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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杰：

以“四融”为核心探索5G视频专网能力

本报记者 刘晶

“

”

以 5G 为代表的新一
代信息技术已经融入经
济社会，其高速率、广覆
盖、低时延的特性，为视
频体验和传播手段带来

‘双突破’。

华为公司董事长梁华：

5G+4K/8K推动超高清产业正循环

本报记者 刘晶

“

”

超高清时代的大幕已
经拉开。畅想未来，不管
是5G还是超高清产业，都
有十分令人期待的发展
前景。

“
”

展望未来，远程制播、XR、5G等技术将彻底颠
覆内容制作行业，中国在线超高清娱乐行业将在技
术和内容的双重推动下，迎来高速发展。

索尼集团高级副总裁高桥洋：

娱乐需要

身临其境的互动体验

本报记者 张心怡

11 月 2 日—3 日，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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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尼集团高级副总裁、索尼

（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高

桥洋出席大会并发表演讲。高桥

洋表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人

们的物理距离拉大了，但对于现场

感、融入感、互动式娱乐体验的需

求不降反升，这就需要超高清视频

“比真实更真实”地还原内容，缔造

全新体验。展望未来，远程制播、

XR、5G 等技术将彻底颠覆内容制

作行业，中国在线超高清娱乐行业

将在技术和内容的双重推动下，迎

来高速发展。

从“2R”走向“3R”

从标清到高清再到超高清，从

3D、4K 到如今的 8K、AI 和 5G 等新

一轮技术赋能，超高清视频产业迎

来创新活跃期。高桥洋表示，作为

一家创意娱乐公司，索尼CEO吉田

宪一郎确立了“用创意和科技的力

量感动世界”的企业宗旨。索尼聚

焦于“人”，将业务运营链打造成为

传递感动的价值链。

感动价值链有三要素，一是通

过专业广电设备、移动设备中的

CMOS 影像传感器，以及电视、数

码相机、音频等产品去“连接”人；二

是通过音乐、影视、游戏、动画等娱

乐 IP 内容，和 DTC 服务去“感动”

人；三是通过车载图像传感解决方

案、AI传感解决方案以及医疗和金

融服务去“支持”人。

新冠肺炎疫情深刻改变了人们

的生产生活方式。基于社会和商业

环境的变化趋势，索尼对“黑科技”

的 发 展 策 略 做 出 了 调 整 —— 从

“2R”战略走向“3R”战略。

“ 我 们 一 直 沿 着 Reality（真

实）和 Real-time（实时）两个战略

方向推进，一方面追求真实的视

听体验，另一方面实时捕捉和传

递瞬间的感动。受到疫情影响，

人与人之间的物理距离拉大了，

对于现场感、融入感、互动式娱乐

体验的需求却不降反升，这就需要

我们‘比真实更真实’地还原内容、

缔造体验。”高桥洋说，“因此，我们

加入了 Remote（远程解决方案）。

自此，索尼电子业务的‘3R’战略

正式建立。”

5G+4K/8K将成节目标配

超高清是人类对视觉体验的永

恒追求。索尼通过产品和解决方案

支持高质量 4K、8K、HDR 制作，让

节目的制作者将影像中的场景实时

再现给屏幕前的观众。

在专业广播电视制作领域，索

尼在当前超高清转播技术的基础

上，采用低延时、高质量的编解码技

术，通过 5G 网络传输直播信号，提

供角度多元的超高清素材。同时，

索尼的 IPlive技术进一步提升了传

统电视节目的制作资源管理，制作

人员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制作场地，

调动更多样的本地和异地节目制作

资源。

索尼的超高清技术和解决方案

也被应用于中国的广播电视节目制

作中。例如，超高清视频（北京）制

作技术协同中心的全球首台“5G+

8K”超高清视频全业务转播车上，

集成了索尼的 8K 摄像机等高质量

8K现场制作设备，并在篮球世界杯

的5G+8K转播实验、中网公开赛等

大型转播活动中投入使用。

“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活动

采用了4K全流程的现场直播，使用

了数辆索尼制造的大型转播车，配

置了多达近百讯道的索尼 4K 摄像

机。通过央视的 4K 频道和全国 70

家影院的4K影厅直播，亿万观众身

临其境地感受到阅兵和群众游行的

震撼场面。”高桥洋表示，“索尼还与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积极配合，分别

在 2019 和 2020 年央视春晚中实现

了超高清高动态范围和高清标准动

态范围的同播，并在2020年春晚中

支持央视进行 8K+5G 和 8K 100P

制播实践。”

不断刷新观众的娱乐体验

随着5G、AI、VR/AR等一批新

兴技术渗入超高清产业，构建包括

技术、内容和服务平台在内的创新

娱乐生态圈，已经成为业界共识，传

统的技术公司、娱乐内容公司以及

大数据公司纷纷加入其中。

“展望未来，远程制播、XR、

5G 等技术将彻底颠覆内容制作行

业，使创作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表达

出来，高品质、高规格、高技术的内

容将不断刷新观众的娱乐体验。”

高桥洋说，“中国在线娱乐行业将

在技术和内容的双重推动下，迎来

高速发展。”

凭借技术和 IP 内容的深厚积

淀，索尼面向创意娱乐生态持续布

局。2020年，索尼向中国领先的娱

乐平台 Bilibili 投资 4 亿美元，又以

2.5 亿美元投资了美国 Epic Games

游戏公司。

高桥洋表示，索尼和中国本土

领先的互联网企业构筑合作关系，

不仅利好版权内容的深度合作与开

发，还将加速对创作技术的探索和

升级，为创作者和用户带去崭新的

内容创作和娱乐体验。

“创新无止境、娱乐无极限。

在技术的推动下，人们甚至可以

将内容制作的范围拓展到整个宇

宙。”高桥洋指出，“索尼正与东京

大学、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

构（JAXA）共同开发搭载索尼相机

系统的卫星。这种安装传感器摄

像头的超小型卫星，计划在 2022

年发射，将拍摄有关地球的美丽

影像。”

高桥洋表示，顺应中国超高清

产业的发展态势，索尼将结合市场

环境，持续推出创新的、高附加值的

产品和解决方案。索尼将基于产

品、技术、系统以及内容资源优势，

持续助力超高清视频产业链的协同

发展。

11 月 2 日—3 日，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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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杨杰出席大会并发表演讲。杨

杰说，截至 10 月底，全国累计开通

5G基站超38万座，其中广东超5万

座，地市以上城区全部具备千兆光

纤接入能力，数据中心投产装机能

力达 100万架，CDN下沉节点总容

量达357Tbps。

视频体验实现

“双突破”

杨杰表示，近 20 年来，信息技

术的快速发展全方位带动了文字、图

片、视频的数字化演进，结合电脑、手

机等终端设备，传播机制由单向传播

模式全面升级到交互传播模式。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视频服务在

稳定民心、助力复工复产方面发挥了

十分重要的作用，5G云直播、远程医

疗、远程办公、远程教育等新模式、新

业态快速涌现。随着以5G为代表的

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

其高速率、广覆盖、低时延的特性，为

视 频 体 验 和 传 播 手 段 带 来“双 突

破”。据预测，到2022年我国超高清

产业规模将达到4万亿元，年复合增

长率将达50%。

推动

“四大升级”

杨杰强调，面向视频领域，中国移

动将以“5G+”计划为基础，一方面建

设好信息“高速公路”，构筑涵盖数据

采、传、存、处、用全环节的高品质新型

基础设施；另一方面运营好信息“高

铁”，不断为用户提供多样化、差异化

的信息服务，推动5G+超高清的四大

升级，为产业发展创造新价值。

一是推动 5G+超高清基础设施

升级。面向超高清高效传输分发需

求，中国移动加快以 5G 为代表的新

型基础设施建设。

二是推动5G+超高清视频直播升

级。2019年中国移动保障“新中国成

立70周年阅兵”仪式，首次实现多视

角、真4K直播；今年5月，中国移动完

成珠峰5G+4K+VR直播，创下了极

寒、高海拔环境下的超高清直播纪录。

三是推动 5G+超高清融合应用

升级。在消费市场，中国移动推出大

小屏互动的家庭应用以及家庭安防

解决方案；在政企市场，中国移动加

速超高清在工业、医疗、教育等场景

的落地；在新兴市场，中国移动布局

“三大球”赛事的超高清直播，打造

了国内首部4K全流程网剧，提供沉

浸式文博体验。

四是推动 5G+超高清产业赋

能升级。中国移动持续推动超高清

视频产业生态建设，牵头成立“5G

多媒体创新联盟”等多家产业联盟，

持续强化产业协作。

释放5G与超高清

融合潜力

杨杰表示，5G与超高清的加速

交融将释放出巨大潜力，超高清与

新一代交互设备的结合将催生继智

能手机之后的下一代超级计算平

台，推动以“超高清视频+感知智

能”为核心的人机交互新范式，引发

生产、生活方式的系统变革。此外，

超高清与机器视觉的结合将推动

“视联网”的诞生，16K/32K 等超越

人眼极限的视频技术将极大释放出

机器的潜能。

面向无限美好的发展前景，超

高清产业链需要紧密协作、共同努

力。对此，杨杰提出三点倡议：一是

共推基础设施突破创新，共同推进

5G 专网、数据中心、边缘云等新型

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共推内容应用

突破创新，深入开展 5G+超高清在

行业的应用示范和推广；三是共推

技术生态创新，加快核心系统芯片

和下一代视觉设备领域的研究开

发，为超高清视频产业高质量发展

注入新动能。

11月2日—3日，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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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为公司董事长梁华出席大会并发

表演讲。梁华说，推进超高清视频

产业链的发展，可以真正让中国和

世界走向4K/8K超高清视频时代。

推动产业正循环

过去一年，超高清视频发展进入

快车道。以中国为例，2019 年超高

清视频产业规模接近1.2万亿元，同

比增长51.2%，超高清节目制作超过

1.2万小时，4K频道从2018年的2个

增加到目前的5个，用户数达到2.48

亿人。预计到 2022 年，中国超高清

视频产业总体规模将超4万亿元。

梁华表示，超高清视频对大流

量、高速率、低时延的需求与 5G 的

技术特性高度吻合。一方面，5G+

云+AI赋能超高清视频产业快速发

展；另一方面，4K/8K应用的繁荣反

过来促进 5G 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发

展。如此，产业发展形成正循环。

今年 6 月，运营商和华为与合

作伙伴携手，首次完成了基于 5G

移动边缘计算的现场直播，为球迷

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观赛方式。在

5G 手机或 VR 终端上，观众可自由

选择观看视角，随时查看比赛数

据，回放精彩时刻，不错过任何一

个精彩镜头。

在中超比赛中，现场多个超高

清机位在不同位置进行拍摄，实时

将超高清视频内容通过5G网络，回

传至边缘计算节点和赛事制作中

心，摆脱了传统转播车线缆的束缚，

让用户对 5G 有实实在在的感知体

验。有了感知之后，用户就愿意为

更好的内容服务付费。

今年，运营商与华为联合阳泉

煤业开通了全国首个煤矿井下的

5G网络，这也是目前全球最深的地

下 5G 网络。在这里，5G 解决了一

个最迫切的问题——井上井下的高

清音视频通话以及超高清视频的快

速传输。在此基础上，5G与超高清

视频、云、AI 融合，进一步实现智能

巡检、智能采煤等多个煤矿行业应

用。这一系列应用的推出，将减少

工人在井下危险环境的暴露时间，

保障了煤矿的安全生产，提高了生

产效率。

“新的网络特性催生新的行业

需求，新的需求带来更多创新应用

和业态，新的业态发展激发更多网

络需求。”梁华说，“5G 赋能的超高

清视频技术，以更强的信息承载能力

和更具潜力的应用价值，为消费升

级、行业创新与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新

场景、新要素、新工具，并带来全新的

商业成果。”

推动产业技术标准统一

当前，超高清视频产业面临着标

准不统一、发展节奏不协调的挑战。

推进从内容制作到传输传送、终端显

示端到端产业链的统一标准，形成可

行的技术标准体系，刻不容缓。

梁华说，今年 9 月，中国超高清

视频产业联盟发布了 CUVA HDR

标准，目前已进入应用推广阶段。同

时，面向8K和5G应用的第三代音视

频编解码技术标准 AVS3 和 China

DRM标准，已进入商用阶段。

尊重和保护数字版权是内容创

新的必由之路。当前，世界各国已把

超高清视频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

点，数字版权管理（DRM）作为超高

清产业标准与技术核心，将有力支持

超高清产业的发展，成为构建产业链

各方合作共赢的基础。

梁华表示，全球产业协同，构建

开放的音视频技术标准体系，推动

产业化落地，为消费者带来革命性

的体验提升，是超高清产业健康发

展的关键。

促进内容创新繁荣

优质的超高清内容一直是产业

发展的关键，没有内容，就很难支撑

超高清视频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然而随着服务器、传输网络等4K基

础设施的逐步完善，相匹配的超高

清内容资源仍处于稀缺状态。

梁华表示，构建超高清内容可

以通过技术使能、内容生态促进，以

及产业协同三层架构来促进内容创

新与繁荣：第一层是2D转3D，通过

技术将现有的海量视频做 4K 修复

或 3D 转化，在保护版权的前提下，

提供类似IMAX影院的大屏观影体

验；第二层是构建 VR 社交场景内

容，针对用户有付费意愿，且具备社

交互动基因的内容建立新的用户付

费场景，特别是教育和娱乐领域，比

如智慧课堂、商场、社区的VR自主

机等；第三是丰富常态化、周期性的

VR直播内容，通过体育赛事、演唱

会、网络直播等热点事件，吸引和培

养超高清内容新的用户习惯，为用

户持续使用VR等超高清内容服务

构建黏性。

同时，在产业发展早期，为了吸

引更多内容制作方参与到超高清视

频产业，需要构建协作、互助、共赢

的可持续发展机制。比如，超高清

产业基金需要在优质的超高清内容

创作方面加大支持力度，鼓励制作

更多高质量的超高清节目。优质超

高清内容创作、制作和消费，将进一

步激发超高清产业的发展与繁荣，

带来较好的社会与经济价值。

梁华说，超高清时代的大幕

已经拉开。畅想未来，不管是 5G，

还是超高清产业，都有十分令人

期待的发展前景。华为将秉持开

放、合作、共赢的理念，携手产业

合 作 伙 伴 ，应 用 5G、云 、人 工 智

能、4K/8K 超高清等新技术，共同

创造一个由技术创新、用户体验

驱动的 5G 超高清发展新时代，为

5G 商用、4K/8K 超高清产业繁荣

做出我们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