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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OPPO 公司 8 月 28 日

宣布，该司在基于可商用5G智能手

机上成功完成了 5G 信令和数据链

路的接通。此次成功连接，让OP-

PO 5G 商用手机离发布又近了一

步。OPPO研究院院长刘畅告诉记

者：“信令和数据链路的接通是保障

5G手机实现可靠通信功能的基础，

也是 5G 智能手机走向成熟的重要

一步。OPPO基于可商用手机实现

5G信令和数据链路的接通，将全面

加速我们5G智能手机的开发进程，

为2019年发布可商用的5G产品奠

定坚实的基础。”

据了解，此次连接利用基于

OPPO R15开发的可商用 5G 智能

手机实现，R15 是今年 3 月 OPPO

发布的一款主力畅销机型。据悉，

该手机集成了 Qualcomm（高通）骁

龙 X50 5G 调制解调器，充分验证

了可用于加速 5G 智能手机开发的

相关技术。高通是 OPPO 的战略

合作伙伴，随着苹果、三星、华为越

来越多采用自研芯片，OPPO 和

VIVO成为高通芯片最重要的采购

者。OPPO 自 2015 年开始投入 5G

研发，已经在标准、技术和产品多方

面取得诸多阶段性成果，特别是在

5G 产品和应用领域，具有领先优

势。“在此次连接成功的基础上，

OPPO将持续加速5G产品的开发，

进一步推进 5G 协议调试以及数据

链路的互通等工作，早日实现具备

5G能力和独有特点的商用终端，为

用户带来体验的全面革新。”OPPO

研究院院长刘畅表示。 （晓 东）

本报讯 8月28日，小米电视在

北京举办主题为“All in，共赢”的战

略发布会，根据小米公司联合创始

人、小米电视负责人王川的介绍，小

米电视下一步的战略为“在继续巩

固线上优势同时，进一步发力补贴

线下市场，与经销商互惠共赢，力争

拿下全年中国彩电销售量第一”。

为了保证战略目标实现，王川承诺

小米电视下半年“不涨价”。

小米电视的“全年销售量第一”

已有一定基础。根据奥维云网的统

计，今年4月，小米电视跃升至国内

月出货量第一，第二季度，小米电视

季出货量登顶中国第一。根据8月

22 日小米发布的首份财报，2018

年 第 二 季 度 ，小 米 集 团 营 收 为

452.26亿，调整后净利润为21.17亿

元。王川表示：“虽然小米承诺硬件

综合净利润率永远不超过5%，但小

米还是盈利的，而且小米电视做了

一定的贡献。”王川解释说，低毛利

率下要盈利良好必须依赖高销售

量，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小米电视秋

季战略要“力争销售量全国第一”。

要冲刺“第一”，王川认为，小米的短

板是渠道。因此，在此次战略发布

会上，小米电视邀请了全国经销商

到场，并专门举行了经销商会议。

此外，对于承诺小米电视下半年不

涨价，王川坦言，在三季度面板价格

持续上涨、美元持续走高的趋势下，

要做到这点并不容易。换言之，还

是需要“薄利多销”来支撑。不过，

专家认为，进入9月，电视面板上涨

情况会有所缓和。 （文 编）

超高清时代 节目制播“开头难”
——来自广东4K超高清试播频道的经验与思考

本报记者 林美炳

编者按：在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推动下，进入2018年以来，我国超高清视频产业蓬勃发展，应用正在加速。在4K
广播电视节目应用方面，广东广播电视台先吃螃蟹，于去年年底试开播了4K超高清电视，是国内第一个试播4K超高
清电视频道的省级电视台。今年7月6日，该试验频道完成试验任务而停播，目前广东广播电视台正在申请正式的、
全天候的超高清频道，正式开启完整的4K频道运营。

半年多的4K试播，作为运营方的广东广播电视台有诸多经验、教训和心得。8月22日，在国家广电总局科技司主
办的4K超高清电视专题报告会上，广东广播电视台电视传输制作部副主任邢卫东分享了广东广播电视台的思考。他
说，经过一年的探索，4K端到端的解决方案得以成型，但是目前还有很多痛点等待解决，希望4K时代真正到来。

小米电视新战略销量至上

称将进一步发力线下

OPPO称将率先推出

可商用5G智能手机

本报讯 8 月 28 日，新飞电器

在停产近一年后正式在河南新乡开

工复产，新股东康佳集团为其举办

了隆重的“新飞电器生产启动仪

式”，这离6月29日康佳集团竞得河

南新飞电器股权仅仅两个月。它不

仅标志着新飞正式开启了新的腾

飞，也昭示着康佳在产业布局上迈

出了重要的一步。

今年 5 月 21 日，康佳集团发布

了以转型升级为导向的康佳发展新

战略，围绕“科技+产业+城镇化”发

展方向和“硬件+软件、终端+用户、

科技+投控”发展模式，构建了科技

园区业务群、产业产品业务群、平台

服务业务群和投资金融业务群等四

大业务群同时发力的产业布局，全

力把康佳打造成一个以科技创新驱

动的千亿级平台型企业。

康佳集团将白电业务作为其产

业产品业务群的核心产品线之一，

也是其未来实现战略拓展的重要赛

道之一。据康佳集团总裁周彬透

露，就在新飞开工启动仪式之前，康

佳还与新乡县政府就空调生产基地

建设项目的合作进行积极磋商，并

签定了框架性协议。“如果项目达

成，我们将在未来三年计划投入 10

亿元在新乡县建立空调生产基地，

并实现三年生产销售空调 400 万

台、收入80亿元的发展目标。”周彬

说。

因此，周彬表示：“参与新飞的

重整，我们始终是抱以坚定的决心，

而且在我们看来，重整工作只能成

功，不能失败。对于未来的新飞，我

们的定位已经非常明确：一是保持

新飞的相对独立运营，二是实施“康

佳+新飞”的双品牌协同运作策略，

三是适时推动新飞的资本化运作。”

据康佳集团派驻的新飞电器总

经理吕剑介绍，将从三方面入手盘

活新飞。其一，盘活人才：在迅速组

建新飞经营团队的同时，保留所有

忠诚于新飞的技术骨干、管理骨干、

销售骨干和一线员工，同时研究并

推动各类长效激励机制，为新飞的

生存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

障。其二盘活产品：将制定短、中、

长期产品发展规划，短期内盘活 21

款冰箱冷柜，9月份开始业务运营；

中期着眼11月份全国产品推介会；

长期规划明后年产品布局，以智能、

健康、物联为发展方向。未来三年，

新飞在产品研发方面的累计投入将

超过 1 亿元。其三，盘活上下游供

应链和渠道，确保正式开工后 9 月

新飞业务全面开展。 （连晓东）

“新”新飞正式起飞

康佳白电蓝图又添空调基地

4K产业链未打通

内容匮乏

2017 年 4 月，广东省政府印发

《关于开展新数字家庭行动推动4K

电视网络应用与产业发展的实施方

案》。该方案提出，3～5年建成超高

清互动数字家庭网络目标，建成以

4K 超高清应用为标志的新数字家

庭示范区。

2017 年 5 月份，广东广播电视

台完成 4K 超高清制播体系建设的

总体规划工作，内容涵盖4K超高清

电视的基本参数，支持4K超高清制

播技术体系的构成和新的工艺流程

的形成等。邢卫东指出，当时提出了

很多技术指标，例如，3840×2160

分辨率、50 帧率、ITU-R BT.2020

色域；再如，声音制播上具备立体

声、环绕声和 3D 音频制播能力；暂

采用 HLG 转换曲线进行 4K HDR

节目播出；通过 IPTV 和有线电视

网络同步进行节目分发和传输覆盖

等等。

4K超高清产业链条很长，涉及

播控设备、前期后期制作工具、4K

显示器等，广东4K超高清试验频道

刚启动的时候，4K超高清产业链条

还没有真正打通。邢卫东指出，摄像

机不符合它们的拍摄规范，拍摄的

内容根本无法播出，经过和摄像机

厂商协商之后才制作出符合规范的

摄像机。

4K内容是个让人头疼的问题，

邢卫东指出，刚启动时虽然号称拥

有1000小时的片源，但是大部分都

不符合要求，广东4K超高清频道起

步十分艰难。为了推动4K超高清内

容的发展，广东省将对4K超高清内

容进行一定的补贴。今年将有20几

个节目在做4K版本。

掀起技术变革

难点变多

怎么理解 4K 呢？30 年前，业界

认为高清电视要达到35mm的胶片

宽荧幕标准。如今松下也认为，4K

电视也要达到35mm的胶片宽荧幕

标准。但是 4K 的 Rec.2020 色域覆

盖率远高于高清的 Rec.709色域覆

盖率，而且对比度也从过去SDR的

1000∶1 上升至 100000∶1。邢卫东表

示，现在像素越来越精细了，画面质

量越来越高，4K视频画面色彩更加

丰富，对比度更高，和过去高清、标

清完全不一样，用老定义来衡量新

4K合理吗？这是值得思考的。

为了更好地表达4K视频画面，

目 前 有 不 少 公 司 提 出 了 各 自 的

HDR 的表达曲线。杜比提出了 PQ

（Perceptual Quantizer，感知量化）

曲 线 ，NHK 与 BBC 共 同 推 出 的

HLG （Hybrid Log-Gamma） 曲

线，索尼、松下、阿莱和佳能等公

司 也 在 摄 像 机 端 推 出 了 不 同 的

HDR 曲线以满足前、后期制作多

样化需求。邢卫东指出，多种曲线

的存在，造成不同节目需要在不同

曲线之间进行转换，而转换过程中

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例如，显示

端曲线的选择、转换时色彩的损耗、

峰值的调整匹配等。

广东广播电视台在录制 4K 节

目的时候发现了一些关键点。目前，

市面上高质量的 HDR 内容不多，

但是 SDR 内容却非常多，如何将

SDR内容转为高质量的HDR内容

显得十分关键。业界有一个误区，过

去做标清、高清视频内容的时候，习

惯把主体图像的亮度提高，觉得这

样的画面才更有层次感。邢卫东指

出，广东广播电视台在录制4K节目

时发现，提高画面亮度会损失灰度，

让画面显得太亮，细节展现不出来。

HDR 在峰值范围内的中低亮度区

域灰度层次反而更丰富。那么，如何

更好地制作和呈现 4K HDR 电视

节目就成为一个难点。

此外，4K电视语言可能跟标清

或者高清电视语言不一样。邢卫东

指出，广东广播电视台在录制4K节

目的时候拍摄了大量的近景镜头，

视觉范围很广，但是人的注意力偏

向集中与一点，当太多的中近景出

现的时候，人反而会感觉不舒服。他

强调，如何通过更好的监看环境让

导演、编辑等艺术创作人员更快、更

好地探索、掌握和运用4K的电视镜

头语言，这是非常重要的。即如何运

用适于4K的电视镜头语言？

4K制播工艺变革流程

待升级

在超高清摄像机方面，目前，超

高清摄像机机身30多斤重，没办法

像过去一样对摄像机进行推、拉、

摇、移，所以只能架在三脚架上进行

摄像。不止如此，超高清摄像机存在

一系列难题。邢卫东指出，如果超高

清摄像机机身小了，镜头就重；如果

焦段短了，景深也会变短，难以聚

焦。超高清摄像机小型化和轻便化

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在存储方面，在标清和高清时

代，业界一直纠结于用什么存储介

质更好，但是到了4K时代用什么存

储方式就没有争议了。邢卫东表示，

一般情况下，为了将成本降到最低，

摄像机端采用闪存卡，在交换过程

中用硬盘，网络存储就用存储器。

在演播室制作和播控工艺方

面，4K 时代将出现三大变化：IP 技

术和新的 12G SDI 技术逐渐取代

3G SDI 技术；技术朝向虚拟化、集

中化管理和远程化控制的趋势发

展；IP 化带来的技术维护、应急和

售后服务变化。

在后期制作模式方面，4K视频

对高动态和宽色域要求产生对节目

色彩更精细调整的需求，但是电视和

电影又有所不同。邢卫东指出，电影

工程师和电视工程师的做事方式不

一样，前者想的是如何将画面调整到

最好的状态，而后者则是想如何利用

现有的表达系统进行更好的表达。

即，电视工程师不仅要保证视频画面

的精细，还非常注重高效，所以才有

各类表达曲线的产生。

在声音方面，为了增加声音的

沉浸感，需要增加音源采集平面；添

加了用于特殊效果的矢量对象元

素；同时，声音制作工艺也会变得更

加复杂。邢卫东认为，在目前条件

下，首先应该做好立体声，然后在条

件允许的情况下推进5.1声道和3D

音效。

传输和终端接收难题

需解决

超高清电视频道不能停留在空

中楼阁上，需要打通传输和终端接

收难题，让超高清内容能够触达用

户。只有这样，用户才有机会真正享

受到超高清电视频道所带来的福

利。邢卫东指出，广东广播电视台一

直在思考怎么让超高清视频更好地

支持存量的 IPTV 机顶盒。它们的

做法是让 IPTV 机顶盒支持三个节

目 流 ——25P 709 色 域 SDR、50P

709 色 域 SDR、50P 2020 色 域

HDR。这样不管观众家庭中使用什

么样的电视或者机顶盒，都能够看

到高品质的电视画面。现在 IPTV

已经形成比较好的产业链条，广告

权重越来越重，所以除了 25P 节目

流之外，还支持50P的节目流。

（上接第1版）谈及中国在自动驾驶

领域与国外的整体差异，他表示，中

国基础科学比较薄弱，工程师在算

法和半导体功耗上的差距也比较

大，同时，整车架构中国自主品牌比

较落后，能否支撑无人驾驶技术面

临系统性的问题。

京东 X事业部自动驾驶中心总

经理杨晶在接受《中国电子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随着以百度Apollo开放

式平台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和自动驾

驶企业在业界的深入推广和快速迭

代，国内外在自动驾驶技术领域的差

异性已经呈现逐步弥合的趋势。但是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与谷歌 Way-

mo 800万公里的实验里程相比，国

内在自动驾驶数据采集和实车试验

等方面还存在不小的差距。在以云计

算和深度学习为代表的现代技术条

件下，数据量的缺乏对于技术的更新

迭代和快速拓展具有不可估量的影

响。不过，随着国内各大主要城市逐

步建立无人驾驶测试场并发放无人

驾驶路测牌照，深信国内自动驾驶积

累实验里程并非难事。

吴甘沙表示，中国公司的最高水

平体现在算法层面（比喻为智商），与

Waymo 没有太大的差距，差的是产

品的可量产能力（比喻为体格）和数

据的积累（比喻为学问），缩短这些差

距可能需要至少3年。目前自动驾驶

领域的难题之一是落地+量产，解决

弱人工智能对开放动态环境的适应

能力和小概率的安全隐患。

在落地+量产方面，目前Waymo

有四个目标领域，包括打车服务、物流

运输、私人车辆和公共交通。对于无人

驾驶出租车服务，Waymo公司宣布将

购买6.2万辆克莱斯勒Pacifica插电式

混合动力面包车和2万辆捷豹I-Pace

全电动SUV，在菲尼克斯、山景城、旧

金山、底特律和亚特兰大等试点城市

推出服务。无人驾驶卡车服务方面，

Waymo目前已经给彼得比尔特（Pe-

terbilt）8级半卡车装备了自动驾驶硬

件和软件。Waymo同时与本田公司进

行合作谈判，希望共同从头开始开发

一款自动驾驶货车。在自动驾驶软硬

件授权方面，今年5月，Waymo宣布

正与菲亚特克莱斯勒（Fiat Chrysler）

就开发在经销商出售的无人驾驶汽车

进行洽谈，并称与全球汽车行业“50%

以上”的玩家进行谈判。目前Waymo

在美国的25个城市对其车辆进行了

测试，该公司有600多辆汽车在路上

行驶，它们要么在收集数据，要么在为

早期乘客提供乘车服务。

而中国自动驾驶的领头羊是百

度，百度今年 7 月 4 日宣布第 100 辆

量产版本的自动驾驶小巴“阿波龙”

正 式 下 线 ，与 此 同 时 ，软 银 的 SB

Drive已明确下了订单，中国的自动

驾驶小巴将会进入日本市场。百度同

时发布了 Apollo3.0 版本，此举意味

着园区等特定封闭空间的自动驾驶

系统进入量产状态。百度还宣布与比

亚迪达成更深度一步的合作，比亚迪

的电动车将成为百度 Apollo的认证

车辆开发平台。开发者只需要3天时

间，就可以在一辆由车企和百度联合

认证过的电动汽车上开发自动驾驶

系统。与此同时，百度 Apollo的全套

软件，将与比亚迪车上 341 项传感

器、66项控制权全面打通。

无人物流车是又一个可以快速

落地的自动驾驶应用场景，同样是一

个竞争激烈市场，这也是为什么

Waymo中国的王敏会给美团无人驾

驶平台站台的原因。Waymo 希望与

中国的电商合作输出其自动驾驶技

术，而中国的电商们也在抢滩这个市

场，包括京东、阿里菜鸟都在积极地

研发物流无人车和无人机等。京东的

无人配送车在今年618上路，目前京

东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 20 多

个国内城市和泰国曼谷、印尼雅加达

开始了布局，共投放100多台配送机

器人，并计划明年投入上万台。

合力解决核心难题

才能发展产业

一切才刚刚开始，在通往真正

无人驾驶L4/L5道路上，还有很多的

难题需要突破。

吴甘沙表示，除了量产+落地，

自动驾驶领域的另一个挑战是解决

弱人工智能对开放动态环境的适应

能力和小概率的安全隐患。

杨晶表示，目前自动驾驶领域

竞争的主要焦点集中在稳定可靠的

环境感知和高效合理的任务决策，

两者的核心在于人工智能和机器学

习等领域技术的不断创新和突破。

在城区道路或者高速公路场景下，

如何合理的感知车-路、车-车，以及

车-人关系，成为制约自动驾驶技术

走向成熟的主要瓶颈。

从谷歌 Waymo、特斯拉和 Uber

等公司的无人驾驶技术发展历程来

看，依靠单一的视觉或者雷达传感

器，很难全面监测与跟踪道路上各

类目标的状态变化，业界基本达成

一致的观点是，必须利用多传感器

融合的技术来提高环境感知的正确

性和可靠性。“虽然随着V2X技术和

5G 技术的大范围推广应用，可以部

分地解决车载传感器感知能力的不

足，但是随之而来的并发通信带宽

和通信容错率等问题，又会给自动

驾驶领域提出新的挑战。目前流行

的自动驾驶任务决策系统一般采用

基于规则的方法，其缺点是灵活性

较差，很难适用于相对复杂的道路

场景，最近学界提出基于端-端的深

度强化学习方法，通过学习人类驾

驶员的经验，不断提高自动驾驶任

务决策的准确性和环境适应能力，

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尝试，但距离真

正的 L5 级无人驾驶，还需要不断探

索新的路线。”杨晶表示。

某车企研究院副院长也表示，

目前自动驾驶领域面临四大核心挑

战：一是传感器能力有限，无法匹配

无人驾驶L4/L5级别的要求，这其中

有材料的问题也有工艺的问题；二

是需要更低功耗、更强大算力的半

导体芯片来跑无人驾驶的软件，目

前的芯片无法满足，不能拿整车20%

的电力去跑无人驾驶的软件和算

法；三是高精地图和融合算法依然

有很多挑战；四是无人驾驶的法规

和对安全的考量过于缺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