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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21家主要网络视频平台上线“青少年防沉迷系统”

长视频平台首次纳入防沉迷体系

□

信息时报记者 卢云龙

5月28日， 国家网信办在其官网发

布了目前国内主要网络视频平台推行

青少年防沉迷系统情况。 记者获悉，国

家网信办统筹指导西瓜视频、 好看视

频、全民小视频、哔哩哔哩等14家短视

频平台以及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PP

视频4家网络视频平台，在“六一”儿童

节到前夕统一上线“青少年防沉迷系

统”。 加上此前试点的短视频平台，目前

国内已有21家主流网络视频平台上线

了“青少年防沉迷系统”。 业内人士分析

认为，近年来，网络视频青少年用户增

长明显， 为进一步提升青少年保护力

度，加强网络视频监管势在必行。

青少年防沉迷系统范围持续扩大

根据国家网信办官网消息，国家网

信办在总结前期试点工作经验基础上，

扩大了“青少年防沉迷系统”覆盖范围，

除了全面覆盖短视频平台，还首次将主

要长视频平台纳入防沉迷体系，实行统

一标准，进一步提升青少年保护力度。

进入青少年模式后，所有网络视频

用户使用时段、服务功能、在线时长均

受限，只能访问专属内容池。 在专属内

容池中，长视频平台重点选择弘扬爱国

主义、宣扬英雄人物的优秀电影、电视

剧；短视频平台侧重为青少年提供课程

教学、书法绘画、亲子教育、人文历史、

传统文化、手工制作、自然科普等寓教

于乐的优质内容。

据国家网信办相关负责人介绍，青

少年防沉迷试点工作开展2个月以来，

超过4.5亿短视频用户每日收到青少年

模式弹窗提示，5260万人次访问青少年

模式引导页。 该负责人表示，由于各个

平台技术研发能力存在差异，青少年防

沉迷系统需要依靠用户自主选择才能

发挥作用，在利用大数据分析、人工智

能、人脸识别等技术主动发现未成年用

户方面存在不足，内容池建设也需要不

断优化。

据悉，国家网信办将继续扩大“青

少年防沉迷系统”覆盖范围，把网络直

播等行业纳入该系统，汇集社会各方力

量，共同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

网络空间。

网络视频平台积极响应配合

记者了解到， 全面推行“青少年

防沉迷系统”， 各主要视频平台迅速、

积极响应和充分配合。 5月30日， 抖音

宣布“向日葵计划” 再次升级。 本次

升级主要包括两方面： 产品上， 抖音

正式上线亲子平台功能， 以协助家长

对未成年子女的抖音账号进行健康使

用管理； 内容上， 抖音成立“护童联

盟”， 邀请各界青少年保护及教育专

家， 共同创作优质内容， 为青少年健

康成长护航。

抖音产品负责人表示， 上线亲子

平台是为了让家长更便捷地对青少年

健康上网进行引导和管理。 该负责人

介绍， 家长最多能通过亲子平台功能

绑定三个账号， 并可根据需要为孩子

开启抖音青少年模式或时间锁功能。

开启青少年模式后， 孩子将只能在固

定时间段，在40分钟时长内，浏览由抖

音青少年团队所精选的短视频内容。 打

赏、充值、提现、直播等功能将被禁用。

此外，家长还可通过亲子平台的“时间

锁”功能，为未成年子女设置每日使用

抖音的限定时长

（

40

分钟

~120

分钟）

，超

出时长后，子女账号需输入家长设置的

独立密码才能继续使用。

此外，哔哩哔哩

（

B

站 ）

也在近日上

线了青少年模式。据B站公告称，在该模

式中B站筛选一批教育类、 知识类内容

呈现在首页，且无法进行充值、打赏等

操作。 开启青少年模式后，将自动开启

时间锁，时间锁为40分钟。 单日使用时

长超过触发时间，需输入密码才能继续

使用。

资深教育专家、 《怪爸爸笨女孩》

作者程敏认为， 包括网络视频在内的

网络内容等同于“双刃剑”， 既能让孩

子获得知识、 增长见闻， 也可能导致

孩子沉迷， 因此上线防沉迷系统意义

非常。 “视频平台的防青少年沉迷措

施很重要， 但家长监督和引导也是必

不可少。” 天河区前进小学老师张丽元

也表示， 孩子用手机看视频情况很普

遍， 除了对孩子进行监督外， 父母也

不要忽略对孩子的陪伴。

“618”电商年中购物节临近，记者

从京东、拼多多两大电商平台方面了

解到，各平台均着力挖掘新营销渠道，

希望以热门“带货”渠道，获得更多消

费者关注。

在早前举行的“京东618全球品牌

峰会”上，京东零售集团轮值CEO徐

雷宣布，京东将利用微信一级入口及

微信市场的海量用户等独特资源，打

造区别于京东现有场景和模式的全

新平台。 京东相关负责人强调，在本

次和腾讯的合作中，京东并非只把微

信当作购物入口和引流工具，而是通

过全方位的布局不断挖掘社交渠道

的价值，为品牌提供全面的赋能方案。

此外，京东还将开拓抖音、快手等

短视频渠道。 京东将以小程序方式接

入抖音，通过抖音平台进行商品推广。

用户在短视频看到分享的感兴趣的商

品后， 可进入到接入抖音的京东小程

序进行购买， 形成方便快捷的购物体

验；在快手平台，用户可通过快手小店

直接跳转京东商城进行购买。 此外，在

新浪微博平台，通过橱窗功能，京东商

城将首次向微博用户全量开放。

上周， 拼多多与格兰仕集团共同

宣布达成全面战略合作，双方将倾斜

资源， 携手合作即将到来的电商年中

购物节。 据悉， 目前拼多多正大力推

进预热的“百亿补贴”大促活动，在此

次活动中， 格兰仕全线产品将以高性

价比登陆拼多多平台。 拼多多联合创

始人达达表示， 拼多多和格兰仕的深

度合作，不止围绕商品、营销和用户，

也不止于当下。 双方将着眼三至五年

的发展， 在产品创新层面持续投入。

拼多多会持续倾斜资源予以支持。

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

研究员、地歌网创始人余德认为，与格

兰仕合作， 意味着拼多多迈入头部主

流电商平台的时机已经到来。 拼多多

自去年年底以来已引入不少品牌合作

伙伴， 它也正在努力走向有品质的发

展道路。相信有更多的品牌开始试水、

尝鲜，尝试与拼多多展开合作。

信息时报记者 卢云龙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云龙）

日前举

行腾讯全球数字生态大会信息流专场

上，腾讯副总裁殷宇表示，腾讯信息流将

全面整合QQ看点、QQ浏览器信息流、天

天快报三款产品，统一推荐引擎、社交能

力、搜索能力、提升信息流广告、搜索广

告、游戏分发等商业转化能力，更好地帮

助内容创作者降低门槛、提升商业转化。

腾讯相关产品负责人表示， 目前腾讯三

大信息流产品日活跃用户达1.58亿，“推

荐+社交+搜索”三大引擎结合，能进一步

提升了信息分发的效率。

信息时报讯（记者 潘敬文）

在2019

年全球智慧物流峰会上，菜鸟宣布启动

智能物流骨干网数字化加速计划。 菜鸟

总裁万霖介绍，未来三年，菜鸟裹裹将联

合快递公司， 每年为10亿人次提供全新

寄件服务， 菜鸟驿站与快递合作伙伴共

建10万个站点提供包裹服务，菜鸟IoT技

术连接一亿个智能终端设备。

信息时报讯（记者 卢云龙）

日前，在

线导购平台返利网发布儿童节相关消费

数据报告，报告从消费区域、消费人群及

消费品类三大领域入手调查。 数据显示，

80后父母最舍得为子女支出，占总消费人

数比例68.28%； 高科技产品消费逐年升

高，同比增长24.37%。此外，返利网数据显

示，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儿童智能手表、

智能机器人等高科技产品，今年“六一”儿

童节前期的消费量同比增长了24.37%。

简讯

“618”电商年中购物节临近

电商平台积极发掘“新玩法”

腾讯信息流主推“推荐

+

社交

+

搜索”

菜鸟启动智慧物流骨干网数字化加速计划

儿童高科技产品消费上升

部分网络视频平台防沉迷系统情况

抖音：上线亲子平台功能，家长可对未成年子女的抖音账号进行

健康使用管理，如设置“时间锁”等。开启青少年模式后，孩子将只能在

固定时间段，在

40

分钟时长内，浏览由抖音青少年团队所精选的短视

频内容。 打赏、充值、提现、直播等功能将被禁用。

哔哩哔哩（

B

站）：在青少年模式中，

B

站将筛选一批教育类、知识

类内容呈现在首页，且无法进行充值、打赏等操作。 开启青少年模式

后，将自动开启时间锁，时间锁为

40

分钟。 单日使用时长超过触发时

间，需输入密码才能继续使用。

快手：家长可在快手

APP

中“设置青少年模式”，开启该模式后，青

少年每天使用快手的时间不能超过

40

分钟。 在该模式下，青少年无

法开启直播和浏览同城页面，也无法进行打赏、充值、提现等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