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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 基于微服务架构的智能内容汇聚生产云平台建设 李天罡　卢志才 吉林台 一等奖

2 1101 “业务和技术的融合驱动”——深圳广电媒体融合体系持续建设与发展实践 查亚东 深圳台 一等奖

3 602 播出系统四选一智能切换器的设计与实现 周松林 黄晓峰 湖南台 一等奖

4 701 广东广播电视台4K超高清电视播出控制、管理及监控平台设计 魏志辉 广东台 一等奖

5 501 《媒体融合统一内容管理中的AI应用》 聂长生 王向前 湖北台 一等奖

6 604 关于湖南卫视《2018跨年演唱会》大屏幕流程及技术的制作分析 易难 孙扬 湖南台 一等奖

7 601 IP切换矩阵在IPTV系统中的应用 李炜 湖南台 一等奖

8 607 湖南卫视《2017-18跨年演唱会》杜比全景声直播制作探讨 黄鑫  刘珊 湖南台 一等奖

9 801 IP传输在广西“壮族三月三”大直播中的应用 李宇 广西台 一等奖

10 603 播出业务巡检管理系统 王思维 方正 龚如林 湖南台 二等奖

11 1108 基于微信开展在移动端管理固定资产工作的探索 李树光 赵鸣 深圳台 二等奖

12 605 湖南广播电视台16讯道高清转播车的升级改造 张超 湖南台 二等奖

13 702 基于IP架构的视频系统的设计和实践 林小海 何伟成 温德宁 广东台 二等奖

14 503 《广电融媒体云平台安全体系建设方案探析与实践》 蔡宏伍  赵雅娇 湖北台 二等奖

15 506 《传统媒体演播室IP化探索与实践》 柳金麟 周小毛 湖北台 二等奖

16 401 非编网络工作站统一监控与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贺斌 焦文博 河南台 二等奖

17 703 电视中心基础架构IP化及测评分析 王龙威 广东台 二等奖

18 301 《2017辽宁卫视春节联欢晚会》技术制作随感 姜明 辽宁台 二等奖

19 608 数字音频水印技术在播出系统中的应用 黄晓峰 夏宏石 湖南台 二等奖

20 705 2017中国-东盟海上联合搜救实船演练高清无线转播方案介绍 卢向阳 邱宇哲 广东台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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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904 结合实践探讨大型演播室灯光系统设计理念 张亚光 海南台 二等奖

22 403 全媒体新闻生产制播系统设计与应用 张燕 焦文博 河南台 二等奖

23 704 基于串联热备份的播控中心UPS系统可靠性提升与实现 戴钰 广东台 二等奖

24 802 广播级无线蓝牙在现场节目制作中的运用和引入新智能硬件的探索 吴茸茸 广西台 二等奖

25 507 浅谈4K超高清演播室技术与发展 徐燕 王藝霏 王伟 湖北台 二等奖

26 707 4K超高清电视节目的美术设计和制作初探 林杰 广东台 二等奖

27 606 湖南广播电视台播出系统网络安全建设 刘斯杰 湖南台 二等奖

28 706 浅谈索尼专业蓝光录像机的实战运用 廖明 黄建军 广东台 三等奖

29 502 《广电云平台应用调研和探讨》 李卫涛 胡澄宇 湖北台 三等奖

30 508 《浅谈4G直播系统及其在演播室的应用》 李勇 湖北台 三等奖

31 1102 高标清同播播出编码系统设计及测试  郝延华 深圳台 三等奖

32 906 小型转播车实现长距离体育比赛电视转播实践浅谈 路仁杰 郭晓波 邢家魁 海南台 三等奖

33 510 《广电融合媒体技术云平台的建设与思考》 洪蔓 余竹敏 湖北台 三等奖

34 1110 VR在广电产业中的应用及发展  黄理俊 深圳台 三等奖

35 405 电视台非编后期编辑网络的设计与优化 曹诚 河南台 三等奖

36 1001 新媒体时代对手机APP安全的设计和思考 吉长军    张智华 大连台 三等奖

37 1105 从2017年深圳龙华龙舟赛直播方案谈传统电视转播和新媒体转播的融合 敖建华 深圳台 三等奖

38 402 歌唱类节目互动直播在演播室的探索与实现 王鹏钦 河南台 三等奖

39 806 引入云技术打造高效电视节目制播系统 张弭、周斌、凌侃、谭珏敏 广西台 三等奖

40 404 大数据摆渡系统应用实践 李刚 刘鑫 河南台 三等奖

41 303 《辽宁广播电视台媒体资产管理系统
的扩容升级与改造》

杨家鹏 辽宁台 三等奖

42 106 融媒体平台的IP信号调度技术 刘春光 黑龙江 三等奖

43 409 浅析全景声技术及应用 白泉 河南台 三等奖

44 1103 融媒体时代马拉松转播的轻便化解决方案 陈威旋 深圳台 三等奖

45 1107 广电系统SDI over IP研究 陈宏钦 深圳台 三等奖

46 509 《2018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直播音频系统简析》 梁杰 周刚 湖北台 三等奖

47 708 不只是眼睛的音乐-再谈视频元素在舞台以及电视舞美中的运用 林 杰 广东台 三等奖



48 1104 基于TekMOS的编转码器测试 王晓东 深圳台 三等奖

49 903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云桌面业务系统的设计与应用 张明佳 朱丁壮 海南台 三等奖

50 804
技术创新助力大型直播节目—灯光预编程软件在2017-2018广西卫视跨年晚会中的应

用
李刚 广西台 三等奖

51 406 传统非编网容灾方案的设计与实施 曹诚 河南台 三等奖

52 407 马拉松长跑直播方案 景涛 河南台 三等奖

53 304 《高清新闻演播室的技术创新理念》 付金侠 辽宁台 三等奖

54 104 第33届哈夏音乐会开幕式节目的环绕声制作 龙晓卫 黑龙江 三等奖

55 208 吉林电视台融媒体制作系统的应用 赵继东 吉林台 三等奖

56 102 全国高清远程加密技术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建议 马宁 黑龙江 三等奖

57 103 搭建专业级调色间的要点分析 潘洋 黑龙江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