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础知识

2014 年，杜比公司带来了又一次翻天覆地的音

响系统革命———Dolby Atmos 全景声。通过制作源

头和回放的转变，让专业影院以及家庭影院实现

360毅声场，无比接近“自然声”。

一、什么是杜比全景声

杜比全景声 （Dolby Atmos） 是杜比实验室于

2012 年 4 月发表的三维环绕声技术，这款新技术可

以呈现 64 个独立扬声器的内容，亦可同时发送多达

128 个声道或对象。

杜比全景声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 5.1、7、1 声

道的概念，能够结合声音对象呈现出动态的声音效

果。它可以控制一侧的多个音箱逐个发出不同的声

响，真实的营造出由远及近的音效。配合顶棚扬声

器，实现声场包围，展现更多声音细节，提升观众

的临场感受。

以前要实现电影音效，都是基于多声道制作，

例如 5.1 声道或者 7.1 声道。在这种理念下，很难做

出精确的连续性的声场过渡，因为混音的时候要分

配、平衡好每一个声道。声道越多数据量越大，难

度也越大，想要突破更多声道 （例如 24 声道） 是不

可想象的。

杜比全景声首先舍弃了“声道”这个概念，是

基于声音对象而非声道的影院还音系统。声音对象

是什么呢？电影场景中所听到的任何声音都是声音

对象。电影制还音制作者运用杜比全景声，可以准

确地确定这些声音的发声位置并随情节的发展精确

地控制声音的位置移动。

以这种方式来构思声音，不会有基于声道的音频

系统所存在的诸多限制。在基于声道的系统中，电影

还音制作者需要考虑扬声器设置，而杜比全景声只需

要考虑故事情节。杜比全景声系统可以智能地决定哪

些扬声器发声，来精确再现电影中物体和人的移动方

向，例如汽车从旁边驶过，鸟儿从头顶飞过，树叶从

树上旋转飘下，所发出的声音。它们除了位置不同，

音像的大小与呈现的时间状态也不同。

二、杜比全景声进入家庭

比起基于声道的家庭影院，杜比全景声更加灵

活、适应性更强。在基于声道的系统中播放基于声

道的内容，扬声器数量是固定的 7.1 系统，通常包

含 7 个扬声器和 1 个低音扬声器。有了杜比全景声，

情况恰好相反，拥有无比灵活的选择，8 个扬声器

（5.1.2） 就可达到非常完美的效果。或者添加更多扬

声器，会获得更加饱满、丰富、细腻的声音。添加

扬声器时，支持杜比全景声的接收器会自动判断如

何控制扬声器发声，营造妙不可言的声音效果。

杜比全景声 （Dolby Atmos） 从影院走入家庭，

是近 20 年来家庭影院音频技术最重要的进步，它让

声音从各个纬度在房间内流动，展现惊人的方位感、

清晰度和栩栩入生的细节，给观众带来身临其境的

强烈震撼。

无论 3D、4K，专业影音技术的民用化速度越来

越快，杜比全景声 （Dolby Atmos） 技术也自然包括

在内。实际上杜比研发团队很早就开始了全景声家

用化的工作，力求把家庭影院的环绕声音效提到更

高层次，让音频发烧友能够灵活选择系统的组建方

式。

现今杜比全景声 （Dolby Atmos） 进入家庭的条

件已经非常成熟，搭载杜比全景声音轨的蓝光光碟

早已面世，支持杜比全景声的家庭 AV 接收器和扬声

器早已出现。已宣布推出杜比全景声 AV 接收机或预

处理器的制造商包括天龙、马兰士、安桥、先锋、

和雅马哈等。安桥还推出了支持杜比全景声的盒式

家庭影院系统 （HTIB）。芯片提供商 Analog De原
vices、 Inc、Cirrus Logic 和德州仪器 （Texas In原
struments） 已开发出能够支持杜比全景声家庭影院

AV 接收机与处理器的芯片。

家庭要实现影院的杜比全景声 （Dolby Atmos）
效果，最佳的方式就是在天花板上安装扬声器，并

且按照杜比全景声的规范进行连接，完全符合蓝光

规格的现有播放器将能够支持蓝光碟上的杜比全景

声内容。如果没有在天花板上安装扬声器这个条件，

可以选择支持杜比全景声的特殊扬声器，这种扬声

器可以安置在传统扬声器所在的位置，发出来自头

顶上方的饱满、细腻的音效。也可以选择支持杜比

全景声的扬声器模块作为补充，可将这种模块直接

放在现有扬声器上面。

杜比全景声 （Dolby Atmos） 系统本身几乎是没

有限制的。如果有足够的空间和经济能力，甚至可

以打造地板配备 24 个扬声器，顶部配备 10 个扬声

器的的杜比全景声系统。添加扬声器时，支持杜比

全景声的接收器会自动判断如何使用扬声器营造身

临其境的声音效果。

殷成 都 戴文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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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听前沿———杜比全景声

笔者是个影音迷，逢影音展会必看。去年观
看了广州国际音响唱片展，感慨颇多。这次音展
与以往不同的是，高大威猛的旗舰音响少了，有
很多新亮点。

亮点一：4K 投影机 180英寸画面搭配杜比
全景声影院系统让人身临其景，带给人们完美的
视听享受，“发烧影音”比“发烧音响”更吸引人。

亮点二：国内外 20 多个商家展出了百余款
数字音频播放器。国内的老牌音响厂家斯巴克、
欧博、度高同时推出了数字音频播放器。让笔者
吃惊的是东莞德生公司也推出了数字音频播放
器，该产品无论外观和功能都是大手笔设计。德
生一直以收音机为主业，如今推出数字音频播
放器看来是大势所趋。虽然 LP 与 CD 是高烧
友的主流音源播放设备，但数字音频的春天已
来临，势不可挡。

亮点三：WIFI 或蓝牙无线高保真音响已悄
然出现在我们身边，受到手机音乐欣赏一族的
亲睐。

其实，跳开“发烧音响”这个圈子，“音响”产
品的市场很大，这几年插卡音响、移动 DVD 的
热销，一些音响小厂年销售额在数百万元到数
亿元。热销的原因是售价低，老百姓买得起，功
能实用，音色也过得去。现在电脑、液晶电视早
以普及，而发烧音响价格却高高在上。厂家与商
家若不降低姿态，“高级音响”会成为奢侈品，与
大众越来越远。

国内很多 IC 公司一直在努力。据笔者了
解，国内设计生产的多款音频 DSP 早就被国外
音响厂商看中并在其前沿音响中广泛使用（如
日系与韩系厂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国内的
音响公司却不看好国内市场，反而担负了国外
众多音响品牌的设计开发及生产重任。

一、平价无损音频播放器的业余制作
音响发烧友若能买到核心器件，也可动手

DIY 数字音频播放机。下面笔者根据自己 DIY
的结果，介绍一个平价方案供读者参考。

国产插卡音响多采用山景、建荣、Ali、炬力
的方案。码率在 192K以上的 MP3、WMA 已接
近 WAV 、APE 、FLAC 的音色。为方便网络传
输，在线音乐多以低码率的 MP3 与 WMA 为
主。发烧友看不上 MP3，需要能播放 WAV 、

APE 、FLAC无损音频的播放器。
国产插卡移动 DVD 与 MP3 播放机，大多

数不支持无损压缩音乐播放，同时其内建的
DAC停留在 16bit 或 18bit，不能实现高保真。
部份 ARM 处理器虽能播放无损音频，但由于偏
重点在视频解码，对音频有所干扰，功耗也是一
个不小的问题。有一些高清硬盘播放器，音频效
果很好，但价格较高。

如今智能手机与平板电脑在线欣赏音乐是
潮流，可以免费享受无限的资源，如图 1 所示，
数字音频的优势再一次得到体现。

传统的家用音响如何升级才能适应网络时
代，这是音响爱好者关注的焦点。其实只需要一
座“桥”，传统的家用音响就可以焕发青春。国
内有很多“桥”，如数字音频播放机、蓝牙或
WIFI 无线音频处理器等。市场上有很多播放板
卡供选择，功能大同小异，现以 LJAV-DSP-01
插卡无损数字音频播放板为例加以介绍，该板
卡以国产 3306/3308音频 DSP 为核心，配合蓝
牙音频接收模块，可实现众多功能：

1. 支持 SD/MMC 卡播放和 USB 2.0 U 盘
播放，最大支持容量为 32G；

2. 采用专用低功耗音频 DSP 芯片实现
WAV 格式编解码 ；支持无损压缩格式 APE、
FLAC，可达 CD 音质；支持有损压缩格式
WMA、MP3 。

3.内置 24bit 高性能 CODEC，DAC 信噪比
可达 95dB，高品质还原解码后的音乐；

4.硬件音效处理（EQ）保证音效处理的最
小延迟，音频 DSP 内置 96KHZ/24bit 数模转
换器（DAC），保证解码后的音乐高品质还原；

5.内置蓝牙 4.0 音频模块，方便欣赏在线音

乐；
6.内置 FM 收音模块，欣赏音乐多一条途径；
7.蓝牙、SD 卡、U 盘、收音、外接音频多种选

择，音量可遥控；
8.低功耗设计，5V 直流供电。
面板尺寸仅 74mm伊49mm，外观如图 2 所

示，可按键操作或遥控操作。
为降低成本，使用了 LED 指示，底板核心

DSP 处理如图 3 所示。虽然 WIFI 音频有很多
优点，但成本高于蓝牙音频。该板卡内置
CSR8635 蓝牙 4.0 立体声音频模块，固化
A2DP 、AVRCP 、HFP 协议。若要求更高，升级
更换 CSR8635为 CSR 更高端的即可。

该板只需提供一组 5V300mA的直流电源即
可工作。通电后蓝牙功能优先，可通过按键或遥控
器对蓝牙、SD卡、U盘、收音、外接音频切换。

有了核心部份，音响发烧友可开发出很多
数码音响系统，如无损数字音频播放机、便携式
数字音乐随声听、高保真插卡耳放、高保真插卡
功放、高保真无线有源音箱等。

若追求外观完美，可给插卡播放板设计一
个铝面板机箱，如图 4所示，可内置电源或外置
移动电源，这就是一个低成本的无损数字音频
播放机。内置耳放电路，用一节锂电池供电或者
使用成熟的移动电源 PCBA，一个 8GB~16GB
的 SD 卡作音频存储，不超过 300 元，即可 DIY
一款实用的便携式数字音乐随声听。市场上便
携式无损数字音乐随声听售价在 2000~4000
元之间。

在图 5 所示
的机箱上开好电
子管孔位，用 6N6
作和田茂输出电
路，成为一台插卡
播放、蓝牙无线音
频接收、电子管前
级、耳放功能的一
体机。

展会上看到用
木材和竹材作电子
管功放的外壳，像
工艺品一样让人耳目一新。用木材加工机箱是一
个不错的思路，成本低廉、业余条件易加工。中纤
板外壳如图 6所示。还可把 2~10W的数字功放、
扬声器都安装在木箱内，作成一体化无线音箱。

读者的智慧是宽广的，只要感兴趣你也可
以 DIY 个性化的数字音频播放机。

殷广州 秦福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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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 的 成
都尧广州尧上海
音响展上袁音频
技术无论专 业
领域还是传 统
HI-FI袁 都发生
了较大转变遥 国
内外参展商 纷
纷推出了技 术
先进尧价格亲民
的音响产品袁反
映出音响行 业
越来越重视 普
通民众这个 庞
大群体的需要遥
只有满足这 个
群体的需要袁音
响行业才有 了
稳固发展的 基
础遥

音 响 是 一
门科学技术袁同
时是一门艺术袁
音响技术的 发
展袁最终是为声
音艺术服务遥 本
版顺应音响 技
术的发展潮流袁
在去年设立 各

栏目的基础上袁 加大技
术性尧 新闻性文章的力
度袁 及时报道国内外音
响行业最新动态尧 最新
技术袁发掘行业契机袁捕
捉市场趋势袁 使读者能
够在第一时间了解现代
音响技术的发展遥

欢迎投稿袁 尽量使
用电子文档袁投稿邮箱院
dzbnew@163.com遥 请
勿一稿多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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