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NAB Show Shanghai
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国际影视市场跨媒体技术展
论坛议程安排（拟）
（2018 年 6 月 15 日-17 日）

*此议程安排会草拟议程，实际议程以现场发生为主
日期

时间

论坛

地点
开幕式

6 月 15 日

9:00-9:30

2018 NAB Show Shanghai 开幕式

W1 馆主题会场 I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智慧广电篇

6 月 15 日

09:30-17:00

开幕式主题论坛
第 24 届白玉兰国际广播影视技术论坛

6 月 14 日

15:30-17:00

第 31 届华东电视技术年会暨第 12 届华协体发展峰会 大宁喜来登（300 人）
分论坛（网络新媒体分论坛、播出分论坛、管理分论
坛）

W1 馆主题会场 I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智能媒介篇

6 月 16 日

09:30-12:30

智能媒介-未来网络与智能文娱生态

W1 馆主题会场 I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200-300 人）

6 月 16 日

14:00-17:00

量子计算与大数据峰会

W1 馆主题会场 I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200-300 人）

智能电影篇

6 月 17 日

09:30-17:00

全球智能电影新生态峰会

W1 馆主题会场 I
（300-500 人）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6 月 15 日
6 月 16 日

13:30-17:00
09:30-12:00

全球先进影像技术分享大会

W2 馆主题会场 II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200-300 人）

2018 NAB Show Shanghai
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国际影视市场跨媒体技术展
论坛场地安排

6 月 15 日
会场一
会场二

上午：智慧广电全球发展趋势
下午：智慧广电全球发展趋势与应用案例
上午：录音师协会会议
下午：全球先进影像技术分享大会
6 月 16 日

会场一
会场二

上午：未来网络与智能文娱生态
下午：量子计算、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峰会
上午：全球先进影像技术分享大会
下午：全球先进影像技术分享大会

6 月 17 日
会场一

|

上午：全球智能电影新生态
下午：

开幕式
6 月 15 日-开幕式
主题：融合•视频•智能
主持人：待定

09:00-09:10

领导致辞
发言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总工程师 王效杰

09:10-09:20

领导致辞
发言人：美国国家广播电视业协会 首席技术官 山姆马沙尼

09:20-09:30

NAB Show Shanghai 开幕式
致辞领导颁奖暨开幕

领导开始巡展

智慧广电篇
6 月 15 日-开幕式主题论坛
第 24 届白玉兰国际广播影视技术论坛
主题：智融合创未来
智慧广电的发展与趋势
主持人：待定
论坛描述：2018年媒体业将加快媒体深度融合、整体转型，通过对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

有效利用，积极参与到智慧社会的建设中，赋予广播电视“智慧”发展新动能，推动广播影视全业务、
全流程、全网络向智能化、智慧化创新转变，进而共同促进中国电视事业和媒体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与人群：350-500 人
各地文广局科技司、各地电视台技术运营中心、各地电视台节目制作中心、中广联学习班成员、华协体
成员、电视频道制片人、广电制造商、院校学生

09:30-09:50

主题：广播电视融合媒体技术应用现状与趋势
发言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科技司 司长 孙苏川

09:50-10:10

主题：智能科技与未来广电趋势
发言人：美国国家广播电视业协会 首席技术官 山姆马沙尼

10:10-10:30

主题： 智慧媒体与智慧社会
发言人：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科技委员会 副主任 杜百川

10:30-10:50

主题：人工智能在广电行业的应用场景、应用创新及解决方案

发言人: 亚马逊 AWS 中国公共事业部 总经理 王珊
10:50-11:10

主题：
发言人:莱斯

11:10-11:30

主题： 未来直播
发言人： 强氧科技内容总监 钱晓勇

11:30-11:50

主题：区块链-未来数字内容资产分发案例
发言人：DECENT 创始人和 CEO 马杰(Matej Michalko)

11:50-12:20

主题：区块链对于电影电视内容生态的影响
发言人：Vulur 首席执行官 Ian Mackee
午餐休息

14:00-14:30

制造商案例分享
发言人：索贝

14:30-15:00

主题：融媒体技术在演播室的应用实践
发言人：北京中视广信科技有限公司 视频业务部经理 范胜利

15:00-15:25

主题：智慧融合 IP 总体规划建设中需要考虑的问题以及对未来媒体走向的思考营
发言人：北京中科大洋市场部 副总经理 胡益申

15:25-15:50

主题：IP 总体规划建设中需要考虑的问题以及对未来媒体走向的思考
发言人：安达斯集团专业音视频系统集成事业部总经理 张闯

15:50-16:15

制造商案例分享
发言人：捷成

16:15-16:35

制造商案例分享
发言人：

16:35-16:55

制造商案例分享
发言人：

智能媒介篇
6 月 16 日-智能媒介峰会
主题：未来网络与智能文娱新生态
主持人：待定
论坛描述：
什么是未来网络？未来网络的建设是基于 ICT 的基础设施，还是可以与广电网络同步使用?
未来网络相较于互联网能够给与人类和社会哪些新的东西？智慧城市、物联网、车联网是
不是都是未来网络的一部分，为了让他们实现，是否一开始在建设标准的时候就应该考虑
到未来的服务？有线运营商和电信运营商如何共存？毋庸置疑，未来网络的高速传输将允
许 4K、8K 内容成为现实，也允许 VR/AR/MR 等新型的娱乐方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客厅
电视、平板、手机、移动影院，轿车/火车/飞机，智慧家庭和智慧家居的实现，让人们正
在无处不在的消费内容。在这场论坛，来自全球的未来网络标准制定者、有线行业、电信
行业、4K/8K 内容生态厂商与服务商将会聚集一堂共通过探讨未来网络对于运营商、制造
商、内容商、服务商的机会。
参与对象：科研院所、电信管理部门、电信运营商、有线运营商、OTT 电视、IPTV、互联网
视频平台、移动视频平台、CDN 供应商、云计算/大数据供应商、电子商务平台、智能广告

09:15--09:45

主题：美国下一代网络催生的新型媒体娱乐生态
发言人：美国国家广播电视业协会 技术教育副总裁 斯格比l皮兹

09:45-10:15

主题：三网融合下的新型媒体娱乐生态
发言人：数字电视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代表

10:15-10:35

主题： 5G 网络下超高清 IPTV 与智慧家庭生态
发言人： 中国电信-天翼视讯

10:35-10:55

主题：播客链- 新一代区块链视频服务与创新
发言人：亦非云互联网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首席执行官 黄思钧

10:55-11:15

主

题： 待定

发言人：上海港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CEO 顾春林
11:15-11:35

主

题： 内容行业的区块链创新

发言人： ALAX 创始人 凯文l冯
11:35-11:50

主

题：人工智能改变内容创作者理解数字媒体储存的方式

发言人：昆腾（Quantum）媒体娱乐市场解决方案高级市场总监 Keith
Lissak
11:50-12:05

主题：媒体行业的网络安全威胁、漏洞和隐忧
发言人：阿卡迈媒体行业全球市场总监 Shane Keats

智能电影篇
6 月 17 日
全球智能电影新生态
暨 CPPC 中国影视|后期制作者实训大会

论坛描述：智能科技正在影响电影制、生产、发行到放映的全生态。在电影制作层面，科
技能够帮助导演更好的表现自己的创意，让观众身临其境的理解故事所传递的价值；然而
科技也会造成部分导演只关注特效的震撼效果，忽略了说故事的本质；在电影发行层面
上，大数据与点播影院帮助电影分线发行，鼓励及帮助更多电影人让大众了解他们的作
品；然而大数据也或多或少影响了部分电影人说好故事的初衷。

来自电影生态的各个专家、行业代表皆会在现场分享智能科技如何改变行业未来的变
化；本论坛也会在探讨智能科技，例如大数据和智能科技如何影响拍摄、放映以及未来点
播影院的新生态。
目标观众：导演、编剧、影视制作与后期制作公司、影视制作科技供应商。电影科技研究
院、影院投资管理者、售票平台、点播影院/私人影院技术供应商、影片发行方、VR/AR
内容方、

09:00-09:30

主题：电影人的使命与说故事的目的（拟）
发言人：印度知名电影人 阿米尔汗（拟）

09:30-10:30

主题：Previz 在中国-深度解析《唐人街探案 2》的视效预览应用
发言人： Base FX 视效总监 盖文伯乐

10:30-11:00

主题：大数据助力影院消费升级，智能提升娱乐场景粘性、
发言人： 爱奇艺 副总裁 李文

11：00-11:30

主题：动作捕捉技术与未来电影制作《头号玩家幕后揭秘》(拟)
发言人： 北京迪生数字娱乐有限公司 国际专家

11:30-12:00

主题：区块链与未来数字电影发布
发言人： DECENT CEO 马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