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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2

 超高清产业政策持续推进，助推万亿市场腾飞
2019年3月，国家出台《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9-2022年）》，对超高清产业的发展目标作出明确

指引，发展超高清产业正式成为国家战略，根据政策规划，到2022年全国超高清视频产业总体规模将超过4万亿元。
超高清视频标准是整个产业发展的基石，超高清视频直接相关的视频技术和编转码、声音技术和三维声标准、HDR技
术和标准随着产业崛起开启升级换代新征程。

 视频编转码升级换代，国产AVS标准乘风而起
视频编转码是解决视频流传输的核心技术，超高清视频推动视频编转码技术标准的升级，带来视频编转码设备迎

来新一轮更换潮。长期以来，视频编解码标准受国外企业垄断，高昂专利费限制产业发展。从2006年开始中国推出的
自主 AVS编码标准，标准历经AVS1/2阶段，目前最新一代的AVS3相比国外其他系列在研的编解码标准，研发进度和
性能开始呈现一定优势，伴随芯片国产化率持续提升，中国自主编转码标准开启快速国产化替代。

 Auro 3D技术成熟，国产三维声标准前景广阔
拥有沉浸感强、应用面广的Auro 3D技术加持，中国三维声标准正式颁布后，将以更好的效果及更低的价格，实

现进口替代，广泛用于电脑、手机、平板电脑、机顶盒、汽车音响等发声器材上，保守估计未来我国国内每年新生产
音视频播放终端设备数量为5-10亿台，市场空间广阔。

 技术升级叠加国产替代，超高清产业机遇来临
国家从战略高度推进超高清产业的发展，同时随着国产AVS编解码标准、超高清视频配套的国产HDR和3D Audio

标准受政策扶持，中国超高清产业链公司迎来发展良机，我们坚定看好超高清产业链具备标准参与和制定能力的公司。

 风险提示
超高清产业发展不达预期、超高清产业标准国产化进程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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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超高清视频产业及中国标准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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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成为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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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2022年

技术突破
4K摄像机、监视器、切换台等采编播专用设备形成产业化能力；建
立较为完善的超高清视频产业标准体系

CMOS图像传感器、光学镜头、专业视频处理芯片、编解
码芯片等核心元器件取得突破，8K前端核心设备形成产业
化能力

普及程度
符合HDR、宽色域、三维声、高帧率、高色深要求的4K电视终端销
量占电视总销量的比例超过40%

4K电视终端全面普及；

8K电视终端销量占电视总销量的比例超过5%

内容供给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有条件的地方电视台开办4K频道，不少于5个
省市的有线电视网络和IPTV平台开展4K直播频道传输业务和点播业
务，实现超高清节目制作能力超过1万小时/年

4K频道供给能力大幅提升，有线电视网络升级改造和监测
监管系统建设不断完善，实现超高清节目制作能力超过3

万小时/年，开展北京冬奥会赛事节目8K制播试验

用户数量 4K超高清视频用户数达1亿 超高清视频用户数达到2亿

应用领域
在文教娱乐、安防监控、医疗健康、智能交通、工业制造等领域开
展基于超高清视频的应用示范

在文教娱乐、安防监控、医疗健康、智能交通、工业制造
等领域实现超高清视频的规模化应用

市场空间 超过4万亿元

表：《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9-2022年）》发展目标

 2019年3月，国家发布《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9-2022年》，该计划对超高清产业的发展的目标进行详细的规划，同时

对相关产业链的发展做出明确要求，根据该文件测算到2022年中国超高清产业市场规模将超4万亿。

资料来源：《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9-2022年》、华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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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超高清视频产业受政策大力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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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超高清产业政策

发布时间 政策 机构 相关内容

2019年1月29日
《进一步优化供给推动消费平稳增长

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方案
（2019 年）》

国家发改委
丰富超高清视频内容供给。支持广电网络和电信网络升级改造，提升超高清视频传输保障能
力。有条件的地方可对超高清电视、机顶盒、虚拟现实/增强现实设备等产品推广应用予以补
贴，扩大超高清视频终端消费。

2019年4月26日
《安徽省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行动方

案（2019-2022年）》
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安徽省
广播电视局、安徽广播电视台

引导省内相关产业基金支持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积极向上对接国家支持超高清视频产业发
展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国家推动消费增长等相关政策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对超高清电视、
机顶盒、AR/VR设备等产品推广应用予以补贴，扩大超高清视频领域的终端消费。

2019年5月7日
《上海市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行动计

划(2019-2022)》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上
海市文化和旅游局、上海广播电
视台

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扶持作用，统筹利用产业转型升级、信息化建设、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文创、重点科研计划等专项资金，聚焦支持超高清视频产业内容制播、终端普及、
前端芯片研制、融合应用试点示范等优势项目。

2019年5月7日
《北京市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行动计

划(2019-2022)》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北京市
广播电视局

统筹利用现有资金渠道，支持超高清视频技术研发、创新平台和产业化项目建设。采取政府
购买服务方式，加大对超高清视频设备首台套采购、内容制作、试点示范、场景应用的支持
力度。

2019年5月12日
《广东省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行动计

划（2019年－2022 年）》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0年，提供4套以上4K超高清电视频道传输服务，4K超高清节目储备超15000小时，符合
HDR、50帧/秒技术标准的4K节目提供量达2500小时，4K用户数达2000万户，实现全省
70%以上家庭可以收看4K电视节目。

2019年9月17日
《深圳市8K 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行动

计划（2019—2022 年）》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强化专项资金导向作用，实施8K 专项扶持计划，探索精准性扶贫方式；充分发挥市、区政
府引导基金作用，支持引导社会资本投资8K 领域。

2019年12月16日
《山东省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行动计

划（2019-2022年）》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山东省
广播电视局、山东省通信管理局、
山东省广播电视台

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对超高清电视机、机顶盒、VR/AR设备等终端产品的推广应用进行补贴。

 各省市先后推出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行动计划，重视超高清产业的省级布局，引导省内相关产业基金、财政资金聚焦超高清视频产业采购、制
作、试点、应用，进行有方向性的产业补贴。

资料来源：华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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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高清视频产业链分为三个层面，分别为核心设备层、服务层和应用层。根据赛迪研究预测，2022年，应用端市场规模将超过1.8万亿元；

核心设备层的终端呈现设备市场规模将接近7000亿元、网络传输设备将超过2000亿元、视频生产设备将接近1000亿元；此外，服务层市场

规模接近2000亿元，核心元器件将超过1000亿元，显示面板的市场规模将达1660亿元。

资料来源：赛迪研究院，华西证券研究所

分发服务 683亿元集成服务 311亿元 内容服务 732亿元 增值服务 安全服务

安防监控广播电视 文教娱乐 医疗健康 智能交通 工业制造

编解码芯片感光器件 存储芯片 图像芯片 处理器芯片 显示面板 1660亿元

核心元器件

视频采集设备 120亿元

视频制作设备 430亿元

编码设备 119亿元

存储设备 178亿元

视频生产设备

卫星传输设备

地面广播设备

有线电视传输设备 700亿元

互联网传输设备 1694亿元

网络传输设备
TV 5050亿元

机顶盒 600亿元

PC、手机、平板

VR/AR 1144亿元

…

终端呈现设备
核
心
设
备
层

服
务
层

应
用
层

13000亿元 5040亿元

1028亿元

1.3 超高清视频产业市场规模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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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中国超高清视频相关标准迎来机遇

资料来源：中央电视台，华西证券研究所

中国超高清视频标准系列

AVS2 HDR 3D Audio

2016年发布行标、国标 行标即将发布 行标即将发布

图：中国超高清视频标准系列进展

 超高清视频推动了国产相关标准体系的建设发展，未来有望通过标准的自主自控进一步提升产业链的影响力。

 中央电视台一直积极推进超高清视频相关广电行业标准的制定。2016年5月，央视牵头制定的AVS2广播电视行业标准发布并实施，在此基础上，

2016年5月央视组织成立了HDR专题工作组、3D Audio专题工作组，相关标准即将发布。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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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华西证券研究所

1.5 超高清视频六维度要素

帧率：
决定图像
流畅度

分辨率：
决定图像
清晰度

动态范围：
决定图像明
暗对比度

色域：
决定颜色种
类丰富度

三维声：
决定声音立
体真实感

色深：
决定颜
色渐变
平滑度

8K

4K

2K

HDR

SDR

120P60P30P

环绕声

三维声

BT.709

BT.2020

12bit 10bit 8bit

图：超高清六要素

 超高清视频技术标准主要是基于六要素产生，超高清视频的质量主要由六要素构成。

表：超高清视频相关术语
专业术语 释义 影响

帧率
视频一秒时间里传输的图片
帧数，帧率大小影响画面流
畅度，通常用fps表示

与画面流畅度成正比。
帧率越大，画面越流畅；帧率越小，画面会有跳
动感。
与视频大小成正比。
帧率越高，视频越大，质量越高。

分辨率
视频成像产品所成图像大小
或尺寸的数值

与图像大小成正比。
分辨率越高，图像越大；分辨率越低，图像越小。

色域
色彩影像所能显示的颜色范
围

与图像颜色丰富度成正比。
色域越广，画面越自然;色域越窄，画面会不自然。
色域会影响视频画质。

色深
每一个像素点用多少bit存储
颜色

与图像颜色过度能力成正比。
色深越高，色彩过渡越平滑，色深越低，画面噪
点越多。
与视频大小成正比。
色深越高，视频越大，画质越好。

动态范围
视频的动态范围影响色彩的
明暗细节和色彩纯度

与图像颜色细节成正比。
动态范围越广，画面越惟妙惟肖;动态范围窄，画
面会突兀。
与视频大小成正比。
动态范围越广，视频越大，画质越好。

三维声
通过音箱阵列或耳机为听众
创造具有三维空间感、方位
感的声音影像

三维声可为听众带来高空间分辨率的感觉，包括
方位感、相对距离感、距离感、环境感和逼真度
等特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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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视频技术及编转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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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视频——什么是视频编转码

11资料来源：中国计算机学会（公众号）、华西证券研究所

 问题一：视频为什么要压缩？

因为原始视频容量太大，具有极大的压缩空间。普通摄像头拍摄一副静态图像的像素点为640*480个，每个像素点均由红绿蓝三元素组成，每个元素由8bit来表示，

那么一副640*480数字图像的原始大小便为0.92M。人眼所能感知的视频播放流畅，fps至少为24，那么由24幅640*480静态图像组成的一秒视频大小便为22M，假设

在线观看原始视频，不到一分钟所消耗的流量便超过1G。

视频编码是指通过压缩技术，将原始视频文件转换成另一种格式的视频文件的过程和方式。

图：视频压缩的三种冗余
 问题二：视频为什么能压缩？

压缩的前提是存在冗余，视频信息至少存在三种冗余，即空间冗余，时间冗余

及视觉冗余。

空间冗余，即由于一副图像的各个像素点的值是缓慢变化的，单个像素值与周

围的像素点的值之间存在很大的相关性，相关性是冗余的基础。例如，一副图片的

背景是一片大红色，即存在大量同样的像素值，这就是空间上的冗余。

时间冗余，即视频作为运动的图像，相邻两帧（甚至多帧）的变化是缓慢的，

即连续两个或多个图像间存在相关性。例如一个视频给了天上的月亮整整一秒钟的

镜头，那么这一秒内连续播放的几十张图像间存在很大的相关性。

视觉冗余，即由于人眼对视频播放过程中激烈变化的部分相对不敏感，而对缓

慢变化的部分相对较敏感，也正是人眼的视觉冗余，为视频的有损压缩提供了前提

条件。

http://ipoipo.cn/


专业术语 释义 影响

码率 码率=文件大小/时长（秒）
其他参数一定，码率越高，文件越大，码率越低，
文件越小。

压缩比
压缩比的大小代表压缩效率的大小，压

缩比=原始视频每秒数据量/码率。
压缩比越大说明压缩效率越高，对网络传输带宽的
要求越低，传输成本也就越低。

清晰度 代表视频的清晰程度

分辨率一定，码率与清晰度成正比，码率越高，图
像越清晰；码率越低，图像越不清晰。

码率一定，分辨率与清晰度成反比，分辨率越高，
图像越不清晰；分辨率越低，图像越清晰。

12资料来源：华西证券研究所

2.1.2 视频——什么是视频编转码

 问题三：什么是视频编解码？

 视频编码是利用图像统计特性，去除视频信号中存在的冗余信息的过程。根据不同的视

频参数和编码标准，一部视频的压缩率能达到几十倍、几百倍甚至更高。

 视频解码则是将原始视频经过编码之后形成的数字信号通过解码装置转换成视频图像的

过程。

 编码标准是由权威的视频行业国际标准化制定的，行业内认可和通用的编码语言。目前

视频编转码运用较多的标准包括H.26x系列标准、MPEG系列标准和AVS标准等。

 视频编码的效率可以用码率和压缩比来表示。

 问题四：什么是视频转码？

视频转码是指将已经压缩编码的视频码流转换成另一个视频码流，以

适应不同的网络带宽、不同的终端处理能力和不同的用户需求。转码本质上

是一个先解码，再编码的过程。由于视频服务的平台有各种各样的视频源，

如果视频直接被平台分发，会遇到如视频源的码率太高、视频质量差、用户

端播放器格式不支持、参数不合理等问题。为了保障用户得到优质的合理参

数和播放器支持的视频流，就需要转码服务的支持。

转码的目的是希望视频低码率、高质量且规范化。视频转码的效率由

编转码产品的软、硬件技术水平决定。相同硬件条件下，支持更多的视频处

理算法及视频编码格式的软件具有更高的转码效率；相同软件条件下，编码

内核支持多方案、更换成本低、多屏并发性能高的硬件具有更高的转码效率。

解码音频
数据

视频
数据

解封

视
频
源

解码

编码层

封装 输
出

输
入

封装层

解码

解码
音频
数据

视频
数据

表：视频编码相关术语

图：视频转码过程示意图

http://ipoipo.cn/


2.2.1 编转码—超高清视频产业核心环节
 编解码/芯片是非常重要的一级技术分支，视频采集制作、显示技术和传输与储存技术的发展都有赖于编解码标准和芯片技术的确定，

可以说，该技术是超高清视频技术的基础。该技术的关键在于确立恰当的格式进行编解码，并选择相配套的仪器设备，编解码标准的

确立，对超高清视频技术的发展尤其重要。

图：超高清视频全产业结构图

视频采集制作

采集
4K摄像机、监视器

信号切换与调度

制作

编辑、转码、剪辑

字幕及在线包装系统

收录系统

传输与储存

影像传输

广播 / 地面波

传输配件

网络

影像存储

磁盘存储(硬盘)

闪存/存储卡

光盘

服务器/云端存储

编解码/芯片

芯片

编码芯片

解码芯片

编码解码

AVS2

H.265/HEVC

VP9

VC1 

显示

图像处理

图像处理引擎

GPU/芯片

HDR

运动补偿

整机

显示面板
LED / 小间距

OLED/LDM/激光

激光

投影

激光

幕布

电视墙

资料来源：《超高清视频产业专利态势分析》，华西证券研究所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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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超高清视频全产业结构图，视频编解码设备产业链可分为三个层级，由上至下分别是基础要素层、设备服务层和终端应用层。

图：视频编解码设备全产业结构图

资料来源：华西证券研究所

1.基础要素层：基础要素层由硬件零部件、

底层算法和基础设施服务构成。

2.设备服务层：通过集成软硬件视频设备，

支撑终端应用层。设备服务层分为两个方面，

分别是视频编转码相关的硬件产品和软件功

能，主要有视频编转码硬件以及由这一系列

硬件集成的视频设备、视频编转码软件以及

由这一系列软件集成的系统服务。

3.终端应用层：通过软硬件结合，视频编转

码在下游市场终端应用前景广阔。特别是5G

技术极大地赋能视频行业，扩展了视频的运

用领域和应用场景。

2.2.2 编转码—超高清视频产业核心环节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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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基础要素层由硬件零部件、底层算法和基础设施服务构成。

 硬件零部件方面，主要的零部件包括服务器、显卡、视频采

集卡、交换机和编转码芯片。

 底层算法方面，主要就是编转码技术标准，其背后是一系列

算法的集成。目前视频编转码运用较多的标准包括国际电联

的 H.26x 系列标准、国际标准化组织运动图像专家组的

MPEG 系列标准和我国自主研发的 AVS 标准等。

 基础设施服务包括CDN服务、电信运营商服务和云服务等。

 内容分发网络（CDN）指利用分布在不同区域的节点服务器

群组成流量分配管理网络平台，为用户提供内容的分散存储

和高速缓存。

 电信运营商服务主要提供了基础的固网宽带业务和移动业务；

 云服务指通过网络以按需、易扩展的方式获得所需服务，包

括了Iaas、Paas和Saas。这些服务一般由第三方专业的供应

商提供，直播和点播模式下的 IP 化视频传输分发多采用

CDN 进行多级分发。

资料来源：淘宝，华西证券研究所整理

图：基础要素层的硬件零部件

2.2.3 编转码—超高清视频产业核心环节

硬件名称 作用

服务器 又称伺服器，用于管理资源并为用户提供服务，一般作为嵌入式软件的载体。

显卡 又称显示适配器，用于进行输入视频的数模信号转换，承担输出显示图形的任务，主要

用于视频加速和视频分析。

视频采集

卡

又称视频卡，用以将模拟摄像机、录像机、LD 视盘机和电视机输出的视频信号等输出视

频数据或视频和音频的混合数据输入电脑，并转换成电脑可辨别的数字数据存储在电脑

中，成为可编辑处理的视频数据文件，主要由实施转码系统等视频直播产品采用。

交换机 完成信息交换功能，承担视频信号传输的作用，视频服务器利用千兆异步接口通过网关

与千兆以太交换机连接，利用标准的 FTP 协议将服务器内的视频文件，通过转码系统传

输至节目制作网络的硬盘存储阵列中，用于下一步的编辑制作工作。

表：基础要素层的硬件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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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视频编转码硬件展示

2.2.4 编转码—超高清视频产业核心环节

设备服务层主要分为视频编转码相关的硬件产品及软件集成服务。通过集成软硬件视频设备，支撑终端应用层。

 视频编转码硬件

资料来源：《超高清视频产业专利态势分析》，淘宝，华西证券研究所整理

图：集成视频设备展示

视频编转码硬件 作用

编码器 将信号（如比特流）或数据进行编制、转换为可用以通讯、传输和存储的信号形式。

调制器/解调器 通过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将低频数字信号（如音频、视频、数据等）调制到高频数字信号中，进

行信号传输。调制器一般和解调器成对使用。

加扰器/解扰器 在一个数字系统中,不改变其比特率而将一个数字信号变换成伪随机数字信号的装置。它能降低

误码和抖动，是一种抑制数字传输损伤的工具。一般和解扰器成对使用。

复用器 光纤通信系统中的一种器件，将多芯光纤中不同波长的光信号合入一芯光纤中。

适配器 任何能在物理上不同的系统之间进行通信的硬件设备。

 集成视频设备主要有摄像头和直导播终端等。视频编转码硬件集成了相关零部件和基础服务，可以用于视

频编码、解码、转码等各类细分功能。与各类摄像头、VR设备集成之后，可以实现多种超高清视频编转码

的实际应用工作。

 集成系统服务主要集成了视频编转码软件、视频处理软件等软件服务。各类编转码软件需付费获得各编码标

准的专利授权，通过集成视频设备，接入前端硬件采集的视频数据源，对视频进行智能分析和处理，提炼出

结构化数据。同时借助CDN和云服务，可以提供以视频处理为核心的多功能视频云服务，实现具体业务应用。

16

http://ipoipo.cn/


2.3 视频编转码产业——发展历程
 标清阶段：标清数码电视及DVD机阶段

上世纪90年代初期，ITU-T制定了H.261，ISO/IEC制订了MPEG-1视频标准，主要用于低分辨率的视频会议；后期，在计算机的帮助下又扩展了更多的标准，以

MPEG2为典型，可用于标清数字电视和标清DVD领域，与MPEG-1标准相比，MPEG-2标准具有更高的图像质量、更多的图像格式和传输码率的图像压缩标准。

 过渡阶段：MPEG-4短暂的出现

上世纪90年代后期，ISO/IEC、ITU-T专家组又分别研制了MPEG-4、H.263的标准，但只是在流媒体领域得到有限的应用，所以只能称之为过渡阶段。

 高清阶段：卫视频道视频标准提高

为了满足人们对高清视频画质更高的要求，ITU-T及ISO/IEC制订了H.264/MPEG AVC视频标准。在此阶段中国 AVS 工作组制定了可与 H.264对标的 AVS+ 视频

标准，逐步应用于国内高清卫视频道，同时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与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共同推出了SVAC，为安防监控领域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当前阶段：4k超高清开始推广

人们对于4k超高清画质越来越追捧，于是ITU-T及ISO/IEC于2013年制定了HEVC/H.265标准，Google主导推出了开源视频编码VP9，中国AVS工作组于2016年

制定了AVS2视频编码标准，适用于压缩4kHDR视频，AVS2标准的编码效率比 AVS1提高了一倍。

 下一阶段：8k超高清时代即将来临

2017年国际标准组织开始制定下一代视频压缩标准VVC，AV1标准也正式定稿，国内也宣布开始制订AVS3视频编码标准。

17资料来源：当虹科技招股说明书，华西证券研究所

标清阶段 过渡阶段：MPEG4流媒体 高清阶段 当前阶段 ：4K超高清时代 下一阶段 ：8K超高清时代

1990年 1999年 2003年 2013年 2017年

MPEG1/MPEG2 MPEG4/H.263 H.264/AVC
国际HEVC/H.265
国内AVS2

国际VVC
国内AVS3

图：视频编码标准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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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视频编转码产业——专利问题

MPEG-2 MPEG-4 AVC/H.264 HEVC/H.265

设备付费

1994-2002: 4美元/台

2002-2010: 2.5美元/台

2010后：2美元/台

每个封装媒体：约0.02美分

500万台以内0.2美元/台，超过的0.1

美元/台，封顶费每年500万美元。

MPEG LA专利池:每台编解码设备征收0.2美元，单企业年封顶费2500万美元。

HEVC Advance专利池：对移动设备、电视机和投影仪、流媒体播放器和机

顶盒等每台征收1美元左右。

Velos Media专利池及其他：未明确公布（风险点）

运营商付费 无
每次点播： 0.02美元或销售价的2%，

封顶费每年500万美元。

MPEG LA专利池:不征收

HEVC Advance专利池：对内容服务征收总收入的0.5%，对可选必要专利加

收部分费用，单企业的年封顶费2000万至4000万美元。

Velos Media专利池及其他：未明确公布（风险点）

18资料来源：《数字音视频编解码技术标准AVS情况介绍与最新进展》，华西证券研究所

 长期以来，H.26x、MPEG-x等主流编码标准几乎垄断了全球视频播放领域。视频编转码软硬件设备生产商需要向编码标准涉及技术的

专利方支付专利费，专利费支出是中游设备生产商的主要采购成本之一。由于视频编码标准长期被国外企业垄断，且存在各专利方利益

诉求复杂、专利费昂贵等问题，我国企业不仅需向国外缴纳巨额专利许可费，而且时间成本和工作量增大、存在着潜在风险。

表：三种编码技术标准专利费收取标准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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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视频编转码产业——专利问题

19资料来源：《数字音视频编解码技术标准AVS情况介绍与最新进展》，华西证券研究所

MPEG标准的专利费问题

应用最广泛的视频编码标准MPEG长期以来受困于专利许可问题，其根源在于制定标准的机构与管理专利授权的机构相互分割。MPEG只负责制

定标准而不能介入标准背后的专利管理与收费，由其他机构执行授权工作，使得当专利收费政策不合理时MPEG无法采取措施，导致专利池机制

发生异化，逐渐演变为垄断市场的工具。

图:H.265/HEVC专利池及其他专利方

这样的专利授权机制导致的后果有：

1. 专利数量庞大，各专利方利益诉求复杂

以H.265标准为例，H.265技术相关的专利池至少有三家，池中的专利数量庞大，并有大量标准必要

专利游离于池外。这导致专利使用者将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商业谈判，标准授权进程缓慢。

2. 专利方得寸进尺，收取巨额专利费

MPEG-2最初的收费对象为解码设备和编码设备，每台专利授权费4美元，后经两次降费至每台2.0

美元。MPEG-4标准第一版发布，除购买设备缴纳的一次性专利费外，外加运营商付费项目。

H.265/HEVC标准发布后，出现至少三个专利池宣布向其收取专利费。Velos Media专利池和众多

专利权人未明确公布H.265标准的许可费收取政策，模糊的专利授权态度增加了使用者的选择风险。

3. 专利池存在重复申明问题，增加授权成本

专利权人披露标准必要专利时，需要穷尽所拥有的相关技术的标准必要专利，这使得有10家公司在

两个专利池中重复声明3000多项专利。当专利池对其专利打包授权时，专利被许可者同时加入有重

复专利的两个专利池会产生重复费用，且只能通过与重复的专利权人交涉协商退款。

http://ipoipo.cn/


2.4.3 视频编转码产业——专利问题

20资料来源：《跨国公司在华DVD专利收费研究》 ，华西证券研究所

 我国在加入WTO前夕，中美之间在知识产权领域发生的谈判及争端。1992、1995、1996年，中国三次被美国政府

纳入“301条款”的“重点国家”，并三次以中美签订有关知识产权保护协议告终。2001年12月中国“入世”，许

多法律、法规，特别是知识产权法，需要与国际接轨，导致国内一些产品出口企业上受到冲击。

 2002年的DVD行业的专利费事件是一个典型的案例：2002年1月9日，深圳普迪公司出口到英国的3864台DVD机，

被飞利浦通过当地海关扣押，依据是未经专利授权；2月21日，德国海关也扣押了惠州德赛公司的DVD机。至此，

专利费之争走上国际贸易前台，逼迫出口量占世界DVD总产量70%的中国DVD企业直面此问题。

 受DVD事件的启发和影响，外国厂商对中国的电视机、U盘、光盘、光盘刻录机、数码相机、摩托车等生产厂家也

提出了征收专利费的要求，而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可能很快会波及到PC、移动通讯、生物医药等高科技领域及

相关主导产业。

收费组织 6C 3C 1C MPEG-LA 杜比 DTS

协议收费
4美元/台，2003年起调为12

美元/台
5美元/台（2002 年7月改为

3.5美元/台）
最低2美元/台，收取每台售

价的2%
4美元/台

2.1美元/台（含飞利浦0.6美
元/台）

2-3美元/台

表：2002年跨国公司在华DVD专利收费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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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视频编转码产业——国产标准崛起

21资料来源：《数字音视频编解码技术标准AVS情况介绍与最新进展》，华西证券研究所

 2002年，我国数字音视频编解码技术标准工作组（AVS工作组）成立。AVS在我国率先建立了“专利池”管理机制，每台终端产品只收1元

专利费，不对内容提供商和运营商收费，从而大幅度降低了标准实施的专利成本。

 AVS1、AVS2通过代替同期国际标准MPEG-4 、AVC/H.264，全国广播电视和IPTV电视等运营商每年可节省专利成本达到百亿元量级。

AVS MPEG

标准制定与专利管理的关系
标准制定组织和专利池管理组织统一考虑；要求专利进入AVS

必须遵守一定的条件；标准工作组建立“一站式”AVS专利池

标准制定组织和专利池管理组织相互分割；在实践中未严格要

求专利提案人公开专利许可申明；MPEG与专利池之间没有任何

法律关系，同时有大量专利游离于专利池之外

授权过程
授权过程简洁

AVS专利池从一个渠道对加入专利池的必要权利要求进行许可

授权机制复杂

专利数量庞大，专利池数量多，且有大量专利游离于专利池外

是否存在重复申明 不存在专利重复申明问题 存在专利重复申明问题

许可费水平

许可费用更低

不对运营商收费

遵循有竞争力的许可费用原则

优先考虑承诺更优惠许可条件的提案

许可费用昂贵，除了对设备收费，

部分专利池征收内容服务费

部分专利池和专利权人的许可费政策不透明，存在“放水养鱼”

的风险

表：AVS与MPEG专利制度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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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视频编转码产业——国产标准崛起
AVS1：对标H.264/MPEG-AVC的第一代国产视频编转码标准

 2006年，我国颁布了第一代视频编码国家标准AVS1，从2007年开始形成规模化应用。到2010年，国内数十个省市和老挝、柬埔寨、斯里

兰卡、吉尔吉斯斯坦、古巴等国采用AVS标准，播出上千套数字电视节目，全球提供AVS编解码芯片的企业有20多家。

 根据国家广电总局广播电视规划院主持的AVS视频标准测试显示：AVS1增强版AVS+的压缩效率与国际同类标准H.264/AVC最高档次相当

 AVS1实现了我国自主研发的视频编转码技术标准从无到有的突破，为AVS编码标准的国际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22资料来源：华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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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S3 基准档次制定完成

AV1

2014

VP9

全球首颗基于AVS3的支持8k分辨率、
120fps的超高清芯片Hi3796CV300推出

高清阶段：AVS1对标 MPEG-2 的第一代国产视
频编码

4k超高清阶段：AVS2基本与同期国际标准
H.265/HEVC 相当

8k超高清阶段：AVS3领先国外标准制定完成，具
有先发优势

图：国内外视频编解码标准发展历程时间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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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视频编转码产业——国产标准崛起

AVS2：对标H.265/HEVC的第二代国产视频编转码标准

 2016年3月，AVS2被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标准委颁布为国家标准。AVS2首要应用目标是超高清晰度视频，对标的编码标准便是H.265/HEVC。

 测试表明，AVS2标准的编码效率比AVS1提高了一倍，在超高清和高清视频编码方面的性能与同期国际标准H.265/HEVC相当。而在监控视频编码方面, AVS2对监

控视频的编码效率可达H.265/HEVC两倍，对监控视频的压缩效率达到同期国际标准H.265/HEVC的两倍。在专利授权费用方面，AVS2一如既往的简明且实惠，仅

针对编码译码器设备征收象征性的1元/个、承诺对内容制作和互联网软件服务免费。

23资料来源：AVS编码标准官网，华西证券研究所整理

x2

AVS1 AVS2

编码效率 高清超高清视频编码效率 视频监控编码效率监控视频编码效率

AVS2H.265/HEVC

+2

H.265/HEVC AVS2

视频监控编码效率监控视频压缩效率

H.265/HEVC

x2

AVS2

视频监控编码效率专利费用

专利费用昂
贵且结构方
复杂

对每个编码器
收取1元，无其
他收费项目

H.265/HEVC AVS2

图：国内外视频编码标准性价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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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视频编转码产业——国产标准崛起

AVS3：标准制定领先国外标准，有望抢占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先机

 2019年3月，AVS3基准档次AVS2CD2.0的制定工作完成，测试表明该标准相较于AVS2平均性能提长约30%。2019年3月，AVS3基准档次

AVS2CD2.0的制定工作完成，测试表明该标准相较于AVS2平均性能提长约30%；预计在2021年发布第二版标准。根据AVS标准工作组的规

划，未来将继续完善后续标准，扩展档次的目标是编码效率比AVS2视频标准提高50%，其中深度学习多次被用在编码标准中。

 2019年9月，首个基于AVS3标准的8K端到端解决方案发布，推出了全球首颗基于AVS3标准的支持8K分辨率、120fps的超高清芯片

Hi3796CV300。而其主要竞争对手VVC、AV1解码预计在2020年才能完成标准化，进行广泛推广。

24资料来源：华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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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VS3与AVS2编码效率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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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视频编转码产业——国产标准崛起

 不同编解码标准对应的硬件支持不尽相同，核心便是芯片IC的设计。

2006年编解码芯片国内的出货占比中国产芯片只有1%左右，TI半导体巨

头占领了中国几乎一半市场。不占据先发优势，国产视频编解码芯片技术

的不成熟是制约国产编解码标准发展和推广的主要因素。

 目前，华为海思与美国安霸、日本的索喜在视频编解码领域形成了三国鼎

立局面，2016年编解码芯片国内的出货占比中国市场国产芯片的占比提

升到60%左右，海思占领了国内一半以上市场。目前，华为海思、晨星

等芯片厂商均研发并推出了AVS2的编解码芯片。

 随着国产芯片厂家参与到视频编解码芯片设计大军中，推动了行业芯片价

格降低。同时，国内厂家海思因为其成本控制原因，价格有很大优势，从

而倒逼国家巨头不得不下调出货价。受益于芯片厂家的价格竞争，下游的

编解码芯片应用厂家得以迅速发展。

 下一代编码标准之争：未来，如若支持超高清8K的国产AVS3编码标准率

先发布，同时搭载国产编码芯片，视频编码标准的格局有望发生剧变。视

频编码标准国产化替代、AVS标准国际化进程有望加速。

25资料来源：《半导体行业观察》（公众号）、华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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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技术及三维声标准03

http://ipoipo.cn/


3.1 三维声简介：依赖于音频处理渲染和扬声器布局

图：三维声声场示意图

 环绕声是指在声音重现中实现原信号中各声源点的重现，使听众(欣赏者)感觉被周围各种声音包围，能够感受各个方向声音。我们现在较常听到的

环绕音响或是surround sound是5.1声道以及更加复杂的7.1声道。

 三维声依赖于音箱阵列或耳机为听众创造具有三维空间感、方位感的声音影像，使听众在虚拟的场景中准确地判断出声源位置，获得与人们在真

实世界中相似的听觉感受的声音系统。

 三维声音频主要是根据人耳对声音信号的感知特性，使用信号处理的方法对到达两耳的声音信号进行模拟，以重建复杂的空间声场，把两个耳朵

接收到的声音尽可能准确地模拟出来。

 三维声技术是否能够提供沉浸式音效，很大程度依赖于音频处理渲染与终端扬声器布局。对于不同的终端设备与应用场景，相应的音频处理和扬

声器设置存在区别。

图：5.1声道
前面有三个声道，后面有两个。像
Dolby Digital，SDDS，DTS及Pro 

Logic II都是常见的5.1声道音效系
统。

图：7.1声道
每个方向都增加喇叭，利用
增加喇叭数目增加声音播放
的精确性。

27资料来源：《DTS、杜比多声道环绕声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华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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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杜比Dolby Atmos：最多同时发送128个声音对象，声音细节丰富

28

 Dolby Atmos（杜比全景声）由美国杜比实验室研发。Dolby Atmos最多可同时发送128个声音对象，同时通过渲染器在最多64个通道中重放。

Dolby Atmos的声场重建原理为“基于心理声学加空间声学”，优点在于对声场的还原度更高，声音对象定位更加准确，声源移动更加连贯。

 在扬声器布局上，Dolby Atmos在原有的5.1或7.1环绕声系统的基础上，添加了顶层环绕声，组成了双层扬声器系统，并且为了使声音对象定位

更加准确还添加了多只环绕声音箱，结合影片内容，呈现出动态的声音效果，更真实的营造出由远及近的音效；配合顶棚加设音箱，实现声场包

围，展现更多声音细节，提升观众的观影感受。

图：杜比声场重建 图：杜比全景声扬声器布置

资料来源：新视听智能科技（公众号）、华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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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杜比Dolby Atmos应用场景：走入家庭影院，布局移动设备配置

29

 商业影院

• 我国内各大城市均已有影厅升级为杜比全景声配置;采用该技术制作的影片也已上映。

• 全球配置杜比全景声的影院越来越多，为用户带来越来越好的观影体验。

 家庭影院

• 凭借最高多达 64 个独立的扬声器输出，可轻松适应任意规模的影院。

• 高级杜比编解码器和先进的渲染流程可调节并将影院体验带入家庭影院，无论是七个扬声器还是

多达 34 个，均可完美重现电影制作者的意图。

 移动设备

• 设备上的杜比全景声渲染器可获取为影院所创建的音频对象的空间信息，并在三维空间内通过耳

机对其进行渲染。通过将基于对象的音频与双耳耳机渲染功能相结合（依赖于外耳和肩部提示），

重现自然音效体验。目前杜比已与OPPO达成合作协议，未来将进一步开展业务。

• 2020年2月24日，realme X50 Pro全球发布搭载杜比全景声，全面升级手机音质。

 兼容性

• 杜比全景声 (Dolby Atmos) 节目完全支持在传统立体声以及 5.1 和 7.1 声道系统上进行回放。

图：杜比家庭影院扬声器布置

图：杜比影院扬声器布置

资料来源：杜比官网、新视听智能科技（公众号）、华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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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杜比Dolby Atmos收入情况：市场份额大，专利收入稳定

30数据来源：杜比实验室公开公告，华西证券研究所

 截至2019年，Dolby Atmos占据了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市场，

配备了Dolby Atmos的银幕数量已突破了3000块，使用

Dolby Atmos制作的影片超过了700部，超过了150家的混

音机构支持Dolby Atmos，其发展速度令其他品牌的三维

环绕声系统望尘莫及。

 此外Dolby Atmos还推出了面向家庭和移动端的产品，众

多家庭影院、笔记本电脑、手机都使用了Dolby Atmos技

术，加速Dolby Atmos的普及。根据杜比2019年年报披露，

其营业收入为88亿元，其中，授权费收入78亿元，产品和

服务收入10亿元。但高昂的造价以及技术专利费用使得其

他很多研究中心都在致力于研究出其他的三维声产品。

图：杜比实验室各类产品配置结构

图：杜比实验室收入结构

图：杜比实验室研发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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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念：Auro-3D三维声，是早在2005年就宣告创立的环绕声新技术，Auro-3D在5.1和7.1声道原有的基础上加入上方环绕声道以及天花环绕声道，

从而组成三层式环绕声音箱的布局，而这些上层环绕声道能够令我们的大脑产生一个自然的三维空间声音体验，从而达到3D环绕声音响效果的目

的。

3.3.1 Auro 3D ：三层环绕声音布局，产生三维空间体验

31

 三层环绕声音场布局的方式与特点

 下层环绕声场布局：这一层主要是覆盖水平面方向的所有声音细节，包括了电影声

效当中的人声对白细节。此层中的所有音箱都需要放置在入耳高度，包括了环绕与

后环绕音箱.

 中层上方声场布局：这层是整个Auro-3D系统的关键所在，主要是呈现水平面往上

30-40°的环境反射声，以提升整个声源的位置感并增强上方声场的包围感。不仅可

以令聆听者听到更多的环境声音细节，更能把握声音的高度信息，呈现出更加真实

的声音。

 上层上方声场布局：这一层在整个Auro-3D系统之中被称为上帝之声（Voice of 

God），可以由一只或一个阵列的音箱组成，它对于上方声场细节过渡的把握是重

要的，当要呈现一架飞机从上空飞过的声音，上层上方声场就能起到桥梁过渡的作

用，将飞机飞行的声音从一方的上空传递至另一方。

图：三层环绕声音布局

图：Auro 3D对5.1/7.1的发展

资料来源：读览天下、华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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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Auro 3D 应用：布局影院、游戏、移动设备、车载音响

32

 在电子游戏环绕声开发方面，Auro Technologies通过与著名游戏音效开发商Audio Kinetic的合作，将Auro-3D引入到Audio Kinetic行业-领先的Wwise系

列软件中，使游戏开发商可以打造出身临其境的逼真游戏音效体验。

 在便携式移动音频设备方面，Auro Technologies则推出了专属的c音频增强APP应用程序，可以用在苹果旗下的一系列产品之中，包括了iPhone、iPad

与iPod Touch，能够大幅度提升MP3与AAC音频文件所呈现的声音深度与解析力。

 车载音响方面是Auro-3D发展的重要方向，在国内外的众多大型展会上都看到了Auro-3D技术应用在豪华轿车当中的实例，毕竟对于汽车这样的超小型

空间而言，要实现逼真的音场必须依靠先进的声音优化与均衡调整技术。

 自Auro-3D正式投放于电影院市场以来，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在欧洲市场就已经有不少基于Auro-3D的电影上映，包括了《Lucy》《The Hunger 

Games：Mockingjay-Part1》《TheExpendables3》《Teenage Mutant Ninja Turtles》等。

图：Auro 3D应用场景

资料来源：Auro—3D官网、华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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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比属于声音对象为核心的环绕声格式， Auro 3D则以传统声道为核心。Dolby Atmos强调的是能够细致地呈现整个声音空间之中每一点物体的声

音变化，而Auro-3D则是通过在原有5.1或7.1声道环绕声系统基础上加入上方环绕声场布局及头顶声场布局，有效地提升整个声音空间的立体感，还

原一个真实的声音体现。

 因此，音箱的数量对于DolbyAtmos系统来说是敏感的，整个房间之中所布置的音箱数量越多，就能呈现出更多的声音细节与变化，但是对于Auro-

3D而言，第一层上方声场仅仅是通过反射声来制造更佳的包围感，并不会太过注重音箱的数量。而增加音箱仅仅了增加了声场的覆盖面积而已，并

不会增加上方声场的声音细节。

 基本上，除了Dolby Atmos之外的环绕声系统都属于声道式技术，主要采用5.1、7.1或9.1的方式。这种以声道为基础的环绕声系统有一个明显的缺

点，就是不管系统中的每个声道采用多少个扬声器，它们所发出的声音都是一样的，并不会因为扬声器的数量增加而提升整个空间声音的细节量。

声道式系统要增加声音细节，就必须增加更多的声道，但却会明显增加声音信号容量的大小，不利于传输与存储。

3.4.1 杜比和Auro 3D对比：杜比声道细节强，Auro-3D依靠上层声场

33资料来源：影音中国、华西证券研究所

图：Auro 3D 图：Dolby Atm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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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ro-3D扬声器易于安装：相比需要内置扬声器的其他格式而言，Auro-3D更容易安装。与常规7.1设置相比，Auro9.1更易于安装，因为墙角扬

声器上方总归会有空间。Auro-3D环绕声系统主要是在5.1系统的基础上进行扩展的，整个音箱系统的构建并不复杂，而且并不要求用户一定要在

天花上安装音箱，大大减低了现有系统升级的难度。

 Auro-3D沉浸感更强、更自然：由于将突破性技术和可伸缩扬声器布局（小到大型房间）结合在一起，Auro-3D能以最有效的方式获得最自然的

声音再现效果。Auro3D环绕声技术则在原有的5.1或7.1的基础上加入上方环绕声道以及天花环绕声道，从而组成三层式环绕声音箱的布局,而这些

上层环绕声道能够令我们的大脑产生一个自然的三维空间声音体验，从而达到3D环绕声音响效果的目的。

3.4.2 Auro 3D 便于安装，三层环绕音响产生自然沉浸感

34资料来源：影音中国、华西证券研究所

图：Auro 3D示意图

http://ipoipo.cn/


3.5 国际三维声标准：各国都出台了相关应用场景的三维声标准

35

 在国际上，各个国家、各个广播电视相关组织，都出台了三维声的相关标准以规范三维声的扬声器布局、元数据信息等方面的具体参数要求，

目前有由ITU国际电信联盟、ATSC美国高级电视业务顾问委员会、ISO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的在多种听音环境下三维声音频信号的有效传输以及

三维声音频回放渲染的技术规范，支持的回放环境包括三维声家庭影院、22.2多声道音频系统、汽车娱乐系统、耳机回放（笔记本或智能手机）

等。

ISO国际标准

化组织

三维声的标准

ITU国际电

信联盟

ATSC美国高级电视
业务顾问委员会

规定了高级音响系统
在广播电视领域中的
音频数据和元数据信
息传输及交换要求，
以及声音内容及扬声

器布局。

ATSC3.0音频是美国高级电视业务顾问委员
会定义的多重下一代音频系统，是广播电视
系统的沉浸式和个性化音频。ATSC出台的一
系列三维声标准，规定了下一代音频系统的
通用框架，将MPEG-H音频系统指定为
ATSC3.0音频系统的标准之一，并规定了该
系统用于ATSC3.0广播发送的技术要求。

规定了在多种听音环境下三
维声音频信号的有效传输以
及三维声音频回放渲染的技
术规范。支持的回放环境包
括三维声家庭影院、22.2多
声道音频系统、汽车娱乐系
统、耳机回放（笔记本或智

能手机）等。

资料来源：《三维声(3D Audio)音频技术方案与标准测试》、华西证券研究所

http://ipoipo.cn/


3.6 中国三维声标准：捷成与Fraunhofer IIS制定，利于节约专利费用

36
资料来源：流媒体网，华西证券研究所

图 ：中国三维声标准征集制定历程

 中国三维声标准（草案），是由捷成牵头，与国外Fraunhofer IIS等技术公司合作制定的。编解码、传输部分技术专利由Fraunhofer IIS持有

并提供；制作、渲染部分技术专利由捷成方面持有并提供，标准采用的是Auro 3D三维声技术，历时三年该标准现已至最终颁布的环节。

 中国三维声标准通过后将极大提升我国三维声产品研发的自主性，节省受制于国外的大量专利支出。

http://ipoipo.cn/


3.7 我国三维声标准首先在广电设备上使用，完整链路已配置成功

37资料来源：电子工程专题、华西证券研究所

图： 捷成世纪与Fraunhofer IIS为中国3D音频标准定义的解码器

 目前，三维声标准首先在广电设备上进行配置使用。2018年，基于MPEG-H音频系统的中国三维声标准草案完成，在广电系统中的实时全
链路验证性测试工作，目前中国三维声行业标准草案制播技术全链路已打通，参考运行系统也已完备。此标准将使得未来的三维声音频编码
得到新的发展，将为各终端制作三维声音频、传输音频、解码音频、应用扬声设备创造先机。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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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5G赋能三维声音频传输，终端设备多样化
 随着5G产业的不断普及，大数据时代的高效、高速的数据传输效率成为人们普遍的需求，在三维声音频的传输上也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如果

三维声文件传输速度能够得到保证，5G的成本降低将能够使得应用三维声的消费终端大大受益。同时随着未来三维声制作设备、传输设备、

解码设备、播放设备的不断完善发展，三维声也将应用于更多的终端，从节目直播、超高清视频、商业影院、三维声家庭影院，到VR头显、

手机等便携式移动音频设备、汽车音响、电子游戏等都将受益于三维声，实现用户体验的进一步升级。目前，广电、手机厂商、VR公司都在

积极地布局相关链条。

 就商业影院看来，三维声已经投放于电影院市场，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在欧洲市场就已经有不少基于Auro-3D的电影上映，用户的观感体

验极大提高，吸引了很多消费者的观看。

 在车载音响方面是三维声发展的重要方向，在国内外的众多大型展会上都看到了三维声技术应用在豪华轿车当中的实例，但是对于汽车的超

小型空间而言，要实现逼真的音场必须依靠先进的声音优化与均衡调整技术，而如果要实现三维声在汽车音响的普及，必须要降低各相关成

本。未来随着消费者收入提高，在汽车方面的支出也将有望提高。

图：三维声应用场景

资料来源：Auro-3D官网、华西证券研究所

http://ipoipo.cn/


39资料来源：中关村在线、华西证券研究所

3.9 三维声与超高清配套升级，刺激新一轮的消费需求
 超高清正处在蓬勃发展的阶段，未来市场空间预测达到四万亿，而超高清提升的用户体验也需要三维声的配套参与。并且供给很大程度上也

决定了需求，厂商如果视觉上实现了大屏端的超高清，在听觉上同时实现沉浸式音效将会刺激消费者的需求。目前中国家庭智能大屏在一二

线城市用户渗透程度已经超过70%，随着三网融合的开展，数字电视、IPTV与OTT的内容不断丰富，在大屏上观看电视的需求也将不断增

加。

 过去只有影院有使用三维声的需求与成本空间，但未来有望迎来家庭影院的普及期，随着人们的文化水平不断提高，对精神充实与艺术享受

的追求更强烈，这表现在对生活水平的提高上，这也是三维声配置C端的市场机会，各设备制造厂商、专利收取方都将受益于此。如果未来

宏观经济上行，将有利于消费端的支出。
图：家庭影院产品

http://ipoipo.cn/


3.10 目前的主要的三维声品牌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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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种三维环绕声技术都有自己的优势，比如Dolby Atmos声场还原度高，市场占比大，应用广泛；Auro-3D与传统环绕声系统兼容性好；

DTS:X对扬声器的配置要求没有限制，并且拥有优质无损音质技术；中国多维声实现难度低，造价便宜；WANOS全景声编码技术先进，未来应

用广泛。

表：各品牌三维声对比

品牌 Dolby Atmos Auro 3D DTS:X WANOS 中国多维声

声场重建
心理声学+空间

声学
心理声学 心理声学

心理声学+空间
声学

心理声学

扬声器构架 双层 三层 四层 双层 双层
扬声器数量 中 中 少 多 多

声床配置 5.1/7.1 5.1/7.1
2.0/2.1/3.1/5.1

等没有标准限制
5.1/7.1/22.2等 13.1

制作工艺 声道+声音对象 声道 声音对象 声道+声音对象 声道

兼容性 强 强 强 强 强
上变换功能 无 有 有 有 有
升级成本 高 中 低 低 中

市场占有率 高 中 中 低 低

应用场景
先影院使用，后

向家庭发展
影院/家庭

先家庭使用，后
向影院发展

影院 影院

资料来源：《探讨“中国多维声”在电视广播中的应用》 、华西证券研究所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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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HDR技术及其标准

http://ipoipo.cn/


4.1.1 HDR相关概念：亮度、色域、位深三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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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5G时代的来临，超高清视频产业迎来了快速发展，衡量视频画质，有五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分辨率、色深、色域、动态范围以及帧
率。相较于动态范围，其他四个维度的技术已经发展得足够成熟，而SDR标准50年来都没有迎来革新，直至HDR的出现才迎来了转机。

要素 简介 标准与图示

亮度
人眼从一个方向观察光源，在这个方向上的光强与人眼所“见到”的光源面积之比，定义为该光源单位的亮度，即单位投影面积上的发光强度。
尼特（nit）是亮度的单位。

色域

人眼可见的色彩包含数百万种
颜色，但扫描仪、显示器和彩
色打印机等显色设备只能产生
（重现）其中的一部分颜色
（色彩子集），这个"子集"称
为色域。

Rec.709是由国际电信联盟（ITU）在1990年发布的高清
数字视频标准，是被绝大多数视频设备厂商接受的一种
标准。Rec.709 也是 SDR（Standard Dynamic Range，
标准动态范围）所使用的标准。

BT.2020 的全称为 ITU-R Recommendation BT.2020，
同样也是由 ITU 发布的标准之一。该标准拥有更宽广的
色彩空间，是 HDR（High Dynamic Range，高动态范
围）所使用的标准。

位深

计算机在记录数字图像的颜色
时，每种颜色需要用一定的位
（bit）数来表示。“位”数越
多，图像的色彩显示就会越丰
富。现在使用的图片绝大部分
都是8bit深的真彩图，由于有
RGB三个颜色通道，256 ^ 3 
= 16777216，每个像素可以
表示出约1677万种颜色。

自然中的颜色是连续的，计算机中的颜色点是离散的。所以设备显示的图片颜色，是在一定的波长段内，寻
找有限个点进行近似地颜色表示。bit数越大，层次越多，切割越细，色彩过渡就会越均匀流畅。反之图像中
存在比较明显的色块、色彩跳跃现象。

左侧色彩过渡均匀流畅
右侧色彩过渡有明显断层

资料来源：黎小白（知乎）、华西证券研究所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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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DR（Standard Dynamic Range，标准动态范围） 是被目前主流电视、显示器所接受的 Rec.709 标准，SDR 的亮度范围在 0.117nits -

100nits 之间，色彩空间也仅支持到Rec.709。

 HDR（High-Dynamic Range，称高动态范围图像），相比普通的图像，可以提供更多的动态范围和图像细节。

图：花瓣特写图 图：SDR和HDR画面对比图

 同样的画面，在SDR下是在1到100之间用间距为1的点连接起来的曲线。在
HDR下就是在1到1000之间用间距远小于1的点连接起来的曲线。后者能够
更好的表现图像当中光线和颜色的渐变和层次。HDR细节更多是来自更多的
明暗变化层次带来的对更多细微变化的变现，而不是简单的把暗部的亮度提
高。

 在黄色花瓣部分最高亮度达到了 14700nits，一般的 SDR 标准显示器没有办法
完美还原这一亮度的。自然界比目前蓝光、影院再现的视频拥有更广的亮度范围，
为了完美还原这些亮度，HDR 标准就应运而生了，HDR的峰值亮度可变，
500nits - 10000nits，色域为Rec.2020。可见 HDR 显示具有更高的亮度和更
广的色彩范围以及更高的色深。

4.1.2 HDR相关概念：HDR相比SDR具有更高亮度与更广色域

资料来源：如云般飘过（知乎）、华西证券研究所

http://ipoipo.cn/


4.2.1 HDR技术介绍：HDR须片源、解码芯片和播放设备同时符合标准

 HDR技术包含两个重要方面，第一个是内容制作，第二个是分发与显示。这两方面HDR技术与传统电视技术都存在差异。HDR同时需要软件和硬件的支持，需要

HDR数据源（HDR片源或者HDR游戏），以及显卡、视频线、显示器都要支持相关的标准。

 内容制作方面：传统的摄影设备的曝光度有六阶，现在的专业HDR摄影设备已经具有14阶的曝光度（例如电影摄影设备），普通的民用HDR摄影设备也普遍具有8-

10阶的曝光度。这就使得HDR视频源具有更好的细节表现能力。

 内容分发方面：由于HDR视频的bit深度要大于传统视频，因此HDR技术通常需要更宽的传输带宽或更优质的传输通道。

 内容显示方面： 第一，HDR显示器能够显示更多的颜色信息，更多的图像细节，画面的明暗对比度得到全方位的提升。第二，HDR让显示色彩空间更广。以BT.2020

色彩空间作为超高清蓝光的标准之一，它覆盖了CIE 1931色彩空间的75.8%，而普通蓝光标准使用的是BT.709色彩空间，它仅覆盖了CIE 1931色彩空间的35.6%，即

BT.2020色彩空间为BT.709的212.9%，可以为用户带来更具层次感的画面以及更多平时看不到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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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非HDR和HDR画面对比图

资料来源：如云般飘过（知乎）、华西证券研究所

http://ipoipo.cn/


 LCD与OLED差异比较，发光原理不同。LCD屏幕即液晶显示屏，显示原理是在两个玻璃板之间加入了液晶、偏光片等材料，电流通过该液

体时会使水晶重新排列，然后用背光照射就显示出了不同的颜色。而OLED也是市面上使用较广的屏幕，自己本身能发光，采用非常薄的有

机材料图层和玻璃基板，当有电流通过时，这些有机材料就会发光。

 优点。LCD屏幕优点是成像自然、耗电量低、辐射低。OLED屏色彩鲜艳、响应速度好、更薄，属于柔性屏。因其简单的结构处理，可以做

曲面屏、折叠屏；甚至做屏下指纹、屏下摄像头。

 缺点。LCD屏幕因为自身的显示原理，其对比度很难做高。相对于LCD屏幕，OLED的黑色区域不发光，对比度高，但这种高的对比度对眼

睛是有伤害的。OLED屏幕还存在“闪屏”的问题，屏幕亮度越低，频闪越严重，对人眼有害。OLED屏幕在低电压情况下还会出现显示不均

匀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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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LCD与OLED结构对比图

4.2.2 HDR技术介绍：LCD与OLED显示屏各有优劣

资料来源：数码密探、华西证券研究所

http://ipoipo.cn/


4.2.3 HDR技术介绍：显示器有严格亮度、色域要求

 并不是所有显示器都能匹配HDR，实现HDR对显示器有严格的要求。首先是亮度要求，显示器的峰值亮度≥1000nit，最低亮度≤0.05nit，

相应的对比度≥20000:1。高亮度带来更丰富的色彩，极低的亮度则呈现更深邃的黑色。

 其次是色域空间要求，对于显示器来说，覆盖的色域空间越大，显示器能够显示的色彩范围就越广，HDR技术表现出来的色彩层次就越丰富。

比如说在同一幅画面中，最暗的像素亮度为2nit，最亮的像素亮度为9890nit，在HDR显示器上我们就能看到非常清晰的暗部细节与高光细

节，但对于SDR显示器来说，它的最低亮度达不到2nit，最高亮度也达不到9890nit，那么我们只能看到一团黑或是一团亮，许多细节都无

法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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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HDR和SDR显示范围

资料来源：数码密探、华西证券研究所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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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LG是为了兼容传统SDR电视而设计的，是由英国 BBC 和日本 NHK 联合开发，

为的就是简化 HDR 技术，但是仍对SDR有所改进，适应性更强，更加便于推广。

 在BT.2100的标准中建议HLG的显示峰值亮度是SDR（BT.709）的10倍（1000尼

特），这个层次的亮度无法再现被摄景物的绝对亮度，只能再现被摄景物的相对亮

度。

 HLG体系只规定了制作监视器的峰值亮度，当电视的峰值亮度与制作监视器相同

时电视观众看到的图像与现场导演或调色师制作时看到的图像相近，就可以得到最

好的图像质量。

表：HLG和PQ体系包含标准

 PQ（Perceptual Quantizer感知量化）是由杜比设立的HDR转换方式，本质

是将亮度等级以绝对的数值进行记录，再现被拍摄的景物。

 再现绝对亮度的条件是显示器件的显示亮度必须与拍摄场景的实际亮度相同。

PQ定义的最高峰值显示亮度为10000尼特，是HLG的10倍，SDR标准的100

倍。

 但在这个标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显示器件的性能很难实现，要求终端显示设

备的峰值一定要和制作的监视器亮度相同。受限于硬件限制，PQ在目前而言

只能在一定亮度范围内再现绝对亮度。

4.3.1 HDR相关标准：HLG与PQ为两种HDR标准体系

HDR10 HDR10+ 杜比视界 HLG SL-HDR1

执照 开放标准 免版税 专有格式 免版税 专有格式

开发人员 CTA 三星 杜比 英国广播公司/日本广播公司 ST/Phillips/Technicolor

特别提款权的主要改进 扩展整个动态范围 增加动态范围：强调亮点 扩展整个动态范围

元数据 静态的 动态 N/A 静态与动态

向后兼容SDR电视 没有 是

标准体系 PQ HLG

资料来源：CSDN、华西证券研究所

http://ipoipo.cn/


4.3.2 电视领域标准介绍：杜比世界画质精确度高，HDR10节省专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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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电视领域，HDR有Dolby Vision（杜比视界）、HDR10、HDR10+三项标准。

 杜比世界为整套的解决方案，画质精美 , 但是专利费高；HDR10性价比最高，应用最广泛。

 HDR10+有杜比视界同样的优质画面，并且跟HDR10一样是一个开源标准，不需要支付授权费。

HDR10+

HDR三项标准

HDR10 Dolby Vision

（杜比视界）

HDR10是目前最常见的，同时也
是一个开放的HDR标准。HDR10

是Samsung、SONY、LG等为了
节约支付Dolby的专利费，加强自
身对产品的控制权而开发的，其
被广泛应用于HDR流媒体、电视
机、超高清蓝光光盘、播放器等
领域。

三星和亚马逊联合宣布了一种名
为HDR10+的新型高动态范围技
术，改进了HDR10行业的标准。
HDR10+包括动态色调映射、
HDR10的向后兼容功能与基于开
放标准的免费使用策略。每一帧
都有自己的一组颜色、亮度和对
比度参数，这使得图像看起来更
加真实。

Dolby Vision是由美国杜比实验室
推出的一项影像画质技术。Dolby

Vision是整套的解决方案，硬件解
决方案先进，通过逐帧渲染的方式
获得了更好的还原精确度，提升视
频信号保真度，Dolby Vision是一
种高质量的HDR标准，使用杜比世
界须支付配套的专利费用。Dolby

Vision目前还只能通过Netf l ix，
VUDU和Amazon在线流媒体欣赏。

资料来源：CSDN、华西证券研究所

http://ipoipo.cn/


4.4 电视领域标准介绍：多种标准并存，兼容是未来趋势

 竞争：

 Dolby Vision HDR格式在家庭娱乐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目前支持的设备也不少，并且

阵营中拥有苹果、亚马逊、谷歌、LG、Netflix、索尼、以及除二十世纪福克斯以外的所

有好莱坞主流制片厂。

 HDR10性价比高，能够包揽要求不高，节省成本的客户市场；自去年三星与松下、20世

纪福克斯启动HDR10+标志认证项目以来，已有81家公司加入，影响力加大。随着海信

等电视机制造商在中国获得HDR10+认证，HDR10+联盟有望进一步扩大。

 合作：

 HDR格式并不相互排斥。2019年，松下推出的旗舰产品GZ2000 OLED电视和4K蓝光播

放器同时支持了HDR10+和杜比视界，是世界首款同时支持这两项标准的电视，另外包

括GZ1500、GZ950、GZ920、GZ800和GX700等电视型号都内置了HDR10+标准。

 这一举措意味着用户的4K内容库将不再只受支持一种HDR格式的限制。电影制作方可以

发行同时支持HDR10、HDR10+和杜比视界等多个格式的蓝光光盘。

49

杜比视界 HDR 10 HDR 10+

专利授权费 收费 免费 免费

处理方式 基于动态元数据 基于静态元数据 基于动态元数据

设备性能要求 高 相对低 相对低

色深 12bit  10 bit 10 bit

开源性 不开源 开源 开源

支持的亮度 最高10000尼特 最高1000尼特 最高4000尼特

色域
宽色域<2020色

彩空间
宽色域Rec2020

色彩空间
宽色域Rec2020

色彩空间

图像传输 SMPTE ST 2084
SMPTE ST 

2084
SMPTE ST 2084

表：杜比世界、HDR 10、HDR 10+比较

资料来源：CSDN、华西证券研究所

http://ipoipo.cn/


4.5.1 显示器领域标准介绍：Display HDR为优质认证

50资料来源：快科技、华西证券研究所

Display HDR 最小峰值亮度（nit） 最大黑电平亮度（nit） 位深 色域要求
典型的调光

技术
最大背光调整延迟

（帧）

400 400 0.4 8bit 95%的BT.709 区级 8

600 600 0.1 10bit
99%的BT.709及
90%的DCI-P3

区级 8

1000 1000 0.05 10bit
99%的BT.709及
90%的DCI-P3

区级 8

 在显示器领域，2017年，视频电子标准协会（VESA）针对PC显示器推出了首个HDR标准——Display HDR 1.0标准。Display HDR 1.0标准定义了

3种级别：Display HDR 400、Display HDR 600、Display HDR 1000。下表为Display HDR 1.0的标准摘要。

 VESA 在2019年9月已更新到Display HDR 1.1版本，增加了Display HDR 1400标准，Display HDR 1400相比DisplayHDR1000在暗态标准上提高

了2.5倍，同时提高了350%的对比度，要求显示面板具备1400nit最高亮度,至少覆盖95% DCI-P3广色域、通过30分钟的900nit全屏亮度测试等。

表：Display HDR 1.0三种级别的标准比较

http://ipoipo.cn/


4.5.2 显示器领域HDR标准：规范化与兼容是未来趋势

51资料来源：快科技、华西证券研究所

当前市面上有HDR10、DisplayHDR、FreeSync2 HDR、G-Sync HDR等等配置的多种显示器。

HDR10是平价的标准选择、DisplayHDR是优质产品的认证、而FreeSync流畅画面的代名词、G-Sync HDR是高端线的产品选择。

多种选择对用户来说是较为有利的， 但是多种标准也会造成产品乱象丛生的局面，行业未来市场仍然需要对标准进行规范，也只有整套规范化的

HDR解决方案才能够加速行业生产效率，未来显示器兼容HDR格式也是行业的重要出路。

表：显示器领域的HDR标准

种类 HDR10 DisplayHDR FreeSync2 HDR G-Sync HDR

介绍 HDR10标准的显示器价格
较低，但画质效果一般，
在同类HDR标准（Dolby 

Vision、HLG）是规格较
低的。现有显示器实现
HDR不难，但HDR10未对
其他规格进行要求，必然
会导致显示器规格的混乱
从而影响使用体验。

即便是入门级
DisplayHDR400，市
面上只有15%的LCD显
示器达到要求，
DisplayHDR是高性能
的保证，其画面效果比
HDR10显示器好很多，
但相关产品的价格较贵。

凭着开放、免费的策略让FreeSync成
为了大多数电竞显示器标配的同步技
术，FreeSync2取消了HDR内容传输
到显示器时的额外的计算过程，降低
HDR画面转换带来的延迟画面更加流
畅。2018年6月，更名为FreeSync2 

HDR后，Freesync 2 HDR最低标准从
DisplayHDR400提升到
DisplayHDR600

NVIDIA推出的G-Sync HDR也是让
用户能够拥有流畅HDR游戏体验的
标准。不过G-Sync HDR对显示器
的要求极高，不仅要拥有144Hz刷
新率的4K面板还要达到
DisplayHDR1000认证，支持这一
标准的产品价格极其高昂。

http://ipoipo.cn/


4.6.1 中国HDR标准进展：编码体系基于AVS2，重点解决色彩适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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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综合工信部三所调研过的结果和国际产业界的共识将电视机的显示能力定在1000尼特以上，LCD至少应低于0.02，达到100000:1， 1000

尼特是LCD显示器的基准线。

 根据政府要求，中国采用基于AVS2的编码体系。考虑到国内海外节目的互联网服务，中国HDR标准考虑在ITU-T T.35的体制下适配HEVC编码

体系。

资料来源：流媒体网、华西证券研究所

参数 要求

LCD能力要求
最高亮度≥ 1000nit，最低亮度≤ 0.01nit

OLED能力要求 最高亮度≥ 540nit，最低亮度≤ 0.0005nit

曲线 支持 PQ、HLG

色域 BT.2020

位深 10bit

编码方式 AVS2

表：HDR标准技术基本需求
 中国HDR标准重点要解决的是“Tone Mapping”，即色调适配，

如何能让电视机正确显示。这里不止HDR到HDR，更重要的是

HDR到near HDR。如果电视机不支持HDR，要解决HDR到

SDR如何正确显示。

 各国在传输方面考虑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SDR+Metadata，做完HDR，传输变成SDR，来

节省传输的码率和传输带宽，在终端再根据metadata和SDR图像

重新渲染成HDR。一般来讲，HDR图像在统计上至少比SDR图像

高出20%的信息量。

 第二阶段就是HDR+Metadata，HDR做完就直接传输HDR。

http://ipoipo.cn/


4.6.2 中国HDR标准：完成中国标准HDR草案，提高国内研发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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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工信部和总局要求，2016年开始规划HDR相关的需求，5月召开启动会，发布《HDR技术需求草案》《HDR测试方案草案》《工作章程》

《IPR政策草案》4份文件，6月定稿并面向全球启动提案征集。

 在方案征集上，HDR的解决方案集中在几家，一个是北美阵营（杜比），第二个欧洲阵营（飞利浦和特艺），国内有华为；建议书方面有索尼、

三星、华星光电。

 在标准制定的过程中，全球面向HDR的方案都已经收集，之后进行了专门的评估，并做了两轮的技术测试。现已完成中国标准HDR草案，提交

总局科技司走审批的相关程序。

 未来形成高质量的中国HDR标准将极大提高我国研发产品的自主性和产品优质性。

资料来源：慧聪广电网、华西证券研究所

图：HDR标准进展

http://ipoipo.cn/


4.7.1 HDR未来前景：HDR+4K成未来趋势，终端应用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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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K、8K对于终端的要求更高，HDR的作用是要让像素变得更加准确和丰富，无论是在2K、4K、8K分辨率的显示设备上，HDR可以让它们显

示出与不支持HDR的设备更好的显示效果。更优质的视音频体验，是未来发展趋势，将会普及至大众家庭。

 2016年是4K HDR元年，2017年是爆发年，Vizio、索尼、三星、松下、LG、TCL、创维、海信纷纷推出支持HDR功能的电视，海美迪、开博

尔、天猫魔盒等盒子厂商也推出了支持HDR解码的硬盘播放器/4K智能机顶盒。国内越来越多的电视品牌、投影厂商、机顶盒/播放器厂商都开

始着手HDR市场，从片源、硬件解码到软件优化、屏幕设备都进行了布局，未来在游戏、VR、超高清、手机、平板等行业都存在前景。

资料来源：搜狐、华西证券研究所

应用领域 发展情况

电视领域
C端的家用电视消费者仍面临4K HDR电视和智能电视之间的选择期。智能电视是可以连接到互联网并允许存储信息的电视机，而4K 

HDR电视的分辨率与视觉效果好于智能电视，但目前仍需要相关配套的内容才能使用。

显示领域
在经营视频游戏业务、VR体验、电竞或影院的B端客户方面，其购买能够提供最佳图像质量的电视机将能够吸引更多的顾客，HDR设

备将更好地服务。

手机领域
一部分手机已经支持HDR显示，在移动端，三星的新旗舰Galaxy S10和Galaxy S10+刚刚上市，它们成为了全球首款配备HDR10+认

证的4K HDR智能手机。华为、苹果等最新推出的手机型号都将支持HDR，而LG、三星、京东方已研发出柔性AMOLED显示屏幕，将

应用在即。与此同时，随着用户收看体验的日趋个性化和多样化，可能催生更具沉浸感的影院级沉浸式收看HDR家庭终端。

表：HDR各应用领域发展情况

http://ipoipo.cn/


4.7.2 HDR未来前景：5G网络传输兜底，推动超高清视觉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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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如果HDR能够应用于互联网内容，4K HDR视频将对传输带宽提出更高的要求。就4K、8K视频的传输速率已经至少为12-40Mbps、48-

160Mbps，4G网络远无法满足4K+HDR、8K+HDR视频传输对网络流量、存储空间和回传时延等技术指标要求。基于5G技术的输入传输设备，

利用其高带宽、低时延的优势，不仅可以实现4K HDR、8K HDR等超高清与高质量图像视频的实时传输及用户数据反馈，满足传统显示娱乐

及互动的需求，还可以拓展至大型赛事/ 活动/ 事件直播、远程现场实时展示等应用场景，实现更具现场感的视听体验。

 适合接受4K+HDR、8K+HDR信号的终端都需要建立兼容各种终端的自适应传送方案，而无疑基于5G网络的超高清视频业务具备更强的交互性，

5G网络传输对这种HDR内容源的传输、特种屏幕显示的视频信号、超高清节目的带宽都有很强的可用性，未来非常有可能实现网络内容的流畅

清晰同时享受的观影感受，推动新一轮的超高清视觉产业革命。

数据来源：搜狐、华西证券研究所

表：5G相对4G传输速率

速率 时速 连接数 移动性

4G 100Mbps 30-50ms 10000 350KM/h

5G 10Gbps 1ms 1000000 500KM/h

差距 100倍 30-50倍 100倍 1.5倍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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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受益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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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资料来源：当虹科技招股说明书，华西证券研究所

 公司十年深耕视频算法领域，累计丰富专利技术，在研项目聚焦行业痛点，有望充分

受益于超高清视频行业的发展。公司依托视频编转码、智能人像识别、全平台播放以

及视频云服务四项核心技术，提供智能视频解决方案与视频云服务产品，服务包括传

统媒体行业、新媒体行业、互联网视频行业以及公共安全行业的大视频行业。

 公司系中国数字音视频编解码技术标准工作组会员，是 4K 超高清实时编码器产品的

核心供应商；公司深度参与国产 AVS2 视频标准的产业化进程，是国内 AVS2 超高

清实时编码器的核心供应商。

表：当虹科技业务示意图

5.1.1 当虹科技：国内视频服务行业中高端编转码领域独角兽

 当虹科技是国内视频服务行业中高端编转码领域独角兽。国内转编码技术

领域的公司主要为系统集成商或数字电视系统提供商等，包括杭州当虹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数码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捷成世纪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市佳创视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当虹科技在编转码尤

其是中高端编转码、实时转码等产品上具备较强的竞争优势。

 当虹科技盈利能力属行业前列，各年软件产品的毛利率均领先竞争对手。

2018年，当虹科技实现营收2.04亿元，同比增长46.46%；归母净利润0.64

亿元，同比增长57.07%。2019上半年，公司实现营收0.78亿元；归母净利

润0.13亿元。

2016 2017 2018 2019H1

当虹科技
软件销售 79.59% 81.96% 79.98% 78.33%

外购第三方产品销售 25.20% 14.06% 23.76% 5.21%

数码科技
数字电视系统及服务 65.64% 64.77% 69.63% 76.34%

新媒体技术服务与应用 55.38% 37.74%

捷成股份 音视频整体解决方案 31.86% 30.16% 25.56% 33.12%

佳创视讯
系统软件产品 78.71% 66.00% 60.63%

系统集成设备 22.69% 14.56% 21.39% 23.46%

大恒科技 数字电视网络编辑及播放系统 53.71% 51.28% 47.82% 45.57%

表：国内转编码企业产品毛利率对比

http://ipoipo.cn/


指标 FPGA/ASIC架构 CPU架构 CPU+GPU架构

开发周期 时间长，成本高 时间短，成本低 时间稍长，成本较高

编码质量
一般，在高码率下尚可，随
着码率减小，画质明显下降

可以达到较高的画质，
不论是高码率还是低码

率

可以达到较高的画质，不
论是高码率还是低码率

可扩展性
功能相对固定，一旦定型，
基本不能再增加视频处理功

能

随时可加，通过升级软
件解决

随时可加，通过升级软件
解决

灵活性
一般按照路数固定，配置呆

板
CPU有众多的型号可供

选择

CPU和GPU有众多的不同
能力的型号可供选择，可

配置较优的机型

云平台支持 不能虚拟化 支持虚拟化 支持虚拟化

编码内核

一般集成现有的第三方编码
芯片完成，芯片为了达到性
能要求，一般都是裁剪掉一
些编码特性，尤其是对码率
非常有帮助的高复杂度特性

方案多且灵活，更换成
本低

方案多且灵活，更换成本
低

IPTV支持度
每款板卡能力固定，并发性

高
并发性一般 并发性极高

多屏业务支
持度

困难 支持，但并发性一般 支持，并发性很高

4K超高清支
持度

一般只提供编码功能，较难
集成更多能力

算力不足以支撑实现高
集成度的4K转码

可以实现高集成度的4K转
码

远程维护 不支持 支持 支持

58资料来源：当虹科技招股说明书，华西证券研究所

 CPU+GPU 视频编转码算法优势明显。当虹科技深度是国内

AVS2 超高清实时编码器的核心供应商。公司是全球少数几家

采用 CPU+GPU 视频编转码算法的企业之一，在视频编转码

技术上具备特有的低码率高画质处理能力，在保证安全性、稳

定性的同时为客户有效节约带宽成本和能源消耗。其产品采用

CUDA 通用并行计算架构，形成较强的 GPU 平行运算能力和

浮点运算能力，且支持超高清 HEVC 和 AVS2 编码格式，公

司正在研发对 AVS3 的支持。目前行业内深度采用CPU+GPU

架构的公司包括AWS Elemental和Telestream等公司。

 与上述采用CPU+GPU架构的厂家相比，作为本土企业，当虹

科技可从编转码向上游到卫星接收机、媒资系统，向下游至机

顶盒、移动端与国内厂家进行产品对接，在技术合作和互操作

性测试、本地化服务、性价比等方面均具有优势。

表：不同架构对比

5.1.2 当虹科技：国内视频服务行业中高端编转码领域独角兽

http://ipoipo.cn/


59资料来源：公司官网，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北京捷成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致力于音视频领域的信息技术创新，主要业务包括数字文化（新媒体版权运营、影视内容制作与发行）、数字技术

（音视频技术服务）和数字教育业务。公司主要产品包括媒体资产管理系统解决方案、高标清非编制作网解决方案、全台多元异构一体化网络解决方案和全台统一

监测与监控解决方案。其产品应用于中央电视台、上海文广等各级广播电台、电视台、有线电视网络公司，以及部队、新闻出版总署、国家气象局等多家行业用户。

 服务于体制内客户，主流项目经验丰富：公司的音视频技术业务主要的产品形态为软件，主要用于电视台的播控系统。音视频技术业务是公司的老本行，服务的客

户主要是广电客户和体制内的音视频厂商，以及部分民营音视频播放平台。产品涵盖电视台“内容采集、素材编辑、统一播出、媒资管理、数据存储”的全流程。

捷成曾参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台网系统、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电影频道节目高清制作系统、中国国际广播电视网络台节目服务平台等项目。

5.2.1 捷成股份：集数字技术、内容、教育于一体的新型文化产业集团

图：中国国际广播电视网络台节目服务平台

http://ipoipo.cn/


60资料来源：公司官网，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市场份额可观，受益于设备升级更换：2010年前后，广电行业开始了一轮标清转高清、数字化改造的设备升级更换潮，也为上游的设

备、技术供应商带来了一轮红利，公司作为广电行业客户的核心技术供应商，在这个时期盈利规模大幅增长，成功实现上市，并在之后

连续几年实现高速增长。

 加码研发超高清，产品优质屡次获奖：超高清时代来临之际，捷成股份作为广电行业核心的技术供应商，大力研发超高清技术。2018

年，捷成参与了央视首个4K超高清频道的建设。2019年下半年，相继中标央视多个4K项目，包括制作、央视4K超高清电视编码项目、

央视4K混合现实制作项目等多个4K项目。捷成股份设计承建的“中央电视台光华路办公区4K播出系统播出监控系统”荣获2019年度技

术创新优秀案例奖，捷成世纪音视频译配制作管理平台获得了BIRTV产品奖。

图：标清转高清时代捷成营业收入及增
速（单位：亿元）

图：标清转高清时代捷成归母净利润及
增速（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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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捷成超高清产品

5.2.2 捷成股份：集数字技术、内容、教育于一体的新型文化产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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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相关产品产量（单位：万台）

电脑 耳机
MP3/MP4/iPod/

录音笔
电视机 手机 平板电脑/MID 汽车 机顶盒 家用音响 智能家用电器 商用音频播放设备

2018 4219 3404 756 8330 14023 831 8147 7103 767 6545 1434

2019前11月 3842 2529 739 7773 11609 849 7596 6543 544 5343 946

数据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国产化势头强劲，三维声政策扶持可期：近年来，国家大力倡导技术自主自控，随着国产AVS编解码标

准相继成为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超高清视频配套的国产HDR和3D Audio标准所受到的政策扶持同样

可期，未来几年超高清将推动视频行业进入设备更换期，叠加技术标准国产化趋势，三维声标准在国内

受到大力推广应该属于大概率事件。

 牵头制定三维声标准，标准颁布指日可待：中国三维声标准（草案），是由捷成牵头，与国外

Fraunhofer IIS等技术公司合作制定的，基于捷成及其子公司Auro Technology的三维声对象渲染以及

双耳渲染器（技术）而成的中国三维声行业标准。编解码、传输部分技术专利由Fraunhofer IIS持有并

提供；制作、渲染部分技术专利由捷成方面持有并提供。历时三年该标准现已至最终颁布的环节。

 市场空间广阔，增量收入上亿元：中国三维声标准正式颁布后，将以更好的效果及更低的价格，实现进

口替代，广泛用于电脑、手机、平板电脑、机顶盒、汽车音响等发声器材上，保守估计未来我国国内每

年新生产音视频播放终端设备（PC、手机、电视机、机顶盒子、平板电脑、车载设备、VR设备等）数

量为5-10亿台。三维声标准专利未来有望为公司带来较为可观的增量收入，市场规模至少10亿元，预计

公司的专利费分成占比将在20%左右，三维声标准将给公司带来上亿元的增量收入。目前捷成已与两家

头部手机厂商洽谈，初步计划在技术应用成熟之后，尝试性应用于1到2个机型，未来将会大规模铺开，

图：3DAudio标准技术要求

5.2.3 捷成股份：集数字技术、内容、教育于一体的新型文化产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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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数码科技：广电行业深度供应商，多项行业指标指定参与者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Bloomberg，华西证券研究所

 北京数码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由清华科技园、北京歌华有线、湖南电广

传媒及公司核心团队发起成立,已服务于20余家国家级客户、34家省级以上客户、超100

家市级客户，是全球视频服务提供商。2010年4月,“数码视讯”股票在深交所挂牌上市。

 公司着力于电信科技业务，包括编转码、智能终端及软件系统，应用于电信行业IPTV平台

的视频源编码、转码设备、4K智能终端产品以及用户管理、广告、终端认证管理等软件系

统。以直销或合作运营的方式向电信运营商提供产品和服务。近年来，公司着力于

5G+4K/8K超高清视频相关的新技术产业化，先后在海内外投资多样高精尖技术，涉及

4K/8K超高清视频技术、VR/AR，5G背包，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硬件方面，公司具备完

善的视频编解码器和云视频平台，其4K编码器产品系列采用嵌入式架构，可支持H.265和

AVS2等最新编码标准。

 公司参与了多项行业标准制定，如AVS系列编码标准、DCAS标准、C-DOCSIS标准、

TVOS系统标准以及应急广播技术标准等。目前公司参与的行业标准制定还包括无线交互

广播电视标准、国际VSF（全IP基带信号传输协议组织）、《有线电视网络光纤到户系统

技术规范》等。

 2019年三季度报告显示，公司2019年前三季度实现营收7.01亿元，同比降低29.68%；归

母净利润0.6亿元，同比减少29.11%；扣非归母净利润0.56亿元，同比减少27.45%，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5.42亿元，同比增长397.30%。

图：数码科技电视系统服务收入（百万元）及增速

图：数码科技电视系统服务毛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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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京东方：全球LCD 面板龙头企业，规模效应带来成本优势

63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BOE）创立于1993 年，主营业务生产、销售TFT-LCD、AMOLED 显示面板及模组(LCM)，同时也积极发展移

动健康、数字医院、再生医学，整合健康园区资源等业务。

 目前公司已经成长成为全球LCD 面板龙头企业，2018 年京东方显示面板总体出货量保持全球第一，出货面积全球第二。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华西证券研究所

图：京东方收入及年增长率 图：行业重点公司毛利率比较

 十六年投资成就全球半导体显示龙头。

 公司目前共有11 条量产产线，1条即将量

产线，2 条在建产线，其中LCD 产线10

条，4 条6 代柔性AMOLED 产线。

 规模效应带来成本优势。

 面板行业是高投资、技术密集型的重资产

行业，具有明显的规模效应。规模效应下，

规模采购带来的议价能力可以有效降低原

材料成本。规模效应带来的成本优势使得

公司在2012 年至2018 年的毛利率均保持

行业领先位置。

http://ipoipo.cn/


 华兴源创是一家工业自动测试设备与整线系统解决方案的提供商。主要测

试产品用于LCD、柔性OLED、半导体、新能源汽车电子等行业的生产厂

家，以及为行业提供定制化的数据融合软件平台。

 受下游行业影响，公司近年收入波动明显。2016-2018年公司收入分别为

5.16、13.7、10.05亿元，波动很大，主要受下游3C行业影响。

 归母净利润方面，2016-2018年公司保持较稳定增长，由1.8亿元增至2.43

亿元，但2019前三季度下滑21.66%至1.83亿元，有所下滑的主要原因是

公司人员、研发技术投入、管理规模等因素导致营业成本和期间费用增长

较快。

 收入结构中，检测设备与检测治具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2018年分别占比

53.21%、38.61%，2017年分别占比75.62%、21.58%，2016年分别为

40.3%、54.35%；从历年结构变化来看，主要受到受下游行业波动影响，

公司检测设备收入规模存在较大波动，检测治具收入规模保持平稳增长。

5.5 华兴源创：LCD/OLED 检测设备、治具收入规模保持平稳增长

64

LCD/OLED 检测模组段检测设备、治具 半导体检测封测环节检测

新能源车检测 MCU IGBT 等检测 通讯编码器，公交调度终端

业务构成

图：华兴源创收入结构图：华兴源创收入及年增长率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华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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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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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风险提示

 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不及预期。我国政府对超高清视频产业的发展非常重视，目前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支撑行业发展。然而，超高清

视频产业的发展还需要诸多要素的支撑，包括网络传输层面的升级、视频内容制作水准的提升等等。

 超高清视频标准国产化进程不及预期。作为视频产业上游的基础环节，超高清视频标准的确立需要产业链上各方的利益博弈，超高清视频标

准实现国产化和国际化的道路上必将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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