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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购配件 
DaVinci Resolve Speed Editor ���� RMB 3,150

升级到DaVinci Resolve 17.4后，在搭载M1 Pro和M1 Max芯片的新款 
Apple Mac型号上使用DaVinci Resolve可获得高达5倍的速度提升。
有了这一大幅提速，您如今可以更快地播放、剪辑和调色8K项目，处
理高达12路8K素材信号。更新还添加了Dropbox Replay整合，改进
了字幕，增加了自动色彩管理、音频插件等。

强大的新剪辑页面功能！
剪辑页面时间线上位置曲线的功能性进一步提升。更新后，您还能使用

DaVinci Resolve Speed Editor键盘在剪辑页面上切换多机位片段的摄影机角

度。字幕方面包含自动背景调整功能和光标位置提示，嵌套时间线字幕轨道

可自动添加到主时间线。

更快更简单的色彩管理
更多自动化色彩管理支持让用户更快、更易地完成项目设置。此外，本地更新

添加了ACES 1.3支持，包括色域压缩。您将拥有更准确的广色域图像显示，确

保获得优秀的源画面重现。

高质量的专业音频特效工具
更新后，Fairlight音频支持Steinberg VST3音频插件，从而获得更多音频效果，

打造出理想声轨。此外，还可以通过键盘快捷键或点拖操作来重新排列、移

动、复制Fairlight调音台中的各个效果。单侧音频转场可显示为渐变，让调整

效果变得更加简单。

全新Resolve FX视觉特效
本次软件更新添加了一个叫做Custom Mixer（自定义混合器）的Resolve FX，

可用来结合各类特效，并对调色进行更精细的调整和控制。此外，新增的 

3D抠像工具可以对抠像和蒙版优化设置进行更精细的调整。DaVinci Resolve 

Studio版还新增一个胶片光晕特效，可以在高对比度物体边缘添加发光或光

线反射效果，为影像增添胶片质感。

DaVinci Resolve 17.4登场
在搭载M1 Pro和M1 Max芯片的Apple Mac 

  型号上进行8K剪辑和调色获得高达5倍提速！

DaVinci Resolve 17 ��������������������������������������������������������������免费

AUDIO_&_VIDEO_PRODUCTION_DAVINCI_RESOLVE_5X_FASTER_CHN.indd   1 20/1/22   11:27 am

主管：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主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视规划院

出版： 《影视制作》 编辑部

办刊宗旨

·介绍先进的影视制作技术及设备

·促进制作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普及基础知识，交流制作经验

·推动影视业整体发展

声明

·本刊已加入 《中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 和“中

国期刊网”，作者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

性给付。作者不同意将文章编入该数据库，请在

来稿中声明，本刊将作适当处理。

·文章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凡在本刊刊登，并由本刊支付稿酬之作品，均视

为该作者己将该作品之全部权利转让给本刊，

且允许本刊以任何形式 （包括但不限于平面传

媒、网络传媒、光盘等介质） 使用、编辑、修改；本

刊有权对该作品再次使用，并可授权给第三方

而无需另行支付稿酬。

·未经本刊书面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以

任何形式使用 （包括但不限于通过纸媒体、网

络、光盘等介质转载、张贴、结集、出版） 该作品。

自助投稿系统:tougao.lieku.cn

2022年 No.02 Vol.28

本期 特别推荐

P09
新闻 | News微观点︱Viewpoint

P08

Contents 目录

收视月报 | Monthly Ratings 

【13】 中国视听大数据2022年1月收视综合分析月报

观潮︱Focus

【16】 吉祥物电影 《我们的冬奥》 集结国漫IP

上海美影 《胖大圣借冰器》 致礼北京冬奥会      本刊编辑部

制作圈 | Production Industry

【22】 高规格录制、 全新拍摄视角下的

国家大剧院 《新春华尔兹音乐会》 本刊编辑部

高新视频 | Advanced Format Video

【31】 2021南京森林音乐会5G同屏多信源流直播

 宋翔  傅江宁

吉祥物电影 《我们的冬奥》 集结国漫IP
上海美影 《胖大圣借冰器》 致礼北京冬奥会

在北京冬奥会的大背景下，获得奥组委的授权来拍摄一部大电影，
可谓是诸多动漫人的梦想。奥运吉祥物影片《我们的冬奥》集结众多
国漫 IP，通过故事与冰墩墩、雪容融共同演绎奥运冰雪项目，展现奥
运精神。《我们的冬奥》之《胖大圣借冰器》导演曲强为我们揭秘这个
关于团结、梦想、勇气和拼搏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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