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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4日在影

院上映的《赤狐书生》，12

月19日在网络视频即可以

观看，成为 2020 年票房破

亿影片中，窗口期最短的

一部影片；2020年12月11

日在影院上映的《沐浴之

王》，2021 年 1 月 1 日就已

上线，窗口期只有20天。

30天限制形同虚设

窗口期一词来自英语

“Window Period”，指的是

不同渠道/平台/媒介播放

内容的顺序及其需要隔开

的时间，其应用包括所有

线上线下及未知之渠道，具

体如流媒体平台（线上）及

音像产品（线下）。在好莱

坞，窗口期通常是3个月，

也就是说从电影在影院放

映开始那天算起，90天内，

只能在电影院看到，之后才

可以在其他平台观看。

对于国内来说，窗口

期通常是30天。当然，也有

少数影片会延长密钥时

间，延长在影院放映的时

间。但对大多数影片来说，

如果首周末票房起不来，

那么这部电影的票房前景

很难被看好，所以不卖座

的电影排片周期会极大缩

水，提前在视频网站放映。

也因此，近年来，30天

的窗口期慢慢形同虚设，

例如2018年的《二十岁》仅

有6天的窗口期，《北方一

片苍茫》是 9 天，《江湖儿

女》是13天，2019年的《风

中有朵雨做的云》是15天，

《素人特工》是16天，《上海

堡垒》是21天。

对于窗口期越来越短

的趋势，2019年4月，中国

电影制片人协会、中国电

影发行放映协会全体会员

共同制定签署了《关于影

片进入点播影院、点播院

线发行窗口期的公约》，约

定：窗口期为影片在电影

院线首轮上映档期的 2 倍

（即：若一部影片在电影院

线首轮上映档期为 1.5 个

月，点播影院、院线的窗口

期为 1.5×2=3 个月；若一

部影片不上电影院线，档

期视为0月，点播影院、院

线的窗口期为0×2=0月，

就可以直接进入点播影

院、院线）。

不过，目前来看，这个

约定并没有被严格遵守。

2020年，7月31日，《妙先

生》在院线上映，8 月 7 日

即登录网络，《我的女友是

机器人》的窗口期也只有7

天。

电影院被抛弃

一直以来，虽然窗口

期在缩短，但院线与视频

网站还算相安无事，2020

年初徐峥的《囧妈》打破了

这个平衡。

2020 年因疫情原因，

春节档电影临时撤档，然

而徐峥的《囧妈》1月24日

却宣布将从大年初一开始

网络独播上映，此举受到

了网友的热烈欢迎，然而

院线却是一惊：《囧妈》线

上放映，意味着电影院被

完全抛弃了。浙江省电影

行业于 24 日晚间发布声

明，称全国影院为电影《囧

妈》放映投入相当大的费

用，此次“《囧妈》行为”，给

全国影院带来重大损失。

与此同时，北京新华

大地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北京九州中原数字电影院

线有限公司等以及四川、

广州、湖南等共 23 家电影

院线公司向国家电影局市

场处提出紧急请示。在请

示中，院线公司再次表示

《囧妈》在互联网免费播出

破坏了行业规则。院线希

望能够叫停《囧妈》互联网

免费首播行为，并在行业

内进行听证论证，取缔电

影院以外各类“零窗口期”

的放映模式，明确各类放

映终端与院线影院放映内

容之间窗口期界限，完善

行业规范制度。

之后，《肥龙过江》《征

途》《大赢家》等也都放弃

了院线上映，改为线上播

出。相对于《囧妈》遭遇的

院线抵制，院线对于这些

影片并未有太多异议。这

一方面是由于《肥龙过江》

已经在马来西亚、新加坡、

泰国等地上映，如果中国

迟迟不放映，更容易出现

盗版。另一方面，这些影片

的体量与《囧妈》也不同，

利益的牵扯不大，院线对

此也更容易理解。第三，在

当时电影院无法营业的情

况下，人们急需新鲜的娱

乐内容，院线电影改为网

络放映也是迫不得已，能

保证创作方的一部分回流

现金，得到“止损”。

在去年 7 月影院恢复

正常后，“窗口期”已开始缩

短：《妙先生》《我的女友是

机器人》《赤狐书生》《沐浴

之王》等，都是在不足30天

的情况下即在网络播出。

引发好莱坞震动

相比于国内的温和，

好莱坞对于“窗口期”的表

现可谓激烈：2020 年 4 月

10 日，环球影业选择用视

频点播的方式发行了《魔

发精灵 2》，而不是等待疫

情结束后重新在影院上

映。《魔发精灵2》在北美上

映的前三周获得了 1 亿美

元的视频点播收入，让该

片成功地收回了成本。环

球集团首席执行官杰夫·

希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说：“《魔发精灵 2》的收入

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预期，

这证明了视频点播模式的

生命力。就算在影院重开

后，我们也希望通过线上

和线下两种模式上映电

影。”

此举引发了全球第一

大院线 AMC 与环球影业

的冲突，在几个月的“较

量”后，AMC 院线和环球

影业通过一项新合作协议

完成了和解：窗口期缩短

至 17 天，这次协议的达成

被称为“一次不可逆的行

业地震”，业内认为足以打

破全球传统院线坚持了数

十年的 90 天窗口期规则，

将一定程度上改变未来影

院和流媒体的发展。

除了环球影业，华纳

兄弟公司的动画片《史酷

比狗》，以及迪士尼的《阿

特米斯的奇幻历险》，派拉

蒙的真人电影《海绵宝宝：

营救大冒险》也都取消了

影院上映，直接通过视频

点播的方式播出。在疫情

有所好转的情况下，花费2

亿美元打造的迪士尼电影

《花木兰》于 2020 年 9 月 4

日在美国、加拿大、新西

兰、澳大利亚以及部分西

欧国家上线Disney+，订阅

用户需额外花费 29.99 美

元的租赁价格观看，华纳

兄弟的《神奇女侠1984》也

在12月底采取院网同步的

发行模式。

更引起业内哗然的

是，2020年12月4日，华纳

兄弟宣布明年发行的《沙

丘》《哥斯拉大战金刚》《黑

客帝国 4》《猫和老鼠》《招

魂 3》《新自杀小队》等 17

部院线影片，上映当天将

在流媒体 HBOMax 同步

上线。这意味着，华纳单方

面撕毁了与院线方签订的

窗口期合约。

尽管华纳方面强调这

种发行方式只针对 2021

年，取消窗口期只是“暂时

操作”，但该举措还是震惊

了好莱坞，电影人更担心

这将成为长效机制。消息

发布当天，AMC 娱乐、喜

满客两大院线巨头的股价

分别下跌 16%和 22%。《信

条》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

和《沙丘》导演丹尼斯·维

伦纽瓦均表示反对。

华纳抛弃影院一头扎

进流媒体，在业内看来是

因高层“既不了解电影业

务 ，也 不 懂 人 才 的 重 要

性”。而其实，除受疫情影

响外，流媒体的影响力日

趋强大也是一个重要原

因。2016年，美国电影票房

收入为 113.77 亿美元，仅

比 2015 年增长 2.2%，且观

影人次不断下降，年轻受

众去影院的频次有所降

低。相比影院业的由盛转

衰，流媒体服务在 2016 年

营收突破 62 亿美元，正式

超过传统实体光碟（54 亿

美元）。流媒体平台的崛起

引发好莱坞制片厂对其倾

斜，流媒体收入成为制片

厂收入的重要来源，缩短

窗口期可加快影片收益，

也可为制片厂削减宣发费

用。

【业内观点】

国内窗口期
不会取消
好电影无需担心

国内外的做法都表

明，传统的 30 天窗口期已

经不适应当前形势。但对

国内而言，院线依旧占据

主导位置，院转网是特殊

情况下迫不得已而做出的

选择，尚不会很快变成主

流形式。中国电影或许会

缩短窗口期，但不会直接

取消（窗口期）同步登录流

媒体，因为影院收益仍然

是电影收入的重要组成部

分。

2020 年 4 月 29 日，国

家电影局召开电影系统应

对疫情工作视频会议，中

宣部常务副部长、国家电

影局局长王晓晖明确提

出，要维护院线电影“窗

口期”规则。统筹好线上

供 给 ，同 时 加 强 对 院 线

电影网络播出和网络电

影 发 展 的 通 盘 规 划 ，积

极利用互联网推动电影

发展。

在 2020 年 8 月 23 日

举办的第 10 届北京国际

电影节十周年主题论坛

上 ，华 谊 兄 弟 影 业 CEO

王中磊表示，窗口期缩短

会影响电影院对观众的

吸引力。但与此同时，他

也不排斥电影转向视频

平台上映。在他看来，“社

交属性没那么强的电影

更适合转向线上”。与此

同时，王中磊也透露，他

已经向国内流媒体平台

建议，可以通过类似做档

期的方式，以月度为周期

推出电影剧场，做定制电

影内容。

博纳影业董事长于冬

也表示，不要太在意所谓

的“窗口期”，“观众们期待

好电影，愿意等好片子，制

片方和院线要一条心，上

游的制作团队要珍惜观众

重新走进电影院的机会，

拍出好片子，院线自然愿

意增加上座率。这是电影

工作者们触底反弹的机

会。” （据《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