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沿革
1925年

3月 22日

社团法人东京广播电台开播广播节目

1926年

8月 20日

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台合并，成立社团法人日本广播协会

1928年 11月

5日

启动广播节目全国联播

1930年

6月

1日

创设广播电视技术研究所

1931年

4月

6日

第2套广播开播

1935年

6月

1日

对外广播开播

1946年 6月 15日

创设广播电视文化研究所

1950年

6月

1日

《广播法》颁布实施

1953年

2月

1日

在东京的演播室开播电视节目

1959年

1月 10日

教育电视频道开播

1960年

9月 10日

彩色电视开播

依据《广播法》成立公共广播电视机构日本广播协会

1963年 11月 23日

首次进行日美卫星转播信号接收试验（肯尼迪总统遇刺新闻报道）

1964年 10月 10日

实况转播东京奥运会（奥运史上首次彩色电视播出和卫星转播）

1965年 10月 11日

创设“日本奖”

1969年

调频广播开播

3月

1日

7月 21日

电视转播人类首次登月

1971年 10月 10日

综合频道全面播出彩色电视节目

1982年 12月 17日

多声道电视节目开播

1985年 11月 29日

启动电视文字广播

1989年

卫星频道正式开播

6月

1日

1994年 11月 25日

高清电视开始实用化试播

1995年

电视国际频道开播

4月

3日

NHK环球电视实现24小时全天播出

1999年 10月

国际电信联盟（ITU）将NHK高清电视制式认定为国际通用标准

2000年 3月
12月

1日

卫星数字电视开播

2003年 2月

1日

启动NHK音像资料中心

12月

1日

地面数字电视开播

2005年 3月
2006年 4月

在爱知世博会展示8K超高清电视
1日

11月 15日
2008年 8月

启动One-Seg手机电视服务
首次从太空进行高清直播
北京奥运会国际信号实现高清制作

12月

1日

2009年 2月

2日

启动NHK视频点播服务
NHK环球电视实现英语24小时全天播出

2011年

7月 24日

停止模拟信号播出（在东日本大地震中受灾严重的岩手县、宫城县、福岛县除外）

2012年

3月 31日

岩手县、宫城县、福岛县停止模拟信号播出

8月

国际电信联盟无线电通信部门（ITU-R）建议将8K作为超高清电视图像信号
格式国际通用标准

9月

2日

启动融合广播电视与通信的“NHK Hybridcast”
（NHK混合电视）服务

2016年 ８月

1日

在卫星频道试播4K/8K

2018年 12月

1日

在卫星频道实用播出4K/8K

2020年 4月

1日

全面推出“NHK Plus”在线观看服务

2013年

日本广播协会 广报局
邮编 ：150-8001 地址：日本东京都涩谷区神南2-2-1
电话 ：+81-3-3465-1111
www.nhk.or.jp/corporate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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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HK简介
我们的使命与职责

会长寄语

NHK的前身

2021年度是截至2023年度的新中期经营计划的首个实施年度。经营计划
的核心理念是“追求NHK的新特色”。NHK作为以收视费为运营基础的公共广
播电视机构、公共媒体，面对时代的急剧变化，应当对受众和国民的期待和信
赖予以回应。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NHK的使命是以合理的成本开展运营，

日本的广播电视事业在NHK与民营广播电视机

率先开播广播节目的东京广播电台。在经过合并重

构并存的体制下发展至今。

组，创立社团法人日本广播协会之后，NHK又于

NHK的历史可追溯到1925年3月22日在日本

1950年依据《广播法》开始了新的历程。

让经营资源集中到富有NHK特色、内容多样、品质优良的节目上，做好节目的
采访和制作，通过最适合的媒介，为受众提供准确、公平公正、丰富多彩的节

独立自主精神

目和服务。
作为公共广播电视机构，为国民提供不偏不倚

为了履行这个使命，我们需要对各套节目进行调整、削减，对各项现有业

的高品质节目是NHK的使命。NHK的节目不应受政

务进行彻底审视，将NHK转变为高效且具可持续性的组织，打造一个符合未来

府等任何一方的干涉。我们认为，向受众提供形式

多样、编排均衡的节目，不受收视率和第三方利益
左右是NHK所肩负的职责。

时代需求、
“精简干练、坚实强大的新NHK”。新的经营计划写入了应当去做以
及必须立即开展的工作。例如，在营销改革方面，我们将考虑到后疫情时代的

收视费制度

情况，向非拜访型高效营销活动过渡，大幅削减营销经费。另外，在关联团体
方面，我们也将对其职能和作用进行审视，压缩整体规模，同时考虑引入中间
控股公司，促进业务和人员的高效化。

收视费制度使NHK的独立自主成为可能。收视

源。根据日本《广播法》有关规定，拥有电视机的

费并非针对特定节目，而是NHK整体活动的资金来

日本国内所有家庭和机构都必须公平缴纳收视费。

另一方面，我们将“为安全、安心生活保驾护航”
“向新时代发起挑战”
“广泛传播”
“为社会做贡献”
“人事制度改革”列为5个重点项目，进行重点投

收视费（日元、含消费税）

资。其中，在“为安全、安心生活保驾护航”方面，面对接踵而至的灾害、新
类别

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等各种威胁，我们将以每个人为对象，加强“守护生命、维

月费

护生活”的报道。作为紧急情况下替代东京的放送中心的预备方案，我们将不
断加强大阪据点放送局职能。在“为社会做贡献”方面，除了大力加强向日本

¥1,225

¥7,015

¥13,650

继续转帐等

¥1,275

¥7,300

¥14,205

银行转账
信用卡

¥2,170

¥12,430

¥24,185

继续转帐等

¥2,220

¥12,715

¥24,740

为日本的广电、媒体行业发展做贡献。
今年是NHK的“改革实施年”。我们打算全面落实经营计划中的内容和政

卫星合同

策措施，以受众和国民看得到的形式拿出成果。我们将全力以赴，将一系列的
改革成果以下调收视费的形式体现出来，让受众切实感受到实惠。

一年预付

银行转账
信用卡

地面合同

海内外发布地区信息的措施之外，还将通过分享NHK开发的技术和知识经验，

半年预付

＊卫星合同包含地面合

同收视费

＊冲绳县收视费金额不

同于国内其它地区

＊可自行选择支付周期：双月支付、半年预付、一年预付

国会

政府
收视费

受众

日本广播协会 会长
前田晃伸
2021年6月1日
批准NHK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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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计划
（2021-2023年度）

为打造精简干练、坚实强大的“新NHK”而进行结构改革
对现有媒体进行调整、削减

新冠疫情在世界范围内扩散，大规模灾害接踵而至，贫富差距拉大，日本和全球的社会经济前景更
趋不透明，互联网上充斥着不确定的模糊信息。另一方面，年轻人的电视机拥有率下滑，各年龄段人群
上网时间增多，预计将超过电视收视时间，媒体环境和受众行为出现了巨大变化。

· 对卫星频道中的右旋3套节目（BS1·BSP·BS4K）进行重新评估，2023年度内削减1套2K节目。
· 语音节目方面，初步打算2025年度从现有的3套节目（R1、R2、FM），调整、削减为2套节目（AM、FM）。

运用互联网开展业务
NHK作为一家以收视费为运营基础的公共媒体，面对这样的时代变化，将在不辜负受众和国
民信赖的同时，以合理的成本开展运营工作。我们将把经营资源集中到具有NHK特色、内容多
样、品质优良的节目上，做好节目的采访和制作，通过最适合的媒体，随时随地为受众提供准
确、公平公正、丰富多彩的节目和服务，在“追求NHK的新特色”这条道路上不断前进。

· 恰当运用互联网开展业务，确保受众可随时随地收听、浏览NHK的节目

旨在“最大程度体现收视费价值”的管理措施
· 确立高效的业务体制，削减持有设备

与此同时，我们将对现有业务进行根本性调整，在对各频道进行整理、削减的同时，减少

· 削减营销经费，改革与受众的交流方式，提高受众满意度

550亿日元开支，转变为一个高效且具可持续性的组织。我们将削减700亿日元经费，但同时，

· 以“追求NHK的新特色”为目标，在整个集团内构筑相应体制，并加强治理

将向以下5个方面重点投资150亿日元，努力打造精简干练、坚实强大的“新NHK”。

· 经营计划进展状况的评估、管理明确化

关于计划期内的收支及收视费的思考
五个重点项目

收支预测
据预测，收视费将长期呈减少趋势，在此背景下，我们将把经营资源集中到节目和服务上，通过结构改革压缩

1. 为安全、安心生活保驾护航 加强“守护生命，维护生活”的报道，构筑更为坚实强大的网络

支出规模，以满足受众需求，最大程度地体现收视费的价值。

2. 向新时代发起挑战 充分利用最新技术，以合理的成本提供优质节目
3. 广泛传播

2020年度
预算
(a)

将准确可靠的信息和服务送到每个人身边，把走向分裂化、多层化的社会连接起来

4. 为社会做贡献

为加强地区信息发布、促进日本广电、传媒行业发展做贡献

5. 人事制度改革

推进“人力资本”改革，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组织的职能

事业收入
其中的收视费收入
事业支出

在“追求NHK的新特色”的同时，仍会坚守NHK长期以来一直重视的公共价值。
NHK视为根本的公共价值
▼坚持不偏不倚、自主自律，发布准确、公平公正的信息，让知情权得到充分体现，为健全的民主主义发展做贡献
▼为每个人的生活安全、丰裕、教育、福祉、文化创造做贡献

事业收支差额

2021年度预算
(b)

（亿日元）

2022年度预算
(c)

(b-a)

2023年度预算
(d)

(c-b)

(d-c)

7204

6900

△304

6890

△ 10

6880

△10

6974

6714

△260

6700

△ 14

6690

△10

7354

7130

△224

6890

△240

6800

△90

△149

△230

△ 80

0

230

80

80

于2023年度下调收视费的方针
除了对支出进行削减，我们还进一步压缩成本，对新放送中心的建设计划进行彻底调整，采用结余资金储
备机制，对通过经营努力创造的结余资金进行积累，确保相当于业务规模10%的700亿日元资金，作为返还回

▼为地区社会和传媒行业的维持与发展做贡献

流的资金源。在此之上，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影响、
《广播法》修订动向、非访问方式新营销措施的进展等进行分

▼为日本和国际社会的相互理解做贡献

析判断，并就具体方法等展开讨论，初步打算在削减卫星频道的2023年度下调收视费。另外，包括对卫星附加

▼最大程度地体现NHK的价值，赢得受众和国民的信赖，成为不可或缺的存在

收视费进行调整在内，我们将对与综合收视费相关的问题展开研讨，以付诸实施。当下调收视费的详细内容敲
定时，我们将对本经营计划进行修订。

据预测，收视费将呈长期减少趋势。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NHK及关联团体也将携手致力于打造“唯NHK才能
制作出的节目”，彻底实行高效经营，最大程度地体现收视费的价值。作为备受信赖的“信息的社会基础设施”，
NHK的服务覆盖日本全国各地。我们将配合联合国可持续开发目标（SDGs）的理念，发挥守护地区、保护文化的

事业收入、支付率等为当前的预估。在新冠疫情进一步扩大等今后社会经济状况出现变化时，预期数据
有可能出现变动。

作用，面向日本的未来，为下一代人也能安心过上富裕、多彩的生活而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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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HK WORLD-JAPAN
广播国际节目 NHK日本国际传媒（NHK WORLD-JAPAN）
NHK日本国际传媒通过电视、广播和互联网面向海外介绍日本及亚洲的
最新信息。

电视

化、魅力及各地资讯等，以此吸引更多外国人来日

使用17种外语，面向世界播报日本的最新要闻

观光旅游，增进对日本的理解。

和资讯。根据对象地区的特点和媒体环境，通过短
波、调频广播、中波、卫星广播、互联网等多种方

英语频道

式传送节目。为了更好地向听众提供安全、安心的

每天24小时用英语面向世界播出以日本和亚洲

万户家庭提供视听服务。使用电脑或智能手机应用

各地为主的新闻及综合节目，通过卫星频道和有线

程序等，可在互联网上同步观看节目。在日本国

电视等渠道，向大约16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3亿8千

内，也能通过上述方式收看节目。

信息，在灾害、重大事件及事故发生时，我们会快
速准确地播报最新消息，并向世界各地的听众介绍
日本在防灾、减灾方面积累的知识和经验。我们还
与第2套广播开展合作，向访日及旅居日本的外国人
传递最新信息。此外，还通过节目介绍日本的文

2021年度的举措
播出语种

通过多种传播途径加强新闻播报

英语

在每逢整点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充分利用新设的
纽约演播室，结合日本和亚洲的视角来报道内容丰富

合频道的合作，并通过社交网站进行多语种报道，提

波斯语

阿拉伯语

孟加拉语

葡萄牙语

俄语

缅甸语
西班牙语

华语

法语

斯瓦希里语

印地语
泰语

印尼语
乌尔都语

韩语·朝鲜语
越南语

供安全、安心的资讯。

的新闻。在发生地震或台风等灾害时，加强与电视综

播放时间及频率请参照此处。 https://www3.nhk.or.jp/nhkworld/en/information/brochure/

新共生时代～日本社会与传统～
将进一步扩充具有以下特点的节目：聚焦力主多

日本防灾减灾的节目；介绍从日本和亚洲视角出发解

元文化共生的日本各地外国人社群的节目；为在日外

决全球性课题的节目。在推进多语种化的同时，还将

国居民答疑解难的节目；传授如何在自然灾害频发国

加强与播报业务密切相关的数字化建设。

互联网服务

https://www3.nhk.or.jp/nhkworld/

提供电视、广播新闻及综合节目的在线
直播和点播服务。可通过NHK日本国际传媒
的官方网站和APP应用程序收听、收看。除

通过“国内、国际合作”，提供丰富多彩的高品质节目
我们将制作更多受海外观众高度关注的医疗保健

NHK特色的纪录片以及在日本国内各地播出的优秀节

类节目，并积极推出电视剧、音乐等丰富多彩的节

目制作成英文版等，进一步加强国内、国际节目的多

目，从多个角度展示日本的魅力。此外，还将把具有

用途化。

可通过视频点播服务，观看NHK日本国际传媒已播出的电视节
目。除英语以外，部分节目还提供华语、印尼语、泰语、越南语等的
字幕版或配音版点播服务。

了原有的17种外语外，还新增了土耳其语
（各语言所对应的服务和内容不尽相同）。
《NHK华语视界》
由华语新闻、旅游、流
行文化、纪 录片等多个 类
别 的 节目组 成，在 互 联 网
上播出。
https://www.nhk.or.jp/nhkworld/zh/live/

《异乡共月明》
周一 9:30～9:57 等

《DEEPER LOOK

面向海外日本人的服务

from New York》

周二 13:30～13:45 等

NHK WORLD PREMIUM

《NHK NEWSLINE》
周一～周五 每小时整点～（15分钟、20分钟）
周六～周日 每小时整点～（10分钟）
在每逢整点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充分利用新
设的纽约演播室，结合日本和亚洲的视角来报道
内容丰富的新闻。在发生地震或台风等灾害时，
加强与电视综合频道的合作，并通过社交网站进
行多语种报道，提供安全、安心的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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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叉点》
周五 10:30～10:40 等

《Doctor’
s Insight》
周二 13:45～13:55 等

NHK WORLD RADIO JAPAN

面向居住在海外或在海外旅行的日本人，24小时全天播出精选

为了为海外日本人提供最新信息，

自4路日本国内频道的各类节目，包括新闻、生活信息类节目、电

将增设与日本国内同步播出的新闻时

视剧、音乐节目、儿童节目、以及大相扑直播和其他体育节目等。

段。此外，每天都播出海外安全信息，

与日本国内同步播出主要新闻，报道最新动向。在发生地震和

并且安排了生活信息类节目、体育实况

海啸等灾害时，及时准确地传递灾害信息。与此同时，简明易懂地

转播和音乐节目等，让海外听众能够了

介绍世界各地的新闻事件。

解丰富多彩的日本的信息。

NHK 简介 202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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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报道

节目

NHK汲取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的教训，不断完善设备，加强体制，以做到无论发生什

电视

么样的灾害，都能通过不间断的新闻报道来守护国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

综合电视频道
灾害发生时，直升机和摄像机器人是第一时间传

可能地详细播报地名和避难场所，记者和气象预报员

递灾情的有效手段。东日本大地震发生时，直升机和

对灾害的最新情况进行实时解说，通过多种方式加强

摄像机器人对海啸灾情源源不断地进行了实况转播。

详尽传递灾区信息的播报能力。

NHK在日本全国各地配备有15架直升机，并在大约

作为NHK的旗舰频道，全力为公众的安全安心保驾护航、
进行准确迅速的报道。此外，为发挥公共媒体应有的作用，我
们采用新技术，不断充实公平公正、正确引导社会的新闻，在
娱乐、文化、体育等不同领域，向受众提供精彩纷呈的节目，

850处地点安装了摄像机器人（含简易网络摄像机

同时，进一步提高地区信息发布能力，提升地区服务水平，以

等），今后将进一步加强直升机的影像直播功能并增

各种形式开展旨在解决社会课题的活动。

设摄像机器人，通过新闻报道为防灾减灾做出贡献。

新闻节目《周五5时》

教育频道

BS 1

BS Premium

除了教育、福祉等重要课题之外，

作为“充满现场感的资讯频

推出大量观众喜闻乐见、内

还编排播出语言教学、人文通识、兴趣

道”，以体育、国际、纪录片、

容丰富、有深度有内涵的娱乐节

除了电视和广播之外，NHK还利用互联网、智

爱好、饮食、保健等各类丰富多彩的节

地区这4个领域为核心，对观众

目。今后将进一步以“大型”
“专

能手机应用程序、数据播放等多元化服务方式为受众

目，充分发挥教育频道的职能，满足广

时时变化的需求作出回应。

业 ”“ 一 流 ”“ 最 前 沿 ” 为 关 键

提供准确的灾害信息、避难信息以及生活信息等。设

泛年龄层观众的求知欲和学习欲。

词，打造观众满意的电视频道。

在各地的广播电视台不断完善灾害报道体制，以便在
紧急情况发生时，以电视和广播新闻快讯、L型画面
滚动新闻、数据播放以及互联网等多种方式向所在地
民众播报与其密切相关的详尽信息。此外，考虑到日
本国内的外国人不断增多，NHK在面向外国居民传
考虑到首都正下方地震（又称“首都直下地
震”）等有可能导致位于东京的NHK放送中心陷入瘫
痪，我们制定了预备方案，不断加强应急措施。当出

递灾害信息方面也进行了种种尝试，其中包括用英语
字幕形式播报快讯、通过电视引导外国人借助

BS4K/BS8K
BS4K提供充分体现4K机动性和高清影像的各类节目，
发挥超高清影像频道的先锋作用。
BS8K作为挑战崭新视听体验的世界最尖端媒体，提供开
拓未知影像文化的节目。同时，用最高水平的影像记录重要文
化遗产和艺术，并将其留存到未来，以此为社会做贡献。

“NHK日本国际传媒”的播报获取相关信息等。

现这种情况时，大阪据点放送局将替代东京的放送中

大河剧《冲上青天》

心，继续开展播放等业务。目前，我们正致力于体制
整备和训练，确保首都圈在受灾时能够以参加到大阪

广播

据点放送局播出的新闻等节目中的形式，发布相关消

第１套广播

息。
为了在灾害发生时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摆脱生命危

调频广播

作为为安全、安心保驾护航的“广播

作为终身教育频道，以满

作为综合音乐频道，均衡排

旗舰频道”，提供守护生命、维护生活的

足多样化的求知欲为宗旨编排

播丰富多彩的音乐及演艺娱乐类

各类信息。在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出现新

节目，并扩充语言教学类节

节目，满足听众的需求。在发生

冠疫情等传染病扩散的情况时，我们会向

目。我们将与互联网服务开展

灾害等紧急情况下，与第 1 套广

听众准确报道必要的信息，另外，还将进

有效配合，提供可“随时”

播相配合，履行地区信息频道的

道，一听就明白”。此外，为了让大家深刻认识到灾

一步扩充体现双向性、扎根地区的节目，

“随地”学习的机会。

职能，播报以生活基础设施为核

害的危险性、积极主动地采取避难等行动，NHK提

满足各年龄层听众的需求。此外，我们还

心的各方面动态，提供细致周全

出了“本地优先”原则，即在灾害袭来的紧急关头，

将以互联网广播“Radiru★Radiru”为

的资讯。

设在灾区的广播电视台积极播报本地消息。另外，尽

核心，进一步加强数字化建设。

险, NHK还致力于改善播报内容。在大海啸警报和海
啸警报发布时，播音员会以坚决的语气，敦促居民尽
快避难，向观众传达海啸警报等的画面也尽量使用简
洁明了的表述，在灾害报道中，努力做到“一看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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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播技术

与海外同行一起

４K/８K超高清电视

与海外广播电视联盟的合作 亚洲-太平洋广播联盟（亚广联、ABU）
1964年，在NHK等的倡议下，成立了亚洲-太平

同时，作为国际公共广播会议（PBI）的核心成

洋广播联盟（亚广联、ABU）。亚广联以推动拥有

员，NHK还积极参与该会议的组织运营，并与欧洲

40多亿人口的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广播电视发展为宗旨

广播联盟（EBU）等也开展着频繁交流。

NHK 在 8K 超高清影像的研发方面走在世界前列。超高清影像和立体音效带给观众身临其境的感受。

超高清影像

高动态范围（HDR）技术

4K和8K可呈现超高清影像，其像素数分别为普通高清影
像的4倍和16倍

使用高动态范围（HDR）技术，更加逼真地表现不同的光亮度
传统技术

开展各项活动。截至2021年3月末，已有超过70个

HDR

国家和地区的256个广播电视机构等加入亚广联。

HDTV
1920 × 1080
（约 200 万像素）

NHK作为亚广联的核心成员，在节目和技术方面与其
他成员开展合作，通过广播电视为国际社会做出贡

4Ｋ

以背景为基准曝光，被摄物偏暗偏黑

3840 × 2160
（约 800 万像素）

献。亚广联的活动包括NHK发起组织的“亚广联机器

传统技术

人大赛（ABU Robot Contest）”、加盟的广播电视
8Ｋ

机构相互交换新闻影像的“Asia Vision”、儿童电视

7680 × 4320
（约 3300 万像素）
本图像为效果说明示意图

剧及纪录片等的共同制作和相互交换、技术援助等。
以被摄物为基准曝光，背景偏白偏亮

本图像为效果说明示意图

广联（ABU）全体大会首次以线上会议方式召开。

多路伴音

广色域
以“广色域”技术拓展颜色的表现范
围，呈现更加自然、鲜艳的色彩
4K & 8K
Wide-ColorGamut

2020年亚广联线上全体会议

2020年12月，鉴于新冠疫情在世界范围内扩散，亚

通过“5.1声道”和“22.2多声道”音响系统，带给观众身临其境的音效体验

5.1
声道

国际合作与研修生接收情况

22.2
多声道

Hi-Vision
● 中层（5ch）
■ 重低音（0.1ch）
需要使用专用音响设备

NHK与48个国家和地区的67个广播电视机构签

此外，还从各国接收研修生。2020年度，接收

署了合作协定、合作备忘录、新闻素材交换备忘录

了来自11个国家的27名研修生（因受新冠疫情影

（截至2021年3月末）。

响，以线上会议方式召开）。

● 上层（9ch）
● 中层（10ch）
● 下层（3ch）
■ 重低音（0.2ch）
需要使用专用音响设备

国际教育节目大赛 日本奖
日本奖是以使用影像和数字技术制作的教育节

在火星卫星探测器上搭载超高清摄像机
NHK与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JAXA）发
起挑战，携手研发可在太空中进行拍摄的超高清摄

目为对象的国际大奖赛。这一赛事的宗旨是，从来

视化，制作出具有现场感的影像，为探测器的操控运

自世界各地的应征作品中评选和表彰优秀作品，为

用等提供帮助。

教育节目的制作项目开提供援助，以此提高全球教

像机（4K和8K摄像机），拟搭载到JAXA计划于

为了通过超高清影像让大家感受到过去无法看到

2024年度发射的火星卫星探测器（MMX：

的全新世界的魅力，我们正致力于相关准备工作，以

Martian Moons eXploration）上，对火星及其卫

便将富有现场感的超高清影像送到各位观众身边。

育节目的水平，增进国际理解。第48届比赛计划定
于2021年11月4日至11月9日举办。
https://www.nhk.or.jp/jp-prize/english/

，

星福波斯（火卫一）等进行近距离超高清拍摄。

2020年日本奖线上颁奖典礼

NHK和JAXA自1992年从航天飞机上进行直播
以来，一直致力于用影像呈现宇宙世界的工作，其
中包括在国际空间站（ISS）上进行4K拍摄、拍摄小

节目的购买、提供及合作

行星探测器“隼鸟2号”着陆时的情景。在MMX的

NHK从海外购买并播出多种多样的视听作品，

亚洲提供了新冠疫情相关节目《与“全球大流行”

项目中，运用长期积累的经验，在全球率先挑战火

包括电影、电视剧、纪录片、娱乐节目、古典音

作斗争》。历年来颇有人气的科学、自然节目《恐龙

星及其卫星的8K摄影。另外，还争取以4K、8K图

乐、动画片等。

超世界》《Wild Life》等都获得了很高评价。除了成

像及MMX飞行数据为基础，将探测器的实际举动可

电视剧方面，
《万福》《夏空》等小说连续剧在亚
洲和美国赢得人气。纪录片方面，向欧洲、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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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节目之外，向缅甸提供了《灰姑娘网络》的节目
模式，具体包括节目的制作经验和构成框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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