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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清终端与芯片:
产业链协同 共推超高清产业健康发展

2019 世界超高清视频（4K/8K）产业发展大会 特刊

本报记者 王伟

产业呈现

终端先行的良好态势

2018年我国超高清电视出货量3010万
台，占全球总出货量的30%，位居世界第一；
超高清面板自给率达50%；本土市场国产超
高清芯片占有率达60%，超高清终端与芯片
供给能力显著增强。在需求侧，随着人民生
活水平的不断改善提升，超高清视频终端产
品快速普及。2018年我国4K电视的销售量
占比稳步提升至 69%，4K 电视普及率达 7
成，4K电视保有量近1.1亿台，三项指标均远
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工信部电子信息司调研员周海燕在致
辞中表示，终端与芯片是超高清视频产业的
关键环节，是推动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近
年来，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我国
在超高清终端与芯片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
步。在供给侧，超高清显示技术不断创新、
突破，推动超高清视频产业快速发展，涌现
了诸如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终端与芯片
企业。

深圳创维-RGB 电子有限公司执行副
总裁李坚认为，从整个超高清产业链来看，
其关键点包括内容的制作、网络传输还有显
示终端。而我国的超高清的产业呈现以终
端先行、传输建设稳步推进、行业应用逐步
跟进的良好态势。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研究所研
究员何聪蕾认为，我国超高清存在四大发展
趋势，一是超高清认知和认可逐步提升，将
形成整个产业链的良性循环。二是超高清
产业链布局渐趋完善。内容拍摄、内容制

作、存储编码、超高清存储芯片、移动网络、
信号传输端和高带宽传输等领域都取得了
突破性进展。三是超高清电视向“8K+5G”
方向发展。在CES2019上，夏普、创维、康佳
等多家厂商纷纷展示8K电视产品。四是区
域产业基地不断壮大。如今，上海着力打造
内容中心芯片研发中心和标准专利专心、重
庆推动超高清面板产业转型升级、湖南构建

“制造+内容+传输+应用”全产业链体系、北
京打造5G+8K国家级协同中心和内容制作
集群等。这些良好的发展趋势将继续推进
产业终端的可持续发展。

“汰旧换优”

加速4K电视全面普及

周海燕表示，工信部作为行业主管部
门，一直致力于推动超高清视频产业快速健
康发展，2019年3月1日，工信部联合国家广
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台制定了《超高
清视频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9-2022年）》，
对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进行了顶层设计。
下一步，工信部将围绕三个方面在超高清视
频领域开展工作。一是加强统筹协调，积极
落实《行动计划》。二是构建产业生态体系，
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三是开展彩电“汰旧换
优”，加快超高清电视普及。

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彭健
锋介绍说，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联合终端
企业正在积极开展彩电“汰旧换优”活动。
他认为，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彩电制造大
国、最大的面板制造大国、最大的彩电消费
市场、最大的互联网电视用户市场，同时也
是人工智能、物联网、5G通信最前沿的应用

市场，在推动汰旧换优、全民普及4K方面具
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彭健锋在现场为嘉宾计算了一下全面
推进“汰旧换优”，将带来怎样的显著效果。
过去7年4K电视的推广量共计1.07亿台，按
照4K电视最终70%的普及率计算，还有3.5
亿台非 4K 电视需要逐步更换成 4K 电视。
假如按每年3500万台4K电视销量，要至少
10-12年才能完成4K电视的全面普及。国
内电视平均12年淘汰，比行业标准7年安全
使用期高出近一倍，因此智能电视的换机周
期有大幅降低的空间。假如，电视7年换机，
内需市场的规模将超过8000万台，只需5-6
年便可完成存量电视全部转换为4K电视的
任务。

彭健锋认为通过“汰旧换优”，将加快全
面普及推广 4K 电视，对彩电行业生态发展
十分重要。主要表现在扩大内需市场规模、
消解高世代线陆续量产带来的产能过剩风
险、同时带动信息服务和家庭服务的万亿级
市场发展等方面。同时，4K/8K对带宽的消
费能力，也将成立推动5G商用化的重要需
求的“汰旧换优”。

从2016年至今，海信、TCL、三星、创维
等电视企业也积极参与“汰旧换优”活动。
彭健锋认为，在行业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在
协会和企业的合力推动下，相信“汰旧换优”
全民普及4K电视工作将顺利推进。

终端与芯片企业协同

助推超高清产业发展

现场，终端企业分别介绍了各自企业在
布局超高清产业期间所取得的成绩和特点、

未来发展方向和对行业的思考和建议。
上海海思技术有限公司总裁熊伟介

绍说，海思未来的超高清视频产业的发
展路径聚焦在显示人工智能和连接技术
上。他介绍说，海思如今已经在芯片技
术层面，将包括门铃在内的所有家庭信
息设备进行打通，未来将会开放给整个
行业，希望所有的家庭实现互联互通，
电视大屏可以将娱乐安全信息更轻松、更
简单的呈现，给消费者不同的体验和价
值。让消费者真正体验到他们买的不仅仅
是电视的显示，而是买来了未来智慧家庭
的中控点。此外，海思还计划实现电视和
商场信息打通。智能芯片结合大数据分
析，可以识别消费者关注的内容、热点、
衣服和物件等。海思设计将后端打通，最
终实现与商贸相挂钩。未来这种基于大
屏商业模式可以带来更多的商业机会，
也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价值和更多的便
利。同时，熊伟坦言，这一目标需要与
商业伙伴一起实现。

深圳创维-RGB 电子有限公司执行副
总裁李坚介绍了创维在发展4K超高清电视
上的相关进展。他表示，创维经过30年的
积累，有健全产业链的优势。包括上游的
屏产、芯片和自研的酷开系统。未来创维
将集成这些优势发力大屏AIoT，最终打造
一个开放的大型AIoT的生态。2012年创维
成为国内第一个推出 4K 电视的企业品牌，
2013 年创维 4K 电视的占比已经达到了
45%。如今，创维的4K电视占比已经达到
了70%，尺寸范围从43-100寸，其中55寸
4K电视占到了56%。李坚认为，随着5G的
发展，给电视终端企业带来巨大的机会，
包括让超高清的大屏能够快速的扩展到教

育，医疗等各个系统，实现“LCD将会让
智慧屏幕无处不在”的目标。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
师阳丹介绍了长虹在超高清视频产业领域
的发展策略。一直以来，长虹推动普及
4K，积极布局 8K。截止到 2019 年第一季
度，长虹国内市场 4K 出货比例超过 60%；
经过长期的技术研究，长虹 4 月正式量产
75英寸8K产品，后续会逐步增加65、55英
寸产品。另外长虹还注重做好音画质基础
功能，重点加强智能化。

针对超高清时代面临整机企业面临的
面板相关问题，阳丹也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和建议。一是成本问题，8K面板目前基本
为 4K 面板价格的 1.5 倍以上，整机成本和
售价较高，制约了8KTV的快速普及。二是
面板的问题。面板的穿透率较低，导致整
机能效较低；若要实现2级能效，需要增加
较多成本；而要实现1级能效，则更难。另
外面板还存在低穿透率下的问题。三是面
板良率和可靠性的问题。目前8K面板尚未
大规模批量化生产，从目前整机测试来
看，8K面板相对4K面板还有一定缺点，比
如良率低和可靠性差。因此他建议，行业
可否针对8K的发展特点解决上述问题，加
速8K的普及。

随着未来超高清内容的不断丰富以及
未来 5G 时代开启、万物互联时代到来，
电视机“更新换代”会愈发加速，超高清
视频产业也会带动更多的应用场景和更广
阔的市场空间。加快发展超高清视频产
业，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驱动以视频为核心的行业智能化转
型、促进我国信息产业和文化产业整体实
力提升具有重大意义。

行业标准

引领产业发展

行业标准对于超高清产业的健康发展
起到引领作用。ITU-T SG16 WP3 主席
Paul Coverdale 指出，超高清视频价值链分
为内容生成、交付机制以及用户终端。随着
码流变高和压缩方式改善，从前需要12Gbps
带宽能力的 4K 视频，只需 15~25Mbps 即可
满足交付需求。随着4K/8K电视普及率越
来越高，全球超高清用户已经超过2亿，越来
越多的内容生产制造商向4K/8K聚拢。超
高清产业已经具备各项发展条件。

Paul Coverdale表示，超高清产业还需
要改善视频压缩和编码方式。过去20年，
编码方式从 H.262 演进到 H.265，不断向
更高的分辨率和压缩率迈进。下一步，
ITU 便准将继续推动 H.265，并在 VVC 和
EVC 开展工作，较 H.265 标准再将码率降
低一半。

视频体验联盟副秘书长宋利表示，基
于华为发布的视频体验衡量体系评价标
准，视频体验联盟形成了视频体验评价框
架，包括Qs、Qi、Qv三方面。视频原质量
（Qs），即音视频源质量，包括清晰度、流
畅度、保真度；交互体验 （Qi） 涉及频道
切换、初始加载、快进快退；观看体验
（Qv），即观看过程中有没有卡顿、延时、
马赛克。三个因素共同构成MOS，形成规
模化、规范化的算法框架。

网络决定

视频质量

视频质量的提升对网络能力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中国移动集团广东有限公司规
划技术部总经理蔡伟文指出，视频业务具
有高码率、高并发、高感知的“三高”特
点，视频直播更是对网络的稳定性和可靠
性提出更高要求。为解决时延、抖动等问
题，中国移动采用了全光网的视频承载模
式，光纤带宽能力达到了 16T，终端切换
控制在 50 毫秒以内，满足了低丢包率、
低时延、低投入，有效降低了组网的建设
成本。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智能网络
中心高级SDN架构师郑毅表示，超高清视
频业务将成为继语音和数据视频后又一网
络基础性业务，也是运营商下阶段最重要
的业务之一。中国联通构建了以云网产品
为核心的精品视频业务系统，包括业务
层、控制层和网络层。对于2C视频业务，
侧重在互联网上通过QOS （服务质量） 策
略提供差异化的服务；对于 2B 视频业务，
侧重于通过多类专线拼接的方式，满足不
同的服务质量需求。

华为传送与接入产品线副总裁黄志勇
表示，为满足超高清视频对网络的挑战，
华为发布了超高清视频端到端全光承载解
决方案。包括家庭端千兆接入、网络分
层、一跳入云、智慧运营，采用了双千兆

家庭、动态硬管道承载、智能光网与智能
运维等核心技术。华为希望通过全光网解
决 方 案 ， 帮 助 发 展 运 营 商 IPTV 业 务 、
OTT 4K直播、院线8K分发，与合作伙伴
共同拥抱超高清产业万亿空间。

显示、内容

决定用户体验

屏幕越来越成为人机交互的重要端
口，也是超高清视频的关键环节。京东方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原烽表示，
京东方董事长创始人王东升提出一个生存
定律，如果保持价格不变，半导体显示产
品每36个月性能需要提升一半以上，具体
包括画质、能耗、系统集成、美观、性价
比和健康。京东方预测，2018年是8K市场
导入元年，2022年65寸的8K产品将成为市
场主流，8K 将在远程医疗、体育赛事直
播、明星演唱会、安防等领域得到广泛的
应用。

内容是用户留存率的保障，也是超
高 清 视 频 产 业 在 垂 直 行 业 的 切 入 点 。
The Explorers 发 起 的 项 目 “ 星 球 万 象 ”
以 “ 更 好 地 了 解 ， 更 好 地 保 护 ” 为 目
标 ， 拍 摄 了 52 部纪录片，1000 小时的
4K/8K 视频内容，在 18 个国家的媒体平
台 播 出 。 The Explorers CEO Olivier
Chiabodo表示，超高清让视频内容制作有
了显著的进步，也将为教育行业和高校
发展带来更多机会。

VR对网络

提出更高要求

从IPTV到4K/8K，再到VR带来的立体
呈现、双向互动的观看方式，全新的视频体
验不断对网络提出更高要求。天翼智慧家庭
科技有限公司创新合作部经理郭宁指出，传
统高清业务仅需 20Mbps 带宽就可以满足，
全4K要求100Mbps以上的带宽，而VR业务
的带宽至少需要千兆层级。家庭场景下的视
频、游戏、直播，行业领域的教育、旅游、体验
馆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电信利用“一
云两网”的网络优势，为用户提供VR业务，

“一云”指天翼云，提供云计算、渲染能力，为
用户提供游戏的集约部署和渲染；“两网”指
VR承载网络和家庭网络。VR承载网络具备
主流 500Mbps、最高千兆领先的网络，将端
到端时延控制在20毫秒以内；家庭网络提供
家庭环境下5G WIFI的无缝覆盖，提升VR
一体机的使用体验。

兰亭数字CEO孙文博表示，云VR的优
势可以用“ICE”概括，即趣味（Interesting）、
舒适（Comfortable）和易用（Easy）。在起步阶
段，需要80Mbps以上的带宽，网络延迟控制
在20毫秒以内；舒适体验阶段需要260Mbps
以上的带宽，网络延迟控制在15毫秒以内；
理想体验阶段需要 1.5Gbps 以上带宽，网络
延迟控制在 2 毫秒以内。Cloud VR 需要在
网络、平台、内容、终端四个方面协同发展。
网络需提供更大带宽和更低延迟，平台需要

统一的标准和接口以降低VR生态的接入和
实施标准，内容需要提升质量、丰富数量，终
端要做到更轻量化、待机时间更长，带给用
户更好的端到端Cloud VR业务体验。

广东将打造世界级

超高清视频产业集群

近年来，广东省提出加快超高清（4K/
8K）视频产业的创新发展，培育打造世界级的
超高清产业集群，助力构建广东省产业体系
的高质量发展。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
长、党组成员杨鹏飞表示，广东省具备大力发
展4K/8K超高清视频产业的条件，在彩色电
视、智能终端、通讯设备、关键零组件、软件信
息服务业等方面都具备良好的发展基础。
2018年10月11日，广东省推出全国第二个超
高清频道，率先制定超高清产业发展的政策
体系和措施，打造世界级超高清产业集群。超
高清视频已经成为广东经济经济发展的新动
能和经济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新名片。

杨鹏飞指出，超高清产业增长率高出其
它的传统电子信息产业，呈现几个特点：一
是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进一步加快；二是超
高清节目的内容快速丰富。围绕试验区的
建设，广东省将推出一系列的创新措施，包
括加快核心关键技术和标准的研发、推进重
点产业产业化和产业集聚、加快丰富节目
内容供给、提升网络传载能力、加快产业
创新应用、推进自身体系的建设，将广东
打造成超高清视频创新高地。

超高清业务与网络:
拥抱万亿元市场 网络赋能超高清视频产业

本报记者 张心怡

5月9日，由中国超高清视频产业联盟、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共同承办的超高清业务与网络论坛在广州市召开，来自
产业组织、内容提供商、网络运营商、Cloud VR玩家、屏幕厂家和设备提供商的嘉宾共同论道超高清产业发展，拥抱万
亿市场空间。

5月9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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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2019世界超高
清视频（4K/8K）产业发展大会在广州召开。会议期间，中国超高清视频产业联盟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研究所
承办的超高清终端与芯片论坛在5月9日下午举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研究所产业部主任吴昕主持论坛。会
上，有关政府部门的主管领导、行业协会代表和领军企业代表共聚一堂，围绕如何促进超高清视频产业高速发展的议
题，提出了建设性建议和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