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NAB Show Shanghai 

上海全球跨媒体技术峰会 

论坛议程安排（草案） 
（2019 年 7 月 4 日-5 日） 

主题：智慧融合·万物皆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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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4日 09:00-09:40 2019 NAB Show Shanghai 开幕式 

 

7F 明珠厅 

上海国际会议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滨江大道 2727号 

未来广电篇 

7月 4日 09:40-12:20 全球智慧广电创新发展论坛 

主题：融媒智慧新生态 

7F 明珠厅 

上海国际会议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滨江大道 2727号 

智能电影篇 

7月 4日 14:00-17:00 全球未来电影创新发展峰会 

主题：展望未来的科幻电影 

7F 明珠厅 

上海国际会议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滨江大道 2727号 

智能媒体篇 

7月 5日 09:00-17:00 全球智能媒体峰会 

主题：5G与下一代网络对未来媒体生态的影响 

7F 明珠厅 

上海国际会议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滨江大道 2727号 

其他同期活动 

7月 5日 

 

14:00-17:00 中国录音师协会论坛 7F 明珠厅 

上海国际会议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滨江大道 2727号 

7 月 3日 

-8 月 30 日 

9:30-17:30 中国（上海）国际文化装备博览会暨 

CDEX 北外滩魔秀 

主题：文化装备让文旅资源“火”起来 

上海市虹口区北外滩沿线，公

平路至秦皇岛路沿江空置物业

与公共绿地 

 

 

 

 

 

 

 

 

 



论坛板块描述与方向 
 

⼀、 全球未来⼴电创新发展峰会 

主题：融媒智慧新⽣态 （Age of Convergence） 

论坛描述： 

为了充分落实习总书记关于：“媒体融合”的重要指⽰和战略部

署，⼀是做到受众在哪⾥，宣传报道触⾓伸向哪⾥；⼆是做到推动

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三是将意识形态的⼯作领导权掌握在

⾃⼰⼿中，2019 开幕式论坛主要将探讨如何有效利⽤新兴科技，例

如云计算、⼤数据、⼈⼯智能、超⾼清，推动未来媒体融合平台的

建设，让具有公信⼒的内容以最快的时间向终端⽤户多渠道发布个

性化内容；这也是全球⼴电业从业⼈员关注的问题。 

全国⼴电⼯作者现正在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构建各地的融媒体

中⼼，其运⽤的新兴科技，也在进⼀步对当地的社区与城市构成智

慧化的积极影响。然⽽如何系统化的构建融媒体中⼼，如何安全有

效的利⽤云计算、⼤数据、区块链等新兴科技，现在并⽆统⼀标

准。 

本论坛将主要邀请专家、学者、来⾃国内外有着成功融媒体中

⼼操作案例的经营者、以及技术⼚商共同探讨如何有效的构建融媒

体中⼼，让传统媒体具有新的优势，也进⼀步助⼒建设智慧社区与

智慧城市。 

 

话题类型： 

l 趋势类：院⼠/国际标准组织的主席/CEO 谈未来趋势 

l 技术创新：技术⼚商谈技术创新如何推动产业发展 

l 模式创新：电视台/企业谈商业模式与产业布局如何根据技术创

新进⾏调整。 



 

话题⽅向（举例） 

l 媒体融合的技术痛点与⽅向 

l 智慧⼴电体系建设（系统平台和智能终端协同发展） 

l 媒体融合产业布局案例分享 

l 融媒体中⼼建设成功案例分享 

l 4K 超⾼清的发展规划 

l 5G、⼈⼯智能、⼤数据、云技术、4K 等新技术在媒体融合的作

⽤和影响 

l 媒体融合在车载领域的影响 

l IP 直播的挑战和解决⽅案 

l 从“融媒体”到“融城市” 

l 媒体融合的技术⼯具案例剖析 

 

⼆、全球智能媒体峰会 

主题：5G 与下⼀代⽹络对于媒体⽣态的影响 

论坛描述 

5G 已经不再是⼀个概念，随着 5G 独⽴组⽹标准的正式发布，

5G 与媒体业务的融合发展想象⼒巨⼤，在各类媒体平台上也将能够

运⽤更多例如全 IP ⼴播电视、增强现实、虚拟现实、车联⽹等技

术。5G 的到来将会对整个媒体⾏业带来哪些成本上、基础设施上、

频率波段上、内容安全上的影响？5G 的到来对于短视频等数字⼴告

又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与此同时，ATSC 3.0 也可以⽤于车联⽹、全 IP ⼴播电视、增强

现实/混合现实、超⾼清与沉浸式内容，ATSC3.0 与 5G 是互补关系

还是竞争关系？未来的媒体⽣态更加依赖那样的⽹络来开发它的应

⽤场景？ 



本论坛将具体探讨在下⼀代⽹络的环境下，跨媒体⾏业的新业

态与新应⽤，如何在建设智慧⼴电的基础上，进⼀步建设智慧⽣

活、智慧家庭、智慧社区与智慧城市。 
 

话题类型： 

l 趋势类：院⼠/国际标准组织的主席/CEO 谈未来趋势 

l 技术创新：技术⼚商谈技术创新如何推动产业发展 

l 模式创新：电视台/企业谈商业模式与产业布局如何根据技术创

新进⾏调整 

l  

话题⽅向举例： 

l 5G 在韩国的 2018 年的实验 

l 5G 与 ATSC3.0,互补关系，还是竞争关系 

l 5G 下 NGB-W 如何实现全⾯ IP 化 

l 5G 环境下⼴电和互联⽹媒体的技术应⽤预测 

l 建⽴ 5G 交互⼴播电视技术体系 

l 边缘计算和云计算 

l 移动增强现实/虚拟现实与沉浸式内容 

l 5G 技术对于媒体业务融合发展的新机遇 

l 5G 与沉浸式媒体 

l 下⼀代⽹络环境下，⾼清内容的储备与平台的构建 

l 全 IP ⼴播电视的发展 

l ⼴播电视与互联⽹/移动媒体向家庭⽆线物联⽹、车联⽹延伸 

l ⼴播电视与互联⽹/移动媒体向更强沉浸感演进 

l ⼴播电视与互联⽹/移动媒体与⼈⼯智能(AI)结合应⽤ 

l ⼴播电视与互联⽹/移动媒体向移动智能终端提供业务 

l 5G 环境下数字⼴告业务/短视频业务 



三、全球未来电影产业创新峰会 

主题：展望未来的科幻电影 

论坛描述： 

科技和电影总是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伴随着摄影机、灯

光、特效等电影技术的不断⾰新，整个电影⾏业也发⽣着巨⼤的改

变，科技和电影之间如何相互作⽤也是业界经久不衰的话题。迈⼊

21 世纪，电影科技已经颠覆了电影⼈制作电影、放映电影的⽅式，

观众的观影也将突破传统电影院的的剧院形式。 

随着电影消费者们不断追求欣赏到更为沉浸式与令⼈感动的故

事，电影制作⼈们在不仅需要坚定的把握住“说好电影故事”的原

则，同时也需要有效的利⽤影视特效、动感影院或虚拟/增强现实等

新技术来满⾜观众的娱乐需求。  

我们在这场论坛中将会通过⼀些经典影⽚案例共同探索塑造未

来电影⽣态的创新科技对说好电影故事的帮助。  

 

论坛话题⽅向与举例 

l 中国⼈的科幻电影 

l 热门电影幕后的视觉效果剖析（eg. 《海王》-ILM 团队） 

l ⼈⼯智能在电影特效与动画制作的应⽤ 

l 真⼈与 CG 合成电影幕后故事（eg. 战⽃天使·阿丽塔） 

l 动作捕捉技术与电影⼈物的塑造（eg. 《复仇者联盟 3》 灭霸的

塑造/真⼈版狮⼦王） 

l 沉浸式影院的声⾳标准 

l 新零售的影院模式 

l 可视化预览 

l 后期制作部门的协同合作 
 



2019 NAB Show Shanghai 

论坛流程 

 

开幕式 

7 月 4 日-开幕式 

地点：上海国际会议中心 7F 明珠厅 

主持人：XXXXX 

09:00-09:05 领导致辞 

09:05-09:10 领导致辞 

09:10-09:15 领导致辞-美国 NAB 代表 

09:15-09:25  2019NAB Show Shanghai 开幕式&NAB Show Shanghai 创新奖颁奖典礼 

领导听会/离场 

 

第一日：7 月 4 日 

地点：上海国际会议中心 7F 明珠厅 

全球智慧广电创新发展论坛 

主题：融媒智慧新生态 

主持人：XXXXX 

 

论坛描述： 

如何有效利用新兴科技，例如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超高清，推动未来媒体融合

平台的建设，让具有公信力的内容以最快的时间向终端用户多渠道发布个性化内容，这仍旧

是全球广电业从业人员关注的问题，也是电视台增加广告收入的重要途径。全国广电工作者

也在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构建各地的融媒体中心，其运用的新兴科技，也在进一步对当地的

社区与城市构成智慧化的积极影响。然而如何系统化的构建融媒体中心，如何安全有效的利

用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新兴科技，现在并无统一标准。 

 

本论坛将主要邀请专家、学者、来自国内外有着成功融媒体中心操作案例的经营者、以

及技术厂商共同探讨如何有效的构建融媒体中心，让传统媒体具有新的优势，也进一步助力

建设智慧社区与智慧城市。 

 

参与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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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25-09:55 

（20-

30min） 

主题： 趋势 

发言人：  

09:55-10:25 主题：趋势 



（20-30min） 发言人：  

10:25-10:55 

（20-

30min） 

主题：论坛合作方/白金赞助商/创新科技 

发言人:  

10:55-11:20 

(15-25min) 

主题：热点话题/商业模型 

发言人:  

11:20-11:50 

(20-30min) 

主题： 技术创新 

发言人：  

午餐休息 

全球未来电影峰会 

主题：展望未来的科幻电影 

论坛描述： 

科技和电影总是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伴随着摄影机、灯光、特效等电影技术的不断

革新，整个电影行业也发生着巨大的改变，科技和电影之间如何相互作用也是业界经久不衰

的话题。迈入 21世纪，电影科技已经颠覆了电影人制作电影、放映电影的方式，观众的观

影也将突破传统电影院的的剧院形式。 

随着电影消费者们不断追求欣赏到更为沉浸式与令人感动的故事，电影制作人们在不仅

需要坚定的把握住“说好电影故事”的原则，同时也需要有效的利用影视特效、动画科技、

动感影院或虚拟/增强现实等新技术来满足观众的娱乐需求。  

我们在这场论坛中将会通过一些经典影片案例共同探索塑造未来电影生态的创新科技对

说好电影故事的帮助。 

 

参与观众： 

电影特效制作公司、动画制作公司、电影制作公司、影院经理、电影学院 

14:00-14:30 主题： 未来制片趋势 

发言人：  

14:30-15:00 主题：经典影片案例剖析 

发言人：  

15:00-15:30 主题：论坛合作方/白金赞助商/创新科技 

发言人:  

15:30-16:00 主题：经典影片案例剖析 

发言人:  

16:00-16:30 

 

主题：金牌赞助商/创新科技 

发言人：  



16:30-17:00 主题：创新技术/热点话题 

发言人：  

 

 

第二日 

全球智能媒体峰会 
 

7 月 5 日 

全球智能媒体峰会 

地点：上海国际会议中心 7F 明珠厅 

主题：5G 与下一代网络对于媒体生态的影响 I 

主持人：XXXXX 

 

论坛描述： 

5G 已经不再是一个概念，随着 5G独立组网标准的正式发布，5G与媒体业务的融合发展

想象力巨大，在各类媒体平台上也将能够运用更多例如全 IP广播电视、增强现实、虚拟现

实、车联网等技术。5G的到来将会对整个媒体行业带来哪些成本上、基础设施上、频率波

段上、内容安全上的影响？5G的到来对于短视频等数字广告又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与此同时，ATSC 3.0 也可以用于车联网、全 IP广播电视、增强现实/混合现实、超高

清与沉浸式内容，ATSC3.0 与 5G 是互补关系还是竞争关系？未来的媒体生态更加依赖那样

的网络来开发它的应用场景？ 

本论坛将具体探讨在下一代网络的环境下，跨媒体行业的新业态与新应用，如何在建设

智慧广电的基础上，进一步建设智慧生活、智慧家庭、智慧社区与智慧城市。 

 

 

参与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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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开发商、有线运

营商/电信运营商、互联网/移动视频平台、院校学生 

09:30-10:00 

（20-

30min） 

主题： 趋势 

发言人：  

10:00-10:30 

（20-30min） 

主题：趋势 

发言人：  

10:30-11:00 

（20-

30min） 

主题： 论坛合作方/白金赞助商 

发言人:  

11:00-11:30 主题：新商业/技术应用 



(15-25min) 发言人:  

11:30-12:00 

(20-30min) 

主题：新商业/技术应用 

发言人：  

午餐休息 

7 月 5 日 

全球智能媒体峰会 

地点：上海国际会议中心 7F 明珠厅 

主题：5G 与下一代网络对于媒体生态的影响 II 

主持人：XXXXX 

 

论坛描述： 

过去的 100 年，由于科技的不断变革，传媒平台在不断更新迭代，出现了报纸、广播、

电视、电脑、智能手机，但是并没有改变用户通过“读”“写”“看”的方式在得到信息，

体验信息。迈入 2019 年，超高清技术、物联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区块链技术、沉浸式

科技正在重塑我们媒体行业的新生态，挑战行业的商业模式，给予用户更新的读、写、看的

体验。5G的出现给未来媒体行业的形态带来的更多的想象力，虚拟现实影院、新型的数字

短视频广告、超高清直播、数字化文旅场景与新媒体艺术的展示，这些都是基于 5G环降下

的新应用。 

本论坛将具体探讨在下一代网络的环境下，跨媒体行业的新业态与新应用，创新科技改

变媒体内容生产、传播、消费的成功案例，以及消费者体验的变化如何推动产业生态的变

化。  

14:00-14:30 主题： 趋势 

发言人：  

14:30-15:00 主题： 生态 

 发言人：  

15:00-15:30 主题： 论坛合作伙伴/赞助商 

 发言人：  

15:30-16:00 主题：新应用/商业模型 

 发言人：  

16:00-16:30 主题：新应用/商业模型 

 发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