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家长对教育的支出是越来越

大，从上幼儿园开始就要为了教育花很

多钱，业余时间也报各种特长班，家教等

等。为的就是在高考有个好成绩，但其实

如果把这些钱攒着，然后今后去国外留

学长见识也是行的。既然对教育这么重

视，那怎能不来个教育型的儿歌应用呢。

在我们的智能电视中，只要连接网

络，选择贝瓦儿歌菜单，就可依次看到最

近更新、最受欢迎、播放记录、我的收藏、

搜索等几个常用的选项。见图 1。

一、进入分龄儿歌

在图 1 中，用遥控器将光标移到左

下角的“分龄儿歌”，再点遥控器上“确

认”按键，即可进入图 2 所示分龄儿歌界

面。从图中会发现分类很细致，上面是按

年龄分类的，下面是按照类型分类的，清

晰明了，对于不知道如何选择的人有相

当大的帮助。

二、歌曲播放

如选择图 2 所示，左上方的歌曲“两

只老虎”，则用遥控器移动光标到“两只

老虎”界面，然后点击遥控板的“确认”

键，即可播放“两只老虎”歌曲。播放时，

可以清晰的看见画面和听到与画面一致

的音乐，一点都不卡，而且很清晰，右上

角还有时间显示，这样给宝宝播放的时

候不用一直盯着看时间啦，不用担心会

影响宝宝的视力。

其他歌曲的播放和选择，其方法一

致，不再重复。

三、其他功能

按遥控器的菜单按键，这个时候会

有选项出现，根据选项，可以选择不同的

功能，如贝瓦故事，可以给小朋友播放更

多有意思、有意义的小故事，孔融让梨、

画蛇添足等都非常经典。另外，在早教专

区，里面针对小朋友的身体健康做了很

多的小视频，也都很有意思，相信家长和

小朋友看了都会受益的，这样家长就方

便多啦！在英语乐园，我们的小朋友可以

在这里边听边学英语，是不是很欢乐呢？

接下来的宝贝好习惯，大家准备好了吗，

小朋友可要认真学习呀，对你们的健康

很有好处的，随后的国学小课堂，我们可

以在里面教宝宝各种古诗词，很不错的！

之后的儿歌新动力，应该是一些教导小

朋友懂文明，爱礼貌的小视频，可以让孩

子们认真的观看。欢乐学堂，这个是针对

于已经入学的小朋友最有帮助了。可以

说，利用智能电视的音视频教育，非常适

合各阶段的孩子们学习！这样智能电视

也能为教育做点贡献啦！(见图 3）

贝瓦软件应用于智能电视，不仅可

以采用遥控器移动光标的方式进行歌曲

播放或国学学习，还具备搜索功能，对软

件内的功能和曲目进行查找！

殷江西 黄杨明

联想智能电视40S9（40英寸）售价：3098元
联想智能电视 S9 搭载 NVIDIA Tegra K1

芯片，配备 192 个 CUDA 核心及 4 个 CPU 核

心，加之电视本身的 4 核处理器，终结者 S9 成

为全球首款拥有 200 颗计算核心的智能电视，

也成为全球运算速度最快的智能电视。联想智

能电视采用 3840伊2160 超高清分辨率效果的

4K 屏幕，总像素数量达到 800 万以上，是全高

清的 4倍、高清的 8 倍，可视角度达 176毅，使屏

幕在每一个 角度都呈现完美画质，并支持快门

式 3D 效果，结合 4K 芯片解决方案，呈现最立

体的高清视觉体验。

联想智能电视 40S9 拥有 5.9mm 超窄边

框，整机外壳流线型设计一体成型，形成背壳边

框与屏幕边缘无缝结合，浑然天成，颜色从机身

贯穿至底座，设计感极强。联想智能电视 40S9
的底座设计灵感来源于灰姑娘的水晶鞋，水晶

质感的双色四脚支架，宛如灰姑娘的水晶鞋将

整个电视坚实托起。

推荐理由：联想智能电视 40S9 一大亮点

就在于其配备的全新遥控器，这个被称为“一键

触控”的遥控器，放弃了此前的红外连接方式，

而采用蓝牙技术与电视连接，遥控器与电视成

功配对后将不受指向方向的影响，任何角度都

可以对电视进行操作，这对具有“空鼠”功能的

智能遥控器而言是非常实用的。遥控器采用六

轴陀螺仪技术，提高了易用性也提升了操控光

标的精准度。

海信 LED40K681X3DU（40英寸）

售价：3899元
海信 LED40K681X3DU 电视是一款 40 寸

的超高清 4K电视，这款海信 LED40K681X3DU
电视采用 VISION2.5 智能系统，用户可以体验

到更为便捷、个性化的智能操作系统。除了配备

4K 超 高 清 、3D 观 影 等 功 能 外 ， 海 信

LED40K681X3DU 电视还支持免费大片可供

用户进行体验。

海信 LED40K681X3DU 电视分辨率达到

4K 超高清级别，用户可以通过存储设备来播放

3840*2160超清格式的视频资源，或者可以通

过 2K 转 4K 技术来实现对高清片源画质效果

的提升，轻松帮您解决 4K 片源匮乏的问题。

海 信 LED40K681X3DU 电 视 采 用 VI原
SION2.5系统，用户可以更便捷的体验到人性

化的智能设计功能，观看大片、读取本地资源、

上网浏览、玩应用等功能都可以一键实现。在海

信 LED40K681X3DU 电视强劲的 10 核硬件配

置下，无论是播放 4K 片源还是玩大型游戏都

能游刃有余。

推荐理由：海信 LED40K681X3DU 是一款

40 寸的超高清智能电视，无论用户想要玩游戏

还是上网都可以进行实现，同时 VISION2.5 系

统带给用户的是更为便捷、个性的智能体验。相

信海信 LED40K681X3DU 可以满足您的任何

需求。

创维 49G8200（49英寸） 售价：6789元
创维 49G8200电视属于创维最新推出的极

客GLED互联网电视产品，原装 LG四色 4K屏

展现的色彩更为丰富，同时广色域技术进一步提

高色彩饱和度。14 核极速处理配置使创维

49G8200电视无论运行游戏还是观看 4K视频都

避免了卡顿现象的发生，感兴趣的用户值得关注。

创维 49G8200 电视采用超高清 4K 分辨

率，同时四色 4K 面板使创维 49G8200 电视在

色彩饱和度、色域方面的表现也更为出色。创维

49G8200 电视搭载酷开操作系统，号称开机只

需“毫秒”，在用户进行设置选项、搜索节目时表

现速度更为一流。

用户可以通过创维 49G8200 电视的应用

商店来下载海量游戏、音乐等软件应用，无论您

想要玩游戏、听音乐还是上网冲浪都可以轻松

实现，上万部精彩大片实时更新并可供免费观

看。电视版体感 CS 游戏《未来英雄》更是让您

畅享无限游戏乐趣。

推荐理由：创维 49G8200电视属于创维最

新推出的极客 GLED 互联网电视新品，4K 分

辨率搭配四色面板使其在色彩饱和度、画面清

晰度方面都无懈可击，同时酷开操作系统更是

为用户提供了便捷、快速的智能交互体验。

KKTVLED49K70A（49英寸）售价：2899元
KKTV LED49K70A 属于康佳旗下互联网

彩电 KKTV 产品系列，类似苹果的界面风格让

其一经推出便迅速走红，KKTV LED49K70A 电

视分辨率达到全高清级别，同时搭载体育赛事、

娱乐节目和好莱坞丰富大片，相信能够各类追

剧迷的观影需求。

作为一款互联网电视产品，丰富的影视内

容 和 智 能 系 统 则 显 得 尤 为 重 要 。 KKTV
LED49K70A 电视搭载百视通正版视频平台，

具备体育赛事、娱乐节目和好莱坞大片可供用

户点播观看，原生态安卓 4.2 系统可兼容海量

电视游戏，让您的大屏生活不再孤单。

推荐理由：KKTV LED49K70A 电视共含三

种 UI 界面可供随意切换，无论您是果粉、影音

控还是“程序猿”，都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精彩

界面。更为便捷的极简输入法更是能帮助用户

快速的实现节目搜索、内容切换等功能。同时

KKTV LED49K70A 电视还支持数字一体机播

放，只要插入视密卡就可以直接观赏高清影片

内容。

推荐理由：KKTV LED49K70A 这款 49 英寸高

清智能电视不仅可以为用户播放、解码高清视

频内容，还可以通过软件商店下载各类游戏、生

活软件来丰富娱乐体验。用户能够根据自己的

喜好来切换 UI 界面。

海尔 U50H7030（50英寸） 售价：3999元
海尔模卡 U50H7030 电视是一款互联网

电视，这款电视除了可以观看视频外，还可以浏

览网页、玩游戏，这款模卡 U50H7030 电视目

前最低报价为元，感兴趣的用户值得关注。

在外观方面，海尔 U50H7030 模卡电视打

破无边框的设计理念，5.6mm 超窄晶钻边框彰

显产品时尚的气息，镂空底座依据精密的力学

原理让电视沉静时宛若处子。并且海尔

U50H7030 模卡电视通过 3D 黑钻屏有效解决

了传统屏幕散光、衰减及晃眼的弊病，为用户提

供最佳的视觉体验。

海尔 U50H7030 模卡电视与同类产品相

比，4K 超高清画质更加生动逼真，8 核极速处

理器，快速轻松存储各种应用、游戏及多媒体内

容，大幅提升智能电视的影像处理速度和应用

优化水平。不仅如此，史上最小 5 键遥控器，专

为热衷拇指操作的年轻人设计，简单便捷的操

控体验让低头族能够抬起头健康娱乐。

海尔 U50H7030 模卡电视实现优酷 in原
side，拥有业内最全免费视频资源，不仅为电视

用户提供最省钱的观看路径，还让用户能够尽

情享受电视带来的大屏盛宴。

推荐理由：海尔 U50H7030 模卡电视采用

8 核极致配置基础，具有鲜明互联网属性，凭借

4K 超高清分辨率、8 核处理器的极致体验给用

户极佳的观感体验。 殷四川 辛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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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晶电视最佳观看距离对照表  

26英寸电视 1.7 米 

32英寸电视 2.0 米 

37英寸电视 2.4 米 

40英寸电视 2.5 米 

42英寸电视 2.7 米 

47英寸电视 3.0 米 

50英寸电视 3.1 米 

55英寸电视 3.5 米 

58英寸电视 3.7 米 

60英寸电视 3.8 米 

 

现在市场中，其平板电视机的主流尺寸在 42 英寸-
55 英寸之间，用户选购多大尺寸的电视，应该根据客厅

的空间大小而决定。也就是电视距离观看者的实际距

离，这个距离过远或者过近的话，都会产生不良的影响。

比如说观看距离过近，容易造成用户视觉上的疲劳，而

且画面会产生轻微的颗粒感，变得不太真实。而如果观

看距离过远，画面中的细节就会丢失，用户观看电视的

时候，一些字幕等较小的字体就会出现看不清等不良情

况，从而影响用户的观看。

那么究竟如何才是正确的方法呢？其实电视机和观看

者的距离非常重要，用户购机的时候，应该根据自己家中

客厅空间大小，即观看位置距离电视的直线距离为准。这

里有一个简单的计算公式：液晶电视的最佳观看距离=液
晶电视屏幕对角线 x0.0635。举个例子来说，比如 50英寸

的液晶电视，计算结果为 55x0.0635=3.4925米抑3.5米。

那么对于选购 55 英寸电视的用户来说，3.5 米的距离就

是最佳观看距离了。当然了，我们也可以根据距离来推算

适合选择多大尺寸的电视。比如

观看距离为 3 米，那么用 3衣
0.0635=47.244抑47英寸，那么

不妨就可以购买 47 英寸的电

视最为合适。当然了，大家也不

必过于严格的按照尺寸对号入

座，比如距离在 2.6米左右，那

么选择 40 英寸或者 42 英寸电

视则都可以。以下附表为平板液

晶电视的最佳观看距离与大小

对照表。 殷陕西 付德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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