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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品牌

TCL 110寸 4K电视亮相

美国当地时间 1 月 6 日，CES 国际消费电

子展全面开启，众多厂商的展馆纷纷开门迎客，

将自家最新科技成果展现给全世界。TCL 作为

国内老牌电器厂商，此次在 CES 展会上也是极

其出彩，其在展台最显眼位置处摆放了其 110
英寸 4K 曲面电视，根据吉尼斯纪录，这款电视

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曲面 4K 电视。

TCL此次展出这样一款概念性兼实用性的

产品，正是向全世界表明其拥有大屏幕电视制

造技术，同时全球首款 4K 曲面电视的殊荣也

会归功到中国厂商———TCL，这款电视支持裸

眼 3D，此项技术能够让用户在不佩戴眼镜的情

况下直接观看 3D 影像。不过这款电视售价尚

不得知，不过想想也能知道：不会便宜。

TCL 在 2013 年的时候就已经展示过其

110英寸的 4K电视，此次展出 4K曲面电视足

以看出其在这一年里所作出的改变和努力。据

悉，该 110英寸曲面电视来自 TCL旗下华星光

电液晶面板生产厂，这款电视的推出不仅标志

TCL具有世界上最大曲面 4K电视生产能力，还

标志我国在上游液晶面板领域已取得技术突破。

这款 110 寸的 4K 电视视觉效果相当的震

撼，拥有更强的画质，亮度、对比度、色域都有较

大程度的提升。

在此次 CES 展会上，TCL 不止展示出了旗

舰产品———110 英寸 4K 曲面电视，与国外合作

推出的 Roku 电视，游戏电视以及中国上市的

爱奇艺电视机芒果电视在此次展会中都有所体

现。TCL目前在国外市场上的开拓做的非常好，

在美国本土的销量也因已经逐渐靠近三星，LG
等品牌，足以看出其国际影响力和认知度

海信新一代 ULED新电视

作为每年全球最大的消费电子展之一，作

为国内知名电视海信也推出了新一代 ULED 电

视，采用了最新量子点技术引起广泛关注。

ULED 是海信自主研发的 LED 背光液晶

电视画质提升技术，ULED 采用多分区独立背

光控制和 HiView 画境引擎技术将背光划分为

多个独立的控制单元, 每个单元可以根据电视

画面的亮暗场分布情况精确调整对应区域的背

光打开、关闭，并可对背光亮度进行峰值调整，

还能达到节能省电的效果显示效果出众。

海信ULED电视应用新型背光技术，在色彩

饱和度、对比度、亮度方面均不输 OLED，资料显

示，二者动态对比度均为百万比一级别，色彩还

原性方面，OLED存在过饱和、色偏等失真现象。

长虹 CHiQ系列电视第二代产品

在 CES 2015上，国产老品牌长虹也发布了

多款不同尺寸的智能电视。展出中的智能电视拥

有 65 寸以及 55 寸，这也是长虹 CHiQ 系列电

视的第二代产品，该类电视也采用了量子技术。

新款智能电视同样采样安卓系统，支持 4k 片源

播放以及人脸识别等功能；除此之外，长虹电视

更是采用区域背光控制技术，能够针对电视屏幕

所有色彩、亮度进行智能感知并优化处理。

国际品牌

夏普 85英寸 8K电视机

科技的改变有时候总是让人惊叹，前段时

间媒体还在谈论 4k 片源问题，却没想到如今的

视频终端已经发展到 8K了。本届 CES 夏普发

布了一款 85 英寸的 8K 电视。

单从显示效果来看，视觉确实很惊人。夏普

在液晶面板领域一直都是佼佼者，此次所带来

的 8K 电视让人除了惊叹，其次就是视觉享受。

或许 4K 电视对于夏普来说也只不过是一个过

渡，因为 8K 才是真正的未来。就像 3G 网络转

换 4G 网络一样，当你看到夏普这台 85 英寸

8K LCD 电视（分辨率 7680x4320）的时候，在

回头看看目前的 4K 以及常看的 1080P 不知你

会有什么感觉。

从现场播发的片源来看屏幕相当细腻，85
英寸 300cd/m2 流明的 2D影像在 8K上看过去

就像 3D 一样，那怕是你走近看也很难发现

UV2A LCD面板上的任何像素。夏普的这款 85
英寸电视机依然采用 OLED 技术从显示效果

来看毫不逊色于量子电视。

如此出色的屏幕相信大家对它的像素也很

关心，夏普 8K 电视的总像素数高达 3317 万之

多，清晰度是 4K电视的四倍多。其次这款电视

还支持 120Hz 刷新率，拥有多项画质处理技

术，简直可以说是强大无敌手了。

8K电视技术虽好，但是目前 4K 片源都还

是一个问题，8K 的片源更加是让人望而止步，

相信 8K 片源也将会是一条漫长的路。

三星电视 Tizen系统

在这次的 CES 2015 上，三星展出了采用

Tizen 系统的全线电视产品。一款新的产品，新

的操作系统，先不说功能怎么样，首先从外观上

必须要足够漂亮，能吸引到用户，使用户有进一

步使用，把玩的兴趣，在这一点上，三星 Tizen
系统毫无疑问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半透明的提示框，能在不打扰用户观看电

视正常内容的同时，还能提醒用户频道信息等

一些必备资讯。而且还带一点磨砂效果，非常的

炫目好看。打开设置按钮，所有的设置图片也是

半透明状紧贴电视的边框位置，在方便用户用

三星智能遥控器选择点击的同时，还不会打扰

正常的节目观看。

全新设计的 Smart Hub 使导航更轻松，内

容访问更快捷。全新的 Smart Hub 使用户可以

轻松获取内容，一级界面即会在屏幕下方显示

用户最近使用的程序，并通过定制化内容建议

为用户提供更多娱乐选择。Smart Hub 同时优

化了四维控制，使之更好玩、响应更快速。通过

遥控器我们可以方便的打开电视应用程序，切

换接口信号等几乎所有功能。

LG发布量子点电视仍走 OLED路线

LG 在本届 CES 大展上宣布推出首款量子

电视，继 LED 背光、OLED 等之后一种未来新

技术，量子点是一种前沿科技的纳米材料，具有

独特的光电特性，应用在显示技术上，可实现出

色的成像色彩。

LG 电视一直在业界也颇受好评，此次发

布的首款量子电视依然还是走 OLED 路线，

LG 量子点技术通过尺寸在 2 至 10 纳米之间

的纳米晶体发挥作用，在背光源上加一层量子

点薄膜可以大大提高色彩还原率和整体亮度。

其次量子点电视的色彩还原率与传统的液晶电

视 (LCD) 和发光二极管 (LED) 电视相比提

高了 30%以上，大大的还原片源原来的色彩。

在技术方面 LG 4K OLED 电视全部采用

WRGB OLED 技术，通过增加白色子像素提升

色域覆盖，提升色彩表现。由于在 Optimized
True Color 技术支持下 LG 新款电视还能在任

何亮度下调节舒适的颜色为用户提供更好的观

看体验。

最新款的 LG OLED 电视为了给用户提供

更好的视觉享受，该电视还搭载着哈曼卡顿共

同开发的专业级音频，通过 LG 的 ULTRA
Surround 系统平衡并增强了 4.2 通道音箱设

置来达到视觉以及美妙的音响效果。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此次 LG 还展出了 7 款

全新的 4K OLED 电视，其中既包括曲面

OLED也包括平面 OLED 机型，显示尺寸涵盖

55 英寸、65 英寸和 77 英寸供不同需求者选

择。 殷四川 辛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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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ink家用路由器

造型怎么看都像倒扣在盘

子里的清蒸大闸蟹。D-Link 声

称其设计经过仔细优化，确保信

号覆盖范围最大。三款路由器目

前只有 AC3200 公布了价格：

310 美元，第一季度首先在美国

上市。

联想 VIBE智能手环

联想宣布推出 Vibe 智能手

环 VB10，采用 E-ink 电子墨水

屏幕，可续航长达 7 天时间，具备

防水功能。可显示通知和文字，但

与其他智能手表的卖点不同，

VB10 不支持接打电话。VB10同

时具备多种颜色，售价 99 美元，

今年 4 月在美国发售。

Melomind耳机

这款产品看起来有点像头

盔，尽管音乐是通过耳机播放

的，依然需要结合智能手机来使

用。休息的时候还需要惦记着带

手 机 ———这 是 唯 一 的 不 便 。

Melomind 将在年末于美国和欧

洲上市，定价 299 美元，可兼容

Android、iOS 和 Windows
Phone 等系统。

Misfit智能灯泡 Bolt

这是一款通过 Wifi连接的可变色灯泡，用户可个性化定义

家庭照明环境，结合 Misfit Beddit 可模拟日出光线自然唤醒用

户。Bolt 定价为 49.99 美元，用户可以在 Misfit 官网上进行预定。

Fibaro运动传感器

灵感来自于猫的眼睛，它快

速反应的瞳孔；Fibaro 是一个

先进的运动传感器，内置无线温

度传感器、光传感器，加速计。直

径小于 44 毫米，也是目前世界

上最小的装置。Fibaro 能够控

制 95%的家用设备，支持语音

识别功能，是一种直观的智能

家居系统。

UniKey智能门锁

内置蓝牙 4.0 连接，可以通

过智能手机或是专用的蓝牙钥

匙实现自动化开锁。可通过手触

摸门锁达到解锁目的，省去了手

机操作解锁难题，真正做到了无

钥匙开启。UniKey 主要面向酒

店市场，绕过了传统的电子钥匙，为酒店客人提供无与伦比的智

能体验。 殷上海 徐惠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