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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动态

AVS 工作组第二十七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2008 年 12 月 15 日

AVS 工作组

（作者：赵海英）2008 年 12 月 11-13 日，AVS 工作组第二十七次会议在北京中国科学院计算技
术研究所召开，来自 65 家会员单位的 173 名代表参加会议。本次会议收到提案 41 份，经过 3 天会议
（视频组 4.5 天）的审议和讨论，形成输出文件 25 份。
需求方面，继续推进下一代 AVS 标准的需求分析工作，继续征集有关面向 2013 年前后视觉、听
觉等感觉媒体应用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应用形式、技术需求、技术可行性等。征集面向《后向兼容
的高清视频编码技术需求》、
《三维视频应用技术需求》和《下一代 AVS 编码标准技术需求》的技术提
案。
视频方面，根据 AVS 视频国家标准（GB/T 20090.2-2006）修订计划，完成了修订工作，决定启
动送审工作。根据《面向移动多媒体应用的技术需求》，决定建立两个核心实验小组。为了满足移动
视频编码的需求，鼓励会员单位提出多种技术方案，例如在 P2 基准 Profile 基础上增加新的编码工
具和在 P7 报批稿的基础上增加新的编码工具等。
音频组完成了 AVS 第 10 部分《移动语音和音频》
（征求意见稿），会后集中完成第 3 部分《音频》
的审定材料准备工作。
系统组决定将标准的第 11 部分《同步文本》、12 部分《综合场景》报 2009 年度国标计划。测试
组确定了各符合性测试任务小组的召集人和时间表。实现方面，杭州国芯公司报告了 AVS 标清解码芯
片的情况，Intel 公司报告了采用 IPP 多媒体为实现 AVS 解码软件的方法。AVS 联络组/产业联盟在
12 月 11 日召开了联盟会议，决定联盟成员统一参加明年 3 月的 CCBN 展。知识产权组确认了《AVS 知
识产权指南》
，决定正式对外发布。
会议决定 AVS 工作组第 28 次会议将于 2009 年 3 月 26-28 日在杭州举行。

我国自主创新的 AVS 高清将于国庆 60 年之际
实现规模化示范
2008 年 12 月 11 日

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１２月１１日电（记者孙闻）记者１１日从“ＡＶＳ成果体验与地面电视产业化恳谈
会”上获悉，我国自主创新的ＡＶＳ视频编码高清电视将于国庆６０周年之际实现规模化示范，届时
多个省市的高清频道将向千家万户直播国庆期间的重大庆祝活动。
ＡＶＳ工作组秘书长黄铁军介绍，数字音视频编解码技术标准ＡＶＳ是我国自主创新战略的一个
典型成果。从２００２年开始，以ＡＶＳ标准工作组的方式，组织了国内外两百多家单位、一千多人
的队伍开展联合创新，制定了成龙配套的数字音视频信源编码标准。自ＡＶＳ视频编码国家标准２０
０６年３月颁布实施后，国内数十家企业开发出了ＡＶＳ机顶盒和电视机，国内外多家企业开发出了
系列化的ＡＶＳ编码器。在产业链的共同努力下，ＡＶＳ目前已经打造出一条从ＡＶＳ编码器、ＡＶ
Ｓ－ＩＰＴＶ系统到ＡＶＳ解码器、ＡＶＳ解码芯片的完整产业链，实现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的
产业布局。
黄铁军说，２００８年７月，上海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试开播的数字电视（标清）地面广播，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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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我国数字电视地面传输标准和ＡＶＳ数字视音频编码标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而且在技术上优于国
外现行标准，在一个模拟电视频道上传输１６套标准清晰度电视节目，解决了有线电视没有覆盖的广
大郊区农村用户和城市办公楼无法收看电视的问题。
由于ＡＶＳ标准能够节省宝贵的无线频谱资源，同时较之现行的ＭＰＥＧ－２标准有很大的价格
优势，目前ＡＶＳ标准已陆续在上海、杭州、四川、山西太原、河北保定、青岛等地进入大规模商用
阶段。全国第一个采用ＡＶＳ标准的高清电视频道已于今年４月在广州开播。奥运会期间，北京大学
有线电视网开通了两个ＡＶＳ高清试验频道，取得了很好的试验效果。
目前上海龙晶微电子有限公司采用自主开发的ＡＶＳ高清芯片，直接使用ＤＶＤ碟机和ＤＶＤ光
盘，通过ＡＶＳ高效的高清压缩技术，以ＤＶＤ成本实现了高清播放，为平板电视用户真正进入高清
时代提供了一个价廉物美的选择。
黄铁军说：“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清电视是国人持续了二十多年的梦想，随着广播电视高清化步伐
的加快，当前圆梦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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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信学会年度大奖出炉 TD 与 AVS 成亮点
2008 年 12 月 18 日

腾讯科技

（作者：晓峰）12 月 18 日消息，“2008 年度中国通信学会科学技术奖”获奖名单近日出炉，共
评选出一等奖 4 项、二等奖 10 项、三等奖 17 项。其中，“基于国家标准AVS的互动媒体系统研发与
商用”、“TD-SCDMA基站系统”等我国自主创新技术项目，及“‘我的e家’业务及技术创新与商用
试验工程”、“中国联通‘156 靓号预定系统’”等创新业务应用成为本年度奖项的亮点。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娄勤俭、工业和信息化部通信科技委主任宋直元、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理
事长朱高峰、中国通信学会理事长周德强，以及中国移动副总裁沙跃家、李正茂，大唐电信副总裁杨
毅刚等出席颁奖大会，并为获奖者颁奖。娄勤俭副部长对获奖的单位和个人表示热烈祝贺。
娄勤俭在会上指出，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继续扩散和蔓延，我国发展的外部条件更趋复杂。未来
一段时间尤其是明年第一季度，我国工业、通信业面临的形势将更加严峻。他强调，在金融危机的影
响不断加深的情况下，更要审时度势，注重科技创新，提高产业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
再创新能力。
据了解，中国通信学会从 2003 年开始，每年在全国范围开展“中国通信学会科学技术奖”评选
活动，六年来共收到申报项目 724 项，以“公开、公平、公正”为原则，共评选出 193 项优秀的科研
成果予以奖励，激励了通信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提高了企业的创新意识，为国家经济发展和技术进
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据统计，2008 年度，中国通信学会共受理来自运营企业、制造企业、科研单位等申报的项目 101
项，经由信息通信领域部分院士和知名专家组成的评委会认真评审和网上公示，共评选出一等奖 4 项、
二等奖 10 项、三等奖 17 项。其中，“基于国家标准 AVS 的互动媒体系统研发与商用”、“TD-SCDMA
基站系统”等我国自主创新技术项目，及“‘我的 e 家’业务及技术创新与商用试验工程”、“中国
联通‘156 靓号预定系统’”等创新业务应用在本年度奖项中各领风骚。
周德强理事长表示，中国通信学会科学技术奖是属于社会力量设定的面向信息通信领域的科学技
术奖项，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上，通过评选活动把为信息通信领域内做出积极贡献的优秀项目，
及杰出的科技工作者的成绩给予充分的嘉奖，对信息通信行业的进一步发展发挥重要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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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AVS 标准产业化渐入佳境
2008 年 12 月 22 日

科学时报

（作者：郑金武 黄明明）近日，数字音视频编解码技术标准（AVS）工作组有关人士表示，随着
数字地面电视双国标系统在上海、杭州、青岛等地大规模商用的成功启用，AVS 标准和地面国标的技
术实力和成熟性已得到充分验证，2009 年将成 AVS 地面电视发生爆炸式增长的一年。
产业链已成熟
数字音视频编解码技术标准是我国自主创新战略的一个典型。从 2002 年开始，我国以 AVS 标准
工作组的方式，组织了国内外 200 多家单位、1000 多人的队伍开展联合创新，制定了配套的数字音
视频信源编码标准，成为我国数字音视频产业“由大变强”的重要支柱。
自 AVS 视频编码国家标准 2006 年 3 月颁布实施后，AVS 产业链从小到大，如今已经蔚为大观：8
家公司的 AVS 芯片进入市场，包括国内的展迅、龙晶、国芯、芯晟和国外的博通、意法半导体（ST）、
恩智浦（NXP）、长虹、上广电、海信等数十家企业开发出了 AVS 机顶盒和电视机，并联合信源、上广
电等开发出了系列化的 AVS 编码器。
AVS 工作组秘书长、北京大学教授黄铁军表示，在产业链的共同努力下，AVS 目前已经打造出一
条从 AVS 编码器、AVS-IPTV 系统到 AVS 解码器、AVS 解码芯片的完整产业链，实现了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技术的产业布局。
AVS 地面电视将迎来爆发式增长
2007 年 9 月，杭州数字地面电视双国标系统正式运营。AVS 相关产品经过了严格考验，完全可以
满足商业运营的需要，证明 AVS 标准和地面国标的技术实力和成熟性。
2008 年 7 月，经国家广电总局批准，上海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试开播的数字电视（标清）地面
广播，采用我国数字电视地面传输标准和 AVS 数字视音频编码标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而且在技术上
优于国外现行标准。2008 年 11 月，AVS 产业联盟核心成员——上海广电集团推出支持 AVS 的地面数
字电视终端一体机 SVA RM8000A，该产品的问世使用户不需要另外购买机顶盒，破解了 AVS 标准在地
面数字电视中的终端瓶颈。
AVS 产业联盟秘书长张伟明介绍，目前，AVS 标准已陆续在上海、杭州、四川、山西太原等地进
入大规模商用阶段，安徽等省市已经启动 AVS 产品采购计划，因此采用 AVS 标准的地面双国标一步到
位格局已经形成。
据了解，各地地面电视运营商纷纷决策采用 AVS。首要原因是 AVS 能够节省宝贵的无线频谱资源，
采用 15 年前的 MPEG-2 没有可行性。其次是 AVS 是 1 元人民币专利费用政策，而采用 MPEG-2 标准每
台终端需要支付 2.5 美元，相当于机顶盒价格的 1/10。随着 AVS 机顶盒出货量的增长，其价格已经
与 MPEG-2 机顶盒相当，因此近期 AVS 发生爆炸式增长已成必然。
AVS 高清频道蓄势待发
2008 年 4 月 24 日，在 AVS 高清电视整体解决方案经成熟并通过相关测试后，首个 AVS 高清数字
电视实验频道在广州开播，这是全国第一个采用 AVS 标准的高清电视频道。借奥运东风，北京大学有
线电视网开通了两个 AVS 高清试验频道，取得了很好的试验效果。此外，上海龙晶微电子有限公司还
自主开发了 AVS 高清芯片并应用于 DVD 播放。
上海龙晶微电子有限公司副总裁张晓华介绍，采用自主开发的 AVS 高清芯片，直接使用 DVD 碟机
和 DVD 光盘，通过 AVS 高效的高清压缩技术，以 DVD 成本实现了高清播放，为平板电视用户真正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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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清时代提供了价廉物美的选择。
上广电集团中央研究院副院长、AVS 产业联盟理事长王国中指出，目前推进 AVS 这一自主标准产
业化，光靠 AVS 产业联盟的力量是不够的，相关政府部门也应该积极采取措施，通过政府参与、政府
采购、政府示范等手段，促进 AVS 标准的产业化。据悉，目前 AVS 工作组和产业联盟正在配合有关部
门，组织相关企业准备在 2009 年国庆六十周年之际，实现全国标高清电视规模化示范。
《科学时报》 (2008-12-22 B3 地方 综合)

AVS 联盟低价产品狙击蓝光 DVD 阵营
2008 年 12 月 17 日

第一财经日报

在分辨率达 1920×1080 的高清影碟机与碟片领域，蓝光阵营在中国市场的攻势咄咄逼人。
而不甘心将市场拱手相让的 AVS 产业联盟日前首次展示出了符合 AVS 标准的高清影碟机与碟片。
《第一财经日报》获悉，AVS 产业联盟最新推出的高清影碟机被取名为“AD 影碟机”，碟片则称为
AD 碟片，呈现出分辨率达 1920×1080 的高清数字画面和 5.1 声道环绕数字立体声。
目前中国市场销售的最便宜的一款蓝光影碟机零售价也要 3999 元，蓝光影碟零售价则高达 100
多元。而 AD 影碟机的零售价不及 1000 元，AD 影碟零售价也仅为 30 元左右。为何同样是高清影碟机
与碟片，价格差距会如此之大？
AVS 产业联盟秘书长张伟民解释到，蓝光光盘对高清节目源采用的压缩技术是 MPEC-2，所需光盘
容量高达 25GB；由于 AVS 编解码技术的压缩效率比 MPEC-2 高 2~3 倍，所以，采用 AVS 压缩技术的 AD
碟片，只需要采用容量为 8.5GB 的普通 DVD 光盘即可实现与蓝光相同的高清播放效果。由于普通 DVD
光盘的生产成本远低于蓝光光盘，所以，才能使得 AD 影碟的零售价相对低廉。
目前为 AD 影碟机提供 AVS 解码芯片的是 AVS 产业联盟的一个成员企业——上海龙晶微电子有限
公司（下称“龙晶”）。龙晶是一家从事半导体 IC 设计的公司，由在 IC 设计领域长期从事研究开发，
设计制造和经营管理的归国留学生专家团队创立组成。
AVS 产业联盟副秘书长、龙晶副总裁张晓华介绍到，目前 AD 影碟机所采用的 AVS 解码芯片
——DS1000HD，售价为 18 美元。也就是意味着，普通 DVD 影碟机生产企业生产 AD 影碟机，只需要增
加 100 多元的采购成本，所以目前 AD 影碟机的零售价才能够控制在 1000 元以内。
张伟民表示，AD 的低成本优势非常明显，传统的 DVD 制造商对其现有的生产线不需要大的改造
就能够生产 AD 影碟机与碟片。而与蓝光相比，目前 AD 面临的最大软肋还是“片源问题”。
AVS 的全称是“数字音视频编解码技术标准”，是我国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二代信源编码标准。AVS
标准视频部分已经在 2006 年被国标委正是颁布为国家标准。AVS 产业联盟成立于 2005 年 5 月，包括
TCL、海尔、华为、海信、上广电等多家企业。
《第一财经日报》 （2008-12-17 C5 3G）

AVS 开始广泛应用于地面电视
2008 年 12 月 15 日

新浪科技

从 2002 年开始，以 AVS 标准工作组的方式，组织了国内外近两百多家单位、一千多人的队伍开
展联合创新，制定了成龙配套的数字音视频信源编码标准，成为我国数字音视频产业“由大变强”的
重要支柱，走出了一条技术、专利、标准、产品和应用的“五环”互动的创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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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AVS 视频编码国家标准 2006 年 3 月颁布实施后，AVS 产业链从小到大，如今已经蔚为大观：
八家公司的 AVS 芯片进入市场，包括国内的展迅、龙晶、国芯、芯晟和国外的博通(Broadcom)、意法
半导体(ST)、恩智浦(NXP)、SigmaDesign,长虹、上广电、海信等数十家企业开发出了 AVS 机顶盒和
电视机，联合信源、上广电、美国 Envivo 开发出了系列化的 AVS 编码器。在产业链的共同努力下，
AVS 目前已经打造出一条从 AVS 编码器、AVS-IPTV 系统到 AVS 解码器、AVS 解码芯片的完整产业链，
实现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的产业布局。
AVS 地面电视即将迎来爆发式增长
2007 年 9 月，杭州数字地面电视“双国标”系统的正式运营。AVS 相关产品经过了严格考验，完
全可以满足商业运营的需要，证明 AVS 标准和地面国标的技术实力和成熟性。
2008 年 7 月，经国家广电总局批准，上海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试开播的数字电视(标清)地面广
播，采用我国数字电视地面传输标准和 AVS 数字视音频编码标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而且在技术上优
于国外现行标准，在一个模拟电视频道上传输 16 套标准清晰度电视节目，解决了有线电视没有覆盖
的广大郊区农村用户和城市办公楼无法收看电视的问题。
2008 年 11 月，AVS 产业联盟核心成员——上海广电集团推出支持 AVS 的地面数字电视终端一体
机 SVA RM8000A，该产品的问世使用户不需要另外购买机顶盒，破解了 AVS 标准在地面数字电视中的
终端瓶颈。
目前，AVS 标准已陆续在上海、杭州、四川、山西太原、河北保定、陕西、青岛等地进入大规模
商用阶段，安徽等省市已经启动 AVS 产品采购计划，因此采用 AVS 标准的地面双国标一步到位格局已
经形成。
各地地面电视运营商纷纷决策采用 AVS，首要原因是 AVS 能够节省宝贵的无线频谱资源，采用十
五年前的 MPEG-2 没有可行性，其次是 AVS 的 1 元人民币政策，而采用 MPEG-2 标准每台终端需要支付
2.5 美元，相当于机顶盒价格的十分之一。随着 AVS 机顶盒出货量的增长，其价格已经与 MPEG-2 机
顶盒相当，因此近期 AVS 发生爆炸式增长已成必然。
令人遗憾的是，现在仍有专家推动政府有关部门采用 15 年前的 MPEG-2 标准，忘记了 2006 年 4
月中国电子音响工业协会与 MPEG LA 达成的每台 DVD 缴纳 2.5 美元的教训，也不顾 MPEG-2 对频谱资
源的巨大浪费，这种令人难以理解的力量是地面电视产业化遇到的主要障碍。
AVS 高清频道蓄势待发
2008 年 4 月 24 日，AVS 高清电视整体解决方案及相关产品已经成熟并通过相关测试后，首个 AVS
高清数字电视实验频道在广州开播,这是全国第一个采用 AVS 标准的高清电视频道。借奥运东风，北
京大学有线电视网开通了两个 AVS 高清试验频道，取得了很好的试验效果。另外，上海龙晶采用自主
开发的 AVS 高清芯片，直接使用 DVD 碟机和 DVD 光盘，通过 AVS 高效的高清压缩技术，以 DVD 成本实
现了高清播放，为平板电视用户真正进入高清时代提供了一个价廉物美的选择。
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清电视是国人持续了二十多年的梦想，随着广播电视高清化步伐的加快，当前
圆梦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目前 AVS 工作组和产业联盟正在配合有关部门，组织相关企业，准备在
2009 年国庆六十周年之际，实现全国标高清电视规模化示范，届时多个省市的高清频道和十多家厂
商的高清电视一体机将集体向千家万户直播国庆庆典，这将对我国乃至全世界数字媒体制作及传播产
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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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视频业需加大自主创新应对危机
2008 年 12 月 12 日

中国电子报

AVS 产业联盟秘书长 张伟民
进入 2008 年 9 月以后，美国金融市场风云再起，雷曼兄弟控股公司破产、美洲银行收购美林集
团、AIG 集团陷入危机，强烈震撼了美国金融市场，并在国际金融市场掀起滔天巨浪，旷日持久的美
国次贷危机转化为严峻的金融危机。由于这场金融危机仍处于持续发展中，金融市场瞬息万变，危机
将走向何方并止于何处？巨大的不确定性笼罩全球。同样，这场危机的影响范围和影响程度仍是未解
之谜。
加大自主创新应对危机
近两个月来，全球金融危机日趋严峻，为抵御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的不利影响，我国政府出台了
更有力的扩大国内需求的措施，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提高城乡居民
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在我国政府采取的十大举措中，对于加快自主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作了重点强调。我国一定要在
核心技术竞争中取得优势。对于音视频业需从实际情况出发，通过标准的制定提高我国企业的核心竞
争力，使低额的专利费，最终惠及百姓，推进顺应国家政策的民生工程。
最近，我国推行的“家电下乡”政策，不仅及时拉动了内需，而且解决了很多农民购买力不足的
问题，是一项真正惠及民生的措施。对于企业而言，不仅得到了品牌的宣传而且更加稳定了国内企业
的市场份额，这是国外品牌无法具备的优势。
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
2008 年整个亚太地区消费电子产品市场的销售额增长了 16.5%，而我国消费电子产品市场占全球
市场比例就达到了 10%。虽然 2008 年上半年有雪灾、地震不可抗力的天灾发生，影响了部分消费者
的消费心态，使得市场增幅有所趋缓，但还是可以看好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和中国市场的潜力，同时也
看好中国消费电子产品市场的前景。
从品牌战略上看，与以往有很大不同的是，海尔、联想、海信、TCL、创维等企业开始在全球推
广自己的品牌。虽然这些品牌的全球市场份额仍然比不上日韩企业，但他们不再是一味地参与低价竞
争，而是开始注重增加企业的知名度和认知度，并想办法在此基础上推广自己的全线产品。这说明他
们的全球战略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开始从以 OEM(贴牌生产)为主的游击战转变为以品牌、产品为主的
阵地战。
那么怎样才能从一个代工厂，从一个以 OEM 为主的企业走向有自主品牌和产品的知名企业？这要
依靠对核心技术的掌握。不论是信源标准 AVS(我国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二代信源编码标准)、信道
标准 TD-SCDMA(时分同步码分多址)、海尔的 E 佳家联盟，还是 WAPI(无线局域标准)联盟，这些标准
的制定不仅要在国内形成完备的体系，还要不断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为以后能冲出国门，变成
国际上通行的标准而努力。而这些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通过对核心技术的掌握，不再受国外专
利技术标准的约束。
危机不影响 AVS 产业化
我们不应该只看到金融危机这个巨鳄在肆意妄为，这时候国内企业更应该抓住这次机会，迅速占
领国内外市场。那靠什么才能占领和扩大市场份额呢？发展自己的核心技术，降低国内企业的核心技
术成本，这才是王道。而不是成本降不了，专利避开不了，只能通过降低销售价格来拼市场，这样做
只能自毁前途。
随着 2006 年 AVS 第二部分视频标准被批为国标以来，AVS 系列标准的其他部分也将在近期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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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布为国标。2008 年 9 月以来，AVS 标准的产业化进入从局部突破转向领域突破的关键阶段。根据有
关领导部门的要求，AVS 产业联盟和 AVS 工作组组建了“AVS 地面电视集成测试特别工作组”和“AVS
移动多媒体应用特别工作组”，近期在积极组织有关厂商完成端到端系统的集成和测试，为 AVS 大规
模产业化做准备。这其中包括配合 CMMB(移动多媒体广播)标准的测试等，从测试的最终数据结果看，
AVS 标准在小屏幕上的性能明显优于国际标准 H.264。
2008 年 10 月，我们完成了完整的 AVS-S 视频编码标准，这是全球范围内首个针对视频监控需求
制定的视频编码标准。该标准以公安部一所等单位提出的需求为基础，针对视频监控全天候工作的特
点，以监控现场的视频序列为测试基准，通过竞争方式选择、评估合适的视频编码技术制定而成。
在高清光盘方面，2008 年 11 月成立的中国高清光盘产业推进联盟(CHDIA)充分利用已有的一系
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标准，如 AVS 标准，提高了我国高清光盘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对于 AVS 来
说，我们积极配合着国内一切愿意使用 AVS 的其他标准进行测试、技术跟踪服务，积极为企业将技术
转化为产品提供最好的思路，提供最好的合作平台。
AVS 标准产业化的不断深入，产品的不断丰富，对于我国消费电子企业来说，将带来巨大的发展
空间。与发达国家相比，无论是平板电视还是手机等消费类产品，在中国的普及率还较低。在高清方
面，由于中国高清电视节目内容还不够丰富，高清产品的普及率也相对较低。所以说，行业的困难时
期往往是扩大市场份额、抢占行业主导权的最佳时机。
目前来看，在国内的各种标准中，AVS 的音视频产业链规模最大、应用范围最广。在制定标准中，
我们希望国内标准制定者积极联合起来，大家一起共渡难关，产业链缺少任何环节都是不完整的。
AVS 将在国家行业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充分发挥国家政策优势，形成民族产业合力，促进我国音
视频产业快速健康发展，真正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跨越。
同时，我们也希望大家高度关注国内标准的产业化，在这样一个历史条件下，我们更应该坚持走
自主创新道路，在全球大的环境格局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而不是受他人制约。我国国民经济经受
住全球金融危机的考验，顺利渡过难关，需要产业界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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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推广

杭州国芯 GX3101 助力 AVS 机顶盒产业化
2008 年 12 月 18 日

流媒体网

2008 年，是 AVS 产业突飞猛进的一年，随着 AVS 产业联盟各成员的不断努力，AVS 标准率先在国
标地面数字电视中得到了大规模推广和成功应用，各系统已经陆续在上海、杭州、成都、西安、太原、
广州、青岛等城市投入了大规模商用阶段。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到 AVS 的坚定支持者行列当中，产业
各环节也得到了不断的壮大和完善，尤其是产业链上游的芯片提供商，众多国内外知名芯片设计商都
纷纷推出了支持 AVS 标准的解码芯片解决方案。
作为目前国内数字电视领域最大的 IC 供应商，杭州国芯科技有限公司（NationalChipTM）推出
了国内首款支持 AVS 及 MPEG2 解码的 SOC 单芯片 GX3101，并结合 GX1501（DTMB+DVB-C 多标准解调芯
片），国芯科技可提供双国标地面 AVS 机顶盒套片解决方案，这也在目前所有的 AVS 国标地面方案中，
仅有的高性价比套片解决方案，可大幅降低接收机的成本，也十分有利于 AVS 产业的大规模推广。
一、芯片简介：

图1

GX1501 芯片外观

GX1501 是国内首款同时支持中国数字电视地面广播标准（GB20600-2006）和有线广播标准 DVB-C
（ITU-T J.83A/C）的信道接收芯片。国标地面部分具备单载波及多载波的全部 330 种模式，具有优
秀的移动接收和环境适应能力。DVB-C 部分采用自主知识产权的均衡技术，对复杂的网络环境具有很
强的自适应能力。

图2

GX3101 芯片外观

GX3101 是一款支持 AVS 及 MPEG2 视频标准的高性能低成本机顶盒解码系统芯片，内部集成了高
性能 32 位 RISC CPU、MPEG2 双路解复用器、MPEG2 视频解码器、AVS 视频解码器、多标准音频解码协
处理器、去隔行及后处理单元、真彩色的 OSD 及 2D 图形加速、电视编码、视频 DAC、音频 DAC、USB2.0
High Speed HOST 接口、Ethernet MAC 接口、GuestBus 接口等功能模块。
二、方案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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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GX1501+GX3101 双国标套片方案框图

图 4 GX1501+GX3101 双国标套片方案开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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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GX1501+GX3101 双国标套片方案软件界面
从图 3、图 4 可以看到，由 GX3101 和 GX1501 组成的“双国标套片方案”，应该是目前市场上能
够量产的方案中性价比最高的整机解决方案，整体方案评估完全可以同成熟度较完善的 MPEG2 系统相
媲美。GX3101 集成了主控 32 位 RISC CPU 及 AVS、MPEG2 解码，突破了目前国标地面 AVS 接收机市场
主流的复杂双芯片系统架构，使得整个系统得到了大大的简化，整机工作也更加稳定。GX1501 是杭
州国芯一款非常成熟的国标地面解调芯片，其突出的固定和移动接收性能及抗多径能力，已经得到了
众多厂商及行业的认可。
该接收系统完全满足目前 AVS 国标地面数字电视市场的各项应用。从图 3 中，我们还可以看到，
GX3101 内部还集成了 USB2.0 HOST，支持移动硬盘存储的 PVR 功能，还支持 CI 大卡方案等，这些高
级应用接口，完全支持今后 AVS 系统高级功能的扩展。GX3101 还集成了 10M/100M Ethernet MAC，可
支持各种网络功能，可开发基于 AVS 的 IPTV 方案。
杭州国芯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黄智杰应 AVS 工作组邀请，近期参加了 AVS 工作组会议，并在
其新闻发布会上正式对外发布 GX3101＋GX1501 双国标 AVS 地面机顶盒解决方案，表示“GX3101 采用
了高度集成的 SOC 技术，可以单芯片实现 AVS 解码和主控功能，方案开发非常简便，方案总体成本得
到大幅降低；同时 GX3101 延续了杭州国芯多款解码芯片的芯片架构及软件架构，机顶盒软件可以方
便的移植，国芯可以提供 turn-key 解决方案。GX3101＋GX1501 方案的推出，可使双国标地面 AVS 机
顶盒方案成熟度和总体成本直逼目前成熟的 MPEG2 机顶盒；借助 AVS 优越的压缩性能，双国标地面
AVS 方案将显现出强大的竞争力”。
AVS 工作组相关领导对该方案的推广应用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和支持。AVS 工作组秘书长黄铁军在
参观了国芯 GX3101＋GX1501 方案样机的演示和评测后表示，国芯方案对于进一步提高 AVS 终端的成
熟度、降低 AVS 终端成本将发挥积极的作用，希望国芯能推出更多支持 AVS 的芯片，丰富和加强 AVS
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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