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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 Organizers：

电影
社交媒体

· 美国国家广播电视业协会（NAB） · 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上海） |
国际高科技文化装备产业基地 (TCDIC)

· 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

构建全球数字内容生态圈！

数字内容制作

数字内容管理

数字内容分发

数字内容终端

展会概况 Show Overview
NAB Show Shanghai 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跨媒体技术展源于美国拉斯维加斯的 NAB Show,
NAB Show 是全球最大的数字媒体娱乐展会之一，在业内已经有 93 年的历史，享有“广电界奥
斯卡”的美誉。NAB Show Shanghai 是 NAB Show 首次在美国本土以外举办的主要面向亚太
地区跨媒体从业人员的国际性的展览会，旨在为全球跨媒体从业人员搭建一个双向、多元、跨界
融合、集技术交流、产品贸易、知识与成功商业模式分享为一体的国际性平台。自 2017 年起，
NAB Show Shanghai 组委会携手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共同举办 NAB Show Shanghai，也让
NAB Show Shanghai 成为了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的官方活动之一。
本届展会秉承美国 NAB Show 93 年的专业品牌与全球影响力，依托展览、论坛、实训等多元方
式为全球跨媒体创业人员构建了一个全球数字内容生态圈，参与人员不仅可以在本届 NAB Show
Shanghai 中看到国内外知名企业，例如索尼、科视、佳能所展示的最前沿的全球跨媒体科技，例
如广电智能化科技、广电 IP 化科技、4K/8K/UHD、互动投影科技、虚拟现实 / 增强现实 / 混合
现实科技等；同时也能够听到国内外近 80 名的业内专家分享未来广电、未来网络、未来电影、IP
与泛娱乐生态系统、智能科技与影视制作融合方面的前沿思考；从事影视后期制作的工作者还能
够在同期 CPPC 中国影视 / 后期制作者实训大会上学到好莱坞最前沿的 VFX 视效技术，得到《血
战钢锯岭》视效总监 Chris Godfrey, SMPTE 科达教育奖获得者 Steve Wright,《钢铁侠 2》视效
负责 Alvaro Segura 等专家的面对面指点；对 VR/AR 未来发展感兴趣的专业人员，也可以通过现
场展映的 100 部全球优质虚拟现实影片了解未来全球虚拟现实产业的发展趋势。

NABShowshangha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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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发言人

邀请了来自中国、美国、英国、瑞士、
日本、韩国等国家的 73 名发言人来
沪分享全球跨媒体产业的前沿思考
与案例剖析。

参会代表

场会议和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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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媒体

168

余篇新闻
报道

65.35%
观众来自于企业高层

11万次
日在线观看人数

135 万 +
新媒体曝光率

观众 Visitors
来自 16 个国家和地区

8675 名专业观众

同比去年增长 5%

观众行业分析

智能科技产业 9.60%
（云、大数据、智能终端）

其他 5.55%

广播电视行业 24.47%

IT业 6.06%
场馆设施/公共文化设施 1.69%
大型现场娱乐/运动赛事 3.08%
零售业6.35%

互联网媒体/
多媒体行业 16.24%

政府 1.58%

影视/广告制作公司
14.23%

主题娱乐产业
2.76%

观众职位分析

电信行业 2.71%

政府 0.47%

电影行业 5.68%

其他 4.65%

制造商/批发商 11.86%

董事会成员/C级别
管理人员/企业法人 16.05%

客户管理人员 2.33%
副总裁/总监
/高级经理 21.16%

影视/媒体教育工作者 1.63%
市场信息分析师/顾问 5.81%
影视内容制作人员 6.98%
摄影指导/专业摄影人员
4.42%
制片人/导演
2.56%

技术人员
3.26%

工程师/信息
系统专家 9.30%

购买力决策者

65.349%

影响购买决定人员

34.651%

行政管理人员 1.63%
产品经理 7.91%

观众 Visitors
参观目的

确定下届
是否参展 3.09%

看样订货 12.14%

联络供应商，
寻找合作伙伴 42.59%

收集市场和
产品信息 42.18%

北美洲 17.74%

港澳台 24.19%

大洋洲 1.61%

国际观众五大洲参观占比

南美洲 4.03%

欧洲
亚洲 36.29%

观众感兴趣领域
音频采集设备

25.61%

室外 / 移动媒体

9.03%

信息与网络管理系统

16.96%

OTT 全产业链技术设备

6.67%

显示播出系统

13.80%

无人机

线上 / 网络视频

15.30%

新媒体内容优化系统

9.97%

虚拟现实增强现实软硬件

16.98%

智能终端硬件

9.94%
8.63%

14.84%

个性化广告解决方案 / 技术

10.96%

大型现场活动智能集成解决方案

互动电视应用软件 / 智能 APP

13.29%

人工智能 / 机器人科技

20.04%

物联网与广电媒体技术

13.23%

数字电影技术 / 数字影院

12.62%

后期影像 / 音效制作

18.16%

其他

传输发布技术 / 移动互联网技术

9.13%

5.12%

参观群体（部分） Sample Company List
各地广电局与电视台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广播
电视卫星直播管理中心

有线产业
上海东方有线网络有限公司

北京数字印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一加一广告公司

Prime Zero productions

上海诺星广告

Cloth Cat Animation

上海朗意品牌

PRISM

上海聚格广告有限公司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广科院

湖南省有线电视网络（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广东省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Framestore

上海禾野包装设计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Satore Studio

上海创智设计

中央电视台

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Fraunhofer IIS

上海莱可企业策划设计

中央电视台技术制作中心

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Base FX

上海万美设计

中央电视台技术管理中心

北方联合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Digital Domaine

上海创奥广告

中央电视台播送中心

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昊然广告

中国教育电视台

广西广电网络公司

上海新龙门影视有限公司

上海递彩策划

TVBS

安徽广电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开心麻花娱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迪智设计

香港电台

山东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上海梦现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兰越广告有限公司

TVB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映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理财频道）

上海动势广告有限公司

Munhwa Broadcasting Corp.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铸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南通北斗星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Radio Television Hong Kong

河南有线电视网络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日月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唐神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香港亚太商业网络电视台

北京永新视博数字电视技术有限公司

华强方特（深圳）动漫有限公司

朝霆广告制作（上海）有限公司

NHK

百视通网络电视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银润影视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

上海帛乐广告有限公司

韩国首尔广播电视台（SBS）

上海兆芯集成电路有限公司

上海开圣影视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源策广告公司

贵州省广播电影电视局

四川九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腾讯影业

上海雷默

河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上海联彤网络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传奇影业

朝霆广告制作

天津市文化广播影视局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左岸影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凯全广告有限公司

广西新闻出版广电局

上海星红桉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润亚影视传播有限公司

台州市迈道广告有限公司

韩城市文体广电局

上海龙晶科技有限公司

天音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阳泰广告

辽宁省广电局

上海雍敏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环球视点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墨野广告有限公司

江西省广播电影电视局

北京数码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大业影视节目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嘉时广告有限公司

江苏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北京数字太和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唐德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锐普广告有限公司

河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上海仪电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鑫宝源影视投资有限公司

博文广告

云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上海市瑞彩通视讯科技有限公司

华夏视听环球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锦策广告

广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上海杠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华亿联盟文化传媒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品山广告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

乐视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慈文影视制作有限公司

品山广告

重庆市文化委员会

霍尔果斯聚视互娱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中国北京中北电视艺术中心有限公司

上海锦策广告有限公司

山西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东方网络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太合影视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品山广告公司

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

千城智联（上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派格国际影视公司

新万宝广告

辽宁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舟山市 7412 工厂

世纪盛唐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唯琼广告有限公司

江西新闻出版广电局

重庆家乐淘科技有限公司

金英马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

立竿见影广告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华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市鸿运广告有限公司

香樟文化传媒

上海艺竟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电视台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

影视制作公司

四川广播电视台

保利博纳电影发行有限公司

贵州广播电视台

海润影视制作有限公司

广告制作公司

中山广播电视台

华谊兄弟传媒有限公司

智威汤逊

御彩调色公司

青海广播电视台

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

李奥・贝纳

上海人文空间艺术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山东广播电视台

中国电影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元广广告制作有限公司

上海雷默

合肥市广播电视台

汉狮影视广告公司

梅高广告公司

艺瞻创意

吉林电视台

DMG 传媒

上海博扬广告

唯示品牌设计
Flip Shanghai

莒县广播电视台

贞观国际影片制作公司
华亿联盟文化传媒投资有限公司

济南广众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开思工业设计（杭州）有限公司

中企万博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河北广播电视台

润亚影视传播有限公司

临沂正阳影视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广西人民广播电台

乐视影业（北京）有限公司

朝廷广告制作（上海）有限公司

广西电视台

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亚视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广播电视台

新丽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瑞德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日照市广播电视台

北京小马奔腾影业有限公司

安徽广播电视台

北京盛世新影影视发行有限公司

上海豐合廣告有限公司
上海欧亘多媒体设计

互联网移动视频新媒体平台
中国电信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研究院
北讯电信 ( 上海 ) 有限公司
上海电信应急通信局
上海电信互联网部教育中心
台灣中華電信
东方明珠新媒体
咪咕视讯
阿里云
腾讯
爱奇艺
迅雷
百视通
天津 IPTV
PPTV
一起播
Music Girl Media
宁夏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快樂聯播網
东方购物
上海丽声影音有限公司
江苏省广播电视科学研究所有限公司
梨视频
快乐购
上海联通网络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如此生活
UtoVR
上海数字产业集团
新华移动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明珠研究院
家视天下
China Telecom Global
东方明珠战略投资中心
浙江新华移动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Telstra
首都在线
ABV International
ANI-TV
Hyku
笨鸟社交
渝亚全通
云支柱
美国昆腾国际公司
上海蹈勤
主题乐园 / 博物馆 / 科技馆
温州瑞雪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市力童康体设备有限公司
西双版纳万达主题乐园管理有限公司
秀场分公司
岳阳楼区海洋之星儿童主题乐园
广州水魔方体育设备有限公司
锡山区东港镇星期六儿童成长
主题乐园
瑞金市糖果果儿童主题乐园有限公司
永州市冷水滩区星期六儿童水上主题
乐园
高碑店市海豚湾儿童主题乐园
固始西九华山竹海主题乐园有限公司

厦门梅萨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有限责任公司

永州市零陵区星期六儿童主题乐园路
分公司
西咸新区橡树之家儿童主题乐园管理
有限公司

霍尼韦尔

世纪环球电影院线发展有限公司

河东电子（HDL）

大地影院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宝山分公司

新和创智能家居

苍南菲菲羊游乐园有限公司
张家口明湖盛景游乐有限公司
清远市清城区乐贝儿主题乐园
深圳旅润游艺有限公司
辉县市时代广场贝儿健成长主题创意
乐园

上海仓兴数字影院有限公司
上海今典世纪放电影院有限公司
长宁第一分公司
上海浦东保利影城有限公司
曹路分公司
上海保利影城有限公司
上海南汇东方电影院

中山龙城国际游戏游艺设备交易中心

上海虹口金逸电影院有限公司

漫城科技

上海华符影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河北省张家口市科技馆

上海西甲东影影院管理有限公司

中山市科乐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上影海上影城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金龙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万裕国际影城汇金虹桥天山店

龙城国际游戏游艺交易中心

万达电影城 ( 金桥店 )

安徽省科学技术馆
福建省三明市科技馆

上海新华网尚影院视听馆投资
有限公司金山店

广东省河源市科技馆

上海丽盛大光明影城

星艺娱乐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尚冠影院管理有限公司

日东动漫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连赢影城有限公司

贵州科技馆

上海良华影城有限公司

西藏自治区自然科学博物馆

上海米格影城有限公司

喜得龙进出口游乐设备厂

上海南翔比高电影城

陕西科学技术馆

上海上影星汇影城有限公司

中国国家博物馆

上海上影希杰莘庄影城有限公司

温州南方机械

上海影城宝山国际影城有限公司

郑州豫龙游乐

上海上影江桥电影城管理有限公司

民族文化宫博物馆

上海影城有限公司西南影城

振辉游乐设备厂

上海影城有限公司新世纪影城

影院
IMAX
Real D
保利大剧院

上海永华影城有限公司
上海海岳天影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太禾影院管理有限公司
物联网 / 智能家居

比高电影院

云海物联

万达院线

小米

世贸影院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保千里视像集团

广东大地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三星

上海联合院线

无锡中科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大光明影院

江苏安科瑞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中影星美院线

上海唐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影城有限公司世博国际影城

TCL

UME 电影集团有限公司

科比迪

北京博纳星光影院管理有限公司

思科

辽宁北方电影院线

聪明屋智能家电科技有限公司

太平洋院线

西门子

北京新影联影业有限责任公司

海尔 U-home

上海红星太平洋影业投资有限公司

华尔思科技

大光明巨幕影城

美国快思聪公司

上海百视通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法国罗格朗公司

上海比高电影院

上海索博智能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青年梦想电影城有限公司

安居宝智能家居

上海励天影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WULIAN

佛山市嘉兆文影院设备有限公司

意诺科技

嘉美隽业电影院线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紫光物联

北京九州同映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波创智能家居

福建省中兴电影院线有限责任公司

英唐智控

华谊兄弟影院投资有限公司

华三通信

北京网尚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丰唐物联

东方网力
360
感知技术无锡有限公司
京东智能
新大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厦门信达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终端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富泰华工业 ( 深圳 ) 有限公司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联想系统集成（深圳）有限公司
河南聚海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指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特思威尔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
济南科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富泰华工业 ( 深圳 ) 有限公司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联想系统集成（深圳）有限公司
河南聚海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思必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瑞芯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河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聚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 ( 北京 ) 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和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瑞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VR/AR
数字王国
Israel Economic Mission
爱喏喜庆
杭州映墨科技有限公司
暴风魔镜
南京梦计划动漫设计有限公司
极鱼科技
T-Sense VR、T3 教育
深圳市柠檬树影业有限公司
上海交通大学
大像科技
丰昆公司
知道影业
七鑫易维
大禹网络
ACE
Impact VR Media Ltd
杭州码客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太空堡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善林金融
觅睿影业（上海）有限公司

展商 Exhibitor
150 家参展企业

11,500m2 展出面积

来自 16 个国家和地区企业

展商评语 COMMENTS FROM EXHIBITORS

今年的展会规模和参展企业的专业度都较去年有了一定的提高，组委会的周到服务也给我们留
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双方作为重要的合作伙伴，我们会一如既往的支持 NAB 的发展，同时希
望 NAB Show Shanghai 能够越办越好，尤其在专业观众的组织方面能够做的更好，吸引更多
的国内外观众前来观展。
——索尼中国专业系统集团

今年的 NAB Show Shanghai 举办得非常成功。展会的公关工作以及各类协调事宜都做得非常
充分，使得 RICOH( 理光 ) 的展品以及技术演示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同时，我们还接触到了其
他各类公司的新产品，新技术，让我们在参展的过程中耳目一新。非常感谢 NAB 组委会的大力
支持和真诚付出，让我们一起期待明年更丰富的展会成果。
                                       

    ——理光映像仪器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富士康今年是首次参展。能夠讓富士康的先進顯示技術在影視相關專業人士之間有充分的曝光，
露出。從拉斯維加斯到上海，NAB 對於促進富士康在 8K 產業發展有長足的助益。
——富士康科技集团

本次 NABSHOWshanghai 与上海电影电视节合并，提升了展会的社会影响力，吸引了更多媒
介的关注。
主办方的组织，以及整个展会环境和秩序较之上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我们在本次展会上展出了一系列有代表性的产品：
如业界首款采用 400 Gbps HyperLane 视频总线的超高宽带拼接墙处理器，以及适用于
HDMI 2.1 的唯一视音频平台，这些产品均已支持目前的 4K/60 4:4:4 信号，并可支持未来的
8K 及更高视音频标准和格式。再次感谢 NAB 组委会给予的各方面支持。
——爱思创电子

展商名录 Exhibitor List
A
奥德林（昆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ALL DREAM
（KunShan）Network Technology Co., Ltd.

福建神州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FUJIAN SHENZHOU ELECTRONIC CO.,LTD
富士胶片（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爱思创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Extron Electronics (Shanghai) Co., Ltd.

G

B

广州玖的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北 京 新 奥 特 云 视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China Digital

Guangzhou NineD Digital Co., Ltd.

Video Cloud（beijing）Limited

广州市振视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中视广信科技有限公司
China Televis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eijing) Co., Ltd
北京圆道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B e i j i n g Yu a n d a o C u l t u re D e v e l o p m e n t
Company
北京蓝海团诚科技发展中心
Unique Beijing Solutions
北京红云融通技术有限公司
Beijing Redcdn Technology Co.Ltd.
北京数码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UMAVISION TECHNOLOGIES INC．
北京中科大洋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Guangzhou Digi-Red Electronic Equipment
Co., Ltd.
广州市索广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Guangzhou Sokong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黑蚂蚁 （北京）新媒体文化有限公司
Black Ant (Beijing) New Media Culture.,Ltd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HUAWEI TECHNOLOGIES CO.LTD.

北京暴风新影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当虹科技有限公司
Arcvideo Technologies Co., Ltd.

Beijing Xingguang Film&TV Equipment

杭州映墨科技有限公司
Immersion Technologies Co., Ltd. (Hangzhou)

Techologies Co.Ltd

杭州众传数字设备有限公司
ZHC(China) Digital Equipment Co.,LTD

北京维鲸视界科技有限公司、

K

北京捷成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eijing Jetsen Technology CO.,LTD.

空岛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Space Max

北京安达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科视数字投影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New Digital Technology Holdings Ltd

Christie

Buynow×Jspot
北京七维视觉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7D Vision Technology Inc.
B&H Photo, Video, Pro Audio

L
乐清市爱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Yueqing AIMI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理光映像仪器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RICOH IMAGING CHINA CO.,LTD.

Beijing LeadAV Technology Co.Ltd

量子云未来（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Quantum Cloud Future (Beijing) Technologies
Co., Ltd.

C

I

Cobalt Digital Inc.

IABM

北京领先艾维科技有限公司

查理林摄影广告社
Charlie Lim Photography

Giant Studio

上海跨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Shanghai Create Hope Incubator Management
Co.,Ltd
上海魏唐影视传播有限公司
Shanghai Vrtimes

上海牛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Newcome Interactive Entertainment Co., Ltd.

Dayang Technology Development Inc

Beijing Baofeng New Cinema Technology Co., Ltd

上海创星数码网络开发有限公司
SHANGHAI CREATIVESTAR

广告买卖网

Haivision

J

上海举佳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FAMIKU
Network Technology Co.,Ltd

上海诺亦腾影视科技有限公司

Realis Multimedia Technology Co., Ltd

上海纵驰电子有限公司

SHANDONG MICROSHUTTLE MULTIMEDIA

Shanghai Zooms Electronic Co,,LTD.

DEVELOPMENT CO.,LTD

上海江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创图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JYI MEDIA
上海东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Shanghai Dong Ou
Cultural & Media Co., Ltd

V&S MEDIA

富士康科技集团
Foxconn Technology Group

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
Panasonic (China)

Audio-Technica

GT ARTPLAY

天津博泰天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乐游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Tianjin botai tianyu technology co.,LTD

SHANGHAI LEYOJI CULTURE & COMMUNICATION
CO.,LTD

上海星钛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Sync Tech Multimedia Information
Co.
上海港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日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索尼（中国）有限公司
Sony (China) Ltd.

T

上海高庭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上海文广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费迪曼逊多媒体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Full Dimension Multimedia Technology
（Shanghai）CO., LTD.

上海任素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奥创科技）

上海映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南京音范影音科技有限公司
Nanjing Yinfan AV Technology LTD

STR 国际集团中国上海公司
STR INTERNATIONAL(H.K.)CO.,LTD
上海广龙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量子视觉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美视多媒体发展有限公司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roadcasters (NAB)

Foundry Visionmongers Limited.

深圳雷曼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ngineering co., Ltd

《大众 DV》
Popular digital video （Beijing）advertising
media co.,ltd.

F

SHANGHAI BODE MEDIA SYSTEM CO.LTD

深 圳 市 瑞 立 视 多 媒 体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Shenzhen

D

S

上海博德影音系统有限公司

Shanghai DongRen Illumination Electrical

SHANGHAI KUNSI DIGITAL LTD.

东方有线网络有限公司
ORIENTAL CABLE NETWORK CO.,LTD

Shanghai Lusion Computer Software Co. Ltd.

深圳极驱科技有限公司 JQI Ltd.Co

N

融合网 | DWRH．Net

上海幻逸电脑软件有限公司

Shanghai Noitom Motion Picture Technology Ltd.

上海昆信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ROSS VIDEO LTD.
北京优唯佳视技术咨询有限公司（ROSS）

Shanghai UtoVR Cultire Media Co.,Ltd.

上海东仁照明电器工程有限公司

Shanghai Cloud Network Technology Co., Ltd

东方明珠数字电视有限公司
Shanghai Oriental Pearl Digital TV CO.,LTD

上海优土视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Ledman Optoelectronic Co.,Ltd

Ray Digital Studio

MOG Technologies

融影（上海）实业有限公司
ROE (Shanghai ) Industrial Co.,Ltd

Keyin

上海禾锐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云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地球山（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EarthMountain (Beijing) Technology Ltd.

上海嘉英广告有限公司

Shanghai Xue Bao Info Tech. Inc. Ltd.

M

R

Shanghai Thinkingbear Network Technology
Co.,Ltd

上海雪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ADINNO INC.

成都索贝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OBEY

上海思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International high-tech cultural
device Industrial Park

Canon （China）Co., LTD

成都观界创宇科技有限公司
Idealoeye Technology Co., Ltd.

上海游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国际高科技文化装备产业园

佳能（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池上通信机株式会社
Ikegami Tsushink Co.,ltd.

Shanghai All-in Network Technology Co., Ltd.
上海开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kaixin agricultural science &technology co., LTD

上海颢扬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BESDO SYTTEM LTD

H

上海奥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粟源食品有限公司
Shanghai Suyuan Food Co., Ltd.

广州威视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Weishi Electronic Co. Ltd

慧聪广电网

北京星光影视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数字电视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National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f
Digital Television

桃哎文化传播 / 上海盛六娱乐有限公司
天舍（上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新奥特（北京）视频技术有限公司
China Digital Video (Beijing) Limited
新加坡电子科技工业商会 SETIO
Singapore (Supporting Electronics, Technology
& industry Organisation, Singapore)
X

Shanghai Rixia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上海捷图影视设备有限公司
Jietu light
上海佰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Shanghai BloomBes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 Ltd.
上海国茂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Shanghai GMT Digital Technology Co., Ltd.
上海翎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幸福互动（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Happy Interactive Network Technology
Co，Ltd.

Y
亚马逊通技术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Amazon Web Services
英国艾德科技有限公司
ADDER Technology Ltd.
眼擎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Eyemore Technology（Shenzhen）Co.，Ltd.
依马狮传媒展览 ( 国际 ) 有限公司
IMAS Media & Exhibitions (Int'l) ltd.

LYNX Technik AG

Z

上海东洲罗顿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专业视听》

Shanghai Dongzhou Lawton Telecom Co.,Ltd

中央电视台《现代电视技术》

上海俊视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Advanced Television Engineering》

AVPOWER

郑州三和视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

Zhengzhou Sanhe Vision Technology Co., Ltd.

Shanghai Vancouver Film School

按企业名首字母排序（排名不分先后）

2017 NAB Show GIX - 上海全球跨媒体创新峰会
2017 NAB Show GIX- 上海全球跨媒体创新峰会作为亚太地区跨媒体以及广电行业的优质峰会，为全球电视媒体高层管理人员、影视制片人、导演、摄影师、
后期制作专家、运营商（有线 / 电信）、OTT 视频平台方，虚拟现实 / 增强现实内容创作人员与硬件供应商创造一个双向多元的国际交流平台。本届峰会围绕“智
媒融合 互联未来”为主题，通过主旨论坛、核心论坛、特色论坛、国际研讨会多种形式，共 10 场次论坛，探讨了新兴科技在跨媒体产业领域的应用与未来前景 ,
来自中国以及国际近 80 名发言人，例如中国工程院院士刘韵洁、中国工程院院士丁文华、SMPTE 的主席 马修 • 戈德曼、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院长 伊丽莎白 •
戴利、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院长、著名导演陈凯歌等专家，各自专业角度着重探讨全球数字内容生态圈的创新商业模式与科技应用。分享了他们对行业
的未来发展的独特见解，同期举办的白玉兰国际广播影视技术论坛重点展现了中国最具前沿的媒体科技，在国际舞台上进行发布。
为了应对未来媒体的智能融合发展，本届峰会还特别就“智慧家庭与物联网”“智能科技与未来媒体发展”引发了一日的讨论，来自联合国电信联盟（ITU）
智慧城市组副主席、国内的龙头有线运营商、好莱坞、硅谷、清华大学等国内顶尖大学研究智能科技的学者，皆发表了自己具有前瞻性的洞察力和看法。
全球下一代广电业的新业态发展与未来

全球电影产业创新发展论坛

全球未来广播电视发展技术研讨

第 23 届白玉兰国际广播影视技术论坛

NGB-W 产业发展论坛

有线运营商国际研讨会

创新科技与泛娱乐生态峰会

硅谷 - 上海 - 好莱坞峰会

・ 全球下一代广电业的新业态发展与未来

乔伊・维斯特罗
美国国家广播电视业协会

刘韵洁

丁文华

井手司治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

索尼中国专业系统集团

首度财务官

马修・戈德曼
SMPTE 主席

总裁

・ 全球电影产业创新发展论坛

伊丽莎白・戴利

陈凯歌

克里斯・高德福莱

Katie Hinsen

史蒂夫・赖特

南加州大学

著名电影导演

《血战钢锯岭》

Head Of Operations,

2017 SMPTE

电影学院院长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

视效特效总监

Department of Post

科达教育奖得主

院长

康戈澜
杜比全球学院负责人

・ 全球未来广播电视发展技术研讨

Sammo Cho

Takayuki Yamashita

何大治

杨亮

美国韦斯美林集团总裁

梅瑞林・维斯

首尔广播公司

系统工程部门高级经理，

数字电视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ATSC3.0标准研究工作组

超高清计划总监

日本NHK广播电视协会

联合组长，美国明珠电视

技术副总监

融合媒体创新产品总监

上海交通大学未来媒体网路

数字电视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协同创新中心

台高级专家

・ 第23届白玉兰国际广播影视技术论坛

汪建强

Wendy Baxter

王晓梅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NAB科技教育与

上海广播电视台党委委员、

索尼影视国际制作部门

IBM全球大数据分析总监

科技委员会副主任

外联副总裁

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

副总裁

杜百川

斯基普・皮奇

Phoebe Cornelly
华盛顿邮报
视频部高级副总

公司副总裁

夏苇

乔 ・ 拜瑞

白雪岩

张韬

胡益申

张闯

北京红云融通技术有限

资深制片人 ,

全媒体技术融合与发展事业群

SMT研发中心主任

北京中科大洋科技发展股份

安达斯集团专业音视频

公司 CEO

Adobe产品顾问 - 视频与后期

产品规划与设计中心经理

有限公司市场部副总经理

系统集成部总经理

冯勤

王相锋

中视广信副总经理

上海佰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部经理

・ NGB-W产业发展论坛

王联

曾庆军

王枫

NGB-W工作组组长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总工程师

中国广播电视网络

微软亚太科技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崔景龙

华为企业无线
副总经理

丁子阳

邓嘉麟

中兴通讯新业务

富士康科技集团FG次集团

市场总监

物联网事业处 总经理

· 有线运营商国际研讨会 - 智慧家庭与物联网

刘九评

桑梓勤博士

东方有线网络有限公司

国际电信联盟物联

总经理

网和智慧城 市研究

曾庆军

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

杨力

广东省网总经理

组副主席

邓永潮

唐文涛

Zigbee 联盟董事会成员

IBM大中华区媒体和娱

物联 Wulian 应用技术部

乐事业部行业解决方案

总监

总监

・ 创新科技与泛娱乐生态峰会

辛西娅・斯拉文斯

黄鹏飞

阿维夫・阿诺

汪莹

皮克斯动画制作公司

亚马逊 AWS 解决方案

WSC Sports，创始人

阿里云传媒事业部

数码制作总监

架构师

及商务开发部副总

总经理

田茗
开豆英语创始人,CEO

顾春林

上海港聚 CEO

哈德利安・朗万

Innerspace VR CEO作品
《La Péri火鸟》

BOUNDLESSX CEO

徐真德
费迪曼逊 副总经理、
技术负责人

・ 硅谷-上海-好莱坞峰会

胥克谦

皮影克创始人

Allen Salmasi

张哲

詹朋朋

蒋志予

鲍枫

投资公司顾问董事

Edgewater投资公司

跨境天使/硅航资本创

维思集团总裁

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

合伙人

始人

张慈

美国幸运星电影公司
CEO

张译文

微像文化
首席执行官

曹梦洁

朱晓东博士

江苏卫视记者主持人/

上海智坤半导体有限公司

纪录片独立制作人/小

董事长

马计划发起人

韩宇星 博士

苗世明

华南农业大学
工程学院

WABC无障碍艺途创始人

与CEO

学院 副教授

温江涛教授

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系

CPPC 中国影视 | 后期制作者实训大会
2017 CPPC 中国影视 / 后期制作者实训大会是 NAB Show Shanghai 上海国
际电影电视节跨媒体技术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届 CPPC 实训大会邀请了《血
战钢锯岭》视觉特效总监克里斯 • 高德福莱在内的五位国际大师，通过实际案
例剖析的方式，面对面亲授 30 场 Houdini、Maya 等的视效课程，向大家展

奥斯卡获奖大师亲临现场

克里斯・高德福莱
Chris Godfrey
《血战钢锯岭》案例剖析
视觉特效总监

史蒂夫・赖特
Steve Wright

Ian Murphy

好莱坞数字特效合成大师、VFX公司培
训专家、好莱坞视效公司必读经典《
视效合成初级教程》作者、工业光魔
指定必读《视效合成进阶教程》作者

示成功电影人在制作过程中的创意和技术，教授学员如何运用国际前沿的制作
及后期制作经常使用的软硬件提高视频及电影制作的内容质量，学员不出国门
即能和好莱坞顶级大师零距离分享幕后工作的挑战与体会。本次 CPPC 实训大
会内容涵盖高难度镜头的抠像技巧、《奇幻森林》案例剖析、立体转换技巧、
3D 合成技巧等。为培训的学员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看到全球最前沿的
内容，也为国内从业人员开启了一扇接轨国际尖端技术的窗口。
阿尔瓦罗・塞古拉
Alvaro Segura
伦敦动画公司首席Houdini特效负责；
好莱坞A级视效专家、Houdini VFX专家

博阿兹・黎尼
Boaz Livny

艾兰・斯特恩
Eran Stern

Brigade工作室 VFX / CG视效主
管，纽约大学电影学院CG系硕士
专业教授

SternFX创始人、2016 CPPC实训大
会最受欢迎授课专家、
Bezalel艺术及设计学院

第二届量子云影视云计算论坛，在 NAB Show Shanghai 和上海国际电影节两大重量
级影视文化盛会中完美举办。NAB 期间展示了弹性混合云渲染平台、影视制作项目管
理系统以及影视渲染一体机等量子云主力产品及影视云全流程解决方案。上影节期间，
力邀影视上下游产业链的技术专家及行业大咖，共同聚焦中国影视产业发展机遇和革
新升级。

炫魔方（国际）VR 虚拟现实影像季
在此次“NAB Show Shanghai 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跨媒体技术展”继续推出炫魔方
VR 虚拟现实影像季系列活动，在通过引入 30 多部国内外优秀影片的体验展映，将国
际前沿技术带到中国市场，深入浅出地帮助观众了解国际优秀作品、学习虚拟现实内容
制作等 VR 内容入门拍摄与制作技术，从而达到为国内 VR 内容制作者科学普及 VR 知
识的目的。国内首部以 VR 技术呈现的城市宣传片《我们的上海》、国内首部 VR 互动
电影《灵魂寄生》等 VR 影片都将给到场观众带来视觉享受。但是现代的科技成果已不
仅限于 VR 所带来的视觉效果，在本次的展会中，国内首个混合现实 (MR) 拍摄制作系统，
基于统一的时空坐标系定义，集合了混合现实摄像机、实时动作捕捉、物理及虚拟道具、
实拍抠像合成、全局时码同步等模块，通过统一的操作工具和界面提供混合现实的跨媒
体内容制作环境，可广泛应用于影视、游戏、VR 等领域的预演和制作。

代表作品

炫魔方（国际）VR 虚拟现实影像季展映目录
Dynamic Cube VR Content Show
出品方

国家

片名

逍遥光影 BOUNDLESSX

中国 China

最后的秘境 (The Last Wonderland)

逍遥光影 BOUNDLESSX

中国 China

魔术师与小丑

VRTimes

中国 China

窗

乐游际

中国 China

热气球环游中国之旅

浑沌 VR

中国 China

盒子里的人

迷拉序

中国 China

极度震撼

幻维数码

中国 China

星月夜

幻维数码

中国 China

我们的上海

威锐影业

中国 China

绝命麻将

开心互娱

中国 China

灵魂寄生

互动视界 / 华荣道

中国 China

盲界

时代拓灵

中国 China

梦魇

迷拉序

中国 China

山里云间

互动视界

中国 China

天海风 - 巴厘岛旅游风光

时代拓灵

中国 China

贞实的恐怖

Oculus Studios, Jaunt

美国 U.S.A.

爱

Quba VR

美国 U.S.A.

Ex/Static

Electric South

塞内加尔 Senegal

达喀尔的另一面

Fifer Garbesi, Ian Forester, James Baron

美国 U.S.A.

哈瓦那的演变

Sophie ANSEL in collaboration with VRFORGOOD

法国 France

突如其来

VostokVR

新加坡 Singapore

快乐之土

Chaoticlock Films

瑞士 Switzerland

悍匪

Faber Courtial GbR

德国 Germany

竞技场中的角斗士

StoryTech Immersive and Perception Squared

美国 U.S.A.

我弟兄的守护人

Submarine Channel

荷兰 Netherlands

尘归尘

VR For Good

美国 U.S.A.

和谐

VR For Good

美国 U.S.A.

给父亲的话

Les Poissons Volants

法国 France

宮娥（委拉斯凯兹）

Les Poissons Volants

法国 France

圣安东尼的诱惑

Go Pro USA

美国 U.S.A.

GoPro 精选

Ex Nihilo, Agat Film

英国 UK, 法国 France

盲人的世界

Michel Reilhac

法国 France

巴黎人的生活

Felix & Paul Studios

加拿大 Canada

太阳剧团 - 珍奇柜

Ozwe Games

瑞士 Switzerland

安莎尔星球大战 2

Wevr

美国 U.S.A.

潮浪

Les Produits Frais, Honkytonk Films

法国 France

延续

Within, Nokia Ozo

美国 U.S.A.

半熟少年 - One Republic

Gentleman Hands

美国 U.S.A.

巧克力

Lina Reinsbakken

挪威 Norway

一些想法

Penrose Studios

美国 U.S.A.

卖火柴的小女孩

Vlad Lomnasan

罗马尼亚 Romania

量子创造者

Superhot Team

波兰 Poland

燥热

Innerspace VR

法国 France

火鸟仙女

Emblematic Group

美国 U.S.A.

单独监禁

Edwon Studio

美国 U.S.A.

哇吧

HTC Vive / Oculus

美国 U.S.A.

巨人

媒体报道 Media Coverage
主流媒体：

专业媒体：

新媒体：

媒体报道 Media Coverage

电视台 7 家

纸媒 7 家

网络媒体 117 家

广播电台 2 家

网络直播日浏览量
达 11 万

微信互推总计
49 个
微信互推阅读量 135429 人次

行业协会互推
校园推送

31 个
21 个

媒体相关行业 29 个
行业协会
22 个

+

新媒体曝光率
达 135 万+
大众媒体 137 家
专业媒体 31 家
地方媒体 76 家

移动互联

大数据

云存储

Broadcast Network
广电与有线网络

云计算

5G 融合
广电智能化

4K/8K

超高清

广电 IP 化

IPTV
搜索引擎

移动电视

宽带局域网

Internet &
New Media

数字电视
无线通信网

互联网与新媒体

卫星

云媒体
数字杂志

社交平台

直播

数字报纸

云计算服务

智能手机

Smart Terminal
智能终端

安全防护

分布式计算

智能穿戴
云数据存储

互联网汽车
智能家居

构建全球数字内容生态圈！

Cinematic&Post
Production

好莱坞电影创作流程

特效影片制作
幕后制作技巧

案例剖析

电影制作与后期制作

剪辑工作流程

智能交通

IoT

物联网

两化融合

智能融合

云计算

射频识别技术 RFID

传感网

公共安全
ZigBee

个人健康

环境监测

智能消防

智能媒体网络

内容分发

NGB -W

集成播控平台

下一代无线智能网

便携终端

无线化

智能引擎平台
专网终端

多制式多信道

家庭智能终端
安全管控平台

构建全球数字内容生态圈！

VR/AR/MR

实时引擎

360o 全景
运动捕捉

虚拟拍摄

虚拟现实 / 增强现实 / 混合现实

真人抠像实拍

虚拟角色驱动

高精度基站
电力巡检

Drones

无人机专区

高精度接受器

高清全景拍摄
广告 / 影视拍摄

云系统

气象监测

救灾救援

环境治理

物流运输

构建全球数字内容生态圈！

NABSHOWSHANGHAI.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