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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网络电视机设计的几点建议
1. 背景
野十二五冶中后期袁各大电视机厂商

纷纷将产品配置互联网电视点播功能
作为其卖点之一进行设计渊具有这一功
能的电视机本文称为网络电视机冤遥 据
笔者深入了解袁 目前实际售价在 2000
元以上的液晶电视机全部为网络电视
机 渊部分小尺寸机型的网络电视机在
2000 元以下冤遥 但据统计袁国内的网络电
视机供大于求袁大量品种闲置袁给生产
企业或商家带来了困惑遥 目前的现状
是院 百姓宁愿花 5000 元买一部 iphone
手机袁 也不情愿花 2000 元买一台网络
电视机遥 如何改变这种现状袁是一个值
得思考的问题遥 笔者建议从产品设计上
下点功夫遥 以下是几点拙见袁供参考遥

2. 网络电视机的主要功能和不足
一般网络电视机的主要功能如下院
1冤 支持 AV/色差分量 /HDMI/VGA

信号输入遥 2冤 支持多种格式的 USB 媒
体播放遥 3冤 支持 48 至 860MHz 电视频
道输入遥 4冤 支持通过 WiFi 和 RJ-45 网
络接口在线使用互联网电视相关应用遥

按照国家政策的要求袁目前的网络
电视机一律集成中央电视台中三个台
渊央视尧国际台尧央广冤尧上海电视台尧杭
州和浙江电视台渊联合冤尧湖南电视台和
广东电视台申请的七家 OTT渊互联网电
视冤集成播控平台中的一家袁特别是在
2014 年下半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针对智能电视机尧OTT 盒子泛滥现象出
台的全面规范和加强互联网电视管理
的一系列严厉的野整改令冶渊停止 OTT 盒
子中提供的电视节目时移和回看功能曰
关闭各类视频 APP尧视频聚合软件和互
联网浏览器的下载通道冤以来袁网络电
视机的互联网电视业务开始走向正轨遥
以笔者 2014 年 9 月购置的 TCL32E650
网络电视机为例袁该机购机时集成的是
湖南电视台的芒果 TV 互联网电视袁10
月升级为杭州和浙江电视台联合的华
数 TV渊互联网电视冤曰另外该机型还内置
了野教育在线冶板块袁以百姓普遍关注的
小学尧初/高中同步课堂和幼儿启蒙教育
为主曰内置了野互联网应用商店冶板块袁
含天气尧健康尧新闻等应用袁号称野傻瓜
安装冶袁无难度曰内置了野浏览器冶板
块袁无需下载和安装袁可直接使用袁
但浏览器的网站全部经过过滤袁无
黄色尧反动的视频与文字信息遥

在华数互联网电视的点播界
面上袁标明了免费尧收费内容及价
格遥 此是欲培养用户的点播习惯袁
使内容提供方尧互联网牌照方和终

端厂商实现多赢袁值得推广遥 但华数 TV
在集成 TCL 终端时袁仅提供了野高清冶和
野超清冶选择模式遥 选野超清冶模式估计能
播放 1080P 视频袁选野高清冶模式估计能
播放 720P 视频遥 笔者家 4Mbps 网速袁正
常情况下选择野高清冶或野超清冶模式均
能正常播放高清电视节目渊笔者家显示
屏 物 理 分 辨 率 为 1366*768 的
TCL32E650 电视机的主观效果均达到
高清 720P袁后者主观感觉略好于前者冤袁
清晰度优于有线数字电视标清节目遥 但
遇到周六下午或晚上用户上网高峰期袁
则播放时可出现画面频繁停顿甚至无
法野加载冶现象遥

另外袁网络电视机能够播放 mp3 音
乐袁但目前所有电视机执行此功能时电
视屏幕的显示也工作袁既浪费电又使屏
幕寿命降低曰再则显示菜单与遥控器的
互动比较复杂袁不利于老年人操作遥

3. 网络电视机的改进措施
1冤增加野单独听冶功能
鉴于第 2 节描述的网络电视机具

备播放音乐的功能袁笔者建议增设单独
听功能遥 所谓野单独听冶袁即只听声音袁不
看图像遥 方法是电视机设计时增加野关
断图像显示冶线路袁使电视机可在关闭
屏 幕 的 时 候 发 声 遥 老 式 CRT 创 维
21T68A 纯平彩电和采用 3P30尧3P40尧
3P50 机芯的电视机设置了此功能遥故网
络电视机设置此功能不存在技术上的
障碍遥 笔者建议经过设计后满足院网络
电视机在看电视渊含点播冤尧听数字电视
广播尧 通过 USB 接口和 VGA 接口听声
音时能关闭屏幕遥

2冤互联网点播增设野标清冶模式
我国城镇虽然 4Mbps 宽带普及率

较高袁但由于网民众多尧终端量大袁致使
黄金时段的带宽大打折扣袁故笔者建议
互联网电视终端渊网络电视机冤增设野标
清冶模式袁清晰度与有线数字电视标清
信号相当袁以确保用户在实际 2Mbps 网
速时基本能收看 OTT 节目袁但需互联网
电视前端增加标清编码线路袁 与 野高
清冶尧野超清冶编码信号一同下发袁用户通
过终端有选择性地收看对应编码率的
节目袁以适应网络需求遥

3冤 与政策相关的功能
改进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和工信部 2014 年 3 月发布 叶广播电
视先进视频编解码 AVS+技术应用实施
指南曳 文件要求院 从 2014 年 7 月 1 日
起袁除已批准的 7 个 AVS 地面数字电视
试点城市渊或地区冤外袁地面数字电视高
清视频应采用 AVS+标准的广播类袁新
部署的地面数字电视机顶盒应支持
AVS+标准解码曰另外工信部尧国家发改
委等多部委联合下发叶关于普及地面数
字电视接收机的实施意见曳袁 要求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袁在境内市场销售的
所有尺寸的电视机都应具备地面数字
电视接收功能曰从 2014 年 11 月 2 日下
午广电总局科技司召开的野地面数字电
视和数字音频广播设备要求通气会冶上
获悉院 中央财政计划投资 48 个亿在全
国 2562 个无线台站安装 6293 部数字
电视发射机袁实现县级以上发射台站的
全覆盖袁 规定每个台站需传送中央 12
套尧本地 4 套电视节目和 4 套音频广播
节目袁因此笔者建议袁从现在开始袁各电
视机厂商应加紧研发设计带地面数字
电视接收模块渊符合我国国标冤和支持
AVS+标准解码的数字电视接收机遥因为
地面数字电视全国覆盖后城乡结合地
带和有线电视与直播卫星不能覆盖的
地方 20 套地面数字电视广播节目对老
百姓是有吸引力的遥

4冤 互联网点播电视菜单和遥控器
的改进

终端的操作应力求方便尧快捷遥 笔
者设计一套终端显示界面渊菜单冤结构
树及相应的遥控器功能键袁 分别如图 1
和图 2遥 如图 1袁网络电视机显示菜单设
计充分考虑了老年人不尚于 野较复杂冶
操作的特点袁在第一级菜单中设置了两
种操作选择模式院 简洁模式和复杂模
式遥 其中按遥控器的数字键野1冶即可进
入野简洁模式冶下的二级菜单袁不必移动
光标到位后再按野确认键冶袁给老年朋友
较大的操作便利袁极大地避免了操作的
差错遥 进入二尧三级菜单后同样可按渊遥
控器冤对应的数字键选择项目袁按野0冶退

回到上一级菜单界面遥
图中野复杂模式冶的二尧

三级菜单不做特殊要求袁本文略遥
在电视机遥控器按键布局上袁 图 2

是专门针对其的设计遥 它有两大特点院第
一是继承了各地有线数字电视机顶盒学
习型遥控器的设计理念袁 在遥控器的左
上角设计了几个空调最常用的按键 渊如
野电源冶尧冷/热野模式冶尧温度/风速高低野+冶
野-冶等冤袁这样可以节省空调的遥控曰第二
是在中间部位增加了四个大数字键野1尧
2尧3尧0冶袁与下部的野1尧2尧3尧0冶作用相同遥其
字大袁在菜单项目选择中使用最为频繁袁
显然是专为老年人设计的遥

4. 结论及体会
网络电视机的改进既要联系百姓的

需要袁又要按国家政策办事遥 本文改进
方案的投资不大袁工艺简单袁值得厂商
考虑遥考虑到野十三五 冶期间模拟电视的
停播袁大量旧的尧早期生产的没有音/视
频输入接口的电视机将报废袁承担新媒
体重任的新型网络电视机或迎来新的
春天遥 殷湖北 胡晓东

光阴似箭袁日月如梭袁自己不
知不觉已近暮年 ,野无线电电子技
术冶的爱好伴随一生袁数十年不见
衰退只见增长袁但岁月不饶人袁眼睛老花
严重遥 自己以前用 6 丝漆包线平绕渊层间
隔纸冤数千匝不重叠袁现在就办不到了遥
修个什么电脑板类的器材也是望洋兴
叹袁因为印刷板元件太密袁不借力放大镜
是不行的袁 而手持放大镜又因握烙铁或
掌板无法操控遥 因为爱好又不能作罢袁怎
么办钥 动手用身边的器材作个放大镜夹
子灯袁现整理出来供大家参考遥

器材是常见夹子灯一个袁椎82mm5
倍手持式放大镜一个袁椎8mm0.5W (实测
该管电流远低于标称值 150mA 而只有
35mA袁功率只有 0.1W)白光 LED24 只及

整流滤波元件袁2mm 厚 120mm伊120mm
酚醛敷铜板和聚氯乙烯塑料板各一块,在
板金加工店找点边角费料袁尺寸为 0.5mm
厚 20mm伊395mm 镀锌铁皮袁 按如下步骤
加工改造院

1. 首先要验证灯珠能长期正常运行
再进行下述工作遥 选择压降尧电流尧光量
一致的 24 只发光管并将其串联接入袁电
路见图 1遥 在串联应用中应确保发光管不
易损坏袁LED 端压取值应约大于产品给
出电压参数的下限值渊约 2.9V冤袁如果靠
近上限袁因 LED 参数的离散性大袁极易损
坏其中一只灯珠遥 本例中因手中电容已
定袁 故只好将限流电阻增加为 390赘/
0.5W伊5渊替换图 1 中 R3冤袁使电流限制在
32mA 内遥

2. 锯掉放大镜塑料手柄并打磨平
整袁 将酚醛敷铜板按图 2 尺寸钻孔加工
作下环袁 用利刃将下环各孔两端敷铜皮
刻出印刷电路袁参见图 2遥 把电阻及 24 只
LED 嵌入下环圆盘孔中袁 并焊在印刷圆
环上遥上环塑料盖板加工和
下环一样袁 只是少钻 24 个
孔遥

3. 将铁皮卷成圆环导
在下环圆盘上袁尽量紧密配
合袁交接地方设在夹子灯金
属螺旋管接头处袁这种结构
能增大支撑强度袁交接长度
约大于接头长度袁待用遥

4. 用马口铁皮制作成

合页盖板袁见图 3遥 将图 3 中的凸出部位
卷在 椎1.5mm 的钢丝轴上做成合页 袁将
合页首端用 3 粒大头针热压固定在上盖
板上遥

5. 将夹子灯解体袁去掉灯罩袁把铁皮
环交接处固定在金属螺旋管接头上袁依
次在金属螺旋管上导入塑料波纹管袁将
螺旋管另一端
还原固定在夹
子灯底 部 袁在
底部凹槽内装
入元件袁 将整
流输出接在螺
旋 管 内 引 线
上袁注意分清极性遥 引线另一端按极性接
在二极管串联端袁 随后将下环装入铁环
内袁环中央放入放大镜袁最后装入上环盖
板即可遥

上述改制袁由于所购 0.5W 灯珠实为
0.1W袁24 粒则为 2.4W袁作成后用 2A 挡钳
形数字 表实测 台灯交 流工作 电 流 为

38mA袁 计 8.36W袁 用光敏电阻和
MF10 型表欧姆挡组合成光度表
实测袁 亮度比原 40W 白炽灯泡还
亮, 比成品普及型 3 瓦 LED 球灯
亮得多袁和普及型 7W 灯相当遥 如
还想提高亮度袁可将灯珠换成货真
价实的 0.5W 灯珠袁后查资料 0.5W
比 0.1W 亮度大 5 倍遥 制成后的台
灯见照片遥

殷重庆 李元林

自己动手———制作放大镜夹子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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