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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潮︱Focus

#科技冬奥｜8K制作与直播转播#

【13】 科技冬奥 | “8K数字编辑制作系统-示范平台”设计与

关键技术 马悦

【19】 科技冬奥 | SMT转播技术

在北京冬奥会冰球赛转播中的应用	 金逸乐

【22】 2022北京冬奥会冰壶赛事转播字幕制作 郭振东

行业报道 | Industry

【28】 34年技术支持！松下专业音视频设备及解决方案

助力冬奥转播	 本刊编辑部

科技冬奥｜“8K数字编辑制作系统－
示范平台”设计与关键技术

《8K 编辑制作转换技术研究 / 设备研制及示范应用》课题科研项
目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牵头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科技冬奥超高清 8K
数字转播技术与系统”项目的第 2 个课题。本期观潮特约了总台科研
人员系统介绍该科研项目中“8K 数字编辑制作系统－示范平台”部分
的设计与关键技术。本期还就北京冬奥会冰球赛转播技术及冰壶赛事
转播的字幕制作进行了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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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nci Resolve调色台登场
 工作效率提升，创意控制倍增！

详情请登陆网址：www.blackmagicdesign.com/cn

无论您是新手还是专业调色师，DaVinci Resolve调色台都能帮助您
提升工作效率和创意性。所有调色台的设计都是与业界专业的调色
师合作完成，布局合理，重要控制均符合人手的自然姿势，帮助您
快速完成工作。

三款调色台供您选择
如果您是新手，可以选择小巧紧凑但拥有数十项专业调色控制工具的

DaVinci Resolve Micro Panel。DaVinci Resolve Mini Panel功能完善便于携

带，可在家中安装或在工作之间移动，适合自由职业者使用。DaVinci Resolve 

Advanced Panel专为专业调色间处理电影、电视和广告项目所设计。

专业轨迹球
轨迹球能够帮助您根据暗部、中灰和亮部的色调范围，调整图像色彩。与鼠

标和键盘所不同的是，您可以同时操作多个轨迹球来创建独特效果。轨迹

球外围设有顺滑的控制环，可用来设置主通道的各项电平，赋予画面生动

的对比度。每个轨迹球上方都配有按键，可用于重置色彩调整、电平调整，

或者两项同时重置。

一级调整控制
一级调整控制可通过多种针对特定色调和色相范围的工具，修改整个图像

的亮度和色度。DaVinci Resolve Micro Panel和Mini Panel搭载12个一级调色

控制旋钮，可以简单快速地调整图像对比度、饱和度、色相、色温、色调、中间

调细节、色彩增强、暗部、亮部等。

高分辨率显示屏
DaVinci Resolve Mini Panel和DaVinci Resolve Advanced Panel上的彩色显

示屏可以帮助您准确控制调色页面上的各项工具。显示屏上方的多功能按

键可让您分离通道，选择预设，或者执行该设置面板类型特有的其他功能选

择。显示屏下方的多功能旋钮可用于调整参数。显示屏中的所有修改都会立

刻反映在调色页面。

附赠
DaVinci
Resolve
Studio

DaVinci Resolve Micro Panel ���������������������� RMB 6,850
DaVinci Resolve Mini Panel ��������������������������RMB 17,150
DaVinci Resolve Advanced Panel �����RMB 257,750

图中所示为DaVinci Resolve Mini Panel调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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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科幻电影制作中的应用前景探索	 常一孜

系统网络 | System Network 

【56】 基于云平台技术互动节目系统的设计与应用	 韩志明

【61】 4K超高清转播车系统设计	 宗永怡

【66】 超高清转播平台全媒体系统设计与实现	 赵兴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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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艺术 | Digital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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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影视行业认证机构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视规划院（以下简称“规划院”）自愿性产品认证业务，是规划院面向广播影视行业

开展的第三方自愿性产品合格评定工作。该业务旨在为总局及广播影视行业的发展服务。

认证范围涵盖有线网络传输覆盖、无线和卫星传输覆盖、广播电视制播网络、电影技术设备与器材等各类广播

电视设备器材共计 150 多种产品。规划院认证业务管理中心将以“科学、公正、高效、共赢”的方针，为广播影

视产品生产厂商及相关行业协会提供认证服务。

获证企业经授权后有权使用“中国广电认证”标志。

电话：010-86093761, 86093538                   电子邮件：rzzx@abp2003.cn

地址：北京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2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监管大楼408室 (100866)

传递信任 服务发展

中国广电认证

截至2022年3月31日以下企业入户型光接收机、

GPON / EPOＮ系统设备等 光纤到户产品 获“中国广电认证”

（企业排名不分先后）

中国广电认证.indd   1 2020/7/15   下午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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