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NAB Show Shanghai 

上海全球跨媒体创新峰会 

论坛议程安排（草案） 
（2019 年 9 月 23 日-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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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23 日 08:30-09:00 上午入场登记 7F 明珠厅 

上海国际会议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滨江大道 2727号 

9 月 23 日 09:00-09:15 2019 NAB Show Shanghai-上海全球跨媒体创新

峰会开场致辞 

 

7F 明珠厅 

上海国际会议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滨江大道 2727号 

智慧广电篇 

9月 23 日 09:15-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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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媒体篇 

9月 23 日 12:30-13:00 下午场入场登记 北外滩滨江球幕沉浸式剧院 

（近欧尚虹口滨江绿地店 海平

路 30号） 

9月 23 日 13:0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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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外滩滨江球幕沉浸式剧院 

（近欧尚虹口滨江绿地店 海平

路 30号） 

未来电影篇 

9月 24 日 

08:30-09:00 

09:00-12:30 

上午场入场登记 

全球未来电影创新发展峰会 

主题：展望未来的科幻电影 

北外滩滨江球幕沉浸式剧院 

（近欧尚虹口滨江绿地店 海平

路 30号） 

13:00-13:30 

13:30-17:00 

下午场入场登记 

IP 内容与下一代文化消费 

W酒店 

（虹口区旅顺路 66号） 

其他同期活动 

9月 24 日 

-10 月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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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NAB Show Shanghai 

上海全球跨媒体创新峰会 

论坛流程 

 

开幕式 

09 月 23 日-开幕式 

地点：上海国际会议中心 7F 明珠厅 

08:30-09:00 观众入场 

09:00-09:15 领导与主办方致辞 

领导听会/离场 

*以下发言人与话题是拟定内容，实际内容以现场发布为准 

第一日：09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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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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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5-09:45 

 

主题：4K/8K 超高清时代显示终端发展思考 

发言人：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丁文华 

09:45-10:15 

 

主题：人工智能在新闻制作中的应用 

发言人: NHK 研究院人工智能组秘书长、前亚太广电联盟技术委员会副主席

岩城正和（ Masakazu Iwaki） 



10:15-10:45 

 

主题：关注融合媒体新应用 

发言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杜百川 

10:45-11:15 

 

主题:韩国广播电视台媒体融合现状 

发言人：韩国 KBS 电视台 媒体基础设施部门 董事总经理 高佑宗 

11:15-11:35 

 

主题：待定 

发言人：上海广播电视台技术运营中心 总工程师 尚峰 

11:35-11:55 主题：如何将电视在社交媒体分享 

发言人：奥地利 Snapscreen CEO 托马斯·维洛米兹（Thomas 

Willomitzer） 

11:55-12:15 主题：  人工智能在视频、图文的应用 

 发言人：集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席运营官 彭儒靜 

午餐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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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数字电视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副总经理 王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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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商业模式、新的应用？ 

本论坛将具体探讨在 5G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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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G与下一代网络基础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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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发言顺序待全部发言人确定之后再调整 

 

13:30-14:00 主题：5G网络技术发展挑战及应用 

发言人: 工信部通信科技委专职常委,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CCSA）网

络与业务能力技术委员会主席 赵慧玲 



14:00-14:30 

 

主题： 5G，是否适合广播电视？ 

发言人：瑞士 DVB Project, Dr. Peter Siebert 

14:30-15:00 主题：5G 媒体发展新引擎 

发言人：中国联通 5G新媒体创新中心 技术运营总监 李一喆博士 

15:00-15:30 主题：待定 

发言人：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 技术经理 傅力军 

15:30-16:00 

 

主题：5G确定性网络，助力媒体行业大发展 

发言人：华为云核心网产业发展高级总监 刘兵 

16:00-16:30 主题：待定 

发言人：秦山 市场部经理 上海港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9 月 24 日 

全球未来电影峰会 

主题：5G 场景下-展望未来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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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10:00 主题： 可视化预览在影视作品中的应用 

《权利的游戏 8》、《复仇者联盟 4》、《战斗天使·阿丽塔》 

发言人：三层楼（The Third Floor）副总裁  戴恩·史密斯 

10:00-11:00 主题： 《战斗天使·阿丽塔》的幕后视效解析 

 发言人：Weta Digital 视效总监 



《战斗天使·阿丽塔》视效负责 尼克·爱普斯顿 

11:00-12:00 主题：《复仇者联盟 3》幕后揭秘 

 发言人：Framestore 中国区副总裁 刘远 

12:00-12:30 主题：《流浪地球》视觉效果案例分析 

 发言人： Varun Hadkar, 视效总监，曾参与《流浪地球》《复仇者联盟

3》，奥斯卡获奖影片《机械姬》 

9 月 24 日 

主题：IP 内容与下一代文化消费升级 

地点：上海外滩 W 酒店 W3 会议厅 

论坛描述： 

在新消费时代，“内容为王”“IP至上”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提及。究竟什么 IP内容才是

时代所需要的，如何深度挖掘 IP内容？如何引入优质 IP？国际 IP如何更好适用中国市

场？IP在落地运营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如何打造中国超级 IP？ 

 

本场大会将邀请 8位国内外著名 IP方、设计方、艺术家、运营公司，共同针对当前备受关

注的痛点问题进行案例分享，剖析 IP内容与消费升级间的深度关联和未来发展趋势。 

 

 

确认发言嘉宾： 

TEA 全球主题娱乐协会亚太区总裁 赵阳 

携程旅游 BU玩乐中国总经理 方洪峰 

孩之宝 副总裁 

上海水晶石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路 

 

 

 

 

 

 

 

 

 

 

 

 

 

 



 

 

 

 

 

 

 

 

 

 

 

 

 

 

 
 

丁文华 
中国工程院院士 

发言题目： 4K/8K 超高清时代显示终端发展思考 
 

 
关于发言人： 

丁文华院士本科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电视工程专业；  1982 年 8月至 1991

年 3月，先后任中央电视台播送部播出科科员，副科长，科长；1991 年 3月至

2000 年 4月，先后任中央电视台播送部副主任，主任；  1996 年被评聘为教

授级高级工程师  。2000 年至 2016 年，任中央电视台总工程师。 

 

科研综述 

1984 年，丁文华参与建设了中央电视台彩电中心电视技术系统，负责彩电中心

播出系统的设计与建设，研发了中国首套彩色电视自动播出控制系统。20世纪

90年代中期开始，丁文华负责组织完成中央电视台所有大型电视转播的技术实

现，包括历届夏季奥运会、冬季奥运会等重大赛事及香港回归、澳门回归、国



庆转播等各类重大活动。2000 年以后，丁文华主持研发并创建了具有中国自主

知识产权的新一代电视台网络化制播系统，建立了电视节目网络化制作播出流

程，并主持建设了中央电视台新台址工艺系统，不仅使电视台节目制播的生产

效率提高，部署成本降低，更推动了中国广播电视行业的科技进步，改变了中

国电视台设备依赖进口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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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言题目：关注融合媒体新业务 

 
关于发言人： 

杜百川：男，1946 年出生，中国国籍，教授级高工，中国传媒大学博导。1969

年北京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毕业，1981 年北京大学光纤通信研究生毕业，获理

学硕士学位。现任上市公司湖北广电股份有限公司(000665)独立董事。 

 

1981 年北京广播学院电视工程系任教，曾任电视工程系主任，广播电影电视部

培训中心主任； 

1994 年任广播电影电视部广播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曾任国家高清晰度电视

（HDTV）专家组组长； 

2000 年任广播科学研究院院长； 

2001 年任国家广电总局副总工程师； 

2006 年退休； 

现任国家广电总局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2012.11.28 起担任上市公司湖北广电股份有限公司(000665)独立董事。 

 



 
 

 

 
 

岩城正和 
NHK 人工智能推进小组秘书长 
前亚太广电联盟技术委员会主席 

 
发言题目：将人工智能科技运用在电视和广播节目中 

 

关于发言人： 

 

岩城正和先生是日本 NHK 人工智能推进小组秘书长；前亚太广电联盟技术委员

（ABU)技术委员会主席 

岩城正和先生是日本 NHK 人工智能推进小组秘书长；前亚太广电联盟(ABU）技

术委员会主席，他负责推动最新科技，例如 NHK 开发的人工智能、VR/AR、8K

的技术世纪应用。 

在他任职期间，岩城正和先生负责将人工智能科技在广电行业的广泛推动。  

岩城正和先生将在 9月 23 日开幕式主题论坛做主题发言，题目为“将人工智能

科技运用在电视和广播节目中”。 

 

发言内容概述： 

人工智能有可能通过新科技，例如图像识别、语音识别、语音合成、大数据分

析而大大的改变电视节目制作与新闻制作的风格。 

在 2016 年，NHK 将过去 30年所做的关于人工智能的研究成果整合起来，在 NHK

科研所建立了跨功能的研究团队-智能制作实验室，作为推动有效节目制作与加

速跨部门合作及便于用户使用的广电实际应用的基础。岩城正和先生将介绍他

们最新的一个研究项目。 
 



 

 
 

高佑宗 

韩国广播电视台 

媒体基础建设部 董事总经理 

 

发言话题：韩国广播电视台媒体融合的现状 

 
关于发言人： 

 

高佑宗先生拥有汉阳大学的电子学硕士学位。 自 1992 年加入 KBS 技术研究所

以来，他开发了诸如高清广播，数据广播和卫星广播等。 从 2001 年到 2004

年，他加入 SkyLife（商业卫星广播公司）安装广播中心并开发机顶盒。 回到

KBS 后，他为工作流程优化工作。 他现在在媒体基础设施部门工作。 

 

关于发言话题简介： 

 

韩国的媒体环境正在发生根本变化。由于智能手机的普及率和 5G的商业化，几

年前主要在电视上消费媒体内容的观众现在在移动环境中通过智能手机上来观

看内容。只有超高清的服务（如 HD，3DTV 和 UHD）能够限制观众的选择。 

  

KBSWorld 在 Youtube 上的服务今年继续增加超过 1000 万用户，表明“韩流”

的趋势仍旧很火。现在，KBS 的很多电视节目，例如戏剧，娱乐和纪录片，很

容易在 YouTube 上播放。订阅者数量正在快速增长。包括 KBS 和电信公司在内

的地面公司预计将在 5G时代开始 OTT 服务并成长为强大的杀手级内容。 

  

新闻也通过 YouTube 和 FaceBook 等形式迅速传递给观众，新闻正以各种形式与

观众进行交流，例如“阅读评论的新闻主播”。现在，新闻能够观众一起沟

通。 

 



通过 SNS 消费无线电用户正在迅速增长。各种类型的内容制作和消费正在通过

360°VR 等新技术传播。 

  

随着超高清地面广播的成功发布和 ATSC 3.0 技术的稳定，基于 IP的附加服

务，如 ESG（电子服务指南）和 Tiviva 已经与现有的基于 RF的服务相结合，

并试图与电视屏幕合并，并推动移动屏幕。 

 

KBS 这些新的尝试从观众的反馈中看到了意义，“电视+移动服务”的有效性正

在 KOCOPIE-TV 和 KOCOPIE-nonTV 中得到证实。 

 
 
 
 
 
 
 
 
 
 
 
 
 
 
 
 
 
 
 
 
 
 
 
 
 
 
 



 
托马斯·维洛米兹 

Snapscreen 首席执行官 
发言题目：让电视内容走入社交媒体群体 

 

托马斯现在是 Snapscreen 的首席执行官，他在商业战略、领导大型团队、驱动

企业创新力上有卓越的能力，因而他的公司在竞争日益激励的商业环境中总是

保持着较高的市场份额。托马斯在维也纳学习了 C++的编程语言，毕业之后在

维也纳、苏黎世和伦敦的投资银行的高频率交易部门中担任 C++的程序员。在

2002 年的时候他创立了了 Last.FM 网络广播，在 2011 年的时候担任 Juimo.com

的创始首席技术,Juimo.com 是一家关于利用计算机视觉进行身份鉴定的前沿科

技公司，主要是通过智能电话的摄像头进行身份鉴定，这在全球市场上也是具

有领军地位的。 在 2015 年的时候，托马斯继续利用计算机视觉的技术创立了

Snapscreen 公司。 

 

话题简介： 

SnapScreen 在社交媒体中创建和分发 TV / OTT 剪辑。 它使观众能够通过手机

拍摄截取 TV/OTT 的片段，并让用户可以进行广播质量剪辑以进行倒带，修剪和

分享。 当观众与社区分享他们的个人剪辑时，他们传播品牌，赞助和推动评

级。 Snapscreen 是添加到 TV / OTT 应用程序，移动网站和 SnapScreen 目前

适用于福克斯体育，橄榄球澳大利亚等。 

 
、 

 
 

 



 
 

彭儒靜 
集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席运营官 
 

发言话题：人工智能在视频、图文的应用 
 
 
关于发言人： 

 

Agnes 是集雅科技公司的营运长以及共同创办人，集雅科技是一间人工智能视

频服务商，让媒体与广告产业能够轻松的将他们的内容制作成有质量的视频。 

 

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取得财务管理硕士学位之后，Agnes 于金融产业累积了数

年的新创投资评估，互联网产业分析与新创运营管理等相关经验。之后她加入

了一家广告技术公司担任营运长，协助其商务开发并调整获利模式，使其顺利

成长。 

 

2015 年她共同创办了集雅科技，探索人工智能在媒体与广告产业上的更多可能

应用，致力于打造能让人们生活更丰富美好的人工智能应用。 

 

 

话题描述： 

人工智能毫无疑问地将为媒体产业带来巨大的可能性。相关技术不再只是纸上

谈兵，各种应用从内容创作自动化到个人化的用户体验百花齐放。然而，到目

前为止有显著效益的案例仍然屈指可数。 

 

这次的分享中，讲者想和大家分享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协助视频内容创

作。从自动剧本创作到虚拟主播播报，与会者会听到各种华丽但尚未落地的技

术案例，和人们可能未察觉但是已经完美融入我们日常生活的技术应用。透过

这些资讯，与会者会更了解人工智能的现况，进而更好的参与技术创新，取得

未来先机。 

   



此外，讲者会透过几个人工智能在不同视频垂类的应用案例，例如：体育、娱

乐、财经、教育等内容，向与会者解说人工智能如何赋能媒体产业，创作多元

视频。同时也会分享集雅科技如何透过文字转视频服务，帮助客户在各方面产

生具体效益。 

 

最后，虽然人们都非常期待藉由人工智能大幅提升视频产制流程效率，最大化

内容创作价值，但仍然有一些议题需要大家共同的关注与支持，以确保整个媒

体产业都能确实享受人工智能带来的好处。 

 

 

 
 

彼得·斯博特博士 
DVB Project 
技术部负责人 

 
 
关于发言人： 

 

彼得斯伯特博士是 DVB Project 的技术部负责人，在电信和广播技术方面具有

深度和广度的资深专业人士; 在分析需求，定义规范和成功管理产品和解决方

案开发方面经验丰富的专家。 关键团队成员，经验丰富的团队领导和 C级影响

者，具有： 

•音频和视频专业知识 

•监管和标准化专有技术 

•产品开发和管理能力 

•技术解决方案/架构能力 

 

 

 



 
刘兵 

华为云核心网 5G产业发展高级总监 

发言话题：5G确定性网络，使能媒体行业大发展 

 

发言人简介： 

现任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云核心网产品线 5G产业发展高级总监，20年 ICT 领域

市场和战略规划从业经验，全球多个固定网络宽带化、移动网络和 5G项目成功

经验，对 ICT 行业有深入的洞察和理解，具备丰富的通信网络解决方案规划、

设计和市场经验。 

话题简介： 

1. 5G 时代新媒体发展面临的机遇和痛点。 

2. 5G 确定性网络使能媒体大发展，提供更多业务选择和更好业务体验，提升

生产效率，实现业务创新。 

3. 共同努力解决行业断点，促进 5G新媒体行业健康、快速发展，创造更大社

会价值。 

 

 

 

 

 

 

 

 

 

 

 

 

 

 

 
 

 



 
 

《流浪地球》现场视效指导 岳伦·哈德卡 
发言话题：《流浪地球》幕后视效解析 

 
 
岳伦·哈德卡是 2019 年票房冠军《流浪地球》的现场视效指导，多年工作经验

使其对好莱坞及中国电影的制作有着深度见解。 

 

《流浪地球》是岳伦所参与的最为成功的中国电影，在此之前，岳伦还曾参与

过多个奥斯卡、BAFTA 与艾美获奖电影，例如大家耳熟能详的电视剧《权利的

游戏》、奥斯卡提名影片《机械姬》、《黄金罗盘》与《复仇者联盟 3》等。 

 

9 月 24 日全球未来电影峰会上，岳伦将会为大家深度剖析《流浪地球》的后期

视效制作。 

 
 
 

 
 

《战斗天使·阿丽塔》视效总监 尼克·艾普斯顿 
发言话题：《战斗天使·阿丽塔》幕后视效深度解析 

 
尼克·艾普斯顿是维塔数字工作室极为资深的视效总监，他曾多次作为

Siggraph，FMX 等国际视效峰会的发言嘉宾做主题演讲。 

 

作为一名出色的视效总监，尼克参与多部好莱坞爆款的电影制作，曾担任《阿

凡达》的技术导演、《速度与激情 7》的计算机图形总监、《霍比特人·史矛

革之战》的技术导演、并参与过多个《哈利波特》系列电影与《X-MAN》系列电

影。2019 年，尼克参与制作热门大片《战斗天使·阿丽塔》，并作为核心视效

团队参与《阿凡达 2》的后期制作。 

在全球未来电影峰会上，尼克将为大家揭晓《战斗天使·阿丽塔》幕后的视效

“魔术”。 

 



 

 
 

三层楼 副总裁 戴恩·史密斯 
发言话题：《权利的游戏系列》视觉化剖析 

 
关于发言人： 

 

18 年潜心沉淀，戴恩·史密斯在视效和数字娱乐制作领域特别是沉浸式科技、

数字制作与动画技术方面有着独特见解。 

在真人电影领域，他曾参与管理和制作超过 100 部爆款电影、电视剧和新兴媒

体平台的动画，包括:《蜘蛛侠-英雄远征》、《复仇者联盟：终局之战》、

《死侍》、《变形金钢：绝迹重生》、《权利的游戏 8》、《惊奇队长》、

《海王》、《变形金钢：大黄蜂》、《复仇者联盟 3》等。 

 

除了在真人电影领域的的傲人成绩，戴恩在动画片领域、3D立体影片的制作以

及虚拟现实/增强现实领域也有着卓越的成就。他作为视效制片人所参与制作的

动画片《失常》（Anomalisa），曾获得金球奖、安妮奖等多个奖项提名。在

2016 年，史密斯在      3D 立体制作和转换技术上取得突出成绩，为詹

姆斯·卡梅隆及其他电影导演解决了多个立体制作的难题，例如《泰坦尼克

号》、《深海挑战》、《哈利玻特-死亡圣杯第 1、2部》。在 2015 年，他对虚

拟现实产生了浓厚兴趣，参与了多个斯坦·李的以漫威故事为题材的虚拟现实

短片，并在 2017 年赢得了多项 Telly Award。他为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的短片

开发了一个商务交易平台，平台上聚集了他曾经为环球、派拉蒙、UFC 及其他

核心品牌所制作的各类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内容。 

 

基于他在业内资深的经验，他被歌诺莫（Gnomon）视觉艺术学院聘请为兼职教

授，带领学生探索沉浸式媒体，例如虚拟现实制作、立体电影制作。他也是

VES(视效学会)洛杉矶区域的董事会成员。 

 

 

 

 

 

 

 



 
 

刘 远 
Framestore 中国区副总裁 

发言主题：《复仇者联盟4 终局之战》的幕后特效故事 

电影IP衍生出来的主题娱乐制作 
 
关于发言人： 

2017年加入英国视觉特效与动画工作室Framestore，担任中国区副总裁。主要

负责原创项目开发、拓展本土业务及搭建中国团队。 

 

刘远在影视动画行业从业十六年，在项目管理、市场营销、资源整合方面有着

丰富的行业经验。 

 

职业生涯从动画开始，曾就职于本土视效公司并担任过项目经理、流程经理、

市场与媒体关系总监、人力资源负责人、首席运营官。 

 

Framestore公司的代表作有：《阿凡达》《哈利波特》《帕丁熊 2》《神奇动

物在哪里》《银翼杀手 2049》《复仇者联盟3》《复仇者联盟4》《权利的游

戏》等。 

 

除此之外，特效公司 Framestore 的业务如今拓展到了博物馆，他们能使用 VR 

技术让参观者看到馆内的恐龙标本活动起来，也包括虚拟人，Framestore 只花

了四个月时间就做出了虚拟的奥黛丽·赫本。 

 

在2019年的全球未来电影峰会上，刘远将与大家分享《复仇者联盟4 终局之

战》的幕后特效故事，同时将在现场带来关于“电影IP衍生出来的主题娱乐制

作”精彩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