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从有 4K 视频以来，去哪找 4K 片源成为

了摆在用户面前最大的问题。虽然从目前情况

来看，不管是从硬件、软件，还是全球各大内容

制作方，都在努力推进 4K 片源的普及，但距离

真正走入到普通老百姓身边，还是有一定的差

距。除了 4K 的视频源外，由什么播放器来播放

4K视频，这也让爱好者们犯难！本处分别从硬、

软件介绍几款 4K视频的播放器！

一、索尼 4K播放器

索尼 4K 媒体播放器 FMP-X10，在 2014
成都国际音响节上展出后，很多视频爱好者进

行了追捧！该播放器不仅是一台 4K 播放设备，

还可以提供原生 4K 内容的下载服务，爱好者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下载观看来自索尼影视

的高码率、具备原生 4K 分辨率的 4K 内容。

4K 媒体播放器的连接过程非常简单，与大

家常见的其他盒子产品一样，只要连接电源后，

用随机的 HDMI 线与电视连接，在电视上选好

信号源即可。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目前索

尼的这款 4K 媒体播放器仅支持拥有 4K 分辨

率屏幕的索尼 BRAVIA 电视，在其他品牌 4K
电视上可能会出现不兼容的情况。此外，索尼

84X9000/55X9000A/65X9000A 系列 4K 电视

在连接使用时，可能需要升级，使用前需要确认

型号信息。

当你把所有准备步骤做好后，就可以直接开

机。首次开机时，4K 播放器会提示你连接无线

网络等等，操作都非常简单。而当正式进入到主

界面后你会发现，它实际上只有两个部分，一个

是华数 4K，另外一个部分是视频播放器。据介

绍称，如果对其固件升级，升级后这里会出现音

频播放器，提供对 Hi-Res 级别音乐的支持。

很显然，这里的主角当然是华数 4K 视频

部分。但是，在这之前，先说一下后面的这个视

频播放器部分。

对于索尼 4K 播放器而言，除了与华数合作

的 4K内容资源以外，还支持对外接移动设备中

的 4K内容播放。不过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该机

仅支持移动设备中的 4K 分辨率视频，也就是说

如果你想用索尼这款 4K 播放器去看硬盘中下

载好的 1080P大片是不能够别识别出来的。

此外还有一点，如果想观看移动硬盘中的

4K 视频，只能将其连接到机身前端的 USB 接

口上，而后面的那个 USB 接口仅仅只是用于对

内置 1TB 存储空间的扩展，不能用于视频播

放。 可以看到，点击进入视频播放器后，这里

仅显示出了硬盘中的 4K 视频，再无其他。打开

播放后，可配合索尼电视，视觉效果还是非常震

撼的。当然，播放的流畅度也没的说。

二、5i-380/390 4K极清硬盘播放器

5i-380/390 4K 极清硬盘播放器与普通播

放器比较，功能性能均有大幅度提高，可以作为

高端家庭影音的标准配置。5i-380/390 的主要

功能如下：

1.4K功能

4K 输出是市场迫切需要的功能，在 4K 电

视飞速普及的今天，没有什么功能比 4K 更迫切

的了。5i-380/390搭载了世纪格雷研发的 4K加

速器，算法为世纪格雷研发，获得了非常好的升

频效果。实际测试表明，将 2K升频到 4K，画质细

腻，色彩更艳丽，在大屏幕的电视或者投影上优

势显著。在真 4K 受制于标准及存储设备，片源

也只有演示片没有故事片且商品化遥遥无期的

情况下，性能优异的升频 4K 将是较为现实的极

清手段，在播放大部分影片尤其是画面比较粗糙

的影片时，画面优化效果非常好。

2.双 HDMI输出，音视频分离

这个功能基本上只在高端影音器材上出

现，这个级别的播放器有这个功能，试一次大胆

的创新。有了这个功能，5i-380/390 以平民化

的价格一部跻身于高端播放器行列，可以在高

级别的影音系统上获得自己的位置。

3.HIFI的音频性能

世纪格雷的产品音质好，在 HIFI 领域是公

认的事实，高端播放器 9i-AD 在音频性能上获

得的赞誉数不胜数，在 AV 领域，世纪格雷的播

放器音质比其他品牌高出一筹也是公认的事

实。5i-380/390 自然也不例外，传承了世纪格

雷独创的音频架构，是世界范围内唯一的 HIFI
级高清机产品。

无论次世代音频源码输出，还是 SPDIF 输

出的数字音频，5i-380/390 都较普通高清机有

更好的性能，很多用户把世纪格雷的高清机当

HIFI 数字转盘外接 HIFI 音频解码器，获得了

HIFI 系统的音质效果，5i-380/390 的音频性能

可见一斑。

4. 性能优异的硬件提供了优异的蓝光性

能，支持 3D
目前高端蓝光方案，主流为 5i-380/390 所

采用的 marvell 88DE3010 方案。另外也有部分

方案能播放蓝光片源，但不能实现导航，不是完

整的蓝光方案，在画质上与真正的蓝光方案比

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5i-380/390完美支持蓝光原盘 BDMV与蓝

光 ISO，完美支持 3D，无静音水印的后顾之

忧。

5.4T大容量硬盘支持，并支持多盘位大容

量硬盘阵列

蓝光电影一般都在 25G-50G 之间，2T 硬

盘已经显得力不从心，大容量支持是必然之举。

5i-380/390 支持 4T 硬盘，并通过 USB 连接多

盘位的硬盘阵列，实现“影库”式存储管理，对电

影发烧友来说是非常实用的功能。

6.QDEO视频增强技术 + 4K，高质量影像

的保证

marvell 的 QDEO 视频增强技术是 marell
在视频领域获奖无数的技术，至今仍然是高画

质最有力的技术保证之一。当 QDEO 与 4K 联

袂的时候，QDEO 优异的性能更加充分体现。作

为顶级画质的高清机 5i-380/390，在画质上确

实无可挑剔了。

7.丰富的接口，给用户带来轻松的使用感

受

5i-380/390 具备丰富的输出输入接口，素

质不俗的模拟 5.1 输出是一个亮点。此外，5i-
380/390采用了 HIFI 级产品采用的美标电源插

口，用户可以通过更换线材来调节音画质。

5i-380/390 具备局域网播放功能，可以在

家庭局域网中通过 NFS/DLNA/SAMBA 共享实

现远程播放。这些高清机的标配功能，5i-380/
390自然不会减少。

三、4K视频播放软件

目前支持 4K 视频的播放软件有：是 bshx原
playe 、快播、迅雷看看、QQ 影音、百度影音、暴

风影音、VLC Media Player 和 Windows Media
Player 及 Win8 视频 APP 等。由于通用的视频

播放软件大家都非常熟悉，此处仅对 bshx原
playe 作一介绍!

1.版本：4k 高清播放器 bshxplaye 2014 画

质极限版

bshxplayer 是一款完美支持 4K 高码率

3840x2160 的高清 4K 视频播放器，而在这个

版本中已经将其修改成最简洁的版本，操作方

面和软件界面都没有任何复杂的选项，方便用

户更好的进行使用，播放更流畅。如果您还在苦

苦寻找适合 4K 文件的播放器，那么不放尝试

一下这款 4k 高清播放器 bshxplaye，定会让你

在第一时间享受 4K 视频给你的视觉体验。

2.功能特色

1）支持 4K 高码率高清晰 3840x2160
2）CoreAVC+Haail滤镜+LAVFilters0.61.1
3）更原始原味的高清播放器最新更新———

绎支持高码率高清晰视频 3840x2160，无
需繁琐的设置已经最优化处理

绎支持 CUDA 硬件加速+字幕的功能

绎支持全高清格式 TS、TP、AVI、H.264、
VC-1等；

绎极品声音体验到 2.1 变成 5.1 的顶级发

烧友的享受 可以搭配 DFX
3.使用推荐

推荐配置：双核 CPU 以上+windows7 系

统+NVDIA 显卡（GPU加速）。

支持全系列视频音频格式：如：RM、RMVB、
VOB、DAT、VCD、 DVD、SVCD、ASF、MOV、QT、
MPEG、WMV、MP4、3GP、DivX、XviD、AVI、等

视频文件。 殷辛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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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链接：

4K分辨率是什么？

1080P 的分辨率是 1920伊1080，这是

23 寸显示器的标准分辨率，其清晰度已经秒

杀国内在线视频的什么“超清”标准。

而 4K 分辨率则更大，达到 3840伊2160，
视频清晰度高到你难以想象，如果码率够大

的话，每一瞬间都可以作为一张超高清壁纸。

在 23 寸显示器看这个视频，也只能缩放来

看。目前只有极少数的平板电视才支持 4K
分辨率，而采用 4K 分辨率制作出来的电视

节目，很遗憾，现在还几乎没有，日本可能尽

快会推出 4K 电视服务。

码率是什么？

码率也被称为比特率，简单来说，是指视

频一秒钟要往内存里写入多少数据。如果某

视频码率是 50Mbps，那就意味着这个视频

一秒钟要往电脑里写入 50M 的数据（1080P
的高清视频的码率为 10Mpbs 上下）。

就算同样是 4K 视频，但不同码率的效

果不一样，码率越高，就代表视频清晰度越

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