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2020年11月6日
编辑：沈丛 电话：010-88558889 E-mail：shencong@cena.com.cn

创维集团创始人黄宏生：

2022年全球8K电视出货量将达到690万台

本报记者 张依依

“

”

5G+8K 时代的到来
让相关产业迎来了新的发
展机遇，5G+8K的组合在
不少领域都大有可为，赋
能多种应用场景。

11 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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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维集团创始人黄宏生出席大
会并发表演讲。黄宏生表示，5G+
8K 时代的到来让相关产业迎来了
新的发展机遇，5G+8K 的组合在
不少领域都大有可为，赋能多种应
用场景。

8K电视出货量及渗透率

大幅增长

5G+8K 时代能够赋能智慧家
庭。黄宏生在演讲中表示，在
5G+8K 时代，家庭网络接入设备
包括 WiFi6 路由器等，终端设备
则包括 8K 电视、机顶盒、VR 和
AR 等设备。5G 的应用让家庭网
络得到了升级，能够为家庭提供
更快的网络速度，以及更清晰的
视频服务。

8K 技术的迅速发展、相关
信息基础设施的升级，以及国家
政策的支持，使得 8K 电视的出

货量及渗透率有了大幅增长。黄
宏生介绍，随着彩电市场规模的
不断扩大，彩电的成本也在不断
降低。有预测显示，全球 8K 电视
的出货量将从 2019 年的 20 万台，
猛增至 2022 年的 690 万台。与此
同时，8K 电视渗透率也将从 2019
年 的 0.1% ， 增 长 到 2022 年 的
2.6%。

黄宏生认为，8K 技术是推动
产业升级的关键技术，能给用户
带来更好的视觉体验和更多的应
用 功 能 。 随 着 8K 技 术 的 不 断 发

展，8K 电视产品的价格也将越来
越亲民。

5G 网络的应用也为超高清机
顶盒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作
为存量市场的主要接入产品，机
顶盒也将在超高清时代的发展潮
流中持续升级。格兰研究相关数
据显示，在存量机顶盒市场，有
线超高清用户在 2019 年第三季度
的占比不到 10%，存量市场空间
巨大。在超高清视频的普及过程
中，结合 5G 网络传输的超高清机
顶盒市场前景广阔。

摄像机、监视器

成产业链关键环节

8K超高清产业链包括8K拍摄
器材及内容制作、云端、传输通道以
及8K显示终端。在5G+8K时代，8K
摄像机和监视器是整个产业链中的
关键环节。黄宏生表示，进口的摄像
机和监视器等设备成本高昂，因此
若能够降低整个产业链的成本，就
能够迅速地把8K产业培育起来。经

过一段时间的研发之后，摄像机和软
件等产品可以进入市场。

黄宏生认为，8K 监视器将成为
国家超高清战略推进过程中必不可
少的关键设备。他表示，目前国内消
费级和专业级的8K摄像机，以及4K
到 8K 的监视器，已经进入了产业化
阶段。当前，进入8K监视器领域，是
国产监视器本土化难得的发展时机，
能够为国产监视器打入中高端市场、
全面实现本土化奠定基础。

5G 时代的到来为 8K 的普及提
供了更加可靠的保障。5G为8K的开
播提供了通道，而8K也是5G的最佳
应用场景。黄宏生表示，5G最主要的
应用在8K摄像、教育和医疗等领域。
黄宏生介绍，8K 的清晰度达到了
3200 万像素。相比于 2K 的 200 万像
素，8K的清晰度提升了数倍。

5G+8K

让世界联系更紧密

黄宏生提到，目前“直播”相当火
热，8K 直播对消费起到了引导和促
进作用。此外，他也表示，融媒体也是
8K的重要应用场景。

通往县城乡村的融媒体辅助系
统，可以通过更大的屏幕，将更多更高

清的内容传递到每一个角落，从而更
好地与群众居民互动，服务好群众，
提升群众的娱乐文化生活水平。

黄宏生介绍，基于5G+8K的智
慧教育系统，比传统的教育系统更
加稳定、更加可靠。5G+8K可以解决
智慧教育的很多问题，包括卡顿、模
糊等，也能进一步优化应用场景，比
如进行细腻的实验观察，以及机器
维修诊断教学等。

此外，基于 8K 技术的门店精
品展示能够呈现更多细节。结合
5G 网络的高速传输能力，门店精
品展示可通过 8K 摄像机和 5G 扩
展器，更好地将门店内的美食、奢
侈品、珠宝等商品通过 8K 电视展
示给消费者，提升其购买欲望，促
进消费转化。

黄宏生还表示，8K和5G的存在
让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通过操作
系统，使得酒店空间、家庭空间、出
行空间，以及公共空间都能够相互
连接。与此同时，户外大屏、室外大
屏、手机屏幕也能够通过操作系统，
实现无缝连接。

最后，黄宏生谈道，5G+8K技术
的迭代与升级，为的是带来更快、更
清晰、更便捷，且让人身临其境的体
验。5G+8K视频产业，能够让这种
体验更加精彩。

京东方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炎顺：

多元应用场景为超高清行业带来巨大市场机会

本报记者 齐旭

2020世界超高清视频（4K/8K）产业发展大会 特刊

11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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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东方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炎
顺作题为“拓展超清视界，共筑物联
生态”的开幕演讲。陈炎顺在演讲
中指出，若想抓住物联网时代显示
端口的发展契机，需要不断夯实半
导体显示核心能力，将显示产业资
源和专业能力与物联网产业进行深
度融合，提供软硬融合、系统整合的
产品和服务。

陈炎顺指出，当前世界正面临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全球经济发
展与产业环境受到冲击，新兴技术竞
相涌现，正引领科技革命和超高清产
业发生变革。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加
速了超高清应用的发展，在线教育、

远程办公、线上视频等诸多应用场景、
新需求不断迸发，行业发展迎来更多
新的机遇。在此背景下，显示作为信息
交互的核心端口，能够打破疫情造成
的物理隔阂，在助力各行各业数字化

转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超高清显
示大幅提升了人们的信息交互体验，
推动了更多物联网应用场景的出现，
进而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多元应用场景的出现为超高清

显示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机会。
陈炎顺在会上分享了一组数据：“以
超高清显示屏为例，有数据表明，到
2025年，超高清显示面积需求将达
1.85 亿平方米，其中 4K/8K 显示产

品的渗透率将达66%，整体市场规模
预计超670亿美元。”

陈炎顺表示，若想抓住物联网时
代显示端口的发展契机，需要企业做
全面充分的准备。一方面，要不断夯
实半导体显示的核心能力，强化竞争
优势；另一方面，要坚持物联网转型
战略，将显示产业资源和专业能力与
物联网产业深度融合，提供软硬融
合、系统整合的产品和服务，力争打
造千亿美元级的全球物联网创新企
业。为此，京东方坚持高强度研发投
入，推动技术和产品高效创新，在专
利申请、标准制定、基础研究等方面
获得了学术界和产业界的广泛认可。

对于显示产业中的龙头企业来
说，需要持续推出优质的超高清产品
及解决方案，并融入物联网的细分应
用场景中，加速企业的转型突破。陈
炎顺指出，当前主攻智慧车联、智慧
零售、智慧金融、智慧医工、工业互联
网、智慧城市公共服务，提供物联网

细分领域的整体解决方案，对于产
业的长足发展至关重要。陈炎顺指
出，创新商务模式有利于启动全新
的产业合作平台，以此立足区域市
场，打造软硬融合的技术开发、新型
材料与装备产业转化、产品与服务
营销推广、国际人才交流与培训等
平台和模式。

引领产业发展、突破技术和产品
创新格局、精准推广应用，需要企业
联合战略合作伙伴，打通拍摄、内容、
传输、显示等关键环节，营造共赢的
产业生态。在陈炎顺看来，“芯屏器
和”有助于进一步构筑超高清产业生
态，把算法、算力、功能硬件和软件、
海量有效数据等有机结合，实现物联
网要素的完美融和，打造符合消费者
需求的完整解决方案。同时，在融和
过程中，也将推动各行各业的产品和
服务协同发展，发挥各自优势，通过
系统整合从而准确提供解决方案，为
用户带来最佳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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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断夯实半导体显
示核心能力，将显示产业
资源和专业能力与物联网
产业深度融合，提供软硬
融合、系统整合的产品和
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