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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任务展示示能性的众筹项目视频分析*
——以众筹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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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从发展现状、内容特征、形式特征三个方面分析我国不同类型众筹项目视频使用现状及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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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基于任务展示示能性理论, 构建视频内容特征和形式特征的二维视角(发起方视角和参与方视角)分析框
架, 并以众筹网为例进行实证探讨。
【结果】研究表明: (1)视频资源能够显著促进众筹进度和成功率, 吸引用户关
注和支持, 但我国众筹项目介绍中使用视频的比例仍然较低; (2)不同类型的众筹项目其视频内容特征和形式特
征都有显著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特点。
【局限】分析框架粒度较大, 有待进一步扩展和细化。本研究选择综合性众
筹平台众筹网为研究对象, 样本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结论】本文分析我国众筹项目中视频的现状和特点, 可以
为众筹平台的优化设计以及众筹项目的成功实施提供参考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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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本文主要针对奖励类众筹进行研究。国外众筹发展

言

较早, 比较知名的有 Kickstarter、Indiegogo 等。在我

众筹(Crowdfunding)是 Web2.0 环境下借助各类社

国, 自 2011 年以点名时间为代表的第一批众筹平台上

会化媒体或者网络平台所开展的一种新的互联网融资

线以来, 国内众筹行业飞速发展, 相继涌现出大批众

[1]

模 式 , 起 源 于 众 包 (Crowdsourcing) 和 微 贷 (Micro[2]

筹平台和网站。根据最新的 2016 年全国众筹行业统计

Finance)的理念, 并被认为是众包模式的一种 , 指的

年报显示, 2013 年我国众筹平台有 29 家; 到 2014 年,

是组织或者个人通过互联网, 以公开的形式向大众筹

众筹平台有 142 家上线, 同比 2013 年增长了 489.7%,

集资金(一般是小额资金)用以支持其发起的项目

[2-3]

。

2014 年也被称为“众筹元年”; 而 2015 年则增长到 283

众筹成功后发起方会按照承诺向支持者提供回报, 这

家, 数量相比 2013 年近乎增长到了 10 倍, 众筹融资金

种回报可以是实物, 也可以是服务, 按照回报类型可

额也高达 114.24 亿元; 2016 年增加到 427 家, 截止到

以大致分为奖励众筹、股权众筹、债权众筹等, 其中

2016 年 12 月底, 全国众筹行业历史累计筹资金额

最为流行且影响力最大的是奖励众筹, 2016 年众筹行

224.78 亿元[4]。

业年报显示, 2016 年奖励类众筹项目数为 69 293 个,

众筹产生的初衷是借助互联网或者社会化媒体向

占总项目数的 94.4%, 筹资金额 171.8 亿, 占 76.4%[4],

大众筹集资金, 但随着大众对“众筹”关注度的日益增

奖励类众筹门槛低, 人人均可参与, 无特殊限制, 大

长, 众筹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筹资”, 同时也是一种

众所说的众筹, 若无特别说明, 一般指奖励众筹, 因

有效的宣传推广方式。众筹发起方通过众筹平台展示

通讯作者: 赵宇翔, ORCID: 0000-0001-9281-3030, E-mail: yxzhao@vip.163.com。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基于行动者网络框架的众包模式设计与管理研究”(项目编号: 71403119)的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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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吸引公众关注, 并在这个过程中与项目支持者

方式, 可以和用户建立更多的信任。众多学者的研究

互动交流, 获得反馈, 以发现产品的不足并在后期进

中都指出, Kickstarter、Indiegogo 等众多知名众筹平台,

行改进完善。支持者中存在许多产品的潜在用户, 对

都强烈建议项目发起人在项目描述中提供视频展示,

[5]

于产品或项目的长远发展有重要的价值 。众筹项目

认为视频展示是项目描述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以

通常通过文字和图片的形式向参与者展示其项目的意

Indiegogo 平台为例, 包含视频的众筹项目比没有视频

义、目标、主要内容和功效价值等。近年来, 越来越

的项目平均筹款金额高 150%[11]。

多的发起方在众筹项目的介绍中引入视频资源与传统

通常而言, 用户的情感会影响用户积极性和行为[12]。

的文字图像资源进行组合展示。视频作为一种信息量

Reyes 等[13]将用户情感和众筹视频联系起来, 并采用

大、表现力强、形式多样的资源展示形式, 有着文字

李克特式量表量化用户情感, 从微观角度分析众筹项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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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和图片不可取代的优势 。有学者在其众筹成功因素

目的视频展示如何影响用户情感变化(高兴、激动、沮

的研究中发现, 提供视频展示的众筹项目更加容易获

丧等)。Fernandes[14]选取 Kickstarter 平台的科技类众筹

得关注度和支持度[2]。国外著名的众筹平台 Kickstarter

项目作为研究对象, 分析其展示视频的信任度、产品

在其帮助文档中也指出, 视频是众筹成功开展的关键

模型水平、产品完成度和观众兴奋度。研究表明, 越

[7]

因素之一 。然而目前学界对众筹项目中关于视频的

让用户感到兴奋的产品或项目, 用户越容易对项目发

直接研究还很少, 尤其是针对众筹项目中视频使用情

起人产生信任, 项目众筹成功概率也越高。Escalas[15]

况的分析以及不同类型的众筹项目中视频特征的挖掘

在 研 究 中 将 叙 事 转 移 理 论 (Narrative Transportation

还很匮乏。鉴于此, 本文对众筹网上的奖励类众筹项

Theory)引入视频研究, 认为如果让用户想象自己使用

目进行抓取和预处理, 通过引入任务展示示能性(Task

某种产品, 将自己代入到叙述的故事之中, 用户会更

Presentation Affordance)的概念, 从视频的内容特征和

容易喜欢上该产品, 并通过实验心理学的方法, 证实

形式特征对众筹项目中的视频资源进行内容分析, 比

了视频更容易让用户沉浸到叙述的故事中并产生同理

较不同类型的众筹项目在运用视频资源过程中的异同

心, 而成功的故事情景往往更强调“过程”而非“结

点, 从而为众筹平台的优化设计以及众筹项目的成功

果”[16]。视频不仅可以传递更多的信息并减小信息不对

实施提供参考和建议。

称[6], 还可以加强发起人和支持者之间的信任[10]。Hui
等[17]将众筹划分为理解、准备、测试、市场、实施和

2

文献综述

2.1

众筹项目中的视频研究
Mollick 建议项目发起人在项目介绍中提供视频

筹资 6 个阶段, 并通过访谈详细探讨了发起者如何通

[2]

过人际关系在准备和测试阶段制作和改进视频。
总体来说, 关于众筹视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

展示, 认为有视频的众筹项目更加容易筹资成功 。随

方面, 其一是将视频展示作为众筹的影响因素之一,

后, 许多学者对影响众筹成功的因素进行了更加深入

建立数学模型研究视频展示如何影响众筹结果, 关于

[8]

的探讨。Hobbs 等 对比分析 Kickstarter 上 100 个众筹

这部分研究众多学者都得出一致的结论, 有视频的众

案例, 发现成功的众筹项目往往提供高质量的视频,

筹项目成功的可能性更高, 视频对于众筹进程有着正

在众多项目中, 支持者对于提供高质量视频的项目容

向的促进作用; 其二是众筹视频对用户情感及用户行

[9]

易产生深刻的印象。Guo 等 运用数学模型将视频纳

为的影响, 视频更容易让用户沉浸到产品叙述之中,

入众筹融资金额的影响因素, 得出有无视频与众筹筹

从而更加容易喜欢和支持发起人的众筹项目。然而纵

款金额显著相关, 有视频的项目容易筹集到更多的资

观前人研究, 还鲜有从视频自身特征开展的探索。基

[10]

金。Kunz 等

对国外众筹平台 startnext.com 进行分析,

于此, 本文引入任务展示示能性的概念, 对众筹视频

得到影响众筹结果的 6 个因素, 包括是否包含视频、

的基本特征进行深入分析。

项目描述长度、与支持者的交流、第三方组织、发起

2.2

人项目和回报, 并指出包含视频的项目不仅对众筹结

任务展示示能性
示能性(Affordance)源自生态心理学领域的格式

果有积极的影响, 视频展示也是一种与支持者的交流

塔理论, 最早由 Gibson[18]提出, 用来描述行为体和外
Data Analysis and Knowledge Dis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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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环境相互作用时的行为属性。Gibson 认为示能性是

础上, 认为众筹项目中的视频也会影响用户态度和众

客观存在的, 不依赖行为体自身的知识、文化和经历,

筹行为, 潜在支持者在观看发起人的视频时, 可能将

可以被行为体直接感知, 而不需要事先的分析, 因此

自己也视作项目团队中的一员; 而从用户角度出发的

Gibson 强调示能性客观存在并且是行为体与环境的相

视频内容, 往往强调产品实用性, 展示使用的实例,

[19]

。Norman 在“The Design of

因此支持者会更多将自己视作潜在用户, 会对产品或

Everyday Things”一书中首次将示能性引入到设计学

项目质量及风险进行评估。本文借鉴视频内容出发的

范畴, 他在后续研究中指出, 设计者在传达设计理念

两个视角(即发起人视角和用户视角)对视频内容特征

时应当秉承用户为中心的思想, 强调用户体验和用户

进行分析。

互作用的一种自然关系

感知, 因为设计者表达的真实示能性和被用户感知的

Kunz 等 [10] 在研究中指出, 对项目发起人或发起

示能性可能存在差异[19]。近年来许多学者针对“视觉信

团队成员的介绍, 有利于拉近用户和发起人的距离,

, 并对 IT 产品

建立起更多的信任, 项目视频在团队介绍中能够发挥

的设计、评价和使用在信息管理领域扩展了示能性的

重要的作用。产品或项目介绍是对产品功能、产品具

概念。

体参数或项目实施计划等的详细描述, 告诉用户该项

号”对示能性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研究

chinaXiv:201712.01358v1

[20]

[21]

在前期的研究中基于示能性和任务展

目所筹集资金用来做什么, 以及其目的、预期成果或

示的思想提出了任务展示示能性(Task Presentation

使用去处。项目故事指的是对发起该项目的背景故事

Affordance)这一概念。任务展示通常被定义为展示方

的介绍, 讲述项目产生、发展以及形成的过程, 交代发

希望让用户感知到的任务特征、任务功能、所属领域

起项目的原因, 而故事的形式往往能够打动人心, 吸

赵宇翔等

[22]

, 如视频和文字就是两种不同

引大众关注。情怀原指心情、情感, 而在互联网高度

形式的任务展示, 而视频的任务展示形式具有许多文

繁荣的今天, 情怀几乎与各种互联网产品、项目绑定

[6]

在研究中表

在一起, 认为有情怀的产品是倾注了发起人的心血和

明, 任务展示对于用户的积极性和用户行为表现有直

情感, 这样的产品有性格, 也容易和用户产生共鸣,

接的影响, 因此任务展示希望表达的内容, 也就是任

“创意不够, 情怀来凑”不再是一句简单的玩笑话, 而

务展示的真实示能性, 能否被用户感知非常重要。任

是广泛流行和常见的互联网宣传和营销方式。本文中

务展示示能性虽然在主体认知研究与认知心理学有相似

社会情怀是指从社会角度渲染的情怀, 如强调奉献和

等与任务相关的描述

字无法比拟的特征和优势 。Schulze 等

[22]

之处, 但它同时也强调客体(任务展示)自身的特征

[21]

,

爱心的公益情怀。总之, 团队介绍、产品(项目)介绍、

如内容描述的任务信息特点, 展示形式是模板化还是

项目故事、社会情怀, 多从发起人角度进行描述, 着重

个性化等。总的来说, 视频的任务展示示能性, 指的是

于和用户分享产品灵感或形成过程, 应当归入发起人

当某项任务或内容以视频资源的形式呈现出来时用户

视角。

感知到的属性, 这种属性既包括视频本身的形式属性,

使用体验是指以第二或第三人称的视角描述使用

也包括其展示内容特征的内容属性。因此, 本文主要

产品的感受、心得或获取的便利性。Escalas[15]认为, 用

基于内容特征和形式特征这两个方面对众筹项目视频

户在观看他人使用体验的视频情境下, 很容易将自己

进行深入分析。

也带入该情境, 想象自己使用产品, 因此视频分享他

3 基于任务展示示能性的视频特征分析框架

人的使用体验会让用户更容易喜欢上该产品。当众筹
成功时, 发起人会按照承诺提供回报或奖励, 这种奖
励不一定是实物, 也可以是服务。Gerber 等[23]在关于

内容特征
内容特征指的是视频这种资源呈现形式所展示的

众筹激励性的研究中指出, 回报奖励是重要的激励性

内容, 蕴含着项目发起人或者视频制作者希望表达给

因素之一, 直接影响支持者参与项目众筹的积极性。

用户的实际内涵。许多研究者指出视频会影响用户的

个人情怀是和前文提到的社会情怀相对应, 社会情怀

态度和行为, 例如一则视频广告可能会让用户购买原

往往以小见大, 从社会性的角度呼吁大家共同参与,

3.1

[5]

本没有购买需求和欲望的商品。Liu 等 在这个研究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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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爱好情怀。不难看出, 使用体验、回报奖励和个人

于观众来说, 中文更加简单明了, 易于理解, 但原汁

情怀往往是从支持者或者用户的角度对项目内容进行

原味的外文, 在传递原本是国外的产品思想或设计理

描述。

念时, 能减少转译过程中语义的丢失。字幕在大部分

形式特征
视频形式特征是指视频这种承载形式所具有的基

视频特别是电影中广泛使用, 视频中的字幕能够帮助

本特征。从视频的类型来看, 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实景

完全同步的字幕, 提供语音字幕能够有效避免同音字

拍摄、动画和实拍动画相结合, 实拍因为直接反应真

词歧义的产生, 减轻听觉的认知负载, 而浮现字幕指

实世界的实物实事, 观众更觉“真实性”, 而动画, 或

的是在视频播放过程中浮现在视频表面的文字, 对核

者动画与实拍结合的视频具有美术观赏性、对于表现

心概念、关键点进行突出、提示和强调。音乐是一种

事物发展趋势有很好的效果, 如展现近年来空气质量

特殊的“语言”, 能够表达视频制作者的情感和思想,

3.2

变化。Dahlhausen 等

chinaXiv:201712.01358v1

2017 年

[24]

观众更好地理解视频的内容。语音字幕是和视频语音

指出大部分人不会完整地观看

对用户有潜移默化的感染力, 在视频之中插入背景音

完一个视频, 太过冗长的视频让人感到枯燥, 小而精

乐, 更容易让用户融入视频所叙述的故事之中。鉴于

的视频展示效果可能更好, 视频的时长是视频的一个

此, 笔者提出基于任务展示示能性(内容特征和形式特

基本特征。对众筹项目的描述介绍应当清晰易懂, 对

征)的视频分析框架, 如表 1 所示。

表1

基于任务展示示能性的视频特征分析框架

视频任务展示示能性特征

发起人视角
内容特征

用户视角

形式特征

团队介绍

关于众筹项目发起人团队的介绍, 包括团队成员介绍、团队资源介绍、团队具有成功
经验等。(如对某工艺品设计师的介绍)

产品介绍

对发布到众筹平台的产品(或项目)信息的详细介绍, 包括产品功能、产品参数、项目
实施计划等。(如对某科技类产品配置和参数介绍)

项目故事

众筹项目发起之前关于项目的背景故事。(如对图书写作前故事背景介绍)

社会情怀

从项目发起人角度或社会角度渲染的情怀。(如呼吁找回失传技艺的民间艺术情怀)

使用体验

以第二人或第三人视角使用产品的体验或讲述故事。(如他人使用产品的评价)

回报奖励

承诺给支持者的回报或者奖励。(一般是实物或者服务)

个人情怀

渲染关于用户个人的情怀。(如收藏艺术品)

分类

类型

三种类型: 实景拍摄、动画以及实拍动画相结合。

大小

时长

项目视频的时间长度。

中文

汉语文字。

语言
字幕
背景

4

特征描述

外文

除汉语以外的其他文字, 如英文、日文、韩文等。

语音字幕

和视频语音同步的文字。

浮现字幕

用于强调、解释, 浮现于视频之上的文字。

背景音乐

插入视频之中的音乐。

案例分析——众筹网

累计有 786 380 人支持, 筹集资金人民币 169 737 391
元, 涵盖科技、公益、农业、艺术、出版、娱乐等多

众筹网(http://www.zhongchou.com)归属于网信集

个方面。众筹网起步早, 规模大, 覆盖面广, 是国内最

团, 于 2013 年 2 月正式上线, 是中国国内最具有影响

著名和最有代表性的横向众筹网站之一, 将众筹网作

力的综合类众筹平台之一, 旨在为项目发起者提供筹

为本文的分析对象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本文选取众筹

资、投资、孵化、运营一站式综合众筹服务。众筹网

网中较为成功的众筹项目, 从视频的任务展示示能性

发展至今, 具有众筹网、众筹制造、开放平台、众筹

的角度出发, 并从视频展示的内容特征和形式特征两

国际、金融众筹、股权众筹 6 个版块。截止到 2016

个方面展开, 分析不同类型众筹项目的视频任务展示

年 4 月 13 日, 众筹网已经上线的项目总数是 14 750 个,

示能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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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流程
按照 4 个步骤对众筹网较成功的项目视频任务展

集成、数据归约以及数据变换等步骤对数据预处理,

示示能性进行分析, 包括数据采集、数据预处理、数

最终抽取的数据分别对内容特征和形式特征进行编

据标注和数据分析。编写爬虫代码对众筹网进行爬

码标注, 最后开展相应的内容分析。总体分析流程如

取, 采集众筹网项目数据。然后通过数据清理、数据

图 1 所示。

chinaXiv:201712.01358v1

4.1

图1

实现数据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接着通过人工的方式对

视频任务展示示能性分析流程

(1) 数据采集

性、数据格式等需要通过数据预处理工作进行修正和

众筹项目在众筹网官方网站上是结构化的 HTML

筛选, 格式如图 2 所示。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众筹网上

格式数据, 爬虫程序能够很好地按照要求自动爬取所

经常由于项目失效、信息不完整、未能履行事先承诺

需数据, 笔者编写 Python 爬虫代码对众筹网全网进行

等各种原因, 导致很多项目在网站被下架, 因此网站

爬取。截止到 2016 年 8 月 9 日, 总共爬取到原始的众

实际留存的项目数远小于历史上线项目总数, 所以实

筹项目数据 6 547 条, 原始数据的数据完整性、规范

际抓取的项目数要小于网站上记录的项目总数。

图2

采集的原始数据部分截图

(2) 数据预处理

余重复和错误的数据条目, 在后续的数据清理工作中,

数据预处理包括数据清理、数据归约和数据变换,

不断剔除不合格的数据条目, 如众筹尚未结束或失败

并将这几个处理工作不断迭代和循环。爬取的数据有

的众筹项目。数据归约是在保持分析数据完整性的条

少部分存在不完整或者数据错误, 首轮的数据清理主

件下简化数据, 运用维归约的方法删除不相关的属性,

要工作是填充缺失值, 补充不完整的数据, 并剔除冗

减少每个众筹项目数据的属性个数。采用数据变换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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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案例, 进入后续的人工标注环节。

和离散化, 如将文本形式的众筹项目金额转化为数值

(3) 数据标注

形式, 将有无视频分别用 1 和 0 表示。

为了确保数据标注的质量, 每个众筹项目视频

许多学者的研究指出, 衡量众筹是否成功的一个

都由三位人员独立标注, 在标注之前进行统一培训,

重要标准是实际筹款金额是否达到发起项目时定下的

理清将要进行标注的特征项的概念, 明确标注的任

目标筹款金额, 或者考量筹款进度(实际筹款金额/目

务和方法。视频任务展示示能性在内容特征上有较为

标筹款)是否超过 1。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发现, 筹款目

明显的强弱差异体现, 本文对内容特征采用 5 分式李

标较低的众筹项目容易达成, 其筹款进度在同等条件

克特式量表进行标注, 1 至 5 分别表示其特征体现很

下可能相对较大, 因此不能简单地用筹款进度衡量众

弱(或没有)、较弱、中等、较强和很强; 对于每个众

筹成功性, 筹款目标也应当是考量成功性的重要参考

筹项目视频来说, 其视频时长是固定值, 按照视频各

因素, 所以本文在选取成功的众筹项目时综合考虑了

自固有的时长直接标注即可, 其他形式特征是类型变

筹款进度和筹款目标。经过多轮循环的数据处理与校

量, 具体表现为特征的有和无, 采用 1 和 0 标注, 1 表

对工作, 不断精炼众筹项目数据, 采用分层抽样的方

示有, 0 表示无。视频类型标注的三种类型, 即动画、

法, 抽取得到包括公益、科技、农业、艺术、娱乐和

动画实拍结合、纯实拍分别用 0,1,2 标注, 格式如表 2

出版 6 个类目各 10 条, 总共 60 条比较成功的众筹项

所示。

表2
标注项

数据标注方法
形式特征

内容特征
视频类型

标注方法

李克特式量表标注, 1 至 5 分别表示特征在视频中
体现很弱(或没有)、较弱、中等、较强和很强。

视频时长

其他

0,1,2 标注, 分别表示 0 纯动画、
1 和 0 标注, 分别表
视频实际时长。
1 动画实拍结合、2 纯实拍。
示特征的有和无。

(注: ①统一培训、三人独立标注; ②两阶段分别控制标注一致性(Fleiss’ kappa1=68.1%, Fleiss’ kappa2=76.2%))

标注过程分两阶段进行, 分别控制标注的一致性

角度观察提供视频的众筹比例(现状), 有无视频对众

和信度, Kappa 系数是衡量标注人员之间信度(Inter-

筹成功率和进度的影响(结果/效用), 以及有无视频的

Rater Reliability)的统计量, 本文采用 Fleiss’ kappa 系

众筹项目在关注人数和支持人数上的差异(用户)。

数衡量标注人员之间的信度, 适用于标注人员人数在

①视频使用比例

三人及以上。首先, 三位标注人员独立地对样本中 20

如图 3 所示, 娱乐类的众筹项目视频使用比例较高, 超

个众筹视频进行标注, 此轮类间信度为 68.1%, 三位

过半数的众筹项目都在详情介绍中提供视频链接, 相比较

标注人员对于不一致的标注部分进行讨论, 使得标注
结果达到 100%的一致性; 然后对余下 40 个样本案例
的众筹项目视频进行标注, 同样是三人独立标注, 这

而言, 其他类目下的众筹使用视频的比例则较低, 特别是出
版、农业和艺术三个类目, 其视频使用比例不到 20%。总的
来看, 众筹网提供视频的项目比例为 26.26%, 与国外众筹
网站相比(如 Kickstarter 超过 80%[25], Startnext 为 89%[10])有

一阶段的 Fleiss’ kappa 系数为 76.2%, 同样通过三人讨

较大的差距, 表明国内的众筹项目提供视频的比例较低, 发

论来解决不一致的部分。两阶段的三人独立标注和讨

起人对于提供视频的意识较弱。

论, 保证每个视频都被标注 3 次, 确保标注的质量和

②对成功率和进度的影响

信度, 最终得到对 60 个较为成功的众筹视频、14 个特

众筹产生的初衷是为了筹集资金, 其成功率和筹款进

征项标注的 840 个单元的标注数据。

度是对众筹结果最直接的反映。对 6 547 条数据按照众筹项
目类型和有无视频进行分类, 统计项目成功和失败(众筹进

数据分析
(1) 总体情况分析

度是否达到 100%)的众筹项目数, 分别计算成功率和平均筹

在分析众筹视频的任务展示示能性之前, 首先从

筹款进度可以看到, 有视频的众筹项目比无视频高 10%左

爬取的 6 547 条众筹网全网项目数据入手, 从宏观的

右, 而筹款进度高出近 13 个百分点, 提供视频对于提高众

4.2

款进度, 结果如表 3 所示。从总体有无视频的成功率和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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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的成功率和筹款进度具有显著性的正向促进作用。正如

更好地建立发起人和用户之间的个人联系, 并对发起人和

Mollick 等众多学者的研究中的观点, 发起人通过视频可以

项目产生信任[2,10], 提供视频的项目也更加容易众筹成功。

图3
表3
分类

出版

有无视频

有

成功数

438

失败数

79

农业

艺术

无

有

无

有

无

106

908

350

668

170

507

9

100

39

438

81

243

517

115

1 008

389

1 106

251

84.72

92.17

90.08

89.97

60.40

67.73

项目总数
成功率(%)

众筹项目有无视频成功率和进度比较

公益

无

视频使用比例

平均进度(%) 156.31 118.51 121.41 121.95

娱乐
有

科技

无

有

94

310

50

45

750

144

67.60

65.28

总计

无

有

无

有

454

813

21

279

288

3 644

1 462

57

1 184

355

475

257

1 092

345

4 828

1 719

87.32

95.58

74.45

83.48

75.48

85.05

96.92 129.14 150.62 193.42 131.95 134.32 161.33 193.83 133.88 146.60

③对关注人数和支持人数的影响

取反馈意见[5], 因此用户的关注人数和支持人数对于发起人

随着众筹的发展和用户关注度的提高, 许多项目发起

来说也非常重要, 反映众筹项目被用户认可和接受的程度。

人将众筹作为一种产品或项目的宣传和推广的方式, 通过

数据结果显示, 总体上有视频的项目其平均关注人数和平

在众筹网发起项目来吸引公众关注, 与用户交流产品和使

均支持人数高于无视频的项目, 一定程度上提供视频能够

用体验, 既拉近了和用户的距离, 又能够在这个过程之中获

吸引更多的用户关注和支持, 增加用户流量, 如表 4 所示。

表4
分类

众筹项目有无视频情况下关注人数和支持人数比较

出版

公益

农业

艺术

娱乐

科技

总计

有无视频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平均关注人数

152

169

62

76

38

42

79

56

116

118

131

178

89

108

平均支持人数

232

304

126

207

84

91

50

67

239

51

103

158

119

132

有无视频比较

+

+

+

+

+

+

–

+

+

–

+

+

+

+

(2) 内容特征分析

①内容特征相似性体现

笔者通过编写 R 语言图形绘制代码, 根据标注数

如图 4 所示, 各类众筹视频虽然内容特征各有差异, 但

据按照众筹类型和内容特征类型分类, 绘制了内容特
征体现图, 并将特征的均值计算结果附在标签之下, 如

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和共性体现。产品/项目介绍在视频中都
有较多的展示, 视频大都比较集中地对产品功能、产品参
数、产品优势和项目实施计划进行详细描述, 帮助用户快速

图 4 所示。其中, 视频内容特征的强弱差异通过颜色深

了解该众筹项目“是什么”、“做什么”和“怎么做”, 由此也反

浅表示, 颜色越深代表该特征体现越强, 反之颜色愈浅

映出产品/项目的详情介绍是各类视频的内容重点。

则特征体现愈弱。将样本数据汇总, 内容特征的整体强
弱体现则通过扇形区域的大小表示, 范围越大表示该
类众筹视频具有更加显著的某项内容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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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之相反的是, 在各类众筹的视频中, 回报奖励的示
能性展示则非常弱, 该内容特征在出版、
公益和科技类视频中
甚至均值为 1, 几乎没有体现。笔者研究发现, 每个项目网页
的右侧有专栏显示回报奖励, 且回报奖励具有层次差异性,

ChinaXiv合作期刊

chinaXiv:201712.01358v1

总第 10 期

图4

2017 年

第 10 期

内容特征体现情况(m 表示均值)

不同的支持金额对应不同的回报或奖励, 文字介绍更简单直

大都是实物, 实物需要对产品基本功能或属性有更多的介

接, 视频中不再提供回报奖励介绍避免了信息重复性和冗余。

绍, 因此产品/项目介绍的内容特征在农业类众筹视频任务

②内容特征差异性体现
研究发现在产品/项目介绍和回报奖励两个特征项上众
筹视频具有共性特征, 但在团队介绍、项目故事、社会情怀、

展示中更加突出。
5)和公益类视频社会情怀突出相比, 艺术类众筹视频的
个人情怀特征较为突出, 渲染产品的艺术鉴赏性, 从而唤起

个人情怀和用户体验这几个特征上, 不同类型的众筹视频

大众对于艺术产品的喜爱和关注; 相比较于其他类目的众

的内容特征则具有显著的差异性。

筹, 团队介绍的内容特征在艺术类视频中也更加明显。Kunz

1)出版类有较多的项目故事的介绍, 以讲故事的形式讲

等[10]认为在视频中介绍发起人及其团队成员能够拉近与用

述项目产生、形成、发起该众筹的原因, 表明出版类众筹具

户之间的距离, 增加对发起人的了解, 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起

有较强的故事性特征, 发起人倾向于将众筹任务以故事的

信任并更能切身体会视频表达的产品的艺术性。

形式展示出来, 吸引支持者融入故事之中。
2)社会情怀和项目故事在公益类视频中体现较为突出,

6)娱乐类众筹视频的内容特征则相对比较分散。本文研
究发现, 娱乐类众筹项目具有丰富性和多元化特点, 涵盖到

公益类众筹目标在于吸引社会关注、筹集资金去帮助他人,

户外活动、明星演出、音乐话剧、粉丝动漫等多类, 因此其

社会情怀的渲染有利于呼吁起大众的爱心和同情心, 吸引

任务展示没有特别突出的内容特征, 但总的来说, 除产品/

更多的人参与到公益众筹之中; 公益往往不是一次性项目,

项目介绍外, 个人情怀的渲染相对较多, 从用户的角度描述

具有不定的周期性和多次性, 讲述往期项目发生的故事可

和展示众筹任务, 在这种情景下支持者容易将自己视作潜

以增进用户对公益项目详情的了解, 从而增加发起人和用

在用户去想象和感受项目的娱乐性[5], 从而吸引支持者参与

户之间的信任。

到众筹之中。

3)科技类视频集中在产品/项目介绍和用户体验的展示,
[15]

正如 Escalas

研究揭示, 用户观看他人使用体验时倾向于

(3) 形式特征分析
①视频类型

将自己设想在使用情境之中, 想象自己使用该产品带来的

通过图 5 的圆环图来展示各类众筹的视频类型比例, 实

便利。科技类众筹多以首发预售形式提供回报奖励, 描述他

景拍摄在各类众筹视频中占大多数, 近 90%都是实拍形式

人使用体验的任务展示方式有利于促使用户喜欢该产品并

的任务展示, 在真实场景拍摄和展示发起人团队成员或和

产生参与众筹的实际行为。

项目相关的实物实事, 而动画或动画实拍相结合的视频则

4)农业类众筹视频更多地是对产品/项目详情进行介绍。
本文认为, 农业类和科技类众筹产品比较相似, 其最终成果

较少。实拍和动画相比在影像形式、拍摄难度、观赏性有着
各自特点, 实拍是对现实世界的直接反映, 和动画相比, 更
Data Analysis and Knowledge Dis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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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hlhausen 等[24] 认为, 众筹视频的制作不需要高度专业的
设备, 只要画面柔和声音清晰, 许多众筹发起人没有资金和
技术能力去制作动画, 本文研究结果反映了大部分人会选
择更加“简单”和“真实”的实景拍摄的任务展示形式。
②视频时长
如图 6 所示, 从集中程度来看, 科技、艺术、娱乐类众
筹视频时长更加集中(表现为密度图峰值更高),而前文研究
中故事性特征较强的出版、公益、农业三类众筹, 其时长分
布则相对分散, 故事具有连贯性和关联性, 清晰地讲述一个
或多个完整故事需要更多的篇幅来铺垫故事背景, 因而时
长分散, 长短均有。总的来说, 各类众筹视频大体上集中在
100 至 300 秒的时长区间, 平均时长约 3 至 5 分钟。国外著

chinaXiv:201712.01358v1

名众筹网站 Kickstarter 官方手册建议视频不宜过长, 时间太
长, 信息冗余的视频会显得“枯燥无聊”[14], 抽取的这些成功

图5

的视频虽然有少数视频时长较长, 但大部分视频时长较短, 和

各类众筹视频类型

众多学者研究结论相符合, 小而精的视频更具有竞争力[24]。

加具有“真实感”和“亲切感”, 逼真的环境、现实的故事、丰

③其他形式特征

富的内容容易建立起大众对项目的信任。动画视频的优势在

根据标注结果按照不同众筹类型和特征绘制条形图,

于形式多样、表现张力大, 具有美术特征, 能够很好地表现

超过辅助线表示超过一半的视频具有某项形式特征, 如图 7

事物发展趋势, 但制作难度大, 需要一定的技术支持。

所示。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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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众筹项目形式特征比较(Y 表示有该特征的总体比例)

语音字幕在电影中广泛运用, 但众筹网具有语音字幕

(内容和形式)和双视角(发起人和用户)分析框架, 同样

的比例却不高, 51.67%的众筹在视频中提供和语音完全同步

适用于一般的视频特征分析, 具有普适的意义。同时,

的字幕, 使用语音字幕的空间有待提升。浮现字幕用来突出

本研究也是对“任务展示示能性”理论在视频领域的应

强调关键点或定义术语[24], 高达 90%的视频都通过浮现字
幕来突出主题和强调要点, 便于观众捕捉到最重要的信息。
众筹网作为国内的一家综合性众筹网站, 众筹视频语言几

用切入和实践扩展, 并作为众筹在频特征领域的研究
补充。从实践角度, 本文以众筹网为例, 从结果、内容

乎都是中文为主, 外文为辅, 中文比例高达 96.67%, 而外文

特征和形式特征三个方面分析我国众筹视频的任务展

使用比例仅 21.67%, 外文比例最高的是娱乐类, 三成视频

示示能性特点。从结果而言, 众筹项目中视频的使用

使用外文, 而农业类视频无外文。背景音乐的使用比例为

能够显著地影响用户的众筹行为, 如关注度和支持度

86.67%, 音乐作为“特殊语言”传递发起人的思想情感, 舒缓

等, 进而影响众筹的结果(成功率)。该发现印证了

观众心情, 提高视频任务展示的交互性体验, 让用户更快沉

Molick、Belleflamme 等学者的研究结论。从内容特征

浸到视频之中。

5

讨论与对策
众筹正随着“共享经济”的飞速发展成为社会关注

来看, 不同类型的众筹视频既有共性特点, 集中在产
品/项目介绍, 而回报奖励在视频中几乎没有体现, 在
团队介绍、项目故事、用户体验、个人情怀和社会情
怀方面又有明显的差异性, 不同类型视频内容示能性

的热点, 在未来“共享经济”模式中必将扮演越来越重

各有偏倚, 不尽相同; 从形式特征来看, 大部分视频

要的角色。从理论角度, 本研究对国内外与众筹视频

采用更加“简单”和“真实”的实景拍摄形式, 时长约 3

相关的研究进行文献梳理, 引入任务展示示能性的概

至 4 分钟, 大多通过浮现字幕来强调重点内容, 语音

念, 提出众筹视频分析的框架; 任务展示示能性不仅

字幕使用比例不高, 语言是以中文为主, 外文为辅,

强调(客体)任务展示自身特征, 同时也强调用户体验

并穿插背景音乐来提高视频观赏的交互性体验。

和用户感知(主体), 符合当下“UCD 用户为中心设计”

本文的研究对众筹平台的交互设计和众筹项目的

的理念原则, 本文基于任务展示示能性提出的双特征

成功实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笔者针对众筹平台提
Data Analysis and Knowledge Dis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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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如下建议:

的意义。
(4) 考虑不同媒介素养的用户, 提供用户手册。

(1) 众筹平台鼓励发起人提供视频, 提升用户信

众筹网的用户基数庞大, 有知名公司众筹新产品

chinaXiv:201712.01358v1

息意识。
许多研究者认为众筹项目提供视频具有必要性不

来聚集人气, 有中小企业或学生团体创新创业获得鼓

仅因为视频能够吸引用户兴趣, 还因为其能更加真实

励, 也有农民群众通过众筹打开原本闭塞的农产品销

地反映项目或产品细节以及发起团队做出的努力, 并

路等, 用户范围涵盖不同年龄、不同文化水平和不同

便于从视频评论中获取意见反馈来改善后期产品, 实

职业阶层, 其公共媒介素养, 特别是社会化媒体时代

现更加长远的发展。从众筹网数据来看, 我国众筹包

的信息素养具有较大的差异。在通过视频向大众传达

含视频的比例(约 1/4)与国外相比相差甚远, 众筹平台

众筹信息时, 对于媒介渠道和信息资源的选择、理解、

在政策上鼓励发起人在项目介绍中提供视频, 有利于

评估、创造和使用的能力差异较大[26], 面对不同媒介

促进众筹成功, 从而提高众筹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实

素养的用户尤其是知识水平较低的用户, 需要平台提

现平台和发起人的双赢。

供用户手册, 指导发起人在制作视频时秉承任务展示示

(2) 考虑众筹类型, 提供个性化设计的视频展示
模板。

能性“以用户为中心”的原则, 注重自媒体时代内容与
社交的结合, 减轻用户面对多种选择时出现的决策研

我国众筹使用视频比例较低, 视频制作具有一定
的门槛, 除了鼓励发起人提供视频, 提高用户视频意
识外, 还应提供视频展示模板, 帮助和指导发起人拍

判障碍, 充分利用视频资源和媒体优势促进众筹成功。

6

结

语

摄制作视频, 降低视频制作难度。同时, 不同类型的视

本文以我国众筹项目中的视频介绍为切入点, 基

频, 其内容特征和形式特征具有差异性, 比如公益类

于任务展示示能性的概念构建了视频内容特征和形式

众筹呼吁社会情怀, 而艺术类众筹则着重于个人情怀

特征的二维视角(发起方和支持方)分析框架, 以众筹

的渲染, 故事性强的出版、公益视频时长更长, 而科技

网为例从视频内容特征、形式特征对众筹项目视频的

类视频则相对较短, 因此应针对不同类型的众筹特点,

任务展示示能性特点进行探讨, 并对我国众筹使用视

提供多元化、个性化的展示模板。

频比例情况, 有无视频对众筹结果的影响进行研究和

(3) 提升视频的移植性和内嵌性, 增加视频分享

对比分析, 最后结合研究结论针对众筹平台提出改进
的对策建议, 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但本

渠道。
随着互联网和智能终端设备的移动化, 手机、平

研究尚有一些不足和需要完善之处:

板等智能设备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未来可穿戴设备

(1) 本研究提出的视频分析框架处于初步阶段,

的兴起, 也将对视频的移植性提出更高的要求, 能够

仅抽取众筹视频普遍和典型的内容特征和形式特征,

在不同类型的设备之间无缝移植是移动多元化的发展

分析粒度较大, 在后续的研究中将进一步细化视频特

趋势。如今各种应用种类繁多, 而用户经常使用的应

征分析粒度, 扩展分析框架, 更加深入地揭示众筹视

用却非常有限, 提升视频的内嵌性, 将众筹视频嵌入

频的任务展示示能性特征。

其他应用之中, 能够有效增加视频分享渠道, 减轻用

(2) 本文基于任务展示示能性概念的分析方法是

户使用负载。如滴滴嵌入微信, 余额宝嵌入支付宝, 以

内容分析法, 对众筹项目视频进行内容特征和形式特

及谷歌的 PWA(Progressive Web App)和微信小程序,

征的探讨, 但未关注不同的视频特征之间及与众筹项

甚至大街小巷的二维码, 均是优化内嵌性实现应用的

目自身因素的关联, 在后续研究中将运用相关分析和

随用随取, 减轻应用负载并提高用户体验。当前众筹

假设检验等方法深入分析各因素内在关联, 弥补本文

网视频仅支持优酷视频网页播放, 并且无直接分享的

不足之处。

链接, 在社交媒体发达的互联网环境下, 提升视频移

(3) 众筹网虽然是国内最具代表性的综合性众筹

植性和内嵌性、增加分享渠道, 对于众筹拉新和提高

网站, 具有较高的影响力, 近年来国内众筹发展迅速,

用户留存率, 增加用户粘度, 提升用户流量具有重要

“京东众凑”、“淘宝众筹”等众多平台也有各自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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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特点, 因此样本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后续将扩大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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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ing Crowdfunding Videos Based on Task Presentation
——Case Study of zhongchou.com
Wu Cong1 Zhao Yuxiang2 Zhu Qinghua1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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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rowdfunding video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ir
status quo, contents and features. [Method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ask presentation affordance, we first constructed a
two-dimensional (initiator and participant) framework to analyze the contents and formats of the videos. Then, we
examined the proposed method with zhongchou.com, a Chinese crowdfunding platform. [Results] We found that (I)
videos could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crowdfunding by attracting more supporters. However, few
Chinese crowdfunding cases used videos; (II) the conten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rowdfunding videos had som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Limitations]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needs to be extended, refined, and then examined
with other crowdfunding platforms. [Conclusions] This study helps us optimize the design of crowdfunding platforms
and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related 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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