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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视频馆展区，索尼以“践行

4K，蓄势 8K”为主题参展，展示了 4K/

8K 超高清、HDR/SDR 高动态范围、宽

色域和高帧率、IP 化工作流程等方面的

制作最新技术，以及多款 4K 摄像机和解

决方案。

记者在索尼展区看到三款新型 4K 系

统摄像机，其中HDC-55004K肩扛式摄录

一体机在此次展会进行全球首发，还一举

夺得了BIRTV2019唯一一个产品大奖。这

款机型是针对ENG 4K市场需求推出的一

款新品，录制 4K 格式素材的同时，可以

进行 4G 高清信号的传输，满足融媒体发

展高效快速回传的需求，让拍摄4K HDR

级新闻素材成为可能。

松下展区以中国风为主题，独特的双

原生 ISO展示了该功能在低照度环境下的

优秀画面拍摄能力，成为亮点。此外，松

下 展 出 的 4K 存 储 卡 式 摄 录 一 体 机

AJ-UPX900MC也出现在本届BIRTV2019

产品奖名单中，赢得专业人士的好评。

索尼与松下两大日企过招 4K 实力、

比拼 8K 技术的同时，国内品牌也在本次

展会上吸睛无数。

我国高端摄像机产品产业化重点企业

华创高科，携多款 4K 超高清摄录器材超

高清设备亮相展会。其生产的4K ENG超

高清&全高清广电影视专业摄录一体机

UHC-4680，可以实现在同一场景一次拍

摄录制出4K和HD两套素材，实现了全高

清和超高清平滑过渡，兼容了节目制播的

新流程。

广州冠博生产的全球首款 8K 极高清

监控摄像机也在展会中亮相，该产品于美

国 CES 展会正式发布，并在 2019 世界超

高清视频产业发展大会上，联合中国电

信 、 广 东 广 电 网 络 、 华 为 、 TCL 等 企

业，首次实现了8K+5G端到端和有限电视

专网直播。

8 月 29 日，LG Display 在中国广州建

设的8.5代OLED面板生产线正式投产。该

生产线是LG Display在韩国本土外建设的

首条大尺寸 OLED 面板生产线。LG Dis-

play CEO韩相范表示，广州工厂将与韩国

坡州工厂一起成为OLED产业的“两极”。

历时两年多完工的LG Display广州工

厂，初期产能为每月6万片玻璃基板，2021

年底最大产能将达到每月9万片。2022年

LG Display韩国坡州的10.5代OLED面板

工厂量产后，OLED 玻璃基板切割成的电

视用面板年产能将达到 1000 万片，OLED

面板目前供不应求的困境有望缓解。

OLED新战略基地

呼之欲出

IHS 的数据显示，2011 年中国电视市

场的销售额占全球电视市场 22.8%，超越

北美，成为全球最大电视市场。2017年中

国电视市场以25%的占比稳居全球电视市

场第一。业内人士预计，中国电视市场主

导全球电视市场的趋势将持续到2023年。

政策利好有望在 2019 年推动 OLED

电视在高端市场赢得更多份额。1 月份，

国家发改委等10部委联合印发了《进一步

优化供给推动消费平稳增长促进形成强大

国内市场的实施方案（2019 年）》，其中特

别提到促进家电消费，包括支持绿色、智能

家电销售；促进家电产品更新换代，这为高

端电视市场发展提供了新动力。

与此同时，超高清视频产业亦迎来政

策利好。3月 1日，工信部、国家广播电视

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印发《超高清视频

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9-2022年）》指出，

按照“4K先行、兼顾8K”的总体技术路线，

大力推进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和相关领域

的应用，预计到 2022 年，中国超高清视频

产业总体规模将超过4万亿元。

在消费升级和政策刺激双轮驱动下，

OLED 电视进一步获得市场青睐，在全球

2500美元以上高端电视市场OLED电视代

替LCD电视的趋势尤其明显。根据IHS的

数据，今年第一季度全球OLED电视销量

为61.1万台，同比增长30%，同期LCD电视

的增长率仅为2%。OLED电视去年的占有

率为5.7%，2022年预计超过10.9%。

目前全球已经有包括创维、海信、康

佳、长虹等中国厂商在内的15家电视厂商

加入 OLED电视阵营，2020年美国最大电

视厂商 Vizio 也将加入 OLED 阵营。在全球

电视厂商纷纷押注 OLED 之时，LG Display

广州 8.5 代 OLED 生产线的投产，对于缓解

OLED面板供不应求具有重要意义。

LG Display韩国坡州工厂初期的月产能

为 7 万片玻璃基板，加上广州 OLED 面板工

厂 9 万片玻璃基板的产能，以及韩国坡州未

来的 10.5代线产能，到 2022年，LG Display-

OLED玻璃基板切割成的电视用面板年产能

将超过1000万片。

据了解，2013年大尺寸 OLED 面板销售

量仅为 20 万片，2018 年销售量突破 290 万

片，今年预计为 380 万片。随着 OLED 电视

面 板 出 货 量 的 增 加 ， LG Display 大 尺 寸

OLED事业部有望今年首次实现盈利。

迎来OLED发展

“黄金十年”

LG Display 自 2006 年在广州投建模组

工厂，2012 年投建 LCD 面板工厂，在广州平

均每 6年投建一座新工厂。围绕 LG Display

模组工厂和面板工厂，LG Display广州产业

园区发挥“部件-面板-成品”的协同效应，形

成了覆盖面板上下游的产业集群，包括 LG

Display的OLED面板、LCD面板及模组生产

工厂，以及创维等电视厂商的制造基地。

据悉，广州OLED工厂主要生产4K超高

清 55英寸、65英寸、77英寸等大尺寸电视用

OLED 面板，初期玻璃基板产能达每月 6 万

片，2021年底最大产能将达到每月9万片。

IHS 预测，全球 OLED 电视用面板规模

2020年达到 550万片，2021年达到 710万片，

2022 年将突破 1000 万片。除了高端电视市

场，OLED面板近年来在高端商用领域和车

载显示市场迅速崛起，透明橱窗等 OLED 产

品不但具备优秀的画面，同时还具备极高的

触控精确度，可应用于服装商场等各类商用

空间展示。

全球 5G 商业的加速也给 OLED 产业带

来一个全新的巨大市场。2020 年东京夏季

奥运会、2022 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将使用 8K

进行转播，有望成为产生高清画质内容的“引

爆点”；另一方面，5G的数据处理高速度及大

容量将带来更多崭新的应用场景。

由于自发光的优势，OLED 能在像一张

纸一样的厚度中实现图像显示，并具有轻便

简洁的结构。凭借广视角、可弯曲等特点，

OLED能运用到车载电子、商用显示、智能家

居、可穿戴等众多领域。很多业内人士相信，

OLED 产业有望迎来发展的“黄金十年”，广

州8.5代OLED线的量产将成为起点。

本报讯 8月28日，戴森在北京举办的

“源·动”戴森数码马达沉浸体验日，为参与

者全方位展现戴森的核心科技魅力。

与众多家电公司不同，戴森是一直坚持

自主研发数码马达的科技公司，工程师全程

参与戴森数码马达的研发制造。工程师和

技术供应商、学术界等各领域合作，亲自参

与开发高精度全自动生产线，在世界各地寻

找最高效的机器人设备，并参与对先进的生

产技术进行投资的环节。

据了解，1999年以来，戴森在数码马达

的设计、开发和制造方面已投入超过 3.5亿

英镑，数码马达的总生产量超过5000万台。

戴森数码马达经历了 20 年的发展，功

率更强、体积更小、应用场景更广泛，改变了

人们生活中常用但容易被忽视的产品使用

体验，也促进了机器人技术、智能制造、材

料、精密生产等多个领域的革新。（王 伟）

BIRTV2019
一场4K/8K超高清成果秀

本报记者 张一迪

2019年8月21日—24日，第二十八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BIRTV2019）在北京举行，526家广播影
视产业链企业和运营机构汇聚一堂，展示了其最先进的技术、产品和应用。

3 月，工信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印发了《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行动计划
（2019-2022）》；6月6日，我国正式颁发了5G商用牌照。因此，超高清和5G毫无悬念地成为此次BIRTV的亮点
和重点，各大展商以4K/8K超高清技术为核心，重点展示了超高清制播、新型技术解决方案、5G传输及发展趋势以
及媒体融合新发展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广东省还分别举办了“5G+4K+AI战略发展成果展”和“广东省4K/8K
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成果展”。

本次展会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下

简称“央视”）携“5G+4K+AI”战略发展成果

亮相展会，主要展示了 5G 媒体应用、4K超

高清技术创新、5G+4K/8K+AI 应用实践

等。央视分党组成员姜文波在BIRTV2019

主题报告会上宣布，央视标清制播系统将

在 10 月 1 日前全面下线，未来将大力推进

4K/8K技术创新，引领全国4K/8K发展。

此前，央视首创的 4K 伴随 HD 超高清

制播模式已在 2019 年央视春晚上实现了

4K 和 HD 同步直播，并完成了 8K 版的录

制。央视展区内可以看到4K/8K的下一代

电视台全 IP 总控系统暨 4K 超高清信号调

度及交换系统，该系统可实现大于 2000 路

4K信号的调度。此外，AI技术在2019央视

春晚上也有体现，小品类节目字幕通过智

能语音转写制作完成，转化效率提高10倍。

为推进8K技术研究，以2022年北京冬

季奥运会 8K 制播为目标，央视已启动 8K

拍摄、转播、编辑、渲染、直播、点播、编解

码、接入、呈现全链路的研究。记者在央视

展区看到，8K超高清图像测试序列技术研

究的相关成果，作为图像标准序列，它适用

于8K图像质量的主观评价与客观测试，是

我国广播电视行业自主研究并成功应用的

典范，标志着我国测试图像序列制作技术

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姜文波指出，电视正在面临新媒体的

巨大冲击，5G 为广电发展插上了翅膀，AI

赋能媒体生产，联合 4K/8K 超高清发展将

为媒体带来巨大发展机遇。

距离央视展区不远处，是以超高清为

主题组团参展的广东馆，其中，广东广播电

视台、广州广播电视台和三大电信运营商

广东分公司展示了最新的超高清节目，体

现我国超高清内容百花齐放发展现状。

为大力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

索贝、新奥特、中科大洋三大设备商再

聚 BIRTV2019，带来新型融媒体技术解

决方案。

索贝在本次展会上特别推出了最新的

4K 超高清频道播出系统和升级后的 UHD

超高清网络化制播全流程解决方案，真正

实现了 UHD 超高清视频的采、编、播、转、

存全流程。据工作人员介绍，升级版的解

决方案可支持8K内容从收录、上线编辑到

节目播出的全流程制作，在央视的测评中

超越索尼、草谷等公司成为排名第一的方

案作品，助力了央视8K超高清图像测试序

列技术研究。

据悉，索贝融媒体中心建设整体解决

方案已成熟落地于国家级、省级、市级、区

县级数千家媒体机构。基于索贝凌云云服

务架构的省级融合媒体平台，支撑着全国

59个县融合媒体用户基于公有云建设的县

级融合媒体中心。

在融媒体展区，新奥特以“北京云”作

为经典案例展示，体现出“北京云”融资讯、

融生活、融政务、融未来的建设理念。此

外，全球首台 5G+8K转播车也成为新奥特

在超高清展区的亮点。

中 科 大 洋 在 本 次 展 会 上 展 示 了 4K

HDR 全流程直播解决方案和 IP 化解决方

案。展会期间，中科大洋携手中国联通网

络 技 术 研 究 院 、华 为 公 司 共 同 推 出 了

XStudio 5G 融媒演播中心解决方案，该方

案将实现超高清（4K/8K）数据画面的5G实

时传输，打通演播室与异地现场转播车、单

兵、互联网媒体等多渠道的节目源，将融媒

体业务从策划、预热到节目生产、播出、发

布再到用户互动、热度跟踪、用户黏度分析

等全方位打通，形成具备强互动效果的全

媒体生产、加工、传播业务闭环融媒体业务

运营模式。

波视科技也展示了多款最新产品，其

中，BD30AV-UHD 4K超高清延时器可提

供世界上最长的全 8K或 4K无压缩超高清

信号的延时时间，已成功应用于 2018 年俄

罗斯世界杯首个地面链路的 4K 同步信号

延时、央视首个4K演播室以及广东电视台

的4K制作和播出系统。

构建5G+4K+AI战略布局 寻求广电发展机遇
5G 为广电发展插上翅膀，AI

赋能媒体生产，联合4K/8K超高清
发展将为媒体带来巨大发展机遇。

国内三大设备商争秀4K/8K超高清实力
索贝、新奥特、中科大洋三大

设备商带来了新型融媒体技术解决
方案，展示了4K/8K超高清实力。

索尼与松下过招 国内品牌发力崛起
索尼与松下两大日企过招 4K

实力、比拼 8K 技术的同时，国内
品牌的产品也在展会上吸睛无数。

广州8.5代OLED线量产

OLED电视面板年产将达千万片

本报讯 近日，“中国智能门锁行业质量

与消费”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本次发布

会旨在进一步推动智能门锁行业的健康、可

持续、高质量发展，会议由中国五金制品协会

主办，中国日用五金技术开发中心协办。

为保障智能门锁行业的高质量发展，保

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建立、健全企业自我

约束机制，维护市场公平竞争，营造良好的

行业生态环境，促进行业可持续发展。发布

会现场，中国五金制品协会、中国日用五金

技术开发中心携手中国智能门锁行业知名

企业共同发起《智能门锁行业质量自律诚信

公约》。

发布会上，中国五金制品协会首次发布

《智能门锁消费指南》。指南共 22 条，对什

么是智能门锁，智能门锁的功能、优缺点、安

全性、适用性等进行了通俗易懂的阐述，为

消费者提供了参考依据。 （文 编）

智能门锁行业自律公约和消费指南在京发布

戴森数码马达沉浸体验日在京举办

本报记者 江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