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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2019世界超高清视频
（4K/8K）产业发展大会在广州召
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原中央电视
台分党组成员姜文波出席会议并发
表了主题演讲，提出4K+5G+AI开
启媒体融合新纪元。

超高清视频（4K）发展

进入快车道

2019年2月，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联合发布《超高清视频产业发
展行动计划（2019—2022年）》，我国
超高清视频产业开始进入快车道。

早在2018 年2 月，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在全国有线电视网开展“央
视专区”4K互动电视试验，实现节
目快速上架和下载，并采集节目评
价和用户收视行为，实现“千人千
面”个性化节目推荐。平昌冬奥会、
央视春晚 4K 节目、俄罗斯世界杯
4K赛事节目均上线播出。

2018年10月，我国第一个上星
4K超高清电视频道开播，在全国27
个省有线电视网落地，用户达到
2000万户。在总台4K频道开通后，
大力推动了4K超高清电视新技术
应用。2018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开展
了首次 4K 体育直播，2019 年央视
春晚实现了HD/4K智能联动直播，
一带一路开幕式实现了首次时政
4K直播，2019年中华龙舟赛实现了
4K实时渲染，2019年两会记者会实
现了5G+4K直播。

2018年以来，总台全力推进4K
超高清电视技术工程建设，现已完
成2个直播演播室、4个4K演播室、

一套4K播出系统，目前总台4K超
高清电视生产能力达到了 6 小时，
CCTV 频道每天播出 8 小时。2019
年，总台将继续加大4K超高清电视
工程建设，投资约 20 亿元。2019 年
总台预计实现4K超高清电视产量
超过2500小时。

4K与5G

融合发展

为推进 4K+5G 发展，2018 年
12月，总台与三大运营商及华为公
司签署协议，在总台联合建设“5G
媒体应用实验室”，共同推动 5G+

4K/8K媒体应用研究。2019年1月，
总台与三大运营商及华为公司开展
5G+4K/VR传输测试，实现了总台
春晚长春分会场 5G 网络 VR 实时
制作传输。

总台的5G媒体应用实验室，打
造4K、VR集成制作平台，开展5G+
4K集成制作，打造移动客户端运行
和用户体验平台，助力提升5G网络
家庭收视体验。

AI重构

电视媒体生产传播

人工智能通过智能语音、智能

主播、智能标签、智能编辑、智能写
稿、智能搜索素材、智能广告、智能
审核、智能推荐、智能转码等重构电
视媒体生产传播。

智能语音通过自动识别语音内
容，目前主要识别各种语言，并形成
文稿；智能主播利用虚拟主持人进
行视频播报；智能编辑根据视频和
音频进行拆条和剪辑；在体育、财经
等特定的业务领域，根据算法在第
一时间自动生成稿件实现智能写
稿；智能推荐可以利用用户行为大
数据和节目评价大数据进行个性化
智能推荐。

“5G+4K+AI”

开启媒体融合新纪元

超高清电视是电视发展的未
来，5G 网络为超高清电视插上发
展的翅膀，AI 人工智能将彻底重
构电视媒体的生产传播，总台将
大力推进 4K、5G 和 AI 在媒体领
域的应用。

姜文波指出，一是推进广播电
视与新媒体一体化发展，充分发挥
总台在视频音频制作方面的优势，
迅速提升总台新媒体制作能力和
水平。二是加快广播电视制播体系
升级改造，不断提升4K/8K超高清
电视制作能力和水平，为高品质家
庭影院提供丰富的超高清电视节
目内容。三是坚持移动优先策略，
充分发挥 5G 网络技术优势，打造
总台新媒体新平台，实现全媒体融
合传播。四是强化互联网思维和强
化以用户中心的工作理念，充分运
用 AI 技术提高媒体制作能力，提
升媒体的精准传播能力水平，不断
提升用户的收视体验。

5 月 9 日，2019 世界超高清视
频（4K/8K）产业发展大会在广州
召开。索尼公司首席总工程师根本
章二参加会议并发表演讲。

4K超高清视频

成为索尼重要业务

根本章二介绍了索尼公司的业
务。索尼公司一共有六大业务领
域，包括电子产品、游戏、金融、电
影、音乐以及网络服务。除此之
外，索尼近期积极拓展新业务，包
括针对小孩制作的名为 KOOV 的
教育机器人。此外，还有医疗领域
的模块等。

在2018年5月，索尼公司制定
了第三期中期业务的发展计划。根
据这一计划，索尼会继续创造更多
的社会价值，带来更多的社会福
祉，尤其是电子产业、娱乐和金融
服务三大业务领域，将创造更高的
社会价值和利润。根本章二表示，
他们希望通过“KANDO（感动）”这
一核心主题发展这些业务，在情感
上感动消费者、走近消费者、走近
创作者。

索尼在中国的业务领域分为
三大类：一是消费产品。例如，
大家熟知的电视/相机，以及专业
解决方案和其他硬件设备，这三
大领域内，中国市场对索尼集团
的全球业务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对索尼集团的利润贡献也最多。
二是专业解决方案，这部分是索
尼推出的重要业务之一，索尼希
望能够提供更多的产品和解决方
案来满足专业需求。三是专业设
备。典型的代表是户外转播车，
它们在一系列大型的体育赛事转
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索尼通过
提供自己的专业设备服务于全球
各大重要体育赛事，如俄罗斯的
欧洲杯、PGA 等一系列活动。事

实上，中国是超高清产品发展最快的
一个市场，央视在 2018 年 10 月启动
了 4K 超高清频道，广东广播电视台
在 10 月 16 日也开通了 4K 频道。央
视称，未来三年还将开通更多的4K
超高清频道。

高清视频

产业发展需要多方合作

根本章二表示，高清视频产业
发展需要多方合作。首先，4K和8K
技术之所以能够获得蓬勃的发展，
离不开中国对 5G 行业的支持。5G
能够引领一系列项目和举措的技术
应用，如智能城市、智能家居、自动驾
驶、远程医疗、智能能源等。很多新
技术、新发展和新可能性，现在都处
于概念阶段。像 4K/8K 超高清的影
像及传输技术，人们也在热烈讨
论，并对其赋予了很大期望。他们
认为，未来超高清以及4K产业将会
成为 5G 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在今年 3 月
正式发布了未来的发展计划。计划
中明确提到，4K如今已在建设，未
来计划进一步升级至 8K。工业和信
息化部和中国超高清视频产业联盟
共同探索中国超高清产业发展的时
代，索尼也愿参与其中。今年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2022 年的
冬奥会，相信会成为拉动这一技术应
用的里程碑。

有了尖端技术的支持与行业重要
产业链环节匹配，索尼就有可能探索
更多的高清技术应用场景。这些不是
靠一己之力能够完成的，索尼会跟社
会各界、合作伙伴及客户紧密合作，
提供一系列专业的解决方案。根本章
二说，他们一直致力于跟客户、合作
伙伴紧密协作，共创未来，共享成
果。索尼将会持续拓展中国业务，致
力于在中国长远发展，这是索尼全球
业务中亘古不变的政策。翘首期盼获
得行业的支持。期望与产业链精诚合
作，共创美好。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原中央电视台分党组成员姜文波：

“4K+5G+AI”开启媒体融合新纪元

索尼公司首席总工程师根本章二：

多方合作
共同发展高清视频产业

超高清电视是电视发展的未来，5G网络为
超高清电视插上发展的翅膀，AI人工智能将彻
底重构电视媒体的生产传播，总台将大力推进
4K、5G和AI在媒体领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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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清视频产业发展需要多方合作。4K和8K
技术之所以能够获得蓬勃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对
5G 行业的支持。4K/8K 超高清的影像及传输技
术，人们对其寄予了很大期望。

“
”

2019 世界超高清视频（4K/8K）产业发展大会 特刊

本报记者 卢梦琪

本报记者 崔叶子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委员会主席、首席执行官陈炎顺：

超高清显示创造超乎想象的物联网应用场景

预计到2025年，全球物联网市场规模将达
11.2 万亿美元，超高清市场需求面积将达 1.88
亿平方米，渗透率将达68%，市场产值预计可
超605亿美元，市场潜力巨大。

“
”

本报记者 刘晶

5 月 9 日，2019 世界超高清视
频（4K/8K）产业发展大会在广州
召开，大会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国
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京
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委
员会主席、首席执行官陈炎顺参加
会议。

陈炎顺表示，当前，以物联
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第
四次产业革命正席卷而来，包括超
高清显示产业在内的各行各业都因
此发生着深刻变化。而“物联网”
已经成为行业热点词。

物联网

带动超高清视频发展

物联网的发展主要分为三个阶
段：2016 到 2030 年，是物联网发
展的1.0阶段，其特征是一对一和
一对多的智慧连接；2030 到 2045
年，是物联网发展的2.0阶段，其
特征是多对多的智慧连接；2045
年后，是物联网发展的 3.0 阶段，
其特征是万物智慧互联。

陈炎顺表示，预计 2025 年，
全球物联网市场规模将达11.2万亿
美元，主要集中在智慧智造、智慧
城市、智慧健康、智慧零售、智慧
物 流 和 智 慧 交 通 等 领 域 。 2018
年，智慧端口数量就已达225亿台
左右，预计到 2025 年，这个数字
将扩大到700亿台左右，是现在的
3倍。

作为人机交互智慧端口核心
部分的显示，在物联网时代下，
显示将向超高清方向快速发展。
超高清显示将赋予智慧端口高色
域、高对比度、广视角、快速响
应等特点，细腻逼真地还原真实
场景，提供强烈的临场感和实物
感。这种交互体验一方面会推动
现有应用场景升级，产生更加丰

富的呈现形式；另一方面，还会
创造出更加丰富、超乎想象的万
物万种物联网应用场景。

例如在5G环境下，超高清显
示可实现远程医疗，来自不同医院
的医生能够远距离对患者进行医疗
会诊，提出专业医疗建议，消除患
者来回奔波就医的痛苦。多元应用
场景的出现为超高清显示带来巨大
的市场机会。据行业机构预测，到
2025 年超高清市场需求面积将达
1.88 亿平方米，渗透率将达 68%，
市场产值预计可超605亿美元，市
场潜力巨大。

陈炎顺说，京东方依托显示与
传感核心技术，发展出智慧端口器
件、智慧物联、智慧医工三大事业
板块。为了更好地满足物联网应用
场景市场需求，京东方把上述三个
事业板块按应用场景和专业领域进
一步细分，让业务能力更聚焦，客
户对应更精准。

京东方携手上下游

共同推动超高清发展

京东方一直以来坚持高强度的
研发投入，推动技术和产品有效创
新，快速提升核心能力。我们已连
续多年专利申请量保持全球业内第
一，累计可使用专利超 7 万件。根
据美国商业专利数据，京东方美国
专利授权量全球排名第17位，同比
增长16%，成为TOP20中增速最快
的企业。此外，根据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WIPO）发布的2018年全球国
际专利申请情况，京东方以1813件
PCT申请位列全球第七。

京 东 方 早 在 2016 年 就 提 出
“8425”战略，即推动8K应用，普及
4K 应用，替代 2K 应用，用好 5G 资
源。“8425”战略的实施将带动拍
摄、内容、传输、显示等产业上下游

关键环节快速升级，对手机、平板
电脑、笔记本电脑、显示器、电视等
智慧端口产品升级换代产生巨大推
动作用。

陈炎顺说，大尺寸无疑是当前
超高清发展的主流趋势之一，在笔
记本电脑、监视器、电视等领域已逐
步推广和应用超高清产品。随着
5G和折叠技术的成熟，我们也会看
到未来在移动终端上有能实现超高
清显示的可能性，这也将是一个巨
大的市场。因此，京东方在产品规
划和储备上，充分利用TFT-LCD、
AMOLED等多种技术，可以提供从
2 英寸到 110 英寸全系列超高清显
示产品，让消费者切身体验到超高
清显示技术带来的视觉震撼。

为了充分发挥技术优势，京东
方全力打造超高清产线集群。目
前，京东方共规划布局了11条可生
产超高清显示端口器件的生产线，
可持续满足超高清市场需求。在大
尺寸方面，京东方在合肥投建的全
球首条最高世代线——京东方合肥
10.5代线，目前已实现120K满销满
产，向全球客户稳定供给65英寸、
75英寸、85英寸等大尺寸超高清显
示产品；在小尺寸方面，随着京东
方成都第 6 代柔性 AMOLED 生产
线量产，京东方已具备柔性AMO-
LED批量供货的能力。

此外，京东方携手上下游合作
伙伴，共同推动超高清产业发展。
在显示终端方面，京东方在 2012
年和 2013 年就推出了 110 英寸 4K
和98英寸8K显示屏；在内容和播
放方面，2016年NHK采用京东方
98英寸8K显示产品实现了全球首
次8K实况转播，2018年京东方携
手华为、中国移动等合作伙伴在世
界互联网大会上实现首次 8K+5G
多地、多网络、多线路远程直播，
跨越 1300 多公里把乌镇画面带到
北京，此外京东方还助力打造中国
首台 8K 转播车；在标准制定方
面，京东方主持或参与制定了多项
超高清领域标准。

（上接第1版）
在上午召开的主论坛上，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原中央电视台分党组
成员姜文波，索尼公司首席总工程
师根本章二，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执行委员会主席、首席执
行官陈炎顺，LG Display CEO韩相
范，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CEO李东生，夏普株式会社会长
兼社长戴正吴，中国电信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柯瑞文，杜比实验室全
球高级副总裁 John Couling 等嘉宾
发表主旨演讲。

下午的分论坛包括产业生态与
商业模式创新论坛、5G+超高清论
坛、超高清频道制播技术论坛、内
容与版权服务论坛、全球超高清产
业应用论坛、超高清终端与芯片论
坛以及超高清业务与网络论坛。70
多位嘉宾围绕产业热点和行业前沿
话题发表主题演讲。

据了解，本次大会由广州市人
民政府、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广东省广播电视局、广东省通信管
理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
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视科
学研究院、中国超高清视频产业联
盟承办。

大会以“超清视界，点亮湾
区”为主题，旨在加强超高清视频
产业国内外交流合作，促进产业链
协同创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加
快新产品新技术应用，促进经济高
质量发展，培育发展新动能，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广播电
视总局相关司局领导，广东省委、
省政府相关部门领导，全国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
部门、广播电视局、通信管理局的
相关负责人，国内外骨干企业、产
业链上下游制造企业、内容制作企
事业单位、运营企业、互联网企业
代表、行业组织、高等院校及研究
机构、专家学者以及新闻媒体代表
出席了本次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