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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由郭帆执导、吴京主演的

《流浪地球2》于2023大年初一正式上

映与大家见面。在《流浪地球 2》受到

业界和观众强烈关注的同时，1 月 18
日，中影CINITY发布重磅消息——吴

京、郭帆出任 CINITY 品牌形象代言

人。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中

影国际影城（党史馆影院）CINITY 影

厅举办仪式，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傅若清向吴京和郭帆

颁发了代言人证书。

吴京导演和郭帆导演是中国年

轻一代电影人的优秀代表和领军人

物，在中国电影行业成绩斐然，取得

的成就有目共睹。特别是在创作理

念以及对电影高新技术的运用方

面，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和探索。

依托两位导演强大的社会影响和人

格魅力，将更好的展现 CINITY 品牌

形象，进一步推动 CINITY 高新格式

电影技术的推广、应用和普及，带动

更多的影院投资方、电影创作者和

普通观众去深入了解 CINITY 的优异

性能和品质。

（上接第1版） 2023年春节档观众满意
电影市场复苏“满堂红”

中影CINITY宣布：

吴京、郭帆出任CINITY
品牌形象代言人

《满江红》在快节奏、强反转的悬

疑惊悚故事中恰当融入喜剧元素，以

相对轻巧的方式传达舍生取义、铲奸

除恶的主流价值观和家国情怀，较好

地平衡了商业性和艺术表达，得到了

春节档观众的高度认可，成为张艺谋

导演的内地上映电影票房最高作品。

《流浪地球 2》通过逼真特效和纵深表

达展现出中国语境下的“硬核科幻浪

漫”，其作为《流浪地球》的前传，内容

上基于前作进行回溯式展开，无论叙

事能力还是工业化视效水准都有了新

的突破，影片满意度高出前作 2.4 分，

引领中国科幻电影走向更成熟的发展

阶段。

两部动画影片《深海》和《熊出没·
伴我“熊芯”》满意度分别为 85.3 分和

85.2分，分值虽相差不大，但完全不同

的定位和创作风格满足了不同年龄和

不同类型的观众观影需求，各得其

爱。偏成人向的《深海》通过创新的

“粒子水墨”技术缔造海底视效盛宴，

以沉稳而细腻的笔调对“心灵困境”进

行探索和刻画，引发高度共鸣。与《深

海》聚焦“少数”群体不同，“熊出没”第

九部系列大电影《熊出没·伴我“熊

芯”》聚焦爱与亲情的永恒主题，满意

度创同系列最高值，并以跨越 10年对

低幼儿童的温情陪伴成为春节档期专

属 IP化“精准定制”的成功典范。

另外，悬疑剧情片《无名》满意度

84.3分，影片整体表达克制而压抑、沉

重而深情，作者性特征高于商业元素；

《交换人生》以生活化的戏剧表达呈现

以“家”为核心的喜剧故事，是档期内

唯一一部纯喜剧作品，作为“糖豆”电

影给观众带来轻松喜乐，但在艺术水

准上与青年导演/编剧苏伦的前作《超

时空同居》（满意度 82.1 分）存在一定

差距，影片满意度80.9分。

《满江红》演员表演评价好

《流浪地球2》视觉效果得分高

2023年春节档不同类型影片各展

所长，普通观众和专业观众对影片整

体评价趋同，但在细分维度评价上各

有所爱，对《深海》和《无名》两部影片

的满意度评价排序上也出现倒置。

从细分维度评价上看，在普通观

众评价体系中，《满江红》的故事喜爱

度、主要演员的表演、正能量、传播方

式上均得到档期最高评分，其中主要

演员表演得分 88.9分，为观赏性、思想

性各指标中最高分。《流浪地球2》则在

视觉效果、音乐效果、新鲜感、不枯燥、

思想的深刻性上得到了普通观众的最

高评价，《熊出没·伴我“熊芯”》的精彩

对白也得到了档期最高评分。在专业

观众评价体系中，《满江红》得到了观

赏性、思想性共 11 个指标中 9 项最高

评分，其中主要演员的表演、不枯燥得

分均超 87分，类型创作、创意新颖度、

情绪情感感染力得分均超85分。《流浪

地球 2》的视觉效果、健康积极的价值

观念以及《熊出没·伴我“熊芯”》的传

播方式得分均为档期最高。此外，普

通观众和专业观众对《深海》的视觉效

果均给予了第二高分评价。

从普通观众和专业观众评价排序

上看，《满江红》和《流浪地球2》得到了

普通观众和专业观众的一致认可，前

者普通观众满意度得分 88.5 分、专业

观众满意度得分 86.6 分，分别居历史

调查影片的第七位、第六位；后者普通

观众满意度得分 88.1 分、专业观众满

意度得分 85.5 分，均居历史调查影片

的第九位。同时，普通观众和专业观

众对于《熊出没·伴我“熊芯”》和《交换

人生》评价排序也都保持一致，分别列

第四位、第六位，此处需要说明的是中

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样本目前并未

覆盖12岁以下的儿童群体。在评价差

异上，普通观众对于《深海》、专业观众

对于《无名》评价排序列分别列第三

位，反之分别列第五位。

影片高满意度打底

春节档观影及讨论氛围持续火热

2023 年春节档多元化、高质量的

影片内容得到了市场的高度认可，高

满意度强势支撑下观众分享传播热情

高涨，观影和讨论氛围持续火热。

在调查中，针对“您认为档期观影

选择空间如何”这一问题，普通观众

和专业观众认为档期观影选择“非常

好,很丰富”的占比均为 2019年来的最

高值。

在档期满意度三大指数中，传播

度 88.5分，为三大指数中最高，同比大

幅攀升 5.8分。其中，除《交换人生》以

外，普通观众对档期其他影片的传播

方式分值均超 84分，专业观众的传播

方式分值高于普通观众均超 90分，对

《满江红》、《熊出没·伴我“熊芯”》两部

影片的分享热情甚至都达到了满分

100分。

春节期间，电影市场观影及讨论

氛围持续热烈，观众的积极分享传播

更为市场加温，档期票房走势保持稳

健，初一至初五日票房连破十亿元，多

部影片实现“逆跌”，形成了近年来春

节档单日票房最平稳曲线，整体表现

后劲十足。

作为疫情防控措施调整优化后的

首个重要档期，2023年春节初一至初六

累计观影人次达1.29亿，比去年春节档

期人次增加 1400 万（2022 年初一至初

六合计 1.14亿人次），影院市场氛围回

暖，电影观众业已流失之说不攻自破，

中国电影市场将以更多满足观众观影

需求的高品质电影欢迎观众回归。

《流浪地球 2》在拍摄时，部分镜

头采用了中影 CINITY 高新技术格式

的电影技术要求和工艺，为影片的制

作和特效氛围带来更加沉浸、更加精

彩的视听呈现。尤其是在很多运动场

景的拍摄时，使快速运动镜头非常流

畅细腻，消减了镜头快速移动时背景

和前景的拖尾、模糊现象，呈现出更加

自然的代入感。

在拍摄现场，使用了中影CINITY
提供的4K高帧率监看设备，辅以中影

CINITY独有的色彩空间，让主创团队

在拍摄过程中，就能实时看到演员和

现场最真实、最细微的 4K/60 帧表达

效果，使各环节的主创能通过监看设

备，实时观看到所拍摄片段的最终呈

现效果，“此刻所见，即最终所得”，从

而极大提高了制作质量、工作效率和

拍摄的成功率。

另外，中影CINITY团队与中影巴

可合作，开创性的为摄制组提供了符合

CINITY标准的影院级 4K激光放映环

境，在摄影棚中搭建了可移动的临时看

片室。临时移动看片室为主创人员带

来了媲美大银幕效果的审看品质，这在

中国电影拍摄实践中还属首次。

在制版阶段，中影 CINITY 为《流

浪地球2》制作了1.85:1大画幅和2.39:
1画幅两种母版，1.85:1大画幅版会比

2.39：1画幅版的画面信息更丰富。目

前CINITY影厅主要有1.85：1和2.39:1
两种银幕宽高比的规格，两种规格的

影厅除银幕画幅比例有所区别外，在

其他技术指标上都是一致的。中影

CINITY 目前在全国的 130 多块银幕

中，1.85：1 规格的银幕约占 60% ，

2.39：1的银幕规格约占40%。

此 外 ，《流 浪 地 球 2》还 使 用

CINITY AMR 人工智能母版重制工

艺，制作了 CINITY 独家的 4K AMR
120帧版本，为观众带来 4K分辨率下

的 120 帧专属版本影片。 CINITY
AMR技术和工艺是中影CINITY与深

圳帧彩科技公司共同创新研发的专属

技术，可以对影片在清晰度、动态范

围、色域、亮度和帧率等方面进行优化

处理，达到或接近CINITY影院放映系

统的高新技术格式指标要求，从而大

幅度提升电影的逼真度和沉浸感。

在放映端，依托与前后期全流程

制作技术的完美契合，CINITY放映系

统将为影片提供极致的内容还原和视

听呈现。

未来，希望借助两位导演在行业

与观众中的权威性、专业性为中影

CINITY带来更广泛的品牌认知，更优

质的市场口碑。中影 CINITY 也将利

用高技术格式电影科技，为以两位导

演为代表的、优秀的中国电影主创们

在拍摄制作、发行放映等方面提供全

力的技术支持。也希望中国电影的创

作者们能够牢牢抓住新时代电影科技

创新所带来的成果和机遇，以CINITY
高新技术格式电影科技为纽带，与中

影CINITY一起，共同参与打造高新技

术格式电影产业链。

就像CINITY的品牌理念——追求

极致，让我们一起，为全球观众的观影

体验和电影创作树立全新的黄金标准。

CINITY 系统是新时代中国电影

行业取得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以

CINITY 放映系统研发为基础，将逐

步形成一条新型的电影高技术格式

产业链，从而开辟电影产业的创新赛

道，全面提升观众观影体验，全面提

高电影整体质量。中影 CINITY 重要

任务之一就是为了给吴京导演、郭帆

导演这样的中国电影创作力量在影

片创作时提供更多、更好用的工具，

丰富他们的创作手段，开阔他们的创

作空间，以电影工业、电影科技的发

展，服务电影强国建设。

吴京导演和郭帆导演是新时代

中国电影创作的骨干和中坚，在创作

实践中，他们对于内容的创作、表现

的形式、新技术的探索和运用等理念

有着不断创新的精神追求。在《流浪

地球》、《我和我的祖国》、《金刚川》、

《我和我的父辈》和《长津湖》等众多

影片中，他们与中影也有着长期的良

好合作。可以说，两位导演擅长的电

影类型和形象气质以及他们不断创

新的精神，与 CINITY 的品牌精神和

价 值 理 念 高 度 匹 配 ，这 是 中 影

CINITY 郑重邀请吴京导演和郭帆导

演成为 CINITY 的品牌代言人的根本

原因。

同 时 ，两 位 导 演 同 意 担 任

CINITY 的品牌代言人，也源自他们

对 CINITY 的品牌价值和技术品质的

高度认可。

吴京导演表示：“很荣幸成为

CINITY 品牌代言人，当我第一次坐

在 CINITY 影院欣赏一部动作片时，

惊喜地发现，大银幕上的每一个动

作场面都格外清楚真切，这是十分

有趣的体验，让我从另外的视角感

受到了动作片的魅力。但我相信不

仅是动作片，CINITY 影院会在不同

类型影片上给予每个观众不同的视

觉体验。可以说，CINITY 影院绝对

是我体验过的最棒的观影系统，它

能十分完美地体现出每部影片的优

势，让影片更清晰、更流畅，创造出更

加 震 撼 的 观 影 效 果 。 我 从 中 影

CINITY 身上感受到了中国电影人创

新进取、追求极致的精神，无论是色

彩、声音、亮度、细节、动作连贯性，中

影 CINITY 都将为观众带来全方位的

极致体验。”

郭帆导演表示：“中影 CINITY 和

我们众多电影创作者一样，在不断探

索电影世界的未来，创造无限的可能

性。中国电影在工业化的进程上，不

断精进、不断为观众带来更多惊喜，

在技术更新迭代如此快速的时代中，

中影 CINITY 乘风而行，也为我们电

影创作者提供了更为多元的技术支

持和选择。我认为中影 CINITY 对中

国电影乃至世界电影而言，都是一条

不可或缺的新型赛道，对于包括我在

内，选择用中影 CINITY 技术的电影

导演来说，是要在这条新赛道上跑出

更多的精彩，换言之，中影 CINITY 技

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电影工业的

未来，而我们就是创造未来的‘设计

师’。希望能为中国 CINITY 品牌的

推广、应用做出贡献和努力。”

◎两位导演追求创新的精神以及他们对CINITY的认可
是成为CINITY代言人的根本原因

◎《流浪地球2》对高新技术格式的探索和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