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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文教授应邀在国际电信联合会 VICA 学术会议上报告
2005 年 7 月 22-23 日，国际电信联合会（ITU-T）在其总部所在地、瑞士日内瓦举行了
视频、图像编码与应用学术讨论会（VICA workshop）。本次研讨会邀请了国际电信联合会
ITU-T 的视频与图像编码领域专家、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的视频与图像编码领域专家、以及
国际上本领域的知名专家参加。受国际电信联合会的邀请，AVS 工作组组长高文教授在研讨
会作了题为“AVS - a project towards to an open and cost-efficient Chinese national
standard”的报告，解释了 AVS 如何处理专利问题，说明了 AVS 的特点与性能。会议代表对
AVS 知识产权政策的处理手法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普遍认为这是一种处理标准中专利问题的
成功尝试，可以为国际标准的制定提供参考。有些在本领域很有影响的专家甚至建议，H.265
可以考虑在 AVS 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工作。
本次会议的目的是研讨本领域未来视频、图像编码与应用的标准化的未来发展方向和如
何部署计划。会议按照全部大会发言方式组织。具体的 Session 内容包括：0、开幕式；1、
网络平台；2、应用；3、数字视频；4、图像编码；5、性能测试与评估；6、VICA 未来趋势。
有关本次会议详细信息可以从 http://www.itu.int/ITU-T/worksem/vica/index.html 获
得。

数字媒体计划(DMP)第七次会员大会召开
黄铁军博士出席并探讨 DRM 合作可行性
2005 年 7 月 20-22 日，数字媒体计划 DMP（Digital Media Project）第七次会员大会(GA07)
在德国弗朗霍夫协会 IIS 研究所举行。黄铁军博士作为 DMP 发起会员——中国科学院计算
技术研究所——的代表出席会议，并就 AVS DRM（数字版权管理）与 DMP 的结合等问题
进行了探讨。
DMP GA07 是 DMP 发展过程中较重要的一次会议。一方面，会议回顾了今年 5 月完成
并发布的《DMP 互操作 DRM 平台规范（The DMP Interoperable DRM Platform Specification）
：
一期》，这是一个面向便携设备（简称 PAV，实质上离线设备）的版权管理互操作规范。另
一方面，会议起草、讨论了《DMP 互操作 DRM 平台规范：二期》的规范草案，二期将把
一期规范扩展到支持固定设备（简称 SAV，实质指在线设备），准备于今年 10 月举行的 GA08
次会议完成，明年 1 月份的会议上对外发布。
DMP 的理想是建立支撑未来数字媒体时代的、能够互操作的数字版权管理基础设施，
其中“互操作性”是中心思想，也极具挑战性。
“互操作性”也是 AVS DRM 追求的重要目
标，在这方面 DMP 和 AVS DRM 具有“互通”的基础。目前 DMP 已经向实现理想迈进了
一大步，并希望得到 AVS 的支持，AVS DRM 下一步工作可以作为重点进行考虑。

关于 DMP（Digital Media Project）
2003 年 7 月，面对数字媒体商业模型浮现的迫切性，以 MPEG 大会主席 Leonardo
Chiariglione 为首的数字媒体专家发起了一个 Digital Media Manifesto 的民间运动，并发布了
一个 DMP 宣言，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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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媒体处于进退维谷的僵局阶段，导致发展速度减缓；
数字版权管理技术（DRM）是能够打破僵局的关键；
为了不使目前错综复杂的 DRM 问题乱上加乱，DRM 必须可互操作；
DRM 的互操作性需要标准支持；
DRM 需要应用于整个“媒体价值链”
DRM 影响个人、团体和社会使用内容的方式；
需要消除影响数字媒体商业模型的其它瓶颈。
经过历时 3 个多月的邮件交流后，建议成立一个非赢利的组织 DMP（Digital Media
Project, DMP），以推动持续成功的开发、布置和使用数字媒体为使命。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
研究所是 DMP 计划的首批发起单位之一，目前已经有 25 个单位和组织参与 DMP，DMP
也重视与其它标准化组织和工业论坛建立联盟，并且已经有相关联盟代表参加了各次 DMP
全体大会。
DMP 的使命任务概括起来有两项：数字技术是人类的财富，应该加以利用，增进媒体
内容创建者、终端用户和各种价值链上用户角色之间的关系；采用合适的接口来标准化一个
恰当的协议。
DMP 的基本思路是将政策措施和技术措施协调起来，克服目前 DRM 解决方案不能很
好满足商业用户以及对传统的用户权利和隐私造成约束的状况。
政策方面有四项措施：第一是保证数字环境下用户拥有和传统情况下一样的基本权利和
使用方法；第二是逐步淘汰模拟时代的残余；第三是扩大宽带网访问分布范围；第四是改进
标准的开发和使用。
技术方面的措施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建立端到端的互操作平台，为价值链上的不同角
色提供访问这个平台的能力，价值链上每个角色希望能自由地选择最适合自己的 DRM 技术
解决方案，而不是只能采用某一解决方案，否则就很难形成成功的媒体商业模式。第二是端
到端一致性的评估。价值链上每个角色需要核实其他角色依据规则进行的操作，因此需要在
在法律、商业和技术三个层面上进行一致性评估。

AVS 工作组参加海峡两岸信息产业技术标准论坛
7 月 5 日-6 日，海峡两岸信息产业技术标准论坛在北京饭店举行。本次论坛经国务院台
湾事务办公室批准，由信息产业部主办，台湾华聚基金会、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和中国电子
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共同承办。本论坛是海峡两岸信息产业界首次就技术标准进行的对话，
主要就 AVS、TD-SCDMA、移动存储和平板显示领域的技术标准问题进行交流，是海峡两岸信
息技术界一次难得的聚会。
会议由国台办常务副主任李炳才主持。台湾的华聚基金会董事长江丙坤与信息产业部副
部长蒋耀平分别致辞，祝大会圆满成功。先由华聚基金顾问庞建国、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秘
书长周宝信、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秘书长常利民分别做了开场报告，介绍了各自的
组织概况，随后进入论坛议题。
5 日先进行的是 AVS 论坛和 TD-SCDMA 论坛。AVS 论坛由 AVS 工作组组长高文教授和台湾
大学电机系教授陈宏铭共同主持，上午先由工作组组长高文教授、秘书长黄铁军博士、产业
联盟秘书长张伟民先生对 AVS 的标准进展与特点、知识产权政策与状况、产业化策略与进展
做了介绍；下午中环通讯部副总石佳相、台大陈宏铭教授、凌阳科技企划总监李长龙分别就
“AVS 在数字内容之应用”
、
“台湾看 AVS 挑战与机会”、
“大中华区影音芯片之现状与未来发
展”发表了演讲，然后与会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最后形成五大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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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峡两岸的业者和机构都认识到 AVS 标准的重要性，在两岸共同推动 AVS 标准的产
业化和应用，共同努力推动标准尽早颁布和产业化。
2、华聚产业共同标准推动基金会作为台湾地区的联系窗口,协助推动台湾厂商关注、参
与 AVS 产业的发展。华聚产业共同标准推动基金会愿意参加 AVS 产业联盟。
3、台湾地区的 IC 设计与系统厂家愿意积极参与 AVS 的相关芯片及产品研发。
4、定期交流。在海峡两岸信息产业技术标准论坛的基础上，双方会加强沟通和定期交
流，促进信息的沟通和商机的发现。
5、华聚产业基金会愿意协助在资本层面推动两岸在 AVS 的产业合作，投资 AVS 的核心
产品的设计开发和应用推广。
当天会议共有来自国台办、信产部、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广电总局的领导，来自国内
知名企业和研究机构的代表，台湾华聚基金的高层及著名企业的代表共 100 多人到会，自始
至终保持着热烈友好的气氛，达成了多项实质性合作意向，成果显著。6 日还将进行移动存
储和高清晰度平板显示技术两个论坛。

AVS 在 CES 大展上举办专题论坛
7 月 1 日，2005 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SINOCES）在青岛国际会展中心正式拉开帷
幕。本届展览与以往有一大突破——从今年起，SINOCES 与美国拉斯维加斯 CES 正式合作，
利用 CES 国际消费电子展的品牌影响力合力打造中国乃至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消费电子
专业展示及贸易盛会。在这一全球知名品牌展会上，AVS 工作组受组委会邀请于 7 月 2 日举
行了专题论坛。
本次专题论坛以“AVS——中国音视频发展的历史机遇”为主题，会议首先由 AVS 工作
组秘书长黄铁军和 AVS 产业联盟秘书长张伟民致辞，随后 AVS 产业联盟的高清电视组、IPTV
组、卫星电视组、移动多媒体组等各组长单位分别做了报告。创维集团研究院郭敏强、华为
公司王志敏、上广电中央研究院王国中、中兴公司沈灿、浦东新区移动通信协会陈益强、海
信集团田树民分别以《AVS 高清电视的研制与推广》、《AVS----中国网络电视发展的机遇》、
《AVS 直播星研制成果汇报》、
《AVS 移动多媒体局端应用》、
《AVS 移动多媒体终端应用》、
《青
岛与 AVS》为题做了演讲，从多个侧面和维度对 AVS 产业化进行了阐释，令与会者对 AVS 产
业化有了整体了解，产生了进一步了解的兴趣，对 AVS 扩大影响产生了积极作用。
据悉，除 AVS 产业论坛外，展会还策划举办了国际消费电子产业发展主题峰会、亚洲电
子论坛、中国政府采购论坛、国际电子电器经销商论坛、中国消费电子渠道发展论坛、亚洲
信息家电产业发展论坛、中国手机经销商联盟成立大会、2005 年海内外元器件采购及技术
洽谈会、手机海外渠道拓展会议、2005 平板显示暨高端电视产业论坛、移动存储技术发展
论坛共 12 场专题论坛。
据组委会介绍，本次展会共设置标准展位 1000 多个，展览面积 22000 ㎡，参展知名企
业有海尔、海信、SVA、联想、长虹、盛大、三星、苹果、索尼、LG、富达、朗讯、索尼爱
立信、NEC、东芝、日立、爱普生等在内的国内外消费类电子产品制造商。还有来自世界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0 多名境内外采购商确定参会采购，包括美国三大电器连锁商
BESTBUY、CIRCUIT CITY 及 RADIOSHACK，日本小岛电器、法国家乐福、 德国麦德龙、香港
嘉士达广利洋行等境外大型连锁机构。AVS 不仅参加了这一盛会，还与组委会结成了合作伙
伴关系，为 AVS 扩大影响，增进与相关机构的了解都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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