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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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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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0-09:40 2018 NAB Show Shanghai 开幕式 

暨 NAB Show Shanghai创新奖颁奖典礼 

6F 蝶厅 

卓美亚喜马拉雅大酒店 

智慧广电篇 

6 月 15 日 09:40-17:20 开幕式主题峰会 

-第 24 届白玉兰国际广播影视技术研讨会  

6F 蝶厅 

卓美亚喜马拉雅大酒店 

6月 15 日 09:00-12:00 智慧广电分论坛-中国录音师协会行业会议 W2 馆 二楼 M9会议室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智能媒介篇 

6 月 16 日 09:30-11:50 全球智能媒介峰会 

-未来网络与智能文娱生态 
W2 馆 二楼 M9会议室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智能电影篇  

6 月 17 日 09:15-11:50 全球智能电影峰会 

-全球智能电影新生态 

W2 馆 二楼 M9会议室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6 月 15 日 
6 月 16 日 
6 月 17 日 

13:00-17:30 
10:00-17:30 
10:00-15:00 

全球先进影像技术分享大会 

暨 2018 第三届影视工业网 一“录”同行 
 

W2 馆 现场论坛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其他同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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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论坛（网络新媒体分论坛、播出分论坛、管理分论

坛） 

大宁喜来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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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美亚喜马拉雅

大酒店 6F 

上午：白玉兰国际广播影视技术研讨会 

-智慧广电全球发展趋势 

下午：白玉兰国际广播影视技术研讨会 

-智慧广电全球发展趋势与应用案例 

卓美亚喜马拉雅

大酒店 6F 

上午：智慧广电分论坛-中国录音师协会行业会议 

上海新国际博览

中心 W2 馆 

现场论坛 

下午：全球先进影像技术分享大会 

暨 2018 第三届影视工业网 一“录”同行 

 

 

6 月 16 日 

上海新国际博览

中心 W2 馆 

二楼 M9 会议室 

上午：全球智能媒介峰会-未来网络与智能文娱生态 

上海新国际博览

中心 W2 馆 

现场论坛 

上午：全球先进影像技术分享大会 

暨 2018 第三届影视工业网 一“录”同行 

下午：全球先进影像技术分享大会 

暨 2018 第三届影视工业网 一“录”同行 

 

6 月 17 日 

 

上海新国际博览

中心 W2 馆 

二楼 M9 会议室 

上午：全球智能电影峰会-全球智能电影新生态 

上海新国际博览

中心 W2 馆 

现场论坛 

上午：全球先进影像技术分享大会 

全球先进影像技术分享大会 

暨 2018 第三届影视工业网 一“录”同行 

 

 

 

 

 

 

 

 

 



 

开幕式 
6 月 15 日-开幕式主题峰会 

暨第 24 届白玉兰国际广播影视技术研讨会 

主题：智融合�创未来-智慧广电的发展与趋势 

09:00-09:05 领导致辞-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副局长 王玮 

09:05-09:10 领导致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科技司 司长 许家奇 

09:10-09:15 领导致辞-美国国家广播电视业协会 首席技术官 山姆�马沙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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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开始巡展 

 

智慧广电篇（15 名，自主邀请 3，发言人递交申请 1；其余厂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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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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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25-0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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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45-10:15 主题：连接智能世界的未来广电 

发言人：美国国家广播电视业协会 首席技术官 山姆�马沙尼  

10:15-10:35 主题：AWS 云服务助力智慧广电媒体创新 

发言人: 亚马逊 AWS首席云计算企业顾问 张侠 

10:35-10:55 主题：智慧的数据存储在影视媒体工作流程中的实践 

发言人:希捷中国系统业务及存储部件解决方案总监 农天使 

10:55-11:15 主题：区块链：实例展示数字资产分发的未来 

发言人：DECENT 创始人和 CEO 马杰(Matej Michalko) 

11:15-11:35 主题：区块链对于电影电视内容生态的影响  

 发言人：Vuulr 首席执行官 伊恩·麦基 



午餐休息 

14:00-14:20 主题：中国广电实践“智慧广电”的思路与策略 

发言人：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 总经理 曾庆军 

14:20-14：40 主题： 未来直播 

发言人： 强氧科技内容总监 钱晓勇 

14:40-15:00 主题：待定 

发言人：上海广播电视台 技术运营中心 研发部 技术研发副总监 蒋晓峰 

15:00-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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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0-15:40 

 

主题：智慧融合，创新运营 

发言人：北京中科大洋市场部 副总经理 胡益申 

15:40-16:00 主题：IP 化对广播电视行业的机遇、挑战及全球 IP系统的实践 

发言人：安达斯集团专业音视频系统集成事业部副总经理 刘春桓 

16:00-16：20 主题：融合媒体的人工智能（AI）实践 

发言人：索贝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业务总监 詹枫 

16:20-16：40 主题：超高清节目制播探索和实践——4K 端到端整体解决方案 

发言人：新奥特（北京）视频技术有限公司 

17:00-17:20  会 议 小 结 

 
智慧广电篇（同期活动）（1名） 

中国录音师协会行业会议 

论坛描述：2018年媒体业将加快媒体深度融合、整体转型，此次论坛将以“云计算•释放传媒能量”为主

题，深入探讨：融媒时代的移动采编和新闻处理；广播可视化及应用；媒体大数据服务和展现；融媒信

息汇聚和直播互动；融媒“云”播出；微信直播及社交电台。 
参与人群：各地电视台技术运营中心、各地电视台节目制作中心、华协体成员、广电制造商 

09:20-09:30 主题：云计算•释放传媒能量 

发言人：中国录音师协会 理事长致辞 

09:30-11:00 主题：接地气的实战融媒系统讲座 

发言人： 北京英夫美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创始人  周南 

11:00-12:00 主题：IP-打造电台完整的信号传播链 

发言人: 北京英夫美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创始人  周南 



 

智能媒介峰会 
 

6 月 16 日-上午 （8名）（3个邀约，4个厂商，1个递交申请） 

主题：未来网络与智能文娱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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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30--10:00 主题：人工智能对于未来媒体娱乐生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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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10:20 主题：中国下一代广电的思考 

发言人：数字电视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技术副总监 何大治 

10:20-10:40 主题：赋能未来 开启 8K 新生活 

发言人：数字电视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超高清音视频事业部总经理 林晓青 

10:40-11:00 主题：大小屏互动运营，含微投屏，TV 亦纷享，短到长视频引流等技术与

服务方案 

发言人：亦非云互联网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副总裁 曹文琳 

11:00-11:15 主   题：4K超高清产业新抓手 

发言人：上海港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CEO 顾春林 

 11:15-11:30 主  题：区块链在内容领域的创新 

发言人： ALAX 创始人 凯文l冯 

11:30-11:50 主题：关于"钱"的问题：如何帮助 OTT业务成功进行货币化 

发言人：阿卡迈全球行业策略总监 纳尔逊•罗德里格斯 

11:50-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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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案基础架构师 Harvey Zeng 



 

智能电影篇 

 
6 月 17 日 

全球智能电影峰会 

暨 CPPC 中国影视|后期制作者实训大会（2个邀约，3个厂商） 

 

主题：全球智能电影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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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5-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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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效预览总监 盖文�伯乐 

10:15-10:40 主题：大数据助力影院消费升级，智能提升娱乐场景 

发言人： 爱奇艺 副总裁 李文 

10：40-11:00 主题：高质量的实时表演捕捉 

发言人： 北京迪生数字娱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 肖扬 

11：00-11:20 主题：区块链与未来数字电影发布 

发言人： DECENT CEO 马杰(Matej Michalko) 

11:20-11:50 主题：监听级多声道耳机技术在影视与音乐等节目制作中的应用 

发言人：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剧院标准委员会委员 杰夫·李维森
（Jeff Levison） 

 

 
6 月 15-17 日同期活动（14 个） 

全球先进影像技术分享大会 

暨 2018 第三届影视工业网 一“录”同行 

全国先进影像技术城市开放日（上海） 



6 月 15 日 （周五） 

14:00-15:00 主题：国际合作拍摄----项目研发、拍摄与制片 

发言人：CSC电影学院导师、中国影视摄影师学会（CSC）会员  林韬 

15:05-15:25 主题：松下专业产品技术分享 

发言人：松下代表  

15:45-16:05 主题：大疆专业产品技术分享 

发言人: 大疆代表 

15:45-16:05 主题：RED 摄影机技术分享 

发言人: RED 摄影机技术分享 

16:10-17:30 主题：RED 捕捉大自然的“武器” 

发言人：艾美奖提名野生动物和自然历史摄影师  潘光平 

6 月 16 日 （周六） 

10:30-12:00 主题：《电影人职业成长手册》-解决电影人职业发展的 100 个问题！ 

发言人：国际电影教育和职业发展专家  董瑷珲  

13:30-14:15 主题：体系与规范：影视工业化的基石 

发言人： LixPO 技术总监  胡冰 

14:20-15:20 主题：自媒体短视频如何建立影像风格 

发言人：罐头场团队 

15:25-16:55 主题：DJI 大疆专业产品实操演示 

发言人：大疆代表 

6 月 17 日 （周日） 

10:00-11:00 主题：待定 

发言人：中国电影电视剪辑学会 副秘书长，剪辑作品：《妖猫传》《七月

与安生》等  

11:00-12:00 主题：电影剪辑的主要任务 

发言人：中国电影剪辑学会 副秘书长，剪辑作品：《绣春刀之修罗战

场》《港囧》等 

12:00-13:00 主题：剪辑技艺圆桌论坛 

发言人：李点石，朱利赟，费凡 

 



 

 
 

智慧广电篇 

 

 
山姆•马沙尼——NAB 首席技术官 

 

山姆•马沙尼是美国广播协会的首席技术总监。拥有 25 年的广播与数据网

络行业的从业经验，同时也掌握着发明移动和交互数字电视的专利，山姆领导

的 NAB 技术团队致力于技术创新及将广播技术全面应用于未来。 

山姆同时也是数字电视先锋协会、联邦应急管理署（FEMA）的合公共警报

系统网络咨询委员会（AWS NAC）以及美国国家无线安全联盟理事会的成员。他

曾担任过无数初创公司以及科技公司的顾问，目前正在与一家广告技术公司

Reveal Mobile 及一家个性化 OTT 新闻频道 Haystack TV 进行合作。他也是 FCC

通信安全、可靠性和互操作性委员会(CSRIC)的前成员，高级电视系统委员会

(ATSC)的董事会成员，还曾担任过新一代数字电视专家小组的主席。 

在加入 NAB 之前，山姆在美国国会广播公司担任政策和创新的副总裁，专

注于战略媒体应用、移动无线内容交付、智能电视，并获得了多个广播互联网

发行的专利。他还持有移动开发、卫星、数字电视、网络开发和互动视频公司

的各种管理职位。 

山姆拥有东卡罗莱纳大学的学士学位以及和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的技术管

理的硕士学位。2007 年，他被任命为美国马歇尔纪念协会成员。 

山姆同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居住在弗吉尼亚州的阿灵顿。 

 

连接智能世界的未来广电 

广播与媒体正在迅速发展。高级计算、动态网络以及持久连接改变了消费

者的期望和沟通方式。这些智能技术影响着广播技术的发展，也改善了我们的

营运方式，提高了我们为社区服务的能力。本次讲话将深入探讨智能技术以及

下一代电视与混合无线电结合的具体案例。 
 

 

返回议程 

 



 

 

 
 

杜百川——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技术工作委员会会长 

 

教授级高工，博导；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技术工作委员会会

长，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 

1969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1978-1981 年北京大学光纤通信

研究生毕业，获理学硕士。1981-1993 在北京广播学院（现传媒大学）任教，

研究教授数字电视多年，任电视工程系主任。1993-1994 任广播电影电视部培

训中心主任。1994-2001 年在广播科学研究院从事数字电视、数字声音广播和

高清晰度电视研究，历任副院长、院长，国家高清晰度电视专家组组长。2001

年-2006 年任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副总工、科技委副主任，国家信息化专家

咨询委员会专家，国务院三网融合专家组专家，国家广播电视标准化委员会副

主任，国家无线电管理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 

 

返回议程 
 

 
张侠——亚马逊 AWS 首席云计算企业顾问 

 
张侠博士现任亚马逊 AWS 首席云计算企业顾问，帮助大中华区的企业利用

云计算技术进行业务创新和数字化转型，利用云的力量交付关键的企业级系

统，部署创新的解决方案，满足业务成长的需求。 



张侠有逾二十年在北美和中国从事信息技术研发、业务拓展和企业信息架

构和 IT管理的经验。他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社交网络

等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可以帮助客户利用这些经验，采用创新技术，创造业

务价值。  

张侠于 2012-2014 年任北京御风云科技有限公司总裁；2006-2012 年任 SAP

思爱普软件系统有限公司大中华区首席技术官；2002-2005 年任中国银行个人

金融部和银行卡中心的技术总监；于 1993-2002 年在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工作，

其中 2000-2002 年任福特直销 FordDirect 的首席信息官。这些经历让他在技

术创新和业务转型等方面积累了深厚的经验，帮助他在解决方案架构、数据与

分析、客户互动营销、电子商务运营等尖端领域技高一筹。 

张侠于北京大学获学士学位, 并获得美国莱斯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以及

韦恩大学工程管理硕士学位。 

 

AWS 云服务助力智慧广电媒体创新 

张侠博士，作为 AWS 在中国的首席云计算顾问，以其三十多年各个领域技

术高管的从业经验，将 AWS 云计算服务与国际上先进的技术趋势相结合，向广

电媒体行业的技术决策者和管理者介绍全球技术转型和发展的思路。通过 AWS

在全球媒体领域的案例，听众能从另一个角度来了解 AWS 公有云的发展。其中

人工智能技术是其中一种技术手段，让听众能了解全球最新的智慧媒体的发展

趋势。 

 

返回议程 

 

 
 

农天使——希捷中国系统业务及存储部件解决方案总监 

 

农天使先生现任希捷科技中国区系统业务及存储部件解决方案部门总监。

在十多年的 IT职业生涯中，农天使先后任职于 Cisco，IBM， Seagate， 对网

络、计算、存储有着深入的了解和实践。 

农天使先生在支持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领域有着超过八年的经验及

实践，赢取了广大客户群体的尊敬和信任。 

农天使先生拥有清华大学工学学士及硕士学位。 

 

智慧的数据存储在影视媒体工作流程中的实践 



根据国际数据公司（IDC）发布的白皮书《数据时代 2025》预测，到 2025

年，全球数据圈将扩展至 163ZB，相当于 2016 年所产生 16.1ZB 数据的十

倍。  

随着 4K、8K 技术的广泛应用，媒体领域面临大数据录制、高速数据传输、

剪辑、分发、媒资管理等方面新的挑战。 

全球领先的存储解决方案提供商希捷科技将为您带来高速数据处理、数据

保护、数据恢复服务等方面的方案分享，精彩不容错过！ 

 

返回议程 

 

 
钱晓勇——北京强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内容总监 

 

2004 年之前从事影视制作工作，2005 年之后先后担任上海盛易达公司的导

演、沈阳河马动画公司 TD、导演、大连乾豪动画公司监制、无锡广新影视动画

技术有限公司导演、上海卡通派动画公司监制、无锡好莱坞影业公司副总裁，

北京强氧科技内容总监。 

参与制作：电影《可可的魔伞》《极地营救》《龙虎门》、《Anglera 

Hunter》（澳大利亚）；广告五粮神、丁家宜、玉立、海尔、旁氏等； 

片头及包装 MTV、Channel-V、Channel Young、河南台生活频道、深圳台

等。 

指导拍摄：包括沈阳台 2007 年贺岁片、舒利亚、优格清火茶、蒙牛新鲜果

园等。策划执导动画片：《虫虫屋》、《木头村》、《战国智多星》、《星星村》、《折

纸小兵》等 

 

未来直播 

未来时代是一个信息碎片、内容细分、不停迭代的网络时代，在这个未知

的时代中，直播已成为获取信息很重要的途径，并且硬件软件化趋势逐渐明

显，需要不断更新直播的理念和工具。 

 

返回议程 

 



 
马杰——DECENT 创始人，首席执行官 

 

区块链先锋。马杰在瑞士联邦理工学院洛桑分校读书期间开始参与比特币

和区块链的研究。求学期间，他完成了有关诺基亚研究中心手机用户的隐私保

护项目。从那时开始，马杰接触比特币，并开始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挖矿，对比

特币的发现和热爱使他毅然选择加入这个行业，接下来马杰在全球范围内组织

加密货币研讨会（澳大利亚，中国，比利时，英国等），传播布道。他创建了全

球第一家比特币市场营销机构，还成立了第一个电子游戏加密货币咨询公司，

并在马恩岛担任顾问，早在 2013 年就为英属马恩岛政府机构提供区块链技术咨

询。马杰曾多次在大型会议上发表演讲，讨论区块链技术在各个行业的巨大潜

力和垂直整合。马杰曾在包括英国，马恩岛，瑞士，中国、斯洛伐克、亚美尼

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工作，对区块链技术及应用倾注了全部热情，并拥有独到

见解。2015 年马杰和他的伙伴们在瑞士创办了基于区快链技术的非营利机构，

并专注于旨在变革互联网数字分发的内容发布平台 DECENT。他现在担任 DECENT

首席执行官，致力于通过 DECENT 区块链网络领导一场重新定义互联网的运动。 

 

区块链：实例展示数字资产分发的未来 

互联网的飞速发展，让我们得以体验“第二人生”，人们在优酷、腾讯、爱

奇艺等平台上观看视频；到网易云音乐、QQ 音乐等平台上欣赏歌曲；用 Kindle

购买下载想看的杂志书籍，甚至通过微信公众号里的小程序购买付费内容等

等，这些都已逐渐成为我们每天生活中的“必需品”。伴随着内容消费走向大

众，随之而来的便是第三方数字平台的日益垄断。第三方因为掌握了强大的通

道及资源，普遍会巧立名目，通过收取常规会员费或服务费进行双向收费，内

容创作者、消费者往往难以获得与其付出成正比的回报，而在创作与消费中高

度依赖于第三方平台，甚至妥协于第三方平台的部分不合理要求，这给双方都

造成了不小困扰。 

科技的进步，一直在改变我们的生活。那么这次，数字内容分发领域技术

的进步会再次给我们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吗？答案会令你惊喜。 

DECENT 专注于利用区块链改善数字领域中的现有问题，致力于为您整合打

造最佳平台、技术和工具来快速追踪您基于区块链的应用和商业。开源技术

DCore 将带您站在区块链潮头，引领分布式未来。其中自定义代币、付款拆

分、众筹是 DCore 具有代表性的三个功能。自定义代币允许项目创建者分发自

己的 “特殊货币”，可自行为其设置相关参数；付款拆分允许内容相关的所有

参与方，都可以从每次购买中获得即时结算；众筹则帮助项目创建者有效筹集

资金。 

改变，只为更卓越，DECENT 不仅引领了内容行业的巨大变革，也为其他行



业和众多领域描绘了宏伟蓝图，提供了更多更便捷的解决方案与可能。想要了

解更多 DECENT 的前世今生，敬请期待我们的主题演讲。 

 

返回议程 

 

 
Ian McKee——《维乐》影视娱乐首席执行官 

 

Ian McKee 在科技与颠覆创新领域拥有超过 20 年经验。在创办《维乐》前

是东南亚最大社交媒体科技公司 Vocanic 的创始人，在 2013 年由 4 大广告公司

之一的 WPP 集团收购后留职进行交接。在 Vocanic 的 12 年里，最大的客户为广

电领域包括新马印的主要无线电视频道等，让 Ian 从一个外人的角度了解到业

内许多潜在痛点。并在卸职后执意尝试利用科技缓减这些痛点，而创办了《维

乐》。 

 

区块链对于电影电视内容生态的影响 

区块链的火红程度让传媒科技成为金融科技后下个最有价值的产业领域。

全球内容资产的购置成本目前处于巅峰期，竞争越演焦烈，市场欲以较低成本

购置更多的价值。为满足现今需求的不断改变，依托区块链构建统一格式元数

据、可用性版权资料源与唯一标识符，可缓减许多现有的低效率和摩擦痛点。

当与分散式应用平台如数码交易市场并用时，此生态系统架构可助于广电方和

制作方推动无边界交易，加快流程，消除不准确性并降低发现至交付的销售成

本。 

 

返回议程 
 

 
曾庆军——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曾庆军，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主持负责全国有线电视网

络互联互通平台的规划、设计和建设，推进有线无线融合立体传播体系建设发

展。曾任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科技司副司长，2012 年当选为国际电信联盟

（ITU-R）广播研究组副主席,2015 年联任。 

 

中国广电实践“智慧广电”的思路与策略 

智慧广电是现阶段广电网络公司实现网络转型升级、业务创新发展的基本

遵循和行动指南。打造无处不在、数字智能的广电网络，加快网络互联互通和

智能协同覆盖，把握好广电宽带网、FTTX、5G、IPv6 等多个历史性机遇，顺势

而为。提供以视听为核心的全业务优质服务，把主业做优做精，同时依托新网

络拓展新服务，找准定位、搭好平台、做好服务、携手共同做大市场。 

 

返回议程 

 

 
詹枫——成都索贝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业务总监 

 

常年深耕广电媒体业务技术，作为资深业务、系统架构师，近两年参与负

责天津台、安徽台、重庆台、湖北台等多个省级台融合媒体业务系统建设架构

规划，具备丰富的融合媒体业务建设经验。 

 

融合媒体的 AI 实践 

在融合媒体业务的 AI 技术实践中，索贝一致坚持将语音识别、字幕识别、

人脸识别、多语种自动互译、自然语言识等“AI 技术”与“具体视频生产业务

场景”相结合，打造出了智能标签、智能拆条、智能唱词、智能译制等一系列

的智能应用产品，真正提高生产效率，辅助人工生产、落地，助力广电融合媒

体建设，为融合媒体插上智慧的翅膀。 

 

返回议程 

 

 



 
范胜利——北京中视广信科技有限公司视频业务部经理 

 

范胜利，现任北京中视广信科技有限公司视频部经理，主要负责公司在新

媒体视频领域的技术研发、技术架构设计及咨询规划工作。曾先后在长天集

团、北京中视广信科技有限公司担任高管职务，他在传统媒体、新媒体、互联

网等相关行业中潜心研究多年，积累了丰富的行业及项目经验。近年来，一直

专注于电视媒体和网络视频的业务模式研究和技术发展方向研究，尤其在新媒

体视频采集，视频制作，云转码、视频发布以及视频播控方面有独到的见解，

依托其在互联网和视频生产的丰富经验，设计和研发了一整套中视广信基于广

域网的内容服务平台相关产品。同 CNTV 用户一起完成了国家视频数据库平台的

规划和设计工作。在新媒体视频的业务发展模式和相关技术方面有深入的研究

和独到的见解。 

 

融媒体技术在演播室的应用实践 

融媒体技术正渗透到广播电视的各个角落，具体体现在组织机构的融合、

节目形态的融合、技术平台的融合、推广渠道的融合、新技术的融合以及用户

受众的融合，并同时也在改变广电的节目生产工艺流程。演播室的融媒体技术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融媒体时代的选题过程将是大数据分析和人工决策

相结合的过程；二是节目的播前、播中以及播后的运营，将贯穿多形态的在线

互动、在线答题、在线参与，让我们的用户从“看”节目转化为“参与”节

目，从而将节目的形态由静转动。三是多终端的全方位的覆盖是融媒体发展的

必要。具体功能包括演播室多主持人直播、多终端道发布、在线互动、在线答

题、在线包装、无线投屏以及直播连线等功能。 

 

返回议程 
 

 
胡益申——中科大洋市场部副总经理 



 

胡益申，任职中科大洋市场部副总经理，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在广电行

业拥有 15年从业经验，历任中科大洋项目经理、售前经理、产品经理等岗位，

具备丰富的广电及媒体产品与解决方案经验，特别是对融合媒体发展及未来趋

势都有深入的研究。 

 

智慧融合，创新运营 

本次演讲将围绕媒体融合发展现状及趋势，分享大洋新型媒体融合平台的

设计理念，并围绕智慧媒体洞察力、组织力、生产力、运营力、支撑力等五个

方面分享大洋融合媒体解决方案的最新探索，分享融合媒体如何从生产发布转

向产品运营，帮助用户重塑媒体融合的转型升级思路。 

 

返回议程 
 

 
刘春桓——安达斯集团视音频系统集成事业部副总经理 

 

刘春桓先生，中国传媒大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毕业，即投身广电行业，经

历了广电数字化、高清化以及智慧型 IP化的高速发展过程。对传统 SDI 以及新

兴 IP播总控系统、转播车、演播室系统有深刻的理解，参与了多个重大项目的

设计和建设，包括江苏、云南、海南、重庆省台 IP总控调度分发系统、浙江广

电集团国际影视中心 IP总控系统、联通 IP信号调度分发系统、第十三届全运

会 IBC 信号调度中心项目、江苏、浙江、重庆播总控项目、浙江萧山影视基地

演播室群项目、浙江 4K IP 转播车系统、湖南 A类转播车项目等。 

 

《IP 化对广播电视行业的机遇、挑战及全球 IP 系统的实践》 

1.IP 系统自 2014 年应用于全球超过 120 个国际传媒机构的实践经验与挑

战 

2.从 AMWA IS-04 and IS-05 标准向新的工业标准 SMPTE ST 2110 过渡带来

的挑战与实践 

3.面对日益复杂和灵活的 IP系统的远程控制系统介绍 

 

返回议程 
 

 

 

 



 

 

 

 

 

 

 

 

 

 

 

 

 

智能媒介篇 

 
斯格比·皮兹——NAB 技术教育和推广机构副总裁 

 

斯格比·皮兹是美国国家广播电视协会(NAB)技术教育和推广机构的副总

裁。他的职业生涯跨越了广播、电视和数字媒体行业，在美国国家公共电台

(NPR)从事生产工程和技术培训，也在微软(Microsoft)的内容创作、媒体标准

开发和技术政策分析部门任职。他同时是广播工程杂志的编辑，也是其他行业

出版物的专栏作家。他曾撰写、合著或编辑过几本书籍，最近在焦点出版社出

版了《非工程师的广播工程教程》第四版以及《NAB 工程手册》第 11版。 

斯格比是高级电视标准委员会(ATSC)技术组 3 (TG3)的副主席，该委员会

制定了 ATSC 3.0 标准。他也是 ATSC 3.0 系统需求专家小组(S31)的主席及超高

清论坛的董事会成员。在 2017 年，斯格比被提交 ATSC 的 Bernard J. Lechner

杰出贡献者奖。 

 

人工智能对于未来媒体娱乐生态的影响 

人工智能(AI)和机器学习(ML)虽然在当今的媒体生态系统中应用有限，但

它们在未来极具发展前景。这些技术将会从内容创建的最初阶段一直被应用到

内容交付的最后阶段。本次讲座将介绍一些现有的应用案例并探讨人工智能以

及机器学习在未来场景中可能会为媒体创建和消费环境带来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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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大治——数字电视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技术副总监  

 

何大治博士 2009 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自 2002 年以来，他是第一代数

字地面电视广播系统技术工作组的关键成员之一。大治博士也是数字卫星广播

系统的专家，并成功地开发了一些中国卫星电视广播系统的接收算法。 

大治博士在美国高级电视业务顾问委员会中很有名，并为 ATSC3.0 提供了

一些关键技术。他目前是数字电视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的副首席技术官，领导着

数字电视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下一代广播系统的技术创新和标准化。 

 

中国下一代广电的思考 

5G 宽带无线系统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之一。但目前的一些方案似乎无法解

决视频服务蓬勃发展所带来的网络繁忙问题。ATSC3.0 最新的广播系统采用了

各种新元素和新特性，如以 IP 为为中心的兼容框架结构、协同传输交叉网络、

动态频谱接入、高容量和高数据速率、带内低专用交互性等。 

目前，一个名为 AIB(先进互动广播)的工作组就关于中国下一代广播系统

进行研究并探讨广播和移动宽带生态系统的结合的可能性。即将推出的 AIB 系

统将不仅能够为现代城市地区的移动终端提供高效、低成本的视频服务，还将

为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大众提供高质量、多样化的最新互动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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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晓青——数字电视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超高清音视频事业部总经理 

 

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获得广播电视编导和国际经济与贸易双学士学位、

电影艺术学硕士。参与建设中国第一代 DTMB 地面广播试验系统；组织筹建数字

电视技术研究合作组织（FOBTV），并担任全球秘书处主要工作；组建国内第一

套超高清制作全链路平台及拍摄团队,推进 4K/8K 中国内容库建设计划, 为科研

机构，高校，企事业单位策划定制高品质演示内容影片，带领团队成为中国下

一代数字电视标准研究与推广中新型业务测试与演示内容源的重要制作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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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文琳——亦非云副总裁 

 

英国伦敦威斯特敏斯特大学，复旦大学硕士，20年媒体从业经验，对新媒

体内容整合推广、市场营销、界面管理、用户体验、流程控制等具有丰富经

验。 

前任百视通总编室主任、副总编辑，负责对 IPTV、OTT、手机电视等内容

产品的活跃度提升、版权使用效率提升、用户体验提升、编辑团队能力提升、

内容审核等进行管理。 

曾在东方明珠新媒体，SMG 上海电视台体育频道，上海有线电视台

（SCATV）体育频道等国内知名公司任内容产品运营，管理职位。其主导创建的

百视通微信电视曾获国家广电总局颁发“最具影响力视听微信公众平台”奖

励。 



 

大小屏互动运营，含微投屏，TV 亦纷享，短到长视频引流等技术与服务方

案 

亦非云的 TV亦纷享技术能打通电视和移动互联网，社交网络的壁垒，满足

用户一键将 TV直播精彩片段跨屏抓取到移动端，实时分享精彩直播短视频到社

交网，将朋友圈的精彩短视频投到电视机进行投屏追看，帮助实现内容从大屏

到小屏的穿越，带来用户数量的裂变。除了可以降低电视用户的流失率，提高

开机率和观看时长，吸引年轻用户的参与，还能创造新的收入增长点，提升收

视率和社交分享率，重新吸引更多的优质内容重驻电视屏。 

 

返回议程 

 

 

 
冯文和——ALAX 创始人 

 

冯文和先生在经历过 10 年全球性外商芯片公司洗礼后，创建了凯胜科技公

司，累积了在笔记本电脑，电子零部件与手机的研发，营销与市场的丰富经

验。后又创立了蜻蜓公司，致力于软件、广告与内容的研发与大数据的经历。

掌管全球的手机客户群，并与谷歌、微软、雅虎的合作经营与洗礼。是连续创

业者，并具有掌握前沿的技术，和扎实的业界人脉和经营能力。希望将区块链

技术，也推广到数字内容分发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以促进全球的效率和改善众

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区块链在内容领域的创新 

第一部分：区块链在内容行业的机遇 

ALAX 创始人冯文和将通过分析全球游戏市场在提供内容方面存在的痛点和

难点，阐述区块链技术为内容领域提供了哪些机遇与挑战？ 

第二部分：ALAX 如何帮助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纳入全球金融体系？ 

将分享个人在一些新兴市场国家无法通过信用卡或其他支付方式，只能通

过现金支付而导致服务受到限制的经历。透过这样的社会洞察， ALAX项目运用

而生。ALAX 重点解决了跨境电商的结算部分，ALAX 创始人冯文和将重点讲述 

ALAX 如何锁定这个市场以及如何开展这个项目的。 

第三部分：ALAX 将如何迈进一个更美好的移动端游戏未来？ 



最后将重点分享，ALAX 将如何实现以更低的价格获得更好的游戏内容，并

且使用像短信支付一样简单的支付方式。未来，将如何朝着一个更美好的移动

端游戏未来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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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尔逊•罗德里格斯——Akamai 全球行业策略总监 

 

纳尔逊•罗德里格斯是一位出版作家和娱乐界资深人士，他帮助推出了全球

首个在线视频商店（Xbox Live Video Marketplace）和各种平台上的数十款视

频游戏，其中包括微软注明的“光环 3”，“铁拳 5”和“刺客信条兄弟会“和

多款独立游戏，如 Tweet Defence 和 A Kingdom for Keflings。纳尔逊花了八

年时间为育碧，微软，索尼和孩之宝等客户制作获奖的数字营销活动。尼尔森

一直是包括 Gamescom，GDC 和 Casual Connect 在内的数十场全球会议的主要演

讲者和主持人。纳尔逊目前负责 Akamai Technologies 的媒体行业战略。 

 

关于"钱"的问题：如何帮助 OTT 业务成功进行货币化 

简要说明：观众行为，人群聚合和寡头效应正在威胁 OTT 行业的盈利能

力。广告、订阅和交易都面临重大挑战。我们是否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答案

是肯定的，现有技术可以改善这个问题的长期走势。 

关键要点： 

1. 改变你对观众的“想当然“的假设，利用 AI 技术推动业务。 

2. 使用区块链与观众建立新的互动关系。 

3. 充分发掘微型交易的巨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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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旻——昆腾（Quantum）媒体娱乐市场解决方案销售总监 

 

赵旻先生 ，美国昆腾公司媒体娱乐行业销售总监。具有 15年以上媒体娱

乐行业和存储行业的经验。关注国际影视行业的发展，致力于将国际领先的技

术和产品推荐给国内的客户。 参与过多个国内媒体娱乐行业的大型项目建设。

曾就职于美国 StorageTek 和康柏电脑公司。 

 

 

 

 

 

 

 

 

智能电影篇 

 

 
盖文·伯乐——Base FX 视效预览总监 

 

盖文·伯乐毕业于加拿大的安大略艺术与设计学院，是美国视效协会

（VES）成员。他从 1996 年开始从事电影视效行业，曾任职于工业光魔、

Digital Domain、Animal Logic 等全球知名的视效公司。Gavin 参与制作了众

多著名影片，包括《复仇者联盟》、《碟中谍 4》、《加勒比海盗 4》、《黄金罗盘》



以及《守卫者传奇》等。Gavin 于 2013 年加入 Base FX，担任视效预览总监，

带领团队完成了《捉妖记》《唐人街探案 2》等影片的视效预览制作，并对公司

的重要项目进行跟组。 

 

返回议程 

 

 

 
李文——爱奇艺副总裁 

 

曾在上市公司万达电影院线、华策影视、世茂股份及宝能集团等大型集团

公司担任电影或文化产业投资运营业务的高管，是中国电影院线行业的第一批

职业经理人。2014 年底转型金融行业，在合资券商东方花旗证券任 TMT 行业

VP，2017 年夏加盟爱奇艺任副总裁。兼职：2010 年起在美国格理集团（GLG）

任文化影视行业专家顾问，曾给摩根、高盛、建银国际、工银国际、平安信托

等几十家机构投资人做过有关文化及泛娱乐产业的咨询服务，2015 年起开始担

任上海财经大学客座教授，主讲影视泛娱乐产业与金融的产融结合。 

 

大数据助力影院消费升级，智能提升娱乐场景粘性 

通过大数据更智能的优化线下新娱乐场景满足消费者消费升级的愿望，实

现分线发行，同时延长影片生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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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扬——迪生数娱产品总监 



 

负责 Vicon 动作捕捉系统 中国区 传媒娱乐行业 商业客户捕捉项目的整体

系统搭建方案和捕捉制作项目指导。 

十余年来带领迪生数娱动作捕捉项目服务团队，为超过 120 家电影特效、

游戏开发、动画片制作和广播电视行业的客户提供了高质量的表情捕捉、肢体

捕捉、手指捕捉、道具与摄影机追踪的现场技术支持和动捕技术指导。服务内

容涵盖前期动捕项目分析、整体系统搭建、角色数据测试、捕捉制作服务、培

训和技术指导等。 

服务的客户包括天工艺彩、紫桓华韵、金海岸影业、米粒影业、Dexter、

花开影视、中央电视台、湖南卫视、网易、金山西山居、蜗牛游戏、网龙游

戏、腾讯游戏、爱奇艺、黑弓等等。 

 

高质量的实时表演捕捉   

在三维动画、影视特效、游戏开发、广电节目虚拟植入、虚拟现实主题乐

园和实时人机交互等娱乐内容中采用完整的表演动作捕捉技术已成为行业方

向。 

表演捕捉的目标是为了完全还原演员表演的逼真度，最快捷的方法让人信

服，最大可能地把演员表演制作出引人入胜的动画，甚至能同时捕捉到手指、

眼睛、面部表情、道具以及声音。 

本次讲解会介绍如何在一个高标准的项目中进行完整的表演捕捉流程，以

及完成一些特定的捕捉任务例如面部表情、手指捕捉甚至四足动物捕捉时需要

注意的问题。 

 

返回议程 

 

 
杰夫·李维森——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剧院标准委员会委员 

 

美籍，高级研发经理，40 多年专业音频制作、混音器、工程师和系统设计

的行业经验，十年DTS工作经历制定音频标准，WFS技术领域专家，声音技术与

艺术跨界人才，“奥斯卡金像奖”主办方——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剧院标准

委员会委员。长期活跃于参与定义环绕声标准，是 NARAS 文件“环绕声制作推

荐”贡献者，同时也是音频工程学会（AES）多声道和双耳音频技术委员会主

席。他参与的电影项目包括辛德勒的名单，阿甘，阿波罗 13，真实的谎言，



门，和终结者 2等。 

 

返回议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