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完成单位 项目完成人 奖项等级

1 20180110010001 荔枝云平台项目 1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1顾建国,2吴昊,3苏琦,4薛兵,5

毛敏明,6席鲁江,7何宁,8施

冬,9王亮,10葛加刚,11付伟,12

马晨阳,13吴阳,14田恬,15张

婧瑶

突出贡献奖

2 20180119010001

广播电视网络家庭

智能网关的研究开

发及规模部署项目

1广东省广播电视网络股

份有限公司,2成都恒云世

纪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1杨力,2徐江山,3王斌,4李海

波,5李建华,6吕广杰,7汤敏

健,8潘在友,9谢斌,10黄武

洪,11王建勋,12唐永壮

一等奖

3 20180003010001
中央电视台综合节

目云制作系统

1中央电视台,2北京捷成

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崔建伟,2蔡贺,3黄建新,4郭

涛,5胡晓娜,6刘頔枫,7黄弘,8

郑毅,9徐子弘,10李鹏,11袁

芬,12张儒仪

一等奖

4 20180001010001

26MHz数字音频广

播本地覆盖技术研

究及试验

1中央人民广播电台,2无

线电台管理局,3国家新闻

出版广电总局广播科学研

究院

1钱岳林,2李武银,3高鹏,4朱

峰,5曹毅,6盛国芳,7李学工,8

陈庆丰,9吴智勇,10张轩,11李

锦文

一等奖

5 20180110010003
直播新闻演播室智

能化应用
1苏州市广播电视总台

1郭昌雄,2周惠敏,3王卫成,4

周华东,5黄敏杰,6张晓良,7朱

红华,8郑郁劼,9龚永平,10程

晨,11过逸村

一等奖

6 20180111010001
中国蓝云智能化媒

体PaaS处理平台
1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1钱永江,2陈屹,3胡伟,4江冠

阳,5张健,6潘宁宁,7陆蕴超,8

余岳龙,9楼望江,10韩振

二等奖

7 20180109010001

基于虚拟引擎的轻

量化多维信息视觉

呈现平台Pxmagic

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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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勇,3张韬,4凌晨,5杨

君蔚,6王沛,7谈新,8朱名一,9

李晓宁,10徐丹

二等奖

8 20180011010001

调频频段地面数字

广播覆盖网规划软

件研究开发

1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广播科学研究院

1李薰春,2尹衍斌,3海霞,4朱

景晖,5陈颖,6于新,7刘晓蓉,8

李锦文,9万戈,10章理为

二等奖

9 20180005010001

“中影·神思”人

工智能图像处理系

统

1中影电影数字制作基地

有限公司,2北京大觥科技

有限公司

1马平,2李昊,3肖搏,4向前,5夏

翌
二等奖

10 2018011001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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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20180111010004
云动广播融合媒体

综合业务平台

1浙江广播电视集团,2杭

州联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李维民,2吴宇超,3仇玉萍,4

宋欣欣,5顾江标,6朱浩路,7单

雪松,8樊晓文,9姚江涛,10袁

佳伟

二等奖

2018年度广播影视科技创新奖获奖结果 A高新技术研究与开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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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0180118010001
高清电视多语种隐

藏字幕应用系统
1湖南广播电视台

1周松林,2龚如林,3肖锋,4胡

强,5莫鑫,6夏宏石,7刘斯杰,8

郭文娟,9嵇达,10杨平

二等奖

13 20180111010003

基于ICE底层松耦

合架构的媒体业务

协同管理平台

1浙江广播电视集团,2深

圳市蓝凌软件股份有限公

司

1蔡国炎,2潘善伟,3张莹,4朱

甲雄,5尤倩倩,6黄晨晨,7安

钧,8刘赟,9郑亮,10黄娇,11余

潇,12肖永华

三等奖

14 20180011010003

船载直播卫星广播

电视及海事卫星通

信一体化终端

1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广播科学研究院

1胡军,2王世签,3杨方正,4夏

治平,5陈鹏,6王琳,7徐博源,8

郑科鹏

三等奖

15 20180134010001

支持虚拟演播和现

实增强设计的模块

化智能轨道摄像机

器人系统

1青岛市广播电视台

1朱铁一,2王建路,3姜鹏程,4

李建杰,5胡维刚,6高峰,7董家

安,8盖钧迪,9姜鸿祥,10李竞

三等奖

16 20180011010004
虚拟现实全景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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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广

播电视台

1王强,2魏娜,3饶丰,4周芸,5付

光涛,6王琳,7郑科鹏,8李小

雨,9黎正

三等奖

17 20180109010003

面向新媒体的内容

大数据平台建设与

应用示范

1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

限公司,2上海大学

1范若晗,2田丰,3胡俊,4陆芸

芸,5陆堃,6叶榕,7聂双林,8许

昊骏

三等奖

18 20180109010004

基于4K关键技术

的互联网电视产业

化应用示范

1百视通网络电视技术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

1范若晗,2陈卫,3卢文彦,4郑

炜,5张毅,6汤毅,7张世乐,8张

立杰

三等奖

19 20180120010003

基于信息处理一体

化硬件融合分布式

云架构的广西

IPTV监管平台

1广西广播电视监测中心

1宋国明,2覃汉耀,3闭 敏,4覃

国孙,5成 培,6夏国远,7徐欢,8

陈晓中

三等奖

20 20180007010001
嵌入式多信道广播

监测前端

1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282台

1林琳,2黄波,3周利民,4郭莉

亚,5陆嘉,6田书云,7陈怡雯,8

周昱昊

三等奖

21 20180109010002

广播电视播出视频

服务器(iBS–I)研

发与应用

1上海广播电视台
1尚峰,2周斌,3杨升,4秦贇,5吕

毅,6龚成,7吴佳迪,8孙友银
三等奖

22 20180133010001

宁波广电集团媒体

融合智能化统一检

索系统

1宁波广播电视集团

1谢辉珍,2孙欣,3应海涛,4陈

春玉,5沈福明,6倪巍,7石益

峰,8屠凯豪

三等奖

23 20180113010001
广电网络SIG系统

平台设计与应用

1福建广电网络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2深圳市茁壮网

络股份有限公司

1陈绍辉,2韦观明,3肖剑锋,4

许福新,5成学文
三等奖

24 20180107010001
广播电视信号网络

比对监测系统

1吉林省广播电视研究所

（吉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科技信息中心）

1焦杰,2李卫国,3赵虢睿,4杜

金铎,5张昕,6杨立军,7王英

涛,8岳惠杰

三等奖

25 20180134010002
调频广播频段频谱

记录仪
1青岛市广播电视台

1李琚门,2李建杰,3金宇勃,4

张百川,5刘锁,6杨杰,7刘勇,8

辛建亭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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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完成单位 项目完成人 奖项等级

1 20180124020001

贵广网络万物互联

智慧广电研究及应

用

1贵州省广播电视信息网

络股份有限公司,2国家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广播电视

规划院

1李巍,2徐军,3李国政,4施玉

海,5林世凯,6杨木伟,7常开

田,8吴钟乐,9冯海亮,10程小

雨,11田磊磊,12喻超，13宾

焰，14聂明杰，15李继龙

突出贡献奖

2 20180021020001

电影数字节目平台

及应用管理系统改

造升级

1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1张红,2牛小明,3徐宏,4王晓

西,5张明,6李聿为,7王雅懿,8

覃晴,9李枢平

一等奖

3 20180119020004

广东广播电视台无

压缩4K超高清播

出控制、管理及监

控平台

1广东广播电视台,2北京

中科大洋科技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

1范创奇,2魏志辉,3黄永洪,4

邓祺,5罗春彧,6马正先,7劳伟

强,8米青,9赵鹏,10周文泉,11

郭钧力,12李静

一等奖

4 20180111020002

基于多级区域的省

市县融合媒体集群

平台

1浙江广播电视集团,2丽

水市广播电视总台,3青田

县广播电视台

1杨勇,2袁克东,3钱永江,4李

文道,5励森源,6李新会,7陈洪

武,8江冠阳,9朱浩路,10胡

刚,11黄娇,12张驰

一等奖

5 20180011020003

基于智能电视操作

系统(TVOS)的自动

化测试平台

1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广播科学研究院,2深圳市

海思半导体有限公司

1赵良福,2盛志凡,3裘洪国,4

付瑞,5严海峰,6白伟,7黎政,8

王颖,9王琳,10张定京,11安亚

超,12徐博源

一等奖

6 20180122020001
“两江云”融合媒

体云平台

1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

台）,2成都索贝数码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段晓峰,2王虹,3李莉华,4张

勇,5郑峰,6黎杨缙峰,7温序

铭,8魏飞,9赵懿,10赵欣,11冯

梅,12陈汉东

一等奖

7 20180105020001
TVOS2.0技术应用

及产业化推广

1内蒙古广播电视网络集

团有限公司,2国家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广播科学研究

院

1付海波,2田世杰,3周速飞,4

宋振芹,5刘利鑫,6安彪,7曹

树,8廉家奇,9张定京,10王

颖,11赵良福,12付瑞

一等奖

8 20180003020002
中央电视台技术资

源管理系统

1中央电视台,2北京柯莱

特科技有限公司,3新晨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1徐进,2廖成玉,3杨亮,4崔岳,5

唐慧如,6张伟荣,7陶湛,8赵紫

薇,9金鑫,10靳飞飞,11郭志

强,12肖志刚

一等奖

9 20180012020001
地面数字电视广播

组网关键技术研究

1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广播电视规划院,2广西广

播电视技术中心,3江苏省

广播电视局,4青海省广播

电影电视局,5黑龙江省广

播电视局

1代明,2高杨,3常江,4黄军飞,5

李建,6向东,7付召军,8高洋,9

周兴伟,10范晓菲,11孙红

云,12王芳

一等奖

10 20180109020001

基于AI技术的广播

电视媒资生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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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霍秋林,2张琦,3龚明,4徐志

亮,5梁晓雯,6黄海峰,7孙羽

桦,8倪明昊,9高晨,10陈举

名,11蒋慧钧,12蒋晓峰

一等奖

2018年度广播影视科技创新奖获奖结果 B科技成果应用与技术革新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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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0180015020001

中央广播电视节目

无线数字化覆盖工

程技术方案研究

1 中广电广播电影电视设

计研究院

1林长海,2宋占凯,3马文健,4

李平江,5邓倬,6高利斌,7吕以

哲,8毛吉燕,9林子良

二等奖

12 20180007020003

广播电视监管智能

调度与决策支撑信

息系统项目

1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监管中心

1郭戈,2赵航,3牟近辰,4张博,5

靳大千,6郑怡洁,7张宏美,8张

思聪 ,9邓婉蓉,10马聿北

二等奖

13 20180011020004
DCAS 安全数据管

理平台研究与开发

1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广播科学研究院

1杨勍,2王强,3饶丰,4白伟,5梨

政,6牛泰龙,7王琳,8高姗,9储

原林,10刘博文

二等奖

14 20180007020002

有线电视前端监测

设备标准化研究与

应用

1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监管中心,2北京市博汇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3鹍骐科

技（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4北京金石威视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5北京蓝拓扑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袁敏,2郭巍,3梁霄,4陈永炜,5

张键,6张乐乐,7张凯,8马进,9

王冉,10姜河

二等奖

15 20180007020001
卫星广播电视安全

播出智能研判系统

1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监管中心

1肖武,2杨耀明,3李林,4李杨,5

张超,6张勤,7张敏,8王爱英,9

郑鹭平,10陶赟恺

二等奖

16 20180003020001
中央电视台移动资

产追踪监控系统

1中央电视台,2华创科技

（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1崔建伟,2蔡贺,3黄建新,4杨

京,5吴鹏,6潘汀,7卢晓东,8袁

旭稚,9贾裕之,10王骞

二等奖

17 20180110020004

江苏省县市融媒体

服务平台研发与实

践

1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集团）

1何可一,2徐书朗,3刘永明,4

毛敏明,5姚茜晨,6孙伟,7宋

维,8刘昱呈,9王正星,10罗明

二等奖

18 20180119020001
新媒体4K云服务

平台

1广东南方新媒体股份有

限公司,2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广播科学研究院

1陈硕宏,2林毅,3施玉海,4张

伟,5马正先,6邱宏,7尹亚光,8

许锐,9刘汉武,10赵田甜

二等奖

19 20180006020003
喀什地球站频谱智

能监测预警系统

1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二〇二二台

1刘铭,2孙云,3关吉,4李明,5寇

俊丽,6张龙,7韩凯,8彭霞,9贾

泽春,10张振虎

二等奖

20 20180007020004
视听网站节目内容

协同监管系统

1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五七三台,2北京中科模识

科技有限公司

1高志恒,2杨宏民,3王建魁,4

张嘉,5王方圆,6张欣,7刘鑫,8

吕超,9张继,10朱华艺

二等奖

21 20180011020001
有线电视大数据融

合分析平台

1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广播科学研究院,2江苏省

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有

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1万倩,2欧阳峰,3赵明,4吕斌,5

徐辉,6朱里越,7高晓俊,8赵

翠,9赵志毅,10牛妍华

二等奖

22 20180013020001
影院5.1声道无线音

响系统

1中国电影科学技术研究

所

1高五峰,2崔强,3董强国,4张

鑫,5王木旺,6王薇娜,7王惠,8

刘斌,9李雪伟

二等奖

23 20180104020003
全媒体云服务平台

项目

1山西广电新媒体有限公

司

1王斌,2任晓瑛,3郭新春,4王

俊莉,5高雯,6史宏伟,7贾雪

峰,8刘璇,9郭婷,10焦月英

二等奖

24 20180007020005
监测台视听新媒体

监管业务支撑平台

1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二九三台

1吝磊,2王文涛,3姬翔,4司凯

威,5张翼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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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0180006020001
变压器液压吊芯装

置

1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东南广播电视维护中心

1黄润升,2林星,3陈磊,4游经

纬,5林家朝,6邱光正,7陈清,8

丁健

三等奖

26 20180110020001

高清/4K SDR/4K

HDR/VR/互联网

多格式直播转播实

践——2017年江苏

卫视澳门跨年演唱

会

1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1苏琦,2倪宁宁,3陆锋,4吴英

露,5张航,6周克胜,7李君,8侯

大伟

三等奖

27 20180023020001
安全播出保障综合

预警系统

1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机关服务局

1张朴宽,2刘兆银,3唐灵通,4

王军燕,5张凯,6云宝音,7李

尚,8于鹏

三等奖

28 20180110020002

基于网络态势分析

实现省级广播电视

监测多层级管理

1江苏省广播电视监测

台,2南京广融科技有限公

司

1杨莉,2朱磊,3周涛,4何光威,5

金彪,6包力伟,7崔龙,8梁宏宇
三等奖

29 20180111020003

基于广电网络的智

慧政务自助服务平

台项目

1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

有限公司,2乐清华数广电

网络有限公司

1周芸,2叶传贺,3尚文理,4黄

优越,5高春娟,6毛小兵
三等奖

30 20180011020002

部分地区地面数字

电视推广与应用技

术规划研究

1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广播科学研究院

1李薰春,2尹衍斌,3唐燕燕,4

海霞,5刘晓蓉,6朱景晖,7郑

辉,8陈颖

三等奖

31 20180104020002

临汾市智慧广电全

IP融合业务网建设

实践

1临汾市广播电视网络中

心,2玲珑视界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

1秦波,2乔玉宁,3马振同,4芦

国民,5王晓宇,6赵学军,7李晓

光

三等奖

32 20180121020001
海南省IPTV监管

系统

1海南省广播电视互联网

监察监测中心,2上海科江

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3

紫光软件系统有限公司

1汤德辉,2王海萍,3叶明,4何

林,5郑俊,6陈柄锜,7黄愿,8易

娇

三等奖

33 20180112020001
安徽省应急广播调

度指挥综合平台

1安徽省新闻出版广电

局,2安徽省广播电视监测

台,3国家广电总局广播科

学研究院

1蒋麟,2张兵,3胡宝胜,4杨盛,5

梅岩,6姚育翠,7盛承红,8闫平
三等奖

34 2018010902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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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檬
三等奖

35 20180134020002

青岛市广播电视台

蓝睛云新闻发布平

台

1青岛市广播电视台

1王建路,2张建栋,3刘正茂,4

韩涛,5刘锁 ,6刘强,7马晓瑛,8

段孝讯

三等奖

36 20180109020004

基于大数据的用户

画像和标签化应用

项目

1东方有线网络有限公司

1刘九评,2黎永安,3谭锐,4周

青文,5张利娜,6冯圣捷,7于

涛,8祝腾娇

三等奖

37 20180115020001

山东广播电视台畅

媒融合生产运营云

平台

1山东广电信通网络运营

有限公司

1赵兵,2魏素雅,3肖伟,4王璐,5

释君凯,6张中飞,7王叶庆,8吴

辉

三等奖

38 20180116020001

河南广播电视有线

无线融合网黄泛区

融合试验网

1河南广播电视网络股份

有限公司,2北京力合数字

电视科技有限公司

1王富轩,2郭四清,3何凯,4王

宇,5司旋坤,6郭杨,7侯卫兵,8

杨峰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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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20180123020004

基于RDS/SCA同播

技术的应急广播前

端设备研制及应用

1四川省广播电视科研所

1刘海章,2田才林,3朱静宁,4

肖斌,5黄大池,6黄河 ,7黄刚,8

刘焱勇

三等奖

40 20180127020002

面向融合网的广电

全IP超高清视频平

台

1陕西广电网络传媒（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1王立强,2任辉,3吕燕,4李伟,5

冯艳玲,6丁悦,7吴钰骐,8郑晓

梅

三等奖

41 20180104020004
综合业务内容生产

系统（高清项目）

1山西广电新媒体有限公

司

1王斌,2任晓瑛,3郭新春,4王

俊莉,5高雯,6刘璇,7郭婷,8梁

烨华

三等奖

42 20180110020003
卫星地球站运维管

理仿真系统
1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1严丹,2奚晓轶,3管锋,4赵麃,5

李嘉,6居俊,7薛伟成,8韩伟民
三等奖

43 20180118020001

广播电视发射台站

智能监测仪研发与

应用

1湖南广播电视台,2岳阳

电视转播台

1方 兴,2沈龙辉,3周义,4向

荣,5易智,6方哲轶,7肖雨轩,8

沈毅鸿

三等奖

44 20180127020001
智能机顶盒安全运

营及管控平台

1陕西广电网络传媒（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1冯会明,2王钰,3薛淞文,4王

娇,5郗望,6魏秦粤,7杨韬,8刘

彦鹏

三等奖

45 20180127020003

基于融合架构的全

省县级融媒体中心

系统

1陕西广电网络传媒（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1王立强,2任辉,3吕燕,4李伟,5

冯艳玲,6郑晓梅,7吕星烨,8闫

云

三等奖

46 20180111020004

数据可视化技术在

业务平台监控领域

的应用研究

1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

1张琴,2宋宏亮,3汪永雷,4匡

金印,5王俊,6张圣锋,7李跳

跳,8王武君

三等奖

47 20180112020003
安徽省IPTV监管

系统

1安徽省广播电视监测

台,2上海科江电子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1胡宝胜,2姚育翠,3梅岩,4盛

承红,5张理康,6崔征,7赵莹,8

袁秋谨

三等奖

48 20180023020002
二维码设备巡检系

统

1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机关服务局

1刘兆银,2唐灵通,3王军燕,4

朱伟,5王欢,6李燕宁,7刘騊,8

黄昊

三等奖

49 20180120020004

基于SDN技术架构

实现视频分发的创

新应用

1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

股份有限公司

1徐洪亮,2朱莹德,3张伟华,4

于浩,5朱克俊,6陈昕,7罗日

贵,8刘至洋

三等奖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完成人 获奖等级

1 20180109030001

SMG全IP 4K超高

清转播集群平台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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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伟明,2林云川,3尚峰,4袁

跃,5翟爽,6高磊,7王凯强,8沈

小龙,9俞海,10朱奇峰,11梁志

勇,12丁亦昕

一等奖

2 20180003030004

中央电视台移动外

场4K超高清网络

制播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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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猛,3陈欣,4徐妍,5

杨绍童,6邵晨,7杜俊,8杨斌,9

李华宇,10于金涛,11李子

旭,12于宏

一等奖

3 20180003030003

面向4K信号制播

的IP全媒体移动外

场总控系统

1中央电视台

1李跃山,2薛知行,3葛涛,4赵

蕾,5黄梦晨,6吴俊,7李臻,8刘

巍,9李思炜,10赵盾,11裴亮,12

朱易

一等奖

2018年度广播影视科技创新奖获奖结果 C工程技术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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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8000103000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无线数字音频广播

（CDR）前端系统

项目

1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钱岳林,2刘朝晖,3宋波,4刘

澎,5张杨,6姬海啸,7聂生海,8

潘立麒,9张豫,10万洋,11 杨

硕,12牛宝莉

一等奖

5 20180111030001

面向多场景的多工

具混合协同超高清

融合制作平台

1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1杨勇,2郑红哲,3陶红,4郭红

华,5王维,6费鹏,7张立庆,8周

煜,9吴思颖,10姜杨旻,11冯建

军,12潘晓红

一等奖

6 20180135030001

支持IPv6的数字电

视交互系统建设项

目

1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

限公司

1曹利齐,2徐蓓,3邓高燕,4黄

辰迪,5许步扬,6孙歆宗,7谭

乐,8李冬临,9喻勇,10董梁,11

刘羽丹,12叶晓宇

一等奖

7 20180129030003

基于固定翼飞机的

移动地空立体中继

转播系统在环青海

湖国际公路自行车

赛直播项目中的应

用

1青海广播电视台,2 北京

永达天恒体育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

1王莉娜,2李小宁,3孙清君,4

王国辉,5李芬菊,6马韶冬,7李

吉,8王翀,9宋明生,10李琦,11

谭家权,12张芙铭

一等奖

8 20180134030002

青岛市广播电视台

深度融合一体化媒

体云平台

1青岛市广播电视台

1朱铁一,2王建路,3张建栋,4

张耀东,5韩涛,6胡新梅,7吉俊

峰,8张嘉珊,9常晓光,10辛建

亭,11于鹏,12殷茂森

一等奖

9 20180003030005
新媒体信号调度分

发系统
1中央电视台

1刘玓,2徐翔,3吕超,4杨帆,5刘

森,6邓帮忠,7郑毅,8徐汉铂,9

冯勤,10韩晓博,11徐月婷,12

王韶敏

一等奖

10 20180011030001

面向TVOS的语音

云应用研究与业务

开发

1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广播科学研究院,2科大讯

飞股份有限公司

1张定京,2杨威,3王颖,4付瑞,5

舒翔,6赵良福,7时迎勇,8汤苏

东,9黄锦程,10郭晓强

二等奖

11 20180110030004
AR实体沉浸式全

景仿真演播室系统

1南京广播电视集团,2北

京德火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原北京德火新媒体技术

有限公司）

1金剑,2林卫,3刘耀,4王万泉,5

尤家锋,6贺海龙,7苗琨,8王良

海,9孙敬,10鲁茅茅

二等奖

12 20180111030002

华数新一代省级高

安直播中心技术体

系

1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

司,2中广电广播电影电视

设计研究院,3北京金数信

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1周宏,2包勇,3卢均乐,4邱承

浚,5邵应辰,6孙蓬峰,7张丽,8

徐芳蓉,9陈昊,10骆冉

二等奖

13 20180003030002

基于AoIP技术的下

一代移动外场音频

制作平台

1中央电视台,2北京安达

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崔建伟,2关朝洋,3王兰岚,4

杨奇,5杨洋,6李效宇,7张博,8

徐向东,9杨英强,10孙镝

二等奖

14 20180107030001

吉林省农村光纤入

户建设工程——国

家“百兆乡村”示

范项目

1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1王胜杰,2肖军,3李春水,4高

洪得,5彦文贺,6王啸峰,7宋芊

锐,8崔明,9吴迪,10白琨瑶

二等奖

15 20180111030004

浙江华数基于

TVOS的智慧广电

和应急广播户户通

工程

1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

有限公司,2嘉兴华数广电

网络有限公司

1沈子强,2钟锋,3沈 锋,4张

卫,5潘麒年,6陆建萍,7俞骁

敏,8邵海飞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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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20180119030001

面向互联网+的广

电IPv6云资源交换

系统项目

1广东省广播电视网络股

份有限公司,2国家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广播科学研究

院,3北京东方网信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4中国科学院

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5中

国传媒大学广州研究院

1叶志容,2杨力,3徐江山,4施

玉海,5钟明格,6苏晓燕,7李建

华,8何志贤,9刘云龙,10王泽

航

二等奖

17 20180015030002

中央电视台一号演

播厅内场景灯光顶

栅结构设计

1中广电广播电影电视设

计研究院

1付举宏,2田畾,3邱晖,4孙宇

泽,5张宇敏,6梁俊,7贺然
二等奖

18 20180015030001

广播电视发射铁塔

安全检测数据处理

系统

1中广电广播电影电视设

计研究院,2陕西省新闻出

版广电局

1夏大桥,2卢建成,3逄鲁豫,4

王谦,5赵海龙,6陈才,7王佳,8

宋爱光,9窦翘楚,10张阳

二等奖

19 20180109030003
3D电影制作技术

研究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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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科学院上海

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

所,5上海爱观视觉科技有

限公司

1林云川,2高岩,3徐玮,4张晓

林,5陈玉来,6肖一峰,7郝玉,8

胡佳鸣,9邱天舟,10倪文彦

二等奖

20 20180014030001

数字电影发行放映

和内容保护测试评

估系统

1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电影技术质量检测所

1龚波,2李娜,3高峰,4王薇娜,5

张辉,6董强国,7赵阳,8陈江,9

王文强,10周令非

二等奖

21 20180102030002

基于互联网即时传

送机制的新闻云平

台

1天津广播电视台,2成都

索贝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李广全,2陈杰,3李锦秀,4詹

枫,5高虎,6段勇,7宫禹,8胡伟

立,9高爽,10赵程

二等奖

22 20180112030001

基于广电网络的天

网大数据平台建设

与应用

1安徽广电信息网络股份

有限公司,2安徽四创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

1胡剑华,2胡一平,3关铁峰,4

郭庆明,5费少华,6田筱笛,7杜

广武,8薛虎,9邓晨辉,10余江

锋

二等奖

23 20180110030001

基于AoIP远程交互

技术的播出平台建

设

1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1张卫伟,2朱光荣,3孙岩君,4

韩明良,5袁长建,6邓辉,7苏

斌,8顾小磊,9施仁政,10朱燕

平

二等奖

24 20180006030001

无线局发射台站安

全播出视频指挥调

度系统

1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无线电台管理局

1黄晓兵,2徐忠,3宁海斌,4张

辉,5丁曦伟,6安子煜,7瞿嘉

宁,8刘春学

三等奖

25 20180114030003

南昌广播电视台全

业务链分布式虚拟

化融媒体平台

1南昌广播电视台,2北京

中科大洋科技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

1舒靓,2许俊,3刘华,4熊丽华,5

熊竹雅,6李兆,7周晓民,8曹畔

凤

三等奖

26 20180015030003

青海省中央广播电

视节目无线数字化

覆盖工程

1中广电广播电影电视设

计研究院,2青海省广播电

影电视局

1李平江,2杜国强,3胡丹,4丁

利华,5林子良,6向东,7王青

阳,8金维东

三等奖

27 20180111030003

基于收视行为的电

视节目多渠道融合

制播平台

1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1宋晹,2郑磊,3黄欢,4叶广,5王

盼,6王江,7江冠阳,8安慧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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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0180102030001
天津数字广播大厦

播出系统
1天津广播电视台

1杨靖,2刘杨,3艾福森,4周一

峰,5王楠,6王建明,7高鑫,8李

春爽

三等奖

29 20180110030002

江苏卫视全高清综

合制作网络平台项

目

1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集团）

1施冬,2田恬,3陈域,4吴阳,5顾

惟,6孙波,7桑秋怡,8王丽霞
三等奖

30 20180118030001

湖南广播电视台紧

凑型沉浸式三维声

音频车

1湖南广播电视台

1周立宏,2肖卫华,3龙洪亮,4

谭熙劼,5金鑫,6甘甜,7龚艳

莉,8钟继华

三等奖

31 20180122030001
全频道高清播总控

系统

1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

台)

1于凤林,2杨开红,3顾小勇,4

罗星屏,5苏渝,6罗宜川,7王

师,8冉悦

三等奖

32 20180120030001

基于混合云的广西

融合媒体专属云建

设应用

1广西广电大数据科技有

限公司

1谢向阳,2林雨泉,3徐洪亮,4

涂钧,5王捷,6刘波,7卢立冬,8

文泽龙

三等奖

33 20180124030001
广播中心新技术系

统建设工程
1贵州广播电视台

1陈秀荣,2杨再礼,3杨鹏飞,4

令狐昌健,5矫峤,6赵觅,7王

斌,8邓文勇

三等奖

34 20180023030002

总局全国电视电话

会议系统高清升级

改造项目

1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机关服务局

1刘兆银,2王军燕,3张凯,4徐

亮,5云宝音,6于鹏,7吴迪,8沙

烁

三等奖

35 20180127030001

基于广电网的低功

耗广域物联网覆盖

及应用推广项目

1陕西广电网络传媒（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1王立强,2任辉,3杨韬,4刘红

卫,5高振峰,6张龙,7王钰,8祖

娜

三等奖

36 20180023030001
总局空调机房油改

气项目

1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机关服务局

1刘兆银,2唐灵通,3张凯,4蒋

雪冬,5蔡毅,6张一阳,7黄昊,8

陈东方

三等奖

37 20180110030003

江苏省县级应急广

播体系建设试点

（张家港）的探索

与实践

1张家港市广播电视台

1陈世海,2周国柱,3俞刚,4朱

健,5高建峰,6陶利国,7郑金

龙,8刘玉鹏

三等奖

38 20180124030002

贵州广播电视台全

高清制作播出总控

一体化系统

1贵州广播电视台

1向东,2刘洪春,3胡滨,4肖建

波,5代作伟,6石然,7郑伟,8吴

鹏

三等奖

39 20180127030003
陕西广电网络全渠

道营维管理平台

1陕西广电网络传媒（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1薛朝慧,2周建忠,3冯小峰,4

梁凯,5张子傲,6范薇,7李谦,8

钟宝峰

三等奖

40 20180133030002

基于多平台协同管

控的新型广播总控

系统

1宁波广播电视集团

1孙刚鸿,2忻震,3武开有,4丁

小敏,5陈军,6姚培红,7赵勇,8

吴挺

三等奖

41 20180124030003
微兔gogo IP播出传

输系统
1贵州广播电视台

1张青,2向东,3黄学军,4刘洪

春,5曾辛,6肖建波,7唐思腾,8

毛品莉

三等奖

42 20180114030004

赣州市广播电视节

目无线数字化覆盖

及远程监控系统

1赣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

版局,2国家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广播科学研究院

1雷军,2李薰春,3宋绿林,4刘

文豪,5卢炜,6刘晓蓉,7万戈,8

于新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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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完成人 获奖等级

1 20180012040001

《广播电视台融合

媒体用户互动技术

平台白皮书》研究

与应用

1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广播电视规划院,2北京电

视台,3上海广播电视台,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5广

东广播电视台,6国家新闻

出版广电总局广播科学研

究院

1肖辉,2邓向冬,3董升来,4毕

江,5王立冬,6范金慧,7马正

先,8吴昊,9郑冠雯,10邸娜,11

高飞,12冯健峰

一等奖

2 20180101040001

《电视台信息系统

运行维护服务通用

要求》标准研制及

应用

1北京电视台,2国家新闻

出版广电总局广播电视规

划院,3上海广播电视台,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1毕江,2邓向冬,3王学奎,4肖

辉,5周旭辉,6李湧,7尚峰,8陈

奇,9马晨阳,10韦安明,11王立

冬,12栾花

一等奖

3 2018001204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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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洋,4孙红

云,5范晓菲,6王芳,7高力,8钟

声洪,9李俊敏,10王乙

一等奖

4 20180015040002

《广播电影电视建

筑设计防火标准》

编制

1中广电广播电影电视设

计研究院

1林长海,2赵辉,3金鹏,4黄淑

明,5裘建东,6陈红,7于象玉,8

李道君,9康玉清,10付举宏

一等奖

5 20180111040001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电视三维声制作规

程

1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1杨勇,2郑红哲,3吴晓东,4潘

善伟,5李冠蓉,6赵子都,7李英

若,8何勋友,9吾佐明,10郭蔚

军

二等奖

6 20180006040001
真空器件全寿命监

测分析软件

1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无线

电台管理局

1徐忠,2宁海斌,3王延辉,4孟

莲蓉,5丁曦伟,6陈国精,7张光

礼,8李瑶,9苗涛,10刘春学

二等奖

7 20180013040001

基于自然语言处理

（NLP）和机器学

习算法的电影内容

标签智能提取方法

及应用研究

1中国电影科学技术研究

所

1王萃,2张海悦,3刘达,4丁友

东,5黄望莉
二等奖

8 20180012040005
广播电视媒体智能

化融合发展

1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广播电视规划院

1谢锦辉,2何剑辉,3孔彬,4卢

群,5房磊,6孙琳,7王海平
二等奖

9 20180109040001
SMG信息技术架构

规划

1上海广播电视台,2上海

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

司

1尚峰,2黄奇志,3陈子建,4胡

恺,5张琦,6蒋龙根,7徐志亮,8

寇佳,9陈炯琪,10陈瑜

二等奖

10 20180011040001

视听新媒体新技术

新应用及服务评估

分类分级管理架构

研究

1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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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何晶,2施玉海,3李国政,4张

伟,5冯海亮 ,6尹亚光,7李玉

刚,8张帆,9李继龙,10王晓光

二等奖

11 20180011040002
国际电联中波频率

规划、协调及登记

1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广播科学研究院

1海霞,2陈颖,3李薰春,4李锦

文,5尹衍斌,6刘晓蓉,7朱景

晖,8章理为,9郑辉,10万戈

二等奖

2018年度广播影视科技创新奖获奖结果 D软科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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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0180110040001

《广播电视SDH数

字微波线路勘察设

计规范》

GY/T5092-2016的

编制

1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1管锋,2展再铭,3周保和,4张

卫伟,5许卫行
三等奖

13 20180012040002
未来广播电视技术

体系研究
1广播电视规划院

1曹志,2孙红云,3高洋,4高力,5

马小朴,6杨帆,7钟声洪,8王乙
三等奖

14 20180011040003

广电传统媒体与新

媒体融合发展技术

研究

1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广播科学研究院,2北京格

兰瑞智咨询有限公司

1张伟,2韩凌,3	张俊霞,4	王晓

光,5	张翀,6尹亚光
三等奖

15 20180100040001
广播影视政务数据

资源应用研究

1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信息中心,2国家新闻出版

广电总局监管中心

1王仝杰,2尹培培,3杭同喜,4

韩冰,5吴波,6冯淼,7李航,8黄

冬

三等奖

16 20180110040002
江苏有线工程管理

系统

1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网

络股份有限公司

1许如钢,2王懿,3陆月兵,4张

明龙,5陈姗姗,6张琦,7申婷

婷,8赵彤

三等奖

17 20180011040004

我国有线网络上市

公司财务绩效评价

分析

1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广播科学研究院

1王一梅,2马玥,3王慧敏,4叶

志强,5沙越,6李扬,7徐紫薇,8

刘晨鸣

三等奖

18 20180007040001

基于内蒙古自治区

地级市及边境地区

中波调频覆盖情况

的调查研究

1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二〇三台

1刘志远,2李伟,3高原,4周璟,5

马小巍,6寇文涛,7赵艳,8孙爱

叶

三等奖

19 20180120040001

广西广播电视节目

无线数字化覆盖工

程信源系统方案

1广西广播电视技术中心

1李宁春,2张军,3黄军飞,4闭

涛,5宋经雄,6玉龙,7覃晖,8黄

瑶

三等奖

20 20180015040001

河南省中央广播电

视节目无线数字化

覆盖工程设计

1中广电广播电影电视设

计研究院,2河南省无线发

射传输管理中心

1宋占凯,2吴志勇,3刘学理,4

张红顺,5梁昆鹏,6李涛
三等奖

21 20180013040002
硝基影片安全修复

技术方案研究

1中国电影科学技术研究

所

1刘佳楠,2崔志民,3陈晚鸿,4

杨刚良
三等奖

22 20180127040001

关于广电管理类数

据交叉汇聚应用的

研究和方法

1陕西广电网络传媒（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1薛朝慧,2周建忠,3冯小峰,4

钟宝峰,5徐正维,6吝青龙,7赵

文博,8孔琪

三等奖

23 20180108040001

黑龙江省广播电视

节目无线数字化覆

盖工程设计方案

1黑龙江省新闻出版广电

局

1常平,2付召军,3陈介祥,4温

鹏翔,5丁永和,6尹成万,7迟文

昕,8贾兴亮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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