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申报号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获奖等级

1 20180058040001
舞台效果装备集成控制关键

技术及应用

1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2浙江工业大学,3中国传媒

大学

1丰其云,2严华锋,3倪洪杰,4谢海
歧,5黄学通,6吴立锋,7蒋玉暕,8张晶
晶,9何海雅

一等奖

2 20180001040001
中央电视台4K UHD/HDR IP

转播车（B-5）
1中央电视台

1周磊,2陈辰,3范文淼,4刘斌,5孔
征,6谭昕,7潘晓菲,8徐翔,9亓福
业,10秦萌,11赵伟,12王帆,13田
盛,14李培,15周海涛

一等奖

3 20180001040003
中央电视台综合节目融合媒

体一体化生产平台
1中央电视台,2成都索贝数码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智卫,2崔建伟,3王猛,4苏东,5杨
斌,6蔡贺,7黄建新,8陈欣,9徐妍,10
邵晨,11杨绍童,12徐智,13班键,14高
东,15郭潇

一等奖

4 20180027040002
基于IP融合架构的异地异构
协同备播全高清播出系统

1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1杨勇,2袁克东,3宋晹,4周建海,5李
一君,6钱永江,7章杰,8梁青德,9汤振
华,10吴娟英,11徐强,12陈舒枝,13孙
婷,14陈青,15张安航

一等奖

5 20180004040003
面向多运营商的全业务集成

播控平台建设
1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1顾建国,2张和林,3姚俊伍,4孙涵,5
王海欢,6陈靖,7谢皆周,8居松,9沈
洲,10刘迎盈,11吴枭雄,12丁钰

一等奖

6 20180009040011
融合CA系统关键技术研究与

应用示范

1广播科学研究院,2贵州省广
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

司,3中广有线信息网络有限公
司绍兴分公司,4北京永新视博
数字电视技术有限公司,5深圳

市海思半导体有限公司

1盛志凡,2付守伟,3蒋仲辉,4田雪
冰,5刘金晓,6王强,7杨勍,8黎政,9朱
耀光,10朱平尧,11郭永伟,12严海
峰,13饶丰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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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180075040001
吉林电视台基于微服务架构
的智能内容汇聚生产云平台

1吉林电视台,2成都索贝数码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李天罡,2李志明,3卢志才,4王威,5
宋博,6王然,7陈竹,8朱国旗,9王宇
光,10张艳芳,11李晖,12朱鸿江,13刘
一兵,14曲志有,15赵继东

一等奖

8 20180005040001
@Radio上海广播新闻全媒体

制播平台

1上海广播电视台,2上海文化
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3上海

东方传媒技术有限公司

1徐焱,2虞蔚菁,3陆舜健,4顾昕波,5
王骏生,6胡德昌,7殷轶鸣,8陆璐,9鲁
雨婷,10楼嘉寅,11方媛,12顾云峰

一等奖

9 20180041040001
中央电视台基于有线电视网
络的融合媒体服务系统-“

央视专区”

1中央电视台,2国家新闻出版
广电总局广播电视规划院,3北

京中视广信科技有限公司

1姜文波,2顾军,3冯勤,4刘玓,5马
健,6简维毅,7梅剑平,8刘森,9肖红
江,10黄卓伟,11张雪迪,12喻庆杰,13
徐翔,14黄弘

一等奖

10 20180033040001
面向家庭的电影智能分发和

放映系统
1中国电影科学技术研究所

1张伟,2高五峰,3王木旺,4宋强,5刘
知一,6徐涛,7崔强,8张鑫,9常一
孜,10王薇娜

一等奖

11 20180008040004
中央广播电视节目无线数字
化覆盖单频网关键技术研究

1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广播
电视规划院,2上海交通大学

1刘骏,2代明,3常江,4曹志,5周兴
伟,6高杨,7高力,8蔡新国,9何大
治,10孙红云

二等奖

12 20180080040001
基于无压缩IP流的视频全业

务融媒平台

1南京广播电视集团,2北京格
非视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3安
徽励图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4北京经纬中天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5北京安信华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1金剑,2曹健,3鲍放,4王东,5吴永
生,6李栋成,7杨旸,8岳翔宇,9陈
军,10孙卫民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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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0180005040003
新一代新闻演播室（魔都之

眼）

1上海广播电视台,2上海文化
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3上海

东方传媒技术有限公司

1尚峰,2赵云,3吴志欣,4盛松,5金世
杰,6丁江,7施美楠,8张齐,9陈斌,10
黄一峰

二等奖

14 20180002040002
北京电视台大数据平台在融

合媒体的智能应用

1北京电视台,2北京新媒体
（集团）有限公司,3东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4北京中视广信

科技有限公司

1毕江,2周旭辉,3赵志成,4李程,5芮
浩,6冯澈,7金小健,8苏苏

二等奖

15 20180004040002 江苏广播新一代制播网建设 1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1张卫伟,2朱光荣,3张强强,4杭正
东,5张海勇,6罗清,7涂剑飞,8代志
勇,9郑其开,10陈姗姗

二等奖

16 20180107040002
五五三台卫星广播电视安全

预警系统扩容工程

1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监管
中心,2北京蓝拓扑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肖武,2杨耀明,3李林,4张超,5张
勤,6郑鹭平,7丁健,8刘晨,9张敏,10
王克

二等奖

17 20180106040002
基于私有云架构的安全播出

多业务自动监测系统
1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广播

电视卫星直播管理中心

1余英,2李宏妹,3张谦,4张若纯,5王
晶,6邹德全,7李伟华,8刘江鹏,9李
涛,10李砚雄

二等奖

18 20180008040007
UHD技术产业化发展趋势和
UHD电视图像质量评价研究

1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广播
电视规划院,2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电影卫星频道节目制作

中心

1宁金辉,2邓向冬,3王惠明,4张乾,5
姜宁,6陈晨,7张建东,8韦安明,9董文
辉,10孙岩

二等奖

19 20180008040008
广播电视台融合媒体用户互

动技术研究
1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广播

电视规划院

1邓向冬,2肖辉,3毕江,4汪建强,5夏
倜,6聂长生,7宋键,8郭昌雄,9许钢
鸣,10王立冬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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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0180009040008
智能电视操作系统TVOS测试

方案研究
1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广播

科学研究院

1赵良福,2盛志凡,3付瑞,4张定京,5
王颖,6付光涛,7白伟,8李小雨,9王东
飞,10金鑫

二等奖

21 20180001040004
中央电视台常规制作岛5系

统
1中央电视台,2成都索贝数码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崔建伟,2姚平,3但京,4伍旸,5马
靖,6张佳兴,7王崇华,8高东,9黄代
羲,10谭欣

二等奖

22 20180004040001
《2016年江苏卫视跨年演唱
会》融媒体转播方案与实施

1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1薛兵,2苏琦,3陆锋,4吴英露,5周克
胜,6张航,7李世萍,8徐徯

二等奖

23 20180008040003

700MHz频段无线模拟电视、
地面数字电视与第四代移动
通信系统（LTE）兼容测试

研究

1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广播
电视规划院

1李雷雷,2杨帆,3孙红云,4范晓菲,5
周兴伟,6代明,7蔡新国,8王芳,9李俊
敏,10钟声洪

二等奖

24 20180091040001
基于多链路的移动直播终端

GPS传输系统
1厦门广播电视集团

1杨国和,2林飞鹏,3林耀辉,4刘晓
敏,5林耿仕,6陈旸,7卢小伟,8郭群
辉,9郭惠斌

二等奖

25 20180107040009 重点视听网站监管系统
1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监管

中心
1吝磊,2王文涛,3姬翔,4司凯威,5张
婉君,6张翼,7姜凤红,8刘晓东

二等奖

26 20180032040001
直播卫星广播电视公共服务

传播平台
1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北京

地球站

1黄涛,2张旭明,3张金虎,4李楠,5张
彬,6浮沉,7车晋,8张巍,9吕芝辉,10
段晓明

二等奖

27 20180008040009 统计复用编码测试方法研究
1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广播
电视规划院,2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

1董文辉,2潘晓菲,3王惠明,4王倩
男,5葛涛,6邓向冬,7朱易,8刘博,9宁
金辉,10尹怡晨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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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0180107040001
广播监测网系统智能化升级

项目

1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监管
中心,2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
所,3沈阳东软系统集成工程有

限公司

1吴波,2王婧,3吝磊,4姜洪臣,5杨
京,6陈慧,7孙爱叶,8王强,9崔玲
辉,10袁晓波

二等奖

29 20180041040002
宜春市广播电视台融媒体建

设项目
1宜春市广播电视台,2北京中

视广信科技有限公司

1张敏,2蔡广伟,3李戈,4唐俊辉,5袁
立新,6麻书城,7张仁宇,8赵晓东,9顿
子振,10李墨耘

二等奖

30 20180021040001
大型演播室三维一体高精度

灯光吊挂系统

1广东广播电视台,2广州马其
纳工程技术有限公司,3广州斯

全德灯光有限公司

1罗映辉,2林培群,3林小海,4邵凤
莲,5李鹏飞,6吴文雄,7顾 斌,8王晖

三等奖

31 20180081040001
宁波广播电视集团中波台迁

建工程
1宁波广播电视发射中心

1严吉强,2庄严,3俞三,4马青石,5沈
善平,6赵炜畅,7许晓强,8郑晓夏

三等奖

32 20180081040003
宁波市多级联动应急广播平

台
1宁波广播电视集团广播技术

中心
1陈起来,2陈军,3庄奇斌,4吴海翔,5
齐亚坤,6孙旻,7曹晓宇,8林彬彬

三等奖

33 20180005040004
iHub移动端智能多屏互动云

平台

1上海广播电视台,2上海文化
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3上海

东方传媒技术有限公司

1尚峰,2张韬,3杨君蔚,4陆趣,5曹
忠,6张力,7朱竝清,8万南南,

三等奖

34 20180005040002
上海广播新闻全媒体综合改

造项目

1上海广播电视台,2上海文化
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3上海

东方传媒技术有限公司

1倪学青,2虞蔚菁,3虞雷,4吉祥,5顾
昕波,6陈亮,7王骏生,8徐侃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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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20180027040001
超大型节目全景区配给式演

播厅灯光制作系统
1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1郑红哲,2郭亮,3潘永盈,4郭红华,5
姚葳澎,6陈淡云,7季强,8王诚

三等奖

36 20180085040003
山东省地面数字电视集成播
控与信号传输平台的设计与

建设
1山东数字电视有限公司

1丁立松,2张晓刚,3王国栋,4杜冉,5
周雁智,6马祥鹏,7张弛,8高欣伟

三等奖

37 20180004040005
江苏地球站多业务集中管控

架构的研究与实施
1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1赵麃,2管锋,3谭明,4居俊,5李嘉,6
严丹,7杨平,8奚晓轶

三等奖

38 20180107040004
无线广播电视频谱智能监测

与管理系统
1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监管

中心
1童珉,2简彬,3李丹,4覃有论,5刘
睿,6许依凡,7许振,8陈太沁

三等奖

39 20180001040002
中央电视台WiFi无线网络安

全防护体系研究
1中央电视台,2北京启明星辰

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1琚宏伟,2邓晖,3毕亲波,4孙侃,5陈
卫平,6戴鑫,7邯子皓,8刘秋尘

三等奖

40 20180009040001
电视台IP化制播网中SDI

over IP方式性能指标影响
分析

1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广播
科学研究院

1张定京,2王颖,3陈德林,4赵良福,5
付瑞

三等奖

41 20180009040006
虚拟智能融合终端关键技术

研究

1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广播
科学研究院,2浪潮软件集团有
限公司,3山东广电网络有限公

司

1施玉海,2刘永辉,3韩军,4邬亚非,5
徐军,6冯海亮,7孙明松,8张翀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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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20180009040004
高效视频编码(HEVC)技术及
在超高清电视(4K)和全高清

3D电视中应用的研究

1广播科学研究院,2中央电视
台,3广播电视规划院,4上海广
播电视台,5江苏省广播电视总
台,6北京中科大洋科技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

1郭晓强,2梅剑平,3周芸,4潘晓菲,5
董文辉,6霍秋林,7朱光荣,8王付生

三等奖

43 20180106040001
直播卫星集成播出平台仿真
与安全播出预案模拟演练系

统

1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广播
电视卫星直播管理中心,2北京
非凡朗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杨一曼,2余清波,3姜秉航,4贾志
博,5李宏妹,6张若纯,7张谦,8战红

三等奖

44 20180008040001
中央广播电视节目无线数字
化覆盖工程单频网补点频率
规划和组网优化研究及软件

1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广播
电视规划院,2苏州恩巨网络有

限公司

1高力,2冯景锋,3刘骏,4李雷雷,5代
明,6曹志,7张海峰,8陈兴

三等奖

45 20180009040003
高清转4K关键算法研究及系

统实现
1广播科学研究院

1周芸,2郭晓强,3王东飞,4李小雨,5
付光涛,6夏治平,7白伟,8黎政

三等奖

46 20180002040004
电视台网络安全监测系统建

设技术白皮书
1北京电视台

1毕江,2周旭辉,3王立冬 ,4李程,5张
伟,6赵为纲,7王燕清,8何晶

三等奖

47 20180039040001 基于AI的大数据中心建设
1华为技术有限公司,2新华三
技术有限公司,3中国矿业大学

1高承,2王宇峰,3张国圆,4刘鹏,5安
全,6高国钦,7严峰,8高峰

三等奖



序号 申报号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获奖等级

     第十一届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科技进步奖评奖结果

48 20180002040001
北京电视台新媒体生产平台

与内容中心建设项目
1北京电视台,2北京新媒体

（集团）有限公司
1周旭辉,2赵志成,3李程,4芮浩,5宋
峥,6孙兵,7李玥,8张强

三等奖

49 20180009040005
有线网大数据技术的应用研

究

1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科学
研究院,2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
络股份有限公司,3北方联合广

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1姚颖颖,2宫铭豪,3王晓艳,4梁晋
春,5刘波,6田丰,7彭宇涛,8文泽龙

三等奖

50 20180032040002 资料馆节目源传输系统
1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无线电台
管理局,2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

央广播电视发射二台

1刘建国,2王健,3张荣建,4周凯,5黄
欣,6张学旻,7秦召,8夏海旻

三等奖

51 20180009040002
基于数字识别的无线数字化
覆盖监测监管技术研究

1广播科学研究院
1李小雨,2郭晓强,3付光涛,4饶丰,5
王强,6周芸,7付瑞,8金鑫

三等奖

52 20180009040014
基于射频快速捕捉技术的有

线电视信号监测平台
1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广播

科学研究院
1欧阳峰,2赵翠,3李婷婷,4刘红卫,5
李孟玲,6朱里越,7陈松,8汤新坤

三等奖

53 20180107040005 监测台技术业务支撑系统
1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监管

中心
1秦东升,2姜峰,3刘青杰,4颜琪,5武
霖,6薛斌

三等奖

54 20180032040004
大功率短波发射机数字调制

器运维调测系统
1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二0二

二台
1侯智烨,2罗彤,3关吉,4闫云昊,5李
振,6朱曾志,7毛刚,8胡文钰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