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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音综
《声生不息·港乐季》 是如何诞生的

——港乐潮流背后的技术全解构

在香港回归 25 周年之际，由国家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港澳台办
公室和香港中联办宣传文体部指导，湖南广电联合 TVB 制作的音乐献
礼节目《声生不息·港乐季》于 4 月 24 日在湖南卫视、TVB 和芒果
TV 开播。节目带领全国观众重温港乐经典回忆。截至 6 月 3 日，节目
已播六期，据中国网络视听大数据，节目在湖南卫视播出每期平均到达
率 1.460%，前五期均居当周地方卫视晚间首播文艺节目到达率前 3 ；
每期平均收视率 0.506%，稳居同时段地方卫视各类节目收视率前 3。
本期为大家带来节目制片人洪啸以及项目技术经理李帅的采访，从他们
的视角深入了解一档大型音乐节目是如何实现节目内容和形式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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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请登陆网址：www.blackmagicdesign.com/cn

DaVinci Resolve 18启动全新远程协作方式，引入基于云技术的工
作流程！您可以通过Blackmagic Cloud存储项目素材库，并且在同
一条时间线上实时与全球多名用户展开协作。新Blackmagic Proxy 
Generator代理生成器可自动创建代理并链接到摄影机原始文件
上，从而实现更快的剪辑工作流程。Apple Neural Engine神经网络
引擎支持可实现高达30倍的播放速度提升。

新Blackmagic Cloud功能
Blackmagic Cloud是一种通过云工作流程的新协作方式。您可以为项目指派任

何数量的协作人员，利用Blackmagic Cloud共享项目。多人可处理同一条时间

线！做出改动时，您可以在检视器中进行查看和接受，只有在您接受更新后修

改才会被应用。只需点击一下即可重新链接文件，更新时间线，或查看修改。

DaVinci代理工作流程
新的Blackmagic Proxy Generator代理生成器App可从摄影机原始文件自动创

建代理文件并加以管理。创建监视文件夹后，新的媒体文件会自动转换成

H.264、H.265或ProRes代理来加速剪辑流程。DaVinci Resolve会自动将这些代

理链接到原始媒体文件。您可以将代理文件提取到单独文件夹用于离线工作！

全新AI Resolve FX视觉特效
新增物体遮罩等调色功能，可以识别和跟踪成千上万特定物体的运动轨

迹。DaVinci Neural Engine神经网络引擎可以直观地隔离动物、车辆、人物、

食物以及其他各种元素。新表面跟踪器的自定义网格可以跟随纹理表面的动

态。采用这一强大的跟踪工具，可应用图文、合成纹身、或甚至遮住徽标！

扩展字幕、Fairlight FlexBus以及更多功能！
剪辑页面的字幕功能如今还支持包含时间信息的TTML、XML文本文件以及

MXF/IMF内嵌字幕。如今在多机位检视器中添加了新的5x5选项，从而可让您

同时在一个多机位片段中观看多达25个不同的角度。此外，如今音频工程师

只要轻轻一点，就可以快速将老式固定总线Fairlight项目转换成FlexBus。

DaVinci Resolve Speed Editor
附赠DaVinci Resolve 18 Studio ����� RMB 3,150

DaVinci Resolve 18登场!
不论身在何处，都能展开远程协作 

并使用Blackmagic Cloud！

剪辑 调色 FAIRLIGHT

免费下载

DaVinci Resolve 18 ���������������������������������������������������������������免费 
DaVinci Resolve 18 Studio ������������������������������� RMB 2,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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