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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电视到大视频

        人类对外界的认知大部分来自于视觉，人们从外界接收的各

种信息中80%以上是通过视觉获得的。因此在大众传媒界，视频始终
是媒体服务最重要的形态。

        视频最早是为了电视系统而发展。电视是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
明之一。 1936年英国广播公司（BBC）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公众电视
发射台，11月2日在伦敦郊外的亚历山大宫开办了世界上第一座正规
的电视台，并开始定期播出节目，每周播放13个小时。

        于是，1936年11月2日这一天被公认为世界电视事业的诞生日。



电视技术的发展之路





大视频

        视频无论在“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中都是最重
要的信息载体。各种视频从相互竞争到相互融合,逐步发
展成为汇聚多种形态的大媒体。伴随着互联网进入大 数
据时代,视频传媒也开始迈进无所不在、随时随地、海量
多样、个性传播的“大视频”时代。



 "seven mass media" 
            a classification called the "seven mass media" became popular.[citation 
needed] In order of introduction, they are:

1.Print (books, pamphlets, newspapers, magazines, etc.) from the late 15th 
century
2.Recordings (gramophone records, magnetic 
tapes, cassettes, cartridges, CDs, and DVDs) from the late 19th century
3.Cinema from about 1900
4.Radio from about 1910
5.Television from about 1950
6.Internet from about 1990
7.Mobile phones from about 2000



BTV

        北京电视台（英文缩写为“BTV”），成立于1979年
5月16日，开播12个频道，开办147个栏目； 每周播出节目
260小时，全年播出88000小时，覆盖36个省会城市、直辖
市、计划单列市，80%以上的地级市和70%以上的县级市，
接收人口已突破8个亿。在频道数量、节目制作能力、技
术水平、经营创收等方面，在省级电视台均处于领先地
位。

         2001年6月原北京电视台与原北京市有线广播电视台
合并，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主流媒体之一。
节目覆盖国内、北美、欧洲和亚洲地区，包括香港特别
行政区。



















北京电视台（开台日期：1979年5月16日）

频道名称 播出语言 播出方法 备注

BTV-1北京卫视
无线　　卫星有线

分16:9高清版与4:3标清版 前身为北京电视台6频道。

BTV-2（北京电视台文艺
频道）

无线　　有线

分16:9高清版与4:3标清版 前身为北京电视台21频道。

BTV-3（北京电视台科教
频道）

前身为北京电视台27频道。

BTV-4（北京电视台影视
频道

有线

分16:9高清版与4:3标清版

BTV-5（北京电视台财经
频道）

 

BTV-6（北京电视台体育
频道）

分16:9高清版与4:3标清版。

BTV-7（北京电视台生活
频道）

 

BTV-8（北京电视台青年
频道）

前身为青少频道，2012年1月1日

BTV-9（北京电视台新闻
频道）

分16:9高清版与4:3标清版前身为，于

BTV-10（北京电视台卡
酷少儿频道）

卫星　　有线 前身为动画频道，于2007年9月10日起改用卡酷动画频道
为呼号，2012年改为现名。

BTV-11（北京电视台纪
实频道）

卫星 前身为纪实高清频道，于2013年8月30日起改为现名。

BTV-12（北京电视台国
际频道）

卫星 只于北美及东南亚广播，不覆盖国内。



综合业务楼
综合业务楼建筑面积78830.30平方
米，最高点249米,共41层，其中1-6
层为公共空间；7-19层为技术区，
主要包括10个100平方米演播室、2
个150平方米新闻演播室，1个610平
方米开放式新闻演播室和节目制作
用房、信息网络中心；26-39层为编
辑和业务办公用房；41层为观光大
厅，其余各层为设备用房和避难层。 
综合业务楼为国内第一座巨型钢架
结构超高层建筑，总用钢量达到了
3.8万吨，设计和施工中创造了多项
国内纪录 。综合业务楼平面设计采
用围绕大型共享中庭布局的开放式
空间体系，通高200米的大堂极富震
撼 力，大堂共设置12部观光电梯。



多功能演播中心
演播楼建筑面积41710.88平方
米，地上10层，檐高53米，主
要包括1个1200座BTV剧场、1
个1000平方米演播室、4个600
平方米演播室、2个300平方米
演播室、2个250平方米演播室、
1个350平方米文艺录音室、候
播厅、排练厅、化妆室及配套
技术用房等。演播楼采用了叠
加式演播室设计，结构独特，
隔声隔震和声学标准高，设计
施工难度大。

1000平方米演播室1个；600
平方米演播室4个；300平方米
演播室2个；250平方米演播室
2个；300平方米录音棚1个。

可容纳1200名观众剧场1个，
8辆大中型转播车停车库。



BTV剧场
BTV剧场以电视直播、录
播为基础，兼顾和满足舞
剧、综艺晚会、杂技、交
响乐、室内乐、话剧、戏
曲等多种演出形式需求。
剧场由清尚建筑装饰工程
公司设计施工，建筑声学
由国际著名声学大师马歇
尔.黛设计咨询，浙江大
丰集团研制安装的舞台机
械可灵活、丰富地变换舞
台形式，具有国际领先水
平。北京电视台近年的春

节晚会在此录制完成。 



二、视频（电视媒体）领域的发展趋势

       第二十六届中国国际广播电视信息网络展览会
(CCBN2018)于2018年3月22-24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隆重举行。CCBN历经二十五年的磨砺，已成长为亚太地
区规模最大的广播影视技术设备展览会、世界排名首位
的数字电视与宽带网络行业盛会，吸引了来自30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近1000家企业和机构参展。

         





4K与8K  

         超高清是当前视频（电视媒体）行业
重点的方向，同时也是热点。CCBN2018展
会上到处都是4K超高清。超高清的热度是
越来越高，广东省大力推进超高清，北京
市也瞄准了2022年的冬奥会,推出了4K的战
略。2017年底总局科技司也为了规范和促
进超高清的发展，提出了指导意见。



4K与8K的定义

2012年，国际电信联盟无线电通信部门(ITU-R)颁布了面向
新一代超高清UHD(Ultra-high definition)视频制作与显示系统
的BT.2020标准，重新定义了电视广播与消费电子领域关
于超高清视频显示的各项参数指标，促进4K超高清家用
显示设备进一步走向规范化。其中最为关键的是，
BT.2020标准指出UHD超高清视频显示系统包括4K与8K两个
阶段，其中4K的物理分辨率为3840×2160，而8K则为
7680×4320。之所以超高清视频显示系统会有两个阶段，
实际上是因为全球各个地区超高清视频显示系统发展差
异性所造成的，例如在电视广播领域技术领先的日本就
直接发展8K电视广播技术，避免由4K过渡到8K可能出现
的技术性障碍。而在世界的其他地区，多数还是以4K技
术作为下一代的电视广播发展标准。



4K不简单！不只是分辨率的提升！

       4K UHDTV在画幅、色域、色彩位深、帧率等
方面，相较于HDTV都有大幅度的技术提升。



高分辨率、高帧频、高色域

BT.2020标准规定Ultra-high definition超高清图像的显示分辨
率为3840×2160与7680×4320，画面显示比例为16:9，支持
的刷新率包括120p、60p、59.94p、50p、30p、29.97p、25p、
24p、23.976p。不得不提的是，在BT.2020标准中终于取消
了隔行扫描，所有超高清标准下的影像都是基于逐行扫
描的，无疑是历史性的突破，进一步提升了超高清影像
的细腻度与流畅感。

目前绝大部分的4K平板电视的物理分辨率都是采用
BT.2020标准的3840×2160，而不是DCI数字电影标准的
4096×2160。



BT.2020标准相对于BT.709标准，大幅度提升了视频信号的性能规范。
例如色彩深度方面，就由BT.709标准的8bit提升至10bit或12bit，其中
10bit针对的是4K系统，12bit则针对8K系统。BT.2020采用了比传统
BT.709更宽广的色域空间，如可显示高密度橘色，深绿色等。这一提
升对于整个影像在色彩层次与过渡方面的增强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而色域范围的面积也远远大于BT.709标准，能够显示更加丰富的色彩，
只是相对应来说，越广的色域对于显示设备的性能要求就越高。



        虽然目前国内4K还没普及，但8K也要
来了，这是因为显示行业是一个终端驱动
的行业，终端会带动整个行业往前发展。
FHD高清显示2004年开始做市场导入，2008
年32寸以上的高清显示FHD的市场份额超过
了40%，4K是在2012年做导入，到2016年4K
的产品渗透率已超过了40%，2017年已接近
60%。因此BOE认为，2018年是8K显示的元
年，预计到2022年65寸以上的8K显示的产
品渗透可能会超过20%。



广东省大力推进超高清，广东电视台已于2017年
底开播超高清频道。

北京市也瞄准了2022的冬奥会,推出了8K的战略。

CCTV预计在今年10月开播4K频道。

BTV北京电视台也在积极开展相关准备工作，如
用数字地面电视广播技术来传输4K。
2017年底总局科技司也为了规范和促进超高清的
发展，提出了指导意见。



以图像高度（H）计算的最佳水平观看角度、最佳观看距离

图像制式 参考文件 宽高比 像素宽高比 最佳水平观看角度 最佳观看距离

720  483 Rec. ITU-R BT.601 4:3 0.89 11° 7 H

640  480 VGA 4:3 1 11° 7 H

720  576 Rec. ITU-R BT.601 4:3 1.07 13° 6 H

1 024  768 XGA 4:3 1 17° 4.5 H

1 280  720 Rec. ITU-R BT.1543Rec. ITU-R 
BT.1847

16:9 1 21° 4.8 H

1 400  1 050 SXGA+ 4:3 1 23° 3.3 H

1 920  1 080 Rec. ITU-R BT.709 16:9 1 31° 3 H

3 840  2 160 Rec. ITU-R BT.2020 16:9 1 58° 1.5 H

7 680  4 320 Rec. ITU-R BT.2020 16:9 1 96° 0.75 H





4K纪录长片《最后的沙漠守望者》

BTV与NHK联合制作的专题片



北京电视台首部4K海外拍摄系列纪录片



人工智能



澳洲电视字幕

中文语境下，对普通话要求比较高，对于
部分地区方言以及中英文混杂的语音识别
度低，单纯英文语境，反倒识别率更高些，
这和英文本身语音文字有较大的关系？

如专家们有相关研究，请会后继续沟通一
下。



人工智能主播，机器人主播

日本电视台4月2日举行的新年度入社仪式上，角落上坐着一位“女
性”，她就是人型智能机器人Aoi erika。据介绍，Aoi在现场表达了
“希望和大家一起努力，作为人工智能播音员活跃在荧屏，向世界

展现日本各种各样的魅力”的愿望。



机器人主播Erika



5G

         移动通信已经经历了四代发展历程，第五代移动通
信系统(5G)将在大幅提升移动互联网业务体验的同时，全
面支持物联网业务，实现人与物、人与人和物与物之间
的海量智能互联。相比4G，5G在用户体验速率、连接数
密度、移动性、流量密度、端到端时延、频谱效率、能
效、成本等方面的需求均有1~2个数量级的提升，未来移
动通信更高的带宽、更小的蜂窝、更密集而灵活的无缝
覆盖需求将更依赖于可提供稳定大容量信道并具有灵活
资源调配能力的光通信网络。



BBC



         BBC成立于1922年，是英国最大的新闻
广播机构，也是世界最大的新闻广播机构
之一。BBC虽然是接受英国政府财政资助
的公营媒体，但其管理却是由一个独立于
政府以外的12人监管委员会负责，并且通
过皇家宪章保障其独立性。BBC目前经营8
个电视频道，10个广播频道，及直接由英
国政府出资经营以43种语言作全球广播。



新媒体的发展也为BBC带来了七大改变：

 　   1. 媒体平台改变：广电媒体-〉全媒体化

　　2. 记者要求改变：广电记者-〉全媒记者

　　3. 媒体空间改变：有限时间-〉无限空间

　　4. 内容模式改变：节目为本-〉内容为本

　　5. 新闻文体改变：广电文体-〉多媒文体

　　6. 受众市场改变：英国为主-〉全球受众

　　7. 竞争环境改变：传统媒体-〉新旧媒体



BBC研发正在做什么？
BBC用AI语音助手制作互动广播剧

BBC研发AI版iPlayer，支持声纹登录和语音识别

BBC演示HbbTV 2.0内容同步功能

BBC 采用索尼4K IP Live系统，打造面向未来的
电视中心

BBC 研制全息投影电视

BBC环球携手Oculus打造动物视角的VR体验

日本放送协会（NHK）、英国广播公司（BBC）
及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RAI）等机构倡议推动
8K分辨率这一种实验的数字视频标准。



三、作为电视媒体人，如何看待TC

美国的技术传播学会（STC）的定义

技术传播（Technical Communication）是一个广泛的
领域，它涵盖了具有以下一种或多种特征的传播：

和技术或专门领域相关的传播，例如计算机程
序、医学操作、环境法规等。

采用技术手段进行的传播，例如网页、帮助文
件、社交媒体应用等。

为做某件事而提供的指导，无论这件事是否有
技术含量，或者创建、散播指导内容的过程是否
使用了技术手段。



Technical communication

Technical communication is a means to convey 
scientific, engineering, and technique or other 
technical information.

Whatever the definition of technical communication, 
the overarching goal of the practice is to create 
easily accessible information for a specific 
audience.



Communication 传播



"5W模式"
1948年，美国政治学家，传播学奠基人的哈罗德·拉
斯韦尔发表了《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在这
篇文章中，拉斯韦尔明确提出了传播过程及其五个基
本构成要素，即:
谁(who)、说什么(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to whom)说、取得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即"5W模式"。
 
谁(Who)→说什么(Says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To whom)→取得什么效果
(Withwhat effects)。



"谁"就是传播者，在传播过程中担负着信息的收集、加工
和传递的任务。传播者既可以是单个的人，也可以是集
体或专门的机构。

"说什么"是指传播的讯息内容，它是由一组有意义的符号
组成的信息组合。符号包括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

"渠道"，是信息传递所必须经过的中介或借助的物质载体。
它可以是诸如信件、电话等人际之间的媒介，也可以是
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

"对谁"，就是受传者或受众。受众是所有受传者如读者、
听众、观众等的总称，它是传播的最终对象和目的地。

"效果"，是信息到达受众后在其认知、情感、行为各层面
所引起的反应。它是检验传播活动是否成功的重要尺度。



麦克卢汉与“媒介即信息”

传播学研究领域最有影响的媒介研究学者、加拿大多伦

多大学教授麦克卢汉。马歇尔·麦克卢汉于1964年发表的
一本关于媒介文化研究的书籍,《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
（《Understanding Media:The Extensions of Man》. 麦克卢汉教
授提出了今天的媒介研究者津津乐道的概念“地球村”、
“信息时代”,阐述了“媒介即信息”、“媒介是人的延
伸”的学术观点。

“媒介即讯息“，应当怎么理解？

“媒介即讯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意思是媒
介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人们的思想和生活。.........麦克卢
汉说，从更为宏观的角度看，电视正在使人们重新部落
化，将人们从单个的民族国家变成一个地球村。 现在不
仅电视，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更加促进了地球村。



案例：技术有形化

        技术有形化是中国石油为解决技术传承和商
业化应用而提出的新理念，是实施科技创新管理
的新举措，其核心就是把技术、产品、服务、解
决方案、经验规律等物质或非物质形态的事物，
通过标准化、规范化、流程化等知识管理手段，
以及技术手册、宣传册、宣传片、展板模型等表
征手段，形成可以传承、交流和应用的显性形式，
促进科技成果的内部共享和外部推广，实现技术
价值大化。



技术有形化产品（技术手册、宣传册及宣传片）

         我国有许多技术开发完成后，因为没有及时
进行准确、完整的技术表征，人与技术捆绑在一
起，一旦主要人员离开，就会出现已有成果难以
应用的尴尬局面，造成人力、物力、财力、时间
的极大浪费。技术有形化，则使隐性技术显性化，
有利于技术的完整再现，有利于实现技术和经验
的共享，也有利于推广和品牌化运作。在海内外
业务发展需求与技术研发和成果应用之间建立一
个高效、顺畅、有形的运行平台，特别是在国际
技术交流与合作、海外项目招投标及商业化集成
中，优势明显。



四、TC+视频=视频式TC



        
        麦克卢汉教授：书面媒介影响视觉，
使人的感知成线状结构；视听媒介影响触
觉，使人的感知成三维结构。



产品视频说明书

         产品视频说明书是经过现场拍摄后或经过三维动画的协助直观
生动的表现产品生产过程、杰出产品的功用特色和使用方法的视频
宣传形式。让消费者或经销商能够深入地了解产品，营建杰出的销
售环境。它要求定位精准、简练、会集、共同 。

1、产品视频说明书可以作为广告片发布，依据需求随意编排成不相
同的时刻长度在影视媒体上发布，在公司举行产品推介会、新闻发
布会等集会上更是发挥着独一无二的推行效果。

2、产品视频说明书能够作为公司内部训练使用。视频中通常包含了
产品的功用、产品的机理、特性等，能够作为新员工训练的一部产
品详解片。



3、产品视频说明书能够提高公司的社会位置和公司形象。在现在绝
大多数企事业单位中，专门量身定做视频的都是一些实力强、规划
大的单位，在很多人眼里，具有自己的产品视频说明书本身即是公
司位置和实力的标志，产品视频说明书真正变成公司形象的门面。

例如：

一汽车大众CC功能操作说明书视频

大众途观使用说明书视频

尼康中国 - D7100 视频教程

4、产品视频说明书能够分发、邮寄给公司的客户或许有
意协作的潜在客户，让客户在深入了解公司，加强对公
司的认知度和信赖度，然后为下一步购买打下良好的根
底。



微视频（短）

         2017年，京东发布了一组有趣的商品短视频数据报告，报告从视
频播放率、用户画像、商品转化率等多个维度进行了分析。数据显
示，25%的京东用户会在购买前主动观看视频，家居家纺、礼品箱包、
服饰内衣目前是视频转化率最高的几类商品。

        在移动互联网的影响下，用户获取信息的习惯已从图文向短视频
转变，短视频是否真的能够在网购过程中占据用户停留时间，提高
商品转化，这一点，已经在京东上得到了印证。京东大数据显示：
京东商品短视频的用户观看视频平均时长51秒，播放完成率超过80%， 
家电品类测试显示，高质量视频可以将销售转化率值提升18%，有的
商品转化率甚至可以翻倍。这证明商品短视频在提升用户体验、促
进高效转化上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五、关于TC的思考  
对国内TC发展，有如下构想与建议：（供大家参考）

1、   研究国际上TC最新发展动向 。
2、    逐步开展国内TC作品的评选，为中国TC领域树立标
杆。

3、  为各细分专业行业或区域，提供TC的专业服务与支
持。扩大TC应用的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力。

4、  技术传播专业书籍。

5 、 从TC角度，为国家“一带一路”做出贡献。



海信电视值得信赖！

        据权威机构2016年8月市场数据显示，
通过将ULED等高端产品系列引入澳洲，海
信电视以19%销售量占比首次超过韩系品牌，
在澳洲市场位列第一，同时也成为了有史
以来第一个成功登顶澳洲电视市场的中国
品牌。



从2008年后就拿下澳网主场馆—沃达丰球馆
的冠名权的海信，一路披荆斩棘，也与澳
网结下了不解之缘，很多澳洲的消费者，
通过澳网知道了海信。





海信已迈向世界第一

        2016欧洲杯让世界知道了“海信电视，
中国第一”，当下，海信已迈向世界第一。

        目前海信已相继赞助过F1、欧洲杯、
澳网、沙尔克04球队、斯里兰卡VS澳大利
亚2016国家板球联赛等众多国际体育赛事，
这对海信在全球市场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都有着巨大的推动和提升作用。



海信成2018俄罗斯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致敬海信电视

        

         作为TC从业者和电视媒体人，希望助
力海信电视等系列产品在国际与国内市场
取得更大的成就!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
矛盾。

         



推荐书籍（杂志）

《理解媒介》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1911—1980），

加拿大哲学家、教育学家、文学批评家、传播学家，传播学媒介环境学派一
代宗师。“20世纪为数不多的重要思想著作之一”。

《中国石油技术有形化》

《大视频浪潮》

《现代电视技术》

《市场营销：原理与实践》（第16版·全新版） 营销

之父科特勒新版。在数字和社交时代创造顾客价值和顾客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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