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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飞逝，2014 年已注定是中国

不平凡的一年，是“打老虎 灭苍蝇”、

深化改革的一年，4G 通讯、物联网、

机器人、电动车.... 电子技术无处不

在，电子技术、网络技术更是飞速发

展，今天，我们到了互联网、移动互联

网的风口，准备着，随风飞扬吧。

2015 年《视听新潮》版，在新颖性、

技术性、实用性的基础上，更加突出

专题性。我们继续发扬开门办报的风

格，特公开征集以下内容稿件：

1、4K 视频技术及其应用

2、杜比高清音频技术及其应用

3、各类机顶盒、网络播放机技术特

点

4、客厅式影院的设计和调试

5、时尚、流行视听器材剖析

6、网络影音相关内容

7、经典名片、名碟赏析

8、适合工薪族的经典品牌套装影院

9、小型专业影院的设计和器材选择

10、其他有关影音特色技术讲解。

新年伊始，恭祝《视听新潮》的作

者、读者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殷本版编辑 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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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广东省音乐家协会主办的第十届.2014 年度十大发烧唱

片榜颁奖典礼于 2014 年 12 月 14 日在广东星海音乐厅隆重举

行，这是音乐、音响界每年一度的盛事。十年来，这个平台为追求

高素质音乐表现与录音艺术的各位音乐艺术家和录音师们，展

示了他们的努力成果；同时也为广大音乐、音响爱好者提供了丰

富的高素质发烧唱片精品指南，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能为大

众文化生活增添更绚丽的色彩。

第十届.2014 年度十大发烧唱片榜，立足于推动中国音乐、

录音作品走向世界，让中外音乐人相互学习、交流，让大众更好

地了解世界音乐文化。作品的评选，依一贯的宗旨，以唱片的“音

乐艺术表现、创新音乐元素、录音制作水平”为基础，综合音乐作

品创作、演唱演奏水平、录音艺术品位等，评选出 2014 年度十大

发烧唱片奖作品及各单项奖专辑。

参与第十届.2014 年度十大发烧唱片榜评选的唱片公司有：

环球唱片有限公司、天乐唱片国际有限公司、北京达人艺典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北京瑞鸣东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广东龙源音像

昇有限公司、广东星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广东东 影视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天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广州红音堂唱片有限公司、

广州市老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广州市妙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广州市风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广州新京文音像有限公司、广州

声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中国唱片广州公司、柏菲音乐制作有限

公司、广州市雨林音乐制作有限公司、广州市天弦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太平洋影音公司等 20 多家唱片公司，参选作品 200 多件。

获得第十届.2014 年度十大发烧唱片榜“十大发烧唱片奖”

的作品专辑有 10 燚个专辑，分别是：《满 .圆号专辑》、《低音 C 的

诱惑. 詠王晰》、《二十三岁的 叹调.李黎》、《李小沛.录音作品珍藏.
续》、《想要跟你飞. 费玉清》、《独弦. 雷滢》、《一个人旅行. 曹芙

嘉》、《李沛小提琴专辑》、《桃花源.腾格尔》、《岭南半新旧.广东民

族乐团.指挥:张列》。

获得第十届.2014 年度十大发烧唱片榜：“专辑单项奖”共

28 个专辑共 30 个奖项：(一).器乐作品 14 个，分别是：(1)“年度最

佳钢琴演奏艺术奖”：《李云迪.王者幻想》(CD 碟+DVD 碟)；(2)“年

度最佳录音制作专辑奖”：《李小沛.录音作品珍藏.续》；(3)“年度

最佳管弦乐专辑奖”：《上海交响乐团.余隆.管弦乐作品》；(4)“年

度最佳钢琴协奏曲专辑奖”：《协奏曲.薛啸秋》；(5)“年度最佳民

乐演奏专辑奖”：《岭南半新旧.广东民族乐团.指挥:张列》；(6)“年

度最佳弦乐四重奏专辑奖”：《中国爱乐艺术家四重奏》；(7)“年度

最佳艺术表现专辑奖”：《城市的十二个花园》；(8)“年度最佳原创

音乐专辑奖”：张宏光原创音乐作品集《水月空禅心.笛箫.戴亚》；

(9)“年度最佳手风琴演奏专辑奖”：《黑眼睛.手风琴.瓦路让》；(10)
“年度最佳竖琴演奏专辑奖”：《竖琴之声精选集域.西尔克.艾克

霍恩》；(11)“年度最佳长笛演奏专辑奖”：《温暖的忧伤.旅瑞青年长

笛家-伊然专辑》；(12)“年度最佳口琴演奏专辑奖”：《口琴专辑.米
奇. 拉裴尔》；(13)“年度最佳古琴演奏专辑奖”：《闽派琴宗. 李禹

贤》；(14)“年度最佳二胡演奏专辑奖”：《金胡. 玥金 》；(二)声乐作品

16 个，分别是：(1)“年度最佳男声合唱专辑奖”：《辉煌之声. 郁.鸿
雁》；(2)“年度最佳声乐艺术专辑奖”：《中国歌剧精选. 殷秀梅》；(3)

“年度最佳声乐独唱专辑奖”：《世界多美丽.黄红英》；(4)“年度最佳

民族声乐演唱专辑奖”：《我的蒙古马. 乌兰图雅》；(5)“年度最佳独

唱专辑奖”：《爱的月光.童丽》；(6)“年度最佳男声演唱专辑奖”：《民

国旧梦.李玉刚》；(7)“年度最佳女声演唱专辑奖”：英语专辑:《夜曲.
金池》；(8)“年度最佳民谣演唱专辑奖”：《君不见.小娟 & 山谷里的

居民》；(9)“年度最佳童声专辑奖”：《泥娃娃. 廖敏冲. 歌曲专辑》；

(10)“年度最佳民族曲艺专辑奖”：《生旦净丑》；(11)“年度最佳经典

粤语歌曲专辑奖”：粤语专辑:《陌上归人.区瑞强》；(12)“年度最佳

粤语歌曲专辑奖”：粤语专辑:《男人四十.贰.王闻》；(13-16)“年度最

佳情歌专辑奖”分别是：《味道.侃侃》、《像梦一样自由.康康》、《存

在.域.雷婷》、《想说真的好难过.九龙》。

出席颁奖典礼的领导和嘉宾有：广东省委宣传部及广东省

文联的领导；广东省委宣传部调研员林原；广东省音乐家协会主

席刘长安；广东省人大代表、海润国际传媒广东执行董事端木

达；广东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唐彪；广东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广东民族乐团团长陈佐辉；广东省音乐家协会副秘书长乔建军；

广东广播电视台珠江经济台总监、著名作曲家马国华；海润国际

传媒广东机构副总经理张旭东；中央电视台总录音师.国家一级

录音师李小沛；中国艺术家协会副秘书长.音乐教育家王勇；中

国音乐家协会录音艺术与唱片学会秘书长刘达；广东省音乐家

协会音乐与音响艺术委员会会长林劲、副会长林翰菲；著名歌唱

家黄红英；长笛演奏家伊然；钢琴演奏家卢绍璇、卢绍莹；古琴演

奏家李伯捷；发烧流行歌手王闻等；以及各大唱片公司高层、音

乐、音响界代表等 500 多人出席。

颁奖典礼现场采用高级音响系统重播部分获奖录音作品，

部分获奖艺术家在现场作了精彩的表演，颁奖典礼在热烈的气

氛中圆满结束。

第十届.2014 年度十大发烧唱片榜主办单位，特别精选了

2014 年度获奖作品中的部分曲目录音，经由音乐、音响、录音专

业人士编辑、制作出《第十届.2014 年度十大发烧唱片榜获奖作

品精选》专辑 (2CD 碟.共 26 首录音作品)，于 2015 年 1 月份正式

出版发行，希望这个专辑能给大众带来高品位的视听享受（颁奖

典礼到会人员均获此双碟套装 CD）。

第十届.2014 年度十大发烧唱片榜颁奖典礼，我们欢聚于广

东星海音乐厅，共同见证一年来音乐艺术家、录音师们所做出的

努力成果，感谢他们辛勤的付出。我们向所有为推动音乐艺术与

唱片工业不断发展的功臣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殷广东 艾英悦

野十大发烧唱片榜冶迎来十周年生日
第十届 2014 年度十大发烧唱片榜 颁奖典礼

让生活增色添彩的数字摄录一体机（三）

Sony HDR-PJ340
HDR-PJ340 是日本索尼最新开发推出

的一款携带投影功能的数字全高清 (1080/
60p)
摄录一体机，该机内置能减少影像噪声产

生，适合低光摄录的高效 1/5.8 英寸 Exmor
R CMOS 图像传感器和全新 BIONZ X 图像

处理引擎，安装光学和数字变焦各为 30 倍

和 350 倍，具有最佳光学效能的 Sony 专业

广角 G 镜头，配备幅型比为 16:9 的 2.7 英

寸 LCD 彩色液晶屏。HDR-PJ340 的卓越低

光拍摄能力为昏黑环境的拍摄仍保持录制

图像鲜明色彩依旧创造了条件，并通过图像

处理器的超高速处理能力，忠实重现图像的

丰富细节。HDR-PJ340 的动态记录格式采

用的是 AVCHD(MPEG4-AVC/H.264)，有效

像素为 229 万，应用了三向式 10 倍光学变

焦防抖技术，音频单元设计的是杜比双声道

立体声格式。该机人像追踪对焦技术（Face
Detection）和智能自动辨识(Intelligent Auto)
技术为更逼真的影像、更低的噪声，以及更

丰富的色阶变化提供了保障。该机记录媒介

除 16GB 内存外，还提供记忆卡（兼容 Mem原
ory Stick Micro 和 Micro SD/SDHC/SDXC）插

槽。该机内设一对立体声喇叭，音响与投影

画面的匹配使观赏效果大大提升。设有

HDMI 和 USB 连接端口，兼容 x.v.Color 色域

标准，其外形尺寸为 61.0x59.5x119.0mm，重

量 215g，参考价 430 美元。HDR-PJ340 具有

下列功能特色：

1. 超解像技术确保摄录视频具有优异

回放效果

HC-X920 应用了全像素超解析技术(By
Pixel Super Resolution Technology)，该技术可

提供更宽广的变焦范围与更清晰的拍摄效

果，它以逐一分析像素的方式进行影像分析

并对比相邻的像素，然后借助索尼开发的数

据库将图像分类及进行优化处理。该技术的

应用使远处风景和眼前人像都能拍摄得很

出色。

2.动作轨迹跟踪的移动拍摄模式有利于

摄像者的再创作

HC-X920 设计了实用的动作轨迹跟踪

视频 (Motion Shot Video) 模式，该移动拍

摄模式主要用于记录拍摄对象的动作轨迹，

以备不时进行运动动作的分析，以及创作

戏剧性特效。该功能模式通过连续图像的

拍摄捕捉移动中的被摄物，用户可按需求

调整每幅图像之间的时间间隔。所拍摄的

图像会按顺序予以播放并交迭显示出动作

轨迹。

3.双重影像格式摄录给摄像者提供了极

大的方便

HC -X920 提供双重影像记录（Dual
Video Recording）方式，一重是用于保存珍贵

回忆的高画质 AVCHD 视频格式；另一种是

很容易传输到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设

备，或实时上传到网站让亲朋好友立即分享

的 MP4 视频格式。用户只需借助 NFC/Wi-
Fi 功能将同样拥有 NFC 能力的智能移动设

备与本机触碰一下即可。

殷上海 解 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