公司自约谈日起，整改广告业务；2018 年 11 月 16 日，“今日头条”头条号运营
团队发布了《头条号平台持续打击违规账号的公告》，于此该平台展开了对标题党、低俗、谣言、刷粉
刷量、侵犯版权等问题的清理。人工智能虽然给新媒体的发展带来了推动力，但随之而来的媒介伦理问
题也是不可忽视的。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本文从人工智能技术在传媒行业的应用入手，通过对某些实例的解析，阐述人工智能的发展给媒介
带来的影响和变化，主要探讨人工智能时代的媒介失范现象及具体原因，并针对性的提出相应的应对策
略。理论层面，本文希望能够丰富技术媒介伦理方向的研究，提升该类研究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为业界
提供可参考性观点和内容。实践层面，本文希望提出的可采取性措施能够有效改善当前媒介的失范现象，
推动文明绿色网络空间的建成。

2. 人工智能为媒介带来的机遇
人工智能简称 AI，它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它的目的主要是研究出能胜任一些通常需要人类智
能才能完成的复杂工作的机器，人工智能领域非常宽泛，包括机器人、语言识别、图像识别、自然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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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等等。如今人工智能技术在媒介领域的使用非常广泛，比如“智能机器人”、“沉浸式新闻”、“算
法推荐”等，这些技术在媒介的应用给媒介的发展带来了很多机遇，提升了媒介传递信息的时效，增强
了受众的信息体验感，丰富了媒介传播新闻的方式，提高了受众地位。

2.1. 提升信息传播时效性
人工智能对媒介信息传播时效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搜集信息、整理信息和发布信息层面。搜集信息，
媒介只有掌握有价值的新闻信息才能赢得受众，才有其存在的价值，然而有些重大新闻事件的信息搜集难
上加难，尤其是灾难性新闻和自然灾害性新闻，传感器技术的出现，让无人机技术、GPS 定位技术应用到
了新闻信息的搜集中，给灾难性事件和自然灾害性事件的新闻搜集和报道带来了便利；整理信息和发布信
息，机器人新闻生产通过数据采集、数据整理加工、自动写稿、编辑签发四个环节快速完成，2015 年腾讯
财经新闻就采取机器人发布了一篇《8 月 CH 涨 2%创 12 个月新高》，开辟了国内机器人写稿的先河。从
某种程度来说，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加快了新闻生产的速度，有效的提高了信息传播的时效性。

2.2. 提升受众新闻体验感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得沉浸式新闻成为现实，沉浸式新闻这一概念由诺妮·德拉佩纳提出，指“可
以增强使用者在新闻故事中事件或情境的第一人称体验的新闻制作形式”[1]。数据可视化的沉浸式新闻
报道用数据图表创建新闻场景，抽象化、专业化的数据以直接清晰的方式呈现，让受众对新闻事件一目
了然，如同身临其境，提升了其体验感，让传统文字图片式新闻不再乏味，让受众主动去感受信息，感
受新闻。而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总台新媒体都在已将 AI 技术应用于新闻制作过程中，央视新闻
推出的《走过天安门》系列短视频凭借沉浸式的体验应得了不少收视率。

2.3. 受众转变为用户
随着人工智能在媒介行业的使用，算法逐渐被运用到新闻生产过程中，尽管仍处于初期探索阶段，
但使得传媒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受众不再被动接受媒介信息，而是转变成了“用户”，而在此身份的
转换过程中，算法精准推送实际上将一部分的传播主动权交给了受众，使得受众以信息传播者的身份主
动参与到传播过程中，与此同时，算法根据用户的需求和喜好对不同的信息进行精准分发推送。
“抖音”、
“今日头条”等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在依据用户的浏览习惯、浏览时长等多个因素选择分发给受众的内容，
这满足了用户的个性化需求，为其提供了精细化的服务。

3. 人工智能时代媒介的伦理失范现象
3.1. 新闻真实淡化
人工智能技术在新闻制作过程中的使用，实际上是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追求受众体验感，追求新
闻呈现效果上，而对新闻真实的重视度则稍有弱化，从这个层面来说这是一种对于新闻真实的淡化。首
先，已经有相关技术人员展示了一种可能，新闻内容经过人工智能技术处理后，有些媒介素养和真假新
闻辨识度不高的受众对其真假难辨；其次，人工智能的发展为视频音频的造假提供了技术支持，很有可
能会给假新闻插上翅膀，助长其发展态势，扰乱社会秩序。梳理美国大选背后的假新闻可以发现，许多
假新闻是由“机器人水军”工厂制造并传播。

3.2. 新闻专业主义消减
人工智能技术尤其是算法推荐技术在新闻领域的使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新闻专业主义。如今大受
欢迎的“抖音”、“今日头条”则是成功使用算法技术精准垂直推送内容，赢得了一大批“忠实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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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此同时，信息传播者似乎将传统编辑的把关能力让渡给了用户，新闻价值不再是选取新闻的标准，
新闻从业人员的专业主义也被消减。《人民日报》曾三评算法推荐，表示算法并未带来信息开放，反而
用取悦用户的信息隔离了观点的公平和交流 ，失去了在争议中达成共识的机会[2]。信息的闭塞使得用户
如同吃“偏食”，最终会造成意见偏向性，这是与新闻的客观性是相悖的。

3.3. 隐私权保护面临挑战
随着 AI 时代的到来，人们的隐私保护问题越发受到关注，尤其是对于网络用户的“推断性信息”的
保护。推断性信息是人工智能时代对传统“隐私”定义的扩展，它指的是很多看似无关紧要的、琐碎的、
并无明确身份指向的一般的个人信息，比如网络浏览记录、浏览频率、浏览类别、消费记录等这些信息，
这种信息往往涉及个人隐私。新媒体平台主要在经过大数据的整合与人工智能的分析之后，形成“数字
化人格”，也就是根据数字化信息建立起来的人格，整个过程往往伴随非法获取个人数据以推断个人某
方面的特质，如购买偏好、浏览习惯等等[3]，由于当前法律层面对隐私内容的范畴界定有限，人工智能
时代的隐私权面临挑战。

3.4. 著作权界限模糊
人工智能可以自动生成新闻报道，能够创造出比新闻工作者更专业的作品，但人工智能创作的作品
是否拥有著作权，以及该权力的归属者应当是谁，当前的法律层面的界限和定义是模糊的。2019 年 7 月
北京互联网法院处理了首件有关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内容的著作权纠纷案，正是因为 B 公司未经允许引用
了 A 公司的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的内容，而 A 公司认为 B 公司侵犯了其著作权、署名权、网络传播权。总
之，人工智能在给传媒带来便利和巨大利益的同时，也给法律对著作权的定义和界限带来了挑战，引发
了一系列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可版权性和权利归属问题。

4. 人工智能时代媒介伦理失范的突围之道
4.1. 政府：加大监管力度，完善相关法规
人工智能技术在传媒行业的使用之所以会引发媒介伦理示范现象，归根结底是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
和监管力度缺失的问题。新媒体平台使用算法推荐技术为用户精准推送信息，推送过程必然包含收集和
整理用户的浏览记录、浏览习惯、消费记录等涉及隐私的信息的环节，而正因为当今法律层面对于隐私
权定义的局限，使其无法有效的保护和服务人工智能时代用户的隐私权。
保护人工智能时代受众和网络用户的信息安全和隐私权，立法机关应当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对隐私
权和信息安全等相关概念进行重新定义，要使其跟随时代的发展，要避免技术暗箱操作引起的漏洞；政
府必须要加大对网络环境的监管，加大对传媒领域人工智能使用板块的监管，实时监督人工智能技术在
媒介的使用，并对其造成的违反媒介伦理行为进行约谈和惩戒。

4.2. 新闻从业者：重视新闻专业主义，营造良好行业环境
技术的发展使得受众身份和地位发生了变化，使受众由原先的新闻信息接收者转变为享用信息服务
的用户，而作为提供服务的信息传播者为了迎合用户喜好，将追求流量、赚取经济利益作为首要动机，
弱化了新闻专业主义的重要性。
人工智能时代的新闻信息传播活动仍须重视新闻专业主义，遵守媒介伦理道德。从新闻信息的采集、
编辑、再到分发都必须由专业的新闻从业人员进行，新闻信息的选择要以新闻价值为出发点，而不是盲
目的讨好受众、讨好用户；新闻采写要客观、真实、全面，避免出现假新闻、标题党、观点片面的现象；
新闻从业者要有法律意识，保护他人隐私权，保护他人的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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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公众：提升媒介素养，跟随媒介发展
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信息传播方式和传播理念，公众的地位也由以前不被重视转变成新闻信息的生产
者和传播者。因此，公众的媒介素养在当今的媒介环境下显得愈加重要，媒介素养的概念也拓宽到了更
宽泛的领域，包括新闻信息的选择和生产、对新闻的认知和解读、以及对新闻的批判态度，随着技术的
不断发展，由于媒介素养的缺失而造成的现实伦理问题不断凸显。
在新技术的媒介途经下，公众媒介素养的内涵需要进行重新诠释。公众要提升对信息的辨别能力，理
性辨别虚假新闻和偏向性新闻，主动进行综合性搜索考究信息的真伪；公众应当理智谨慎的处理新闻信息，
对自己的言论和转发行为负责，不传播流言和谣言；公众应当积极关注社会议题，并进行理性表达。

4.4. 传媒企业：合法使用人工智能，构建绿色网络空间
企业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的确能够推动企业的发展，但对该技术的不合理使用往往存在与法律相违
背的地方，传媒企业应当在合法的前提下使用人工智能技术。不少企业在使用人工智能的过程中存在“暗
箱操作”，这些有时会伴随着违法行为，比如侵犯用户隐私权、侵犯创作者的著作权、威胁用户信息安全
等。类似行为会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比如推送内容过于暴力不适合青少年浏览、传播内容的过于低俗化，
不利于正确价值观的形成等。目前，关于此类问问题已有多家新媒体公司被网信办约谈，令其整改。
面对当前现状，企业要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进行规范化。首先，合法使用人工智能技术，不打法
律擦边球，严格监督传媒平台内部推送内容，对违法内容的发布者进行惩罚，严重时对其进行封号处理；
保护用户隐私，不泄露用户信息，维护用户的信息安全；保护未成年人，给未成年用户开辟“绿色通道”，
如今“抖音”和“快手平台”的青少年模式都是可参考性措施。

4.5. 技术层面：人机交互协同 ，消减媒介伦理失范
当前，解决人工智能给媒介带来的伦理失范问题，首要任务就是实现人机交互协同。媒介伦理指的
是传媒从业者的从业道德、传媒价值取向、道德功能与伦理规范等等[4]，它是精神层面的一种规范，而
人工智能属于技术层面，因此媒介在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过程中要想遵循媒介伦理规范，那么就必须将
道德伦理准则纳入到机器的开发中。技术开发者可以将道德准则编发成符号潜入技术的使用；或者在智
能新闻系统中可以运用人机互动重复学习伦理要求和职业规范，搭建自然语言学习体系让算法机器进行
道德决策，但在运行初期需要人力在身边指导和及时修正其决策。

5. 总结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为社会带来了发展，为媒介带来了发展，它拥有社会和国家的政策支撑作为后
盾，但同时它也引起了人们对人工智能时代媒介伦理的反思，而这也应该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并采取切
实可行的措施，这从微观上预示着人工智能迈向强人工智能的阶段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而对于人工
智能带来的媒介伦理问题，诸如机器是否应当被赋予伦理规范？信息传播过程中每个环节所出现的伦理
问题到底应该由谁来负责？数据采集分发过程能否向社会完全公开？有关媒介从业人员与人工智能技术
之间的关系等诸多现实问题摆在了我们的面前。但不可忽视的是，人们面临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严峻挑
战需坚信，有关智能新闻的伦理思考，很多方面是都是源于技术发展不成熟导致的，因此或许随时间的
推移，技术不断完善，某些问题会迎刃而解。但强制性的伦理规范和职业要求是不可或缺的，相关部门
需根据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水平及时完善和调整，填充新规范，破除旧规制，为信息的健康生产传播建
立完整的规范体系。同时，新闻人和公民的媒介信息素养的培育也需提上日程。技术为人服务，为了正
确认识和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我们应该在困难面前保持理性思维，促进新闻业的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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