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单位 节目名称 主要完成人员 等级

1 四川广播电视台 天籁之音藏歌会·天籁之夜前传 周成、包琼勇、周密毅、张韵、白兰
刚、何平、宁沁、黄悦

一等奖

2
甘肃省广播电视总
台

《绝色敦煌之夜》
王昂、刘斌、黎谦、王华强、吴昊、
王婕妤、顾卿源、马文渊

一等奖

3 青海广播电视台
《献给春天的赞辞——2019藏历
土猪新年电视文艺晚会》

黎亮、马少君、吴磊、王实、许显婷
、高思瑶、朱琰、刘津辰

一等奖

4 广西广播电视台
《壮志飞扬一庆祝广西壮族自治
区成立60周年文艺晚会》

唐晓晖、蒙文凯、陈彦、李超云、黎
旭东、孙丽梅、黄彦钧、李柏霖

二等奖

5 贵州广播电视合 《2019多彩贵州我的家》
赵兴刚、宋煜、谢炜、李一超、张俊
欣、刘海波、付军、毕嘉勋

二等奖

6
重庆广播电视集团
(总台)

《2019重庆春晚》 姚巧莉、江珂、刘艺、李尚霖、汪登
峰、李艳、吴梦霞、王荣昌

二等奖

7 新疆广播电视台 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
全东宁、陈琪、克比尔・买买提、吴
毓隆、艾赛提・沙洪拜 、马志威、
杨文杰、吾兰・海拉提

二等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
《擂响中国——2018年度梨园春
全国戏迷擂台赛总决赛》

杜保欣、翟世鹏、晁大凯、孙志辉、
黄燕舞、韩李美、齐航、白泉

三等奖

9 湖北广播电视台 《戏码头》第三季第2期  高卿、王伟、李辉、荀家琦、吕斌
、龚坚、周冠宇、杨健

三等奖

10 西藏广播电视台
《2019春节藏历新年电视综艺晚
会》

扎西它曲、桑姆、扎西多杰、扎西、
拉珍

三等奖

11 成都市广播电视台
《2019成都广播电视台春节联欢
晚会》

赵永欣、张庆、赵川、夏鹏捷、吴元
波、甘正琦、代靖

三等奖

12 宁夏广播电视台 秦腔《王贵与李香香》
刘军凯、张鑫、于文辉、郑海涛、王
健、郭锐、马晓辉、陈丽颖

三等奖

序号 单位 节目名称 主要完成人员 等级

1 青海广播电视台 《大美青海》
孙玉君、辛文英、王新辉、李斌、王
豫宁、赵惠敏

一等奖

2019年度节目与传输专业委员会技术奖评审结果

综艺类

一、电视节目技术质量高清节目录制奖

专题类



2 四川广播电视台
《中国影像方志・四川卷・绵竹
篇》

朱广皓、周丹、李文胜、袁园、车越
、曾德楹

一等奖

3 湖北广播电视台
《匠心守艺人——风雨“苏恒泰
”》

罗建民、夏春玲、王海涛、张达、徐
燕、黄辉

一等奖

4 贵州广播电视台 《川盐入黔--船工号子》
刘梅、谢晖、徐沛坤、丰盼、薛波、
韩小静

二等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 《老家的味道》
汪莉莎、崔圆圆、刘秀兰、田冰、胡
少芳、梁丰

二等奖

6 广西广播电视台 《相约广西 》
唐晓晖、张弭、周斌、赵新宇、张峻
峰、彭殷华

二等奖

7 成都市广播电视台 《高新之光》(第4集)
周学杰、冯昱、苏迪、何达、陈建、
王碧波

三等奖

8 陕西广播电视台 《西出长安》
刘爱艺娜、李鹏、孟璐平、陶然、王
东、马超

三等奖

9
重庆广播电视集团
(总台) 《谢谢你来了》

姚巧莉、郭珍珍、赵鑫诚、汪登峰、
黄思桦、周俊锦

三等奖

10 新疆广播电视台 《今日聚焦》
 张开俊、杨进义、王诚刚、肖阳、
石磊

三等奖

序号 单位 节目名称 主要完成人员 等级

1 贵州广播电视合 《贵州新闻联播》
陈燕、高祝云、孙婷、韩小静、路银
、于竹青

一等奖

2 青海广播电视台 《青海新闻联播》
吴晓机、闻容、张章、张小青、王蕊
、苍强

一等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 《都市报道》
王鹏钦、曹诚、马增、王轶、郝晓林
、王献鹏

一等奖

4
重庆广播电视集团
(总台) 《财经壹资讯》

任豪健、罗宇琪、吕欧、陈业、张安
星、孟建明

二等奖

5
甘肃省广播电视总
台

《甘肃新闻》
马旭正、袁可、宋凯、荆鹿、刘广杰
、赵豪

二等奖

6 广西广播电视台 《广西新闻 》
陈冠霖、阳星芸、李德作、罗润泽、
黄禹德、罗欢

二等奖

7 成都市广播电视台 《成视新闻》
赵永欣、张庆、赵川、夏鹏捷、吴元
波、赵波

三等奖

8 湖北广播电视台 《新闻360》
柳金麟、高羽、李勇、高燕、袁令海
、凌俊

三等奖

9 新疆广播电视台 《新疆新闻联播》
张开俊、杨进义、王诚刚、肖阳、石
磊

三等奖

10 四川广播电视台 《四川新闻》
陈德军、胡琦、邓翔、杨晓、王铎、
李明锦

三等奖

序号 单位 节目名称 主要完成人员 等级

新闻类

声音类



1 青海广播电视台
《献给春天的赞辞——2019藏历
土猪新年电视文艺晚会》

杨杰、齐瑞、王治礼、宋婷婷 一等奖

2 贵州广播电视合 《大山里的搬迁》 周晓鸣、付竞凯、曾黎、李理 一等奖

3 新疆广播电视台
《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
》

赵柯、马志威、刘明江、王鹏 一等奖

4
甘肃省广播电视总
台

《绝色敦煌之夜—精编部分》 龚绍红、顾卿源、王进宏、裴勇 二等奖

5 成都市广播电视台 《2019成都新年音乐会》 贺子炀、何沙菲、俞静铃、张静 二等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 《武林风》 马媛媛、梁梓、秦瑶、张捷 二等奖

7 广西广播电视台 《相约广西 》 唐晓晖、李兵、刘丰、周晨 三等奖

8 陕西广播电视台 《西迁故事  》  牛雨迪、周思辰、李晓凯、田壮 三等奖

9
重庆广播电视集团
(总台) 《2018重庆奉节诗会》 邓伊帆、付强、江珂、吴虞 三等奖

10 四川广播电视台
《脱贫攻坚在路上》第一集《一
个都不能少》

张炯、苏冰、张韵、吴中 三等奖

11 湖北广播电视台 《戏码头》第三季第2期 孙斌、张路、杨洲、李木子 三等奖

序号 单位 节目名称 主要完成人员 奖项

1 青海广播电视台
《新青海 幸福年—2019青海广播
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祁岩崟、杨雪、孙玉君 一等奖

2 贵州广播电视合 《绿水青山尽开颜》记录片片头 黄学军、丰盼、饶涛 一等奖

3 四川广播电视台 《大江奔流听涛声》 黄鉴、苏乾刚、李阳 一等奖

4 湖北广播电视台 《戏码头》片头 方活学、王丽晖、赵鑫 二等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 《寻找最美中原名片》 张翼、邢树科、李瑞 二等奖

6
甘肃省广播电视总
台

《好人在身边》片头 任茁、任萱、黎谦 二等奖

7 宁夏广播电视台 《家园》片头 张瑞、尚丹、禹安琪 三等奖

8
重庆广播电视集团
(总台) 《书记晒文旅》 刘建、戴维维、赵欣 三等奖

9 陕西广播电视台 《西出长安》片头 郝腾飞、孙怀周、张以恬 三等奖

10 四川广播电视台
《脱贫攻坚在路上》第一集《一
个都不能少》

张炯、苏冰、张韵、吴中 三等奖

11 湖北广播电视台 《戏码头》第三季第2期 孙斌、张路、杨洲、李木子 三等奖

二、安全播出奖

图形与短片类



序号 申报单位 主要完成人员 等级

1 贵州广播电视台
胡滨、周士勇、钟敏、舒娜、杨
烁、邹洋、胡海、王灏、张祺、
童影

一等奖

2 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
王师、杨开红、余立柱、陈开鹏
、顾小勇、李正福、黄华、刘年
正、黄平、戴颖

一等奖

3 西藏广播电视台
刘中华、贺云、曲尼措姆、万海
伟、沈硕、张骥、罗桑次仁、刘
玉霞、拉巴央吉、普布拉珍

一等奖

4 青海广播电视台

宋明生、东旭、冯巧宁、张丙和
、程世祯、贾建宏、尚晓云、赵
鸿彬、王菲、吴艳超

一等奖

5 成都市广播电视台

熊川宁，韩光文、周鹏、赵亮、
王军、王东、吴澍、陈健、薛忠
正、黄韬

一等奖

6 新疆广播电视台

阿依努尔・艾比布拉、李振亚、
许泽江、高盼丽、谭明、赵威旺
、张禹翔、叶尔开西・哈米提、
库班莎・热西提、田原菁

一等奖

7 陕西广播电视台
张毅强、周天阳、吴波、陈松、
陈云、秦明秀、谢宁芳、王燕、
张夏、陈曦

一等奖

8 广西广播电视台
蒋进、覃俊斌、李珂、周奕捷、
龙海东、白彩霞、黄庆、何雁、
白喻友、李皓晖

一等奖

9 云南广播电视台
蒋晓敏、张舟、陈湛、孙荣、熊
勇、施伟凡、晏超、许柳竣熙、
杜春、周云智

一等奖

10 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播控中心
刘德胜、陈志蔚、王凯、胡继昌
、孙文斌、王彦虎、糟凤珍、宋
晓洁、李文博、刘莉萍

一等奖

1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广播电视台播控中
心节目传输部

王峰、王楠、左谊、王帅、刘水
、杜华姣子、马海源、王超、王
鸿博、陈峰

一等奖

12 河南广播电视台
盖晓芳、郑荀文、陈小佳、谭晓
光、梁军胜、任立敏、孙燕、李
宏伟、焦晶玮、张媛媛

一等奖

13 宁夏广播电视台
田晨光、刘家玮、弓剑桥、周燕
、李小文、牛勇、郭凌希、李静
、郭建华、王满祥

一等奖

播控含传输类



14 湖北广播电视台
雷品智、汪良伟、范兴权、熊炜
、杨胜玲、李小三、邱云、柴辉
、刘代宝、翁桂元

二等奖

15 四川广播电视台

李忠、马玲、杨萍、魏峰、魏骞
、王馨、张静娴、刘巍、黄冕、
赵嵩

二等奖

序号 申报单位 主要完成人员 等级

1 贵州广播电视台
项肖民、欧毅、王徐、饶健、沈
如良、吴懋贤、龙小燕、袁高升
、张林、全伟

一等奖

2 陕西广播电视台
薛彦虎、张斌、程斌、张小建、
何楠、张华、王崇辉、杨建忠、
刘朋辉、杨少正

一等奖

3 西藏广播电视台
边巴、巴桑、洛松泽仁、王智锋
、扎西白姆、旦增曲珍、普穷、
顿珠、彭确、德吉

一等奖

4 云南广播电视台电视传输部
杨开荣、李昆仑、周伟、王成伟
、赵国宝、李荣超、李朝晖、王
波

一等奖

5 四川广播电视台
李忠、李长江、吴胜久、杨琪、
罗云键、王鲲鹏、朱裕

一等奖

6 成都市广播电视台
邹朝阳、周林、杨扬、许禾、黄
寅、蔡琦、梁先锐、徐军

一等奖

7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广播电视卫星地球
站

张建军、吴小锐、马春、倪磊、
李峰、马志强、郑领帅、耿付强
、郑星、孙文江

一等奖

8
宁夏广播电视台
（宁夏公共8CH）

席霞、孟东军、张青、舒彦吉、
杨文清、司建功、周孝银、方彩
云、宋保英、张国辉

一等奖

9 广西广播电视台
覃俊斌、李业立、杜靖、吴坚强
、黎朗、黄庆东、袁辉、黄荣锦
、刘远标、肖桂忠

一等奖

10 湖北龟山广播电视发射台
余卫斌、刘作庆、王正平、常时
怡、谭小华、廖世敏、袁欢、肖
飞、童怡、张波

一等奖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
周军超、张宏波、尚嘉峰、黄鹤
、张瑾瑾、梁皓、宋桂芳、吴琴
、陈宇、张淑敏

一等奖

12
重庆广播电视技术
中心625台

王健、曹永红、张晖、罗果 一等奖

发射类



13 青海广播电视台841台
樊东、吴高强、王暐、汪希娟、
张伟、杨青、李超、许杉、赵险
峰、邓敏子

二等奖

序号 单位 节目名称 主要完成人员 等级

1 贵州广播电视合 贵州卫视PGM信号
肖建波、刘洪春、代作伟、黄静、唐
思腾、毛品莉、袁红梅、尤明容、吴
道林、陈歆韵

一等奖

2 陕西广播电视台 陕西卫视PGM信号
周天阳、郑辉、吴波、陈云、王燕、
刘莉、赵丹、薛子阳、王文龙、王峰

一等奖

3 青海广播电视台 青海卫视PGM信号
徐海东、东旭、张丙和、孙晓晔、乔
拉毛措、赵旸、王世新、王萍、唐国
珍、张译文

一等奖

4 云南广播电视台 云南卫视PGM信号
蒋晓敏、张舟、陈湛、李娜、王超、
刘宇、余伟、张丽平、龚倚、赵德刚

一等奖

5 湖北广播电视台 湖北卫视PGM信号
李东、李慧、张震、成勃、朱星慈、
叶超、王刚、何梦晰、肖丹凤、汪明
明

二等奖

6 四川广播电视台 四川卫视(标清)PGM信号
殷希勤、高晓梅、程威、柏松、付杰
、胡晓东、熊维、黄啸、冯梅、肖代
飞

二等奖

7 广西广播电视台 广西卫视PGM信号
覃俊斌、李宇、覃援、梁柏权、石健
飞、黄庆、林洪、张庆原、韦立、封
延杨

二等奖

8
甘肃省广播电视总
台

甘肃卫视PGM信号
尚永林、吴军、赵春军、关欣、焦其
志、樊润、康泰、杨军、李晓辉、刘
虹

二等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 河南综合频道PGM信号
李俊杰、王亚方、马丞琛、樊秋慧、
张焱、张晓华、房华峰、罗进、林青
、朱慧

二等奖

10 宁夏广播电视台 宁夏卫视PGM信号
田晨光、刘家玮、弓剑桥、张伟、牛
勇、周燕、刘丽媛、刘力鹏、范娟、
李小文

三等奖

11 西藏广播电视台 西藏汉语卫视PGM信号
刘中华、贺云、曲尼措姆、万海伟、
张骥、罗桑次仁、拉巴央吉、沈硕、
宋云、普布拉珍

三等奖

12 成都市广播电视台 新闻综合频道(CDTV-1)PGM信号
王云鹏、马彦、丁志恒、薛瑞、舒丽
萍、吴丹、黄义、张华春、李宏、朱
宏建

三等奖

13 新疆广播电视台 新疆卫视PGM信号
毕强、陈军、李浩鹰、张辉、梁雪峰
、谭明、杨开国、李振亚、曹小芹、
阿布都拉・阿合买提汉

三等奖

14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广播电视台

兵团卫视PGM信号
冯军、王帅、刘龙、沈强、陈少华、
郜文武、杨巍、王俊杰、王骏恺、王
峰

三等奖

三、电视节目技术质量标清节目播出奖



15
重庆广播电视集团
(总台) 重庆新闻频道PGM信号

罗宜川、邵川、牛康华、朱世宇、唐
科、彭熙、陈应兴、张军、王伟、汤
敏

三等奖

序号 推荐单位 论文题目 作者 等级

1 贵州广播电视台
贵州广播电视台全媒体交互高清
演播室灯光设计

姚慧琪 唐平 金明 一等奖

2 青海广播电视台
基于固定翼飞机作为中继系统载
体在公路自行车赛电视转播中的
应用浅析》

李芬菊 李小宁 一等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
河南广播电视台400㎡综合演播室

灯光系统改造与灯位设计
牛志 一等奖

4 贵州广播电视台
“穿越茶海”湄潭马拉松直播传
输系统

全伟 李超 唐思腾 张林 一等奖

5 青海广播电视台
《青海高清卫星地球站设计、 建
设与思考》

陈蕙 樊东 郭容学 祁春雷 一等奖

6
甘肃省广播电视总
台

浅谈云架构下融媒新闻生产系统
的网络安全设计

赵腾 一等奖

7
重庆广播电视集团
（总台）

2018重庆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 钱学武 戴维维 一等奖

8 贵州广播电视台
利用态势感知技术加强网络信息
安全平台建设

曾辛 袁华松 张人方 谭剑 一等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新闻云
编辑系统的建设

贺斌 张翼 一等奖

10 贵州广播电视台 MAYA在电视制作中的应用实践 宋玮 黄学军 陈志勋 一等奖

11 四川广播电视台
成都2018国际网联青年大师赛音
频信号的制作与尝试

叶海 一等奖

12 贵州广播电视台
基于EMR平台设计的综合业务多码
流分发传输系统

张林 全伟 罗信海 一等奖

13
甘肃省广播电视总
台

融媒新闻生产业务中的转码平台设计思路 张婧 一等奖

14 四川广播电视台 四川电视塔地面数字电视系统 姚凯涛 吴胜久 一等奖

15 河南广播电视台
演播室技术的”微创新“及实践
经验

王鹏钦 焦文博 一等奖

16 新疆广播电视台
2018-2019赛季CBA总决赛直播回
顾

吴毓隆 一等奖

17 河南广播电视台
使用软件监控和管理无线话筒的
实践经验

王鹏钦 一等奖

四、论文奖



18 青海广播电视台
《融媒体时代广播电视台如何建
设数据中心》

李琦 一等奖

19 四川广播电视台
2018-2019赛季CBA转播音频制作
分析

张杰 张清泓 兰梦飞 一等奖

20 贵州广播电视台
TELEX通话系统如何应对演播室节
目的需求变化

屠鹤立 万晓锦 王希 刘晓岚 一等奖

21 云南广播电视台
广播电视台播出系统网络安全等
级保护的设计

蒋晓敏 李娜 一等奖

22
重庆广播电视集团
（总台）

融媒体技术在多平台直播中的综
合应用

罗宇琪 一等奖

23 贵州广播电视台
2019全国两会新闻素材传输方案
设计与应用

李超 全伟 唐思腾 一等奖

24
重庆广播电视集团
（总台）

广电融合新闻中心云平台安全设
计

何杰 一等奖

25 四川广播电视台 VR纪录片全景声音频制作技巧 李文胜 吴中 张炯 一等奖

26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广播电视台

关于兵团广播电视制播中心工艺
系统深化设计浅析

党晓红 一等奖

27 贵州广播电视台
基于实时数据分析的综合码流监
测系统设计与实现

张林 胡滨 唐凌 二等奖

28 陕西广播电视台
守正创新：2019国家两会陕西融
媒体报道技术实践

郑科鹏 李蔚东 王东 张慰 二等奖

29 四川广播电视台 康巴卫视高标清同播系统设计 钟海 陈桁节 二等奖

30
甘肃省广播电视总
台

大型直播活动延时安全保障系统设计 陈明 张玲玲 二等奖

31 陕西广播电视台 基于SNMP的发射机远程监控系统 于坚 肖宁 二等奖

32 四川广播电视台
基于虚拟化技术的融合生产发布
平台的设计与实现

钟海 周俸禄 二等奖

33 湖北广播电视台
长江云融媒体平台新闻指挥调度
系统的构架与设计

余竹敏 二等奖

34 广西广播电视台 浅谈IP传输在电视直播中的应用 梁丰程 二等奖

35
甘肃省广播电视总
台

媒体融合时代甘肃广播制播系统
设计与实施

高誉戈 二等奖

36 贵州广播电视台
利用“动静云”云平台开展县级
融媒体中心建设

薛波 祝晶 二等奖

37 新疆广播电视台
《新疆广播电视台高标清系统一
致性检测系统改造设计与实践浅
谈》

何勇 二等奖

38 青海广播电视台
《在体育直播节目中的SONY切换
台特效应用》

许显婷 何钰 二等奖

39
重庆广播电视集团
（总台）

马拉松电视直播中多种传输方式
的运用

刘艺 二等奖



40
重庆广播电视集团
（总台）

影视数字调色风格探索 张 勇 二等奖

41 河南广播电视台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云融合
平台制作实践

卢琦 二等奖

42 宁夏广播电视台
摆渡服务器集群化和HA（高可
用）改造

张瑞 胡亮 刘寅杰 二等奖

43 贵州广播电视台
 “waves 音频插件”在广播电视
节目音频制作中的运用

李理 周晓鸣 曾黎 二等奖

44 湖北广播电视台 戏剧舞台灯光与电视灯光之比较 江中鸿 李骏 二等奖

45 广西广播电视台
一种实现MA灯光控制系统双机热
备份的方法

颉建斌 何炜 二等奖

46 新疆广播电视台
《中国男子篮球联赛决赛新疆主
场环绕声录制方案》

赵柯 二等奖

47 新疆广播电视台
《新疆广播电视台内容审核和文
件化备播系统设计》

毕强 二等奖

48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广播电视台

兵团广播电视制播中心节目传输
系统建设研究

唐怀武 二等奖

49
重庆广播电视集团
（总台）

优化机房空调送风系统研究与实
施

覃仕嶺 蒲方 王小波 周泓羽 陈勇刚 二等奖

50 云南广播电视台
HQW220在高清演播室监看系统中
的应用研究

何寿堂 凌月 许人予 二等奖

51 云南广播电视台
云南广播电视台电视播出中心总
控系统

曹传海 陈涛 尚樱 二等奖

52 四川广播电视台
“重建”视频系统、满足节目需
求

周密毅 黄锐 常浩然 左皓文 二等奖

53 贵州广播电视台 5G技术在媒体融合发展中的应用 代译辉 祝晶 二等奖

54 青海广播电视台
《如何提高广播总控系统应急播
出能力》

郭常华 二等奖

55 青海广播电视台
《青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建设的
探索与思考》

王实 何钰 二等奖

56 湖北广播电视台 寻找一种新的视觉平衡 江中鸿 二等奖

57 成都市广播电视台 成都台调频发射机系统改造升级 黄寅 二等奖

58 陕西广播电视台 UHD超高清电视制作技术难点浅析 陈峥嵘 张文辉 王汉雄 郑科鹏 韩健 二等奖

59 成都市广播电视台
无线通话系统在FISE世界极限巡
回赛成都赛中的应用

赵永欣 二等奖

60 陕西广播电视台
基于大数据的智能新闻推送平台
模型探究

牛雨迪 曹蓉 二等奖

61 河南广播电视台
5G技术在2019郑开国际马拉松直
播中的设计方案和应用实践

曹诚 二等奖

62 四川广播电视台 认识地面数字电视单频网广播 张祖才 二等奖



63 云南广播电视台
云南广播电视台总控基带矩阵系
统的设计与实现

周云智 高文辉 许柳竣熙 王昆 二等奖

64 云南广播电视台
“中国交建杯” 2018怒江皮划艇
野水国际公开赛直播技术方案设
计

赵琨 孙逊 王莉 安平生 二等奖

65 河南广播电视台
使用第三方非编软件的编辑站点
在传统非编网中的设计与部署

周树豪 二等奖

66 成都市广播电视台
成都电视台北京两会演播室网络
系统搭建

赵杭 二等奖

67 成都市广播电视台
2019成都金堂港中旅铁人三项世
界杯赛直播纪实

甘正琦 二等奖

68 新疆广播电视台
《智能监控技术在高清播控系统
中的应用》

吐尔逊江·买买提 二等奖

69 新疆广播电视台
《新疆广播电视台上星电视频道
编码复用系统设计与应用》

周小龙 二等奖

70 陕西广播电视台
网络传输在全国两会融媒体报道
中的应用

韩健 王东 王汉雄 陈峥嵘 二等奖

71 湖北广播电视台 高清演播室 @融合媒体 李勇 柳金麟 李成奉 二等奖

72 河南广播电视台 后期校色及色彩匹配经验谈 张翼 二等奖

73 广西广播电视台
前期拍摄的HDR现场制作对画面细
节和层次的提升

吴茸茸 二等奖

74 宁夏广播电视台 Ku波段高清卫星车系统集成
张之国 王育文 张忠辉 魏遵林 李
静 郭建华

二等奖

75
甘肃省广播电视总
台

甘肃广播智能化总控系统应用实例和改造规划 杨向伟 杨济世 二等奖

76 宁夏广播电视台 罗山转播台综合网管系统方案 张明旭 乔凯 二等奖

77
重庆广播电视集团
（总台）

IP系统中的数据包抖动及延时的
监测

王栋 二等奖

78 河南广播电视台
更换AG-HPX173MC摄像机液晶屏转
轴数据线

景涛 三等奖

79
甘肃省广播电视总
台

浅析4K素材存储系统面临的挑战
与系统设计

白晶晶 三等奖

80 广西广播电视台
泰克WFM7200在电视直播中响度控
制的运用

陈冠霖 李德作 阳星芸 罗欢 黄禹德
罗润泽

三等奖

81 云南广播电视台 演播室视频图的改进与优化 刘磊 尚樱 三等奖

82 河南广播电视台
河南广播电视台播出编码传输系
统独立备份通路的实现

孙霖 三等奖

83 四川广播电视台 地面数字电视多站模式下 钟 凤 三等奖

84
重庆广播电视集团
（总台）

重庆调频无线覆盖监控系统 周蔚 谢龙 刘平 三等奖

85 云南广播电视台
七彩云平台实现资源多方共用共
享

李云龙 王丽娟 黎朝华 三等奖



86 湖北广播电视台
长江云内容生产平台的建设和场
景应用

黄昱 李怡 三等奖

87 四川广播电视台
四川广播电视台新闻通联平台介
绍

袁园 周成 三等奖

88 新疆广播电视台 字幕系统在体育赛事的实际应用 杨文杰 三等奖

89 宁夏广播电视台 Ku波段高清卫星车车体改造
张之国 李海平 武惠宁 张 博 郭凌
希 虎 腾

三等奖

90 四川广播电视台
康巴卫视外场转播系统的设计与
应用

索登 白晶 三等奖

91 新疆广播电视台
新疆广播电视台网络升级改造项
目

任益民 三等奖

92
重庆广播电视集团
（总台）

重庆广播伴随直播车的设计与实
现

阙勇 米铭锋 三等奖

93 湖北广播电视台 人工智能在视频编码中的应用 廖冰 谭艳 三等奖

94 广西广播电视台 非编网域控故障分析与处理 李荣玮 邓智 杨钦 梁炎荣 三等奖

95 陕西广播电视台 九号发射台防雷系统改造的思考 王崇辉 三等奖

96 新疆广播电视台 新疆广播电视台二级存储的应用 张禹翔 三等奖

97 云南广播电视台
实时图文包装在电视节目中的应
用

吴智  尚樱 三等奖

98 成都市广播电视台 2019新年音乐会音响概述 贺子炀 三等奖

99 湖北广播电视台
哈里斯FAX 10kW调频发射机功放
电路分析和维护

吴伯锦 陈炜 三等奖

100
甘肃省广播电视总
台

智能化播出管控平台的探索 王凯 三等奖

101
重庆广播电视集团
（总台）

高标清同播标清播出链路改造方
案

王师 三等奖

102 宁夏广播电视台
宁夏IPTV集成播控平台项目运维
案例分享

方 静 三等奖

103 广西广播电视台
电视台轻型avid非编网络系统运
维方案

方成 赵新宇 周全 三等奖

104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广播电视台

浅谈兵团综合广播制作网维护 绍 伟 三等奖

105 云南广播电视台
云南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字幕
系统设计与应用

邱宁燕  毛祥威 三等奖

106 广西广播电视台
广电中心播控机房电磁感应雷的
危害理论分析及防护措施

杨勇 三等奖

107 成都市广播电视台
Dante音频网络在网络游戏比赛电
视制作中的应用

何沙菲 三等奖

108 新疆广播电视台
《关于硬盘播出系统设备老化解
决办法》

刘强华 三等奖

109 贵州广播电视台
人工智能技术在融合生产中的应
用探索

金涛 徐沛坤 三等奖



110 河南广播电视台
5G使能超高清视频 助力广电转型
发展

张翼 三等奖

111 四川广播电视台
播出系统时间同步的实现和日常
维护

王炼 程威 余川 三等奖

112
重庆广播电视集团
（总台）

融媒体下基于互联网的远程协同
生产系统

王虹 吴梦霞 三等奖

113 陕西广播电视台
数字电视播出系统的安全保障措
施

沈谊 李欣 三等奖

114 湖北广播电视台
无压缩SDI OVER IP总控系统技术
方案探

李东 三等奖

115 湖北广播电视台 第四代速调管高功放运维研究 陈思 刘智宇 明瑞权 三等奖

116 湖北广播电视台
新时代背景下电视全高清化发展
分析

刘智宇 明瑞权 胡星 陈思 三等奖

117 湖北广播电视台
广播电视卫星地球站发展分析及
对策建议

刘智宇 陈思 明瑞权 三等奖

118 广西广播电视台 无人机集群组网通信技术研究 周奕捷 三等奖

119 新疆广播电视台 智能监控技术的应用和简要分析 谭明 三等奖

12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广播电视台

浅谈索尼媒资与媒资发展趋势 孙春云 三等奖

122 宁夏广播电视台 中波台集成监控系统概述 虎入明 三等奖

123 湖北广播电视台
谈谈DAM中波发射机的频率更改工
作

刘莉 三等奖

124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广播电视台

关于兵团广播电视台虚拟演播室
跟踪系统浅析

杜 凯 三等奖

125 广西广播电视台
勒索病毒GANDCRAB5.2的防御与查
杀策略

李荣玮 三等奖

126 陕西广播电视台 哈里斯DX200控制部分简述 董平 潘红伟 三等奖

127 陕西广播电视台
高清新闻全媒体直播演播室数字
音频系统设计与实现

牛雨迪 李晓凯 三等奖

128 陕西广播电视台 全硬盘播出系统攻略 杨耀 杨烨 三等奖

129
甘肃省广播电视总
台

浅谈舞美灯光与艺术 胡晓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