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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电视发展轨迹概述

电视作为一种屏幕艺术形态，其表现力在

很大程度上包含了在对电视制作技术和工艺的

掌握之中，而任何一次电视艺术外在的创新和

内在语言结构的演进，都是通过技术语言来表

现的，重要的是要通过电视技术和电视工艺上

的革新和创新来实现的。而每一代电视技术的

进步也依然会在视听方面保持对电视表现力的

提升和拓展特性，从而不断延续这些革新和创

新。UHDTV（超高清电视）的发展诠释了这样一

种发展轨迹。

电视从 20 世纪 30 年代诞生起至今已有近

九十年，在这些年代里，电视在最新的技术条件

下不断演变。20 世纪 50 年代，标准清晰度电视

播出,；20 世纪 70 年代，数字技术用于电视播

出；同样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高清晰度电视

（HDTV）开始研发。电视从黑白到彩色，从模拟

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新技术和新形态相继诞

生，从不同层次完善了电视自身的表现力并拓

展了电视的语言。目前，高清晰度电视已经在很

多国家数字化播出，而由于 4K、8K 超高清晰度

概念的提出，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全新的视听时

代，超清晰度电视的研究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

超高清电视是未来电视的一个发展方向，它

带来更高清晰度、更广视角和三维包络式的音响

环境，增强了观众的拟真感受，好像新闻事件就

在屏幕前发生，好像赛场与美景就在眼前，超高

清电视将用视听震撼来重新定义“身临其境”。

二、UHDTV的基本概念

1.什么是 4K、8K？
4K、8K 的名称来自于其显示的水平分辨

率。例如 4K 约为 4000 像素，具体的数值在不

同的应用领域有着细微的差别。我们常常提到

的 4K 电影，其分辨率为 4096伊2160，而在我们

讨论的集体数字电视领域，由于 16：9 的屏幕宽

高比已经成为主流，因此电视的 4K 指的是

3840伊2160 分辨率。

2. UHDTV技术标准

国际电信联盟（ITU）于 2012 年 8 月发布的

《超高清电视 UHDTV （Ultra High-Definition
TV）标准》中建议：将屏幕物理分辨率达到

3840伊2160 及以上的电视称之为超高清电视，

包含了业界所称的 4K 和 8K，区别于全高清和

高清电视。标准中规定：UHDTV 超高清图像的

显示分辨率为 3840伊2160（4K）与 7680伊4320
（8K），画面显示比例为 16：9，支持多种帧扫描

频率，最高可达 120Hz, 超高清电视是逐行扫描

的。

三.UHDTV具备的技术条件及进展

1.色彩层次的提升

在色彩方面，UHDTV 8K 的色彩量化比推

荐为 12bit，能呈现约（212）3=687 亿种彩色，是

10bit 量化的 64 倍，8 bit 量化的 4096 倍，这个

参数的提升对图像在色彩层次与过渡方面的增

强起到关键作用，色彩过渡将更完美，色彩还原

将更真实。

2.色域方面的改变

由于 UHDTV 有了色彩层次的提升，它在

色域方面也有了改变，同时也表明 UHDTV 系

统比 HDTV 系统能显示更多的色彩。色域越大，

对显示设备的性能也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显示屏幕的扩大

随着电视屏幕的不断扩大，相应的像素点

距也在随之增加，而像素点也就越来越容易被

人眼所察觉，这是直接导致 HDTV 的屏幕局限

于 42 英寸耀55 英寸之间而难以在往上发展的

重要原因之一。对于 UHDTV 而言，无论从像素

点还是色彩呈现层次，对显示的精细度都有着

极大幅度的提升与改善，使得面板尺寸的覆盖

范围增倍，超高清电视的显示屏幕都达到 80 英

寸以上是很正常的。

4.观看距离的缩小和临场感的增强

我们知道，营造观众的临场感主要取决于

观看时候的水平视角，水平视角越大，临场感越

强，当达到 100毅视角时为最佳观看视角。HDTV
的最佳观看距离为屏幕高度的三倍，而水平视

角只能达到 30毅，UHDTV 4K 的垂直分辨率提高

了 2 倍，观看距离缩短为 1.5 倍的屏幕高度，水

平视角为 55毅，UHDTV 8K 电视的分辨率是

HDTV 的 16 倍，垂直分辨率提高了 4 倍，观看

距离便缩短为 0.75 倍的屏幕高度，水平视角可

达 100毅的最佳观看状态。

5.完美的视听环境

由于超高清系统在视觉方面带来了 100毅宽
视角的临场感，在声音系统方面，为了能在高分

辨率的图像下保证声像的准确定位，超高清标

准中提出了一个 22.2 声道的环绕声技术，可重

现 3D 声像，从而给观众更完美的视听环境。

在这个 22.2 声道的声音系统中，分为上、

中、下三层，涵盖了视听室的各个区域。22.2 声

道的环绕声系统使得声像在屏幕的任何区域均

可被准确定位，让观众感受来自所有方向的声

音，再现出一个限时环境中的高品质三维混响

效果。

四、UHDTV 的研究和应用领域的最新

进展

当 UHDTV 向我们走来的时候，显示设备

是被业界和消费群体最为重视的产品，而面板

和分辨率的提升是最能体现 UHDTV 优越技术

的亮点。众所周知，要真正达到 UHDTV，在显示

方面的提升以及在摄像、存储、传输、拾音和最

终显示以及监听等诸多方面都需要技术创新。

1. UHDTV摄像机的研究和应用

2012 年国外某些厂商陆续推出了 4K 摄像

机产品，而紧凑型的手持 4K 摄像机、户外 4K
摄像机也相继面世。

8K 摄像机目前还比较少，由于 8K 的超高

解析度，现有的图像传感器点阵数量、电路处理

能力都不能满足其技术要求，所以，8K 摄像机

经历了几代产品才逐步发展起来。

（1）UHDTV 摄像机的成像渊图像传感器冤技
术

日本研发的三代 8K 摄像机使用的传感器

分别为：第一代使用 2.5 英寸的四个 4K 解析度

的 CCD 传感器；第二代使用 1.25 英寸的四个

4K 解析度的 CMOS 传感器；第三代使用 2.5 英

寸的三个 8K 解析度的 CMOS 传感器。

UHDTV 摄像机最初没有可用的全解析度

的传感器，使用四个 2.5 英寸 CCD 传感器作为

替代方式来进行成像处理，使用这种发生的摄

像机被称为 Gual-G 格式摄像机。和三个传感器

成像系统最主要的不同是 Gual-G 格式增加了

一个分光棱镜在绿光的光径路上，入射光进入

到四个分光棱镜被分离成两个绿、一个红、一个

蓝（GGRB）四个分量，之后进入各自的图像传感

器。如图 1 所示。

如图 2 所示，在对角线移动两个 G 传感器

的像素，使得 G 分量信号的奈奎斯特频率在水

平和垂直方向都变为一个图像传感器频率的两

倍，得到了一个高分辨率的图像信号。在亮度信

号中，G 分量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因此 Gual-
G 成像系统是一个提供彩色图像分辨率的有效

方法。

（2）UHDTV 摄像机的镜头技术

UHDTV 摄像机的镜头除了固定焦距镜头，

5 倍和 10 倍的变焦镜头已投入使用，变焦镜头

可以通过远程遥控来完成变焦、聚焦和光圈调

整，可以在导播间通过高分辨率的大屏监视器

监看，并且使用控制单元来精确地跟焦。

（3）UHDTV 摄像机的信号接口技术

在信号接口方面，8K 摄像机图像数据通过

了 3 个 10Gbps 的光接口使用波分复用技术与

CCU/VP 单元连接，最终图像信号转换为 16 个

1.5G 的 SDI 信号作为 8K 的主输出，还可以输

出 4K 和 2K 的信号供给监看使用。

2.UHDTV环绕声拾音技术的研究和应用

22.2 环绕声拾音技术是 2006 年在日本的

运用。为了录制来自上、下、左、右、前、后等多个

方向的声音，在现场布置了大量的传声器来拾

取丰富的环绕声细节，并且使用了心形、超心

形、枪型、全向型等多种传声器来分别实现屏蔽

两边和后方而直接拾取前方声音，精确定位目

标拾音，四周声音拾取，最终达到 22.2 环绕声

的录音。22.2 环绕声需要在现场配置大量的麦

克风，由于其规模较大，既不方便又不实用，这

个问题的解决，缘于一个集多个小型麦克风集

中放置的小型单点麦克风的诞生。这个麦克风

使用隔音板将集中的空间划分成数个小空间，

在其中分别配置小型的麦克风，结构很紧凑，还

能避免各个麦克风拾音相互的干扰，从而进行

环绕声的现场拾音。

3.UHDTV 录制与存储大数据技术的研究

和应用

超高清的分辨率的增加随之而来的是对大

数据量的处理，而为了记录和重放高清图像，存

储成为了必要条件。目前研究的录制存储产品

已达到采用 XQD 存储卡，支持 60Hz 帧频和 4K
的大量数据存储，使用一张 32GB 的 XQD 存储

卡可以来找近一小时的视频。而近些年来，8K
的制作使用一些新的存储介质，如一张 P2 卡，

用于记录视频信息、编辑信息等数据，采用

AVC In tro100Mbps 编码，可记录 64 分钟的超

高清素材。

为了使存储系统更加紧凑，有更大容量，不

仅需要高密度硬盘驱动器获 SSD 硬盘，全息记

录技术和薄光盘等技术的研发也在全力推进超

高清时代的到来。

4. UHDTV实时编码技术的研究和应用

超高清编解码系统也在不断的进步，最初

使用的是 HDTV 编码，传输速率是 180Mbps耀
600Mbps；另一类是 MPEG-4 AVC/H.264 编码，

传输速率是 100Mbps耀300Mbps。使用这两类编

解码方式，已经完成了 UHD 信号的传输试验。

除了利用 HDTV 的现有技术，HEVC 也已

成为国际标准，HEVC 的编码效率达到了目前

用于 HDTV 的 AVC 编码的两倍，MPEG-2 的四

倍，其定义了新的级来支持超高清的解析度和

帧率。

5. UHDTV 大尺寸屏幕显示和拟真三维音

效技术的研究和应用

超高清技术对电视画面质量的提升是前所

未有的，在提升像素点的同时，缩短观看距离，

对于 8K 来说，已经可以媲美人眼的观察度。

22.2 环绕声对监听的贡献是它可以再现真实环

境的三维混响音效。

超高清技术像素点的提升，突破了高清显

示屏尺寸的瓶颈，65 英寸、84 英寸的 4K 显示器

相继产出。145 英寸的超高清等离子显示屏

（PDPs）已经推出，用于 8K 的公众观看以及推

广展示等，这个 PDP 显示器集成了视频信号前

端处理功能，可解决当尺寸和解析度增加时显

示屏亮度会出现不均匀的现象，同时，集成了内

置扬声器阵列可以进行 22.2 音频回放。

超高清 22.2 环绕声技术突破了 5.1 环绕声

只能反映本平面的声像的局限，这样的声音系

统可以完全重现还原现场的听觉感受，相对于

屏幕，可以进行任意位置的声像定位，观众能感

受到真实环境的 3D 空间体验，这样的系统是

5.1 环绕声所无法比拟的。

就如 3D 电视刚刚推出时一样，超高清电视

要走入家庭，也面临着“买不起”、“看不了”等难

题。所以，如何让超高清电视走进家庭，数字家

庭影音产品的研发面临着很大挑战。

在选购超高清电视时，画质是最为核心的，

只有具备出色的画质表现，才能真正吸引消费

者的眼球。要从以下五个方面注意：一看分辨

率：超高清电视的物理分辨率要达到 3840伊
2160；二看处理芯片：HDMI1.4 通道支持显示

2160P 清晰度的视频的传输，处理芯片能实现

画面的无损还原，且对普通的 FHD 视频的清晰

度有显著提升；三看背光技术：成熟的超高清电

视采用矩阵背光、动态控制等技术保证了画面

真实柔和，且层次感强；四看响应速度：响应速

度决定画面的流畅程度，成熟的超高清电视使

用倍频技术和动态插帧两项技术能保证运动画

面不拖尾不抖动；五看色彩技术：专业的色彩处

理技术、UD 专用高亮滤光膜是保证色彩真实还

原的关键。

五、UHDTV离我们还有多远？

4K 和 8K 已同时纳入 ITU-R《用于生产和

国际节目交换超高清晰度电视系统的参数值》

标准。

目前，4K 的技术在日趋完善，包括节目拍

摄、制作、传输和显示，有些国家的 4K 数字地面

广播已经播出，某国卫星公司开辟了超高清电

视演示频道，供研究机构研究 4K 超高清电视之

用。

8K 的技术也已经有了不少成绩，8K 的演

示、8K 电视广播系统的实时转播、对球赛进行

的 8K 的试验播出，超清晰度电视带来的视听震

撼获得了公众的普遍好评。另一方面，8K 素材、

实时信号的传输技术等领域都在努力完善之

中。

4K 尚在兴起之初，8K 已来临。对于 4K
而言，既面临着新技术的挑战，有面临着向

8K 的演进，从摄、录、编、存、播全方位技

术推进高清晰度电视，提升电视表现力，需要

加快新技术的开发，使 4K、8K 超高清技术走

向成熟，提高产品性价比，普及受众，进而扩

大产量、继续发展。如此，走入大众家庭是指

日可待的。

殷山西 姚贵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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