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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子报评测工作室

编者按：随着OLED在手机上的规
模应用，OLED电视也将迎来全面爆发。
业界早已有言：“OLED电视离市场规模
爆发只差一款明星产品。”那么哪款产
品将成为引爆市场的明星产品？金秋销
售旺季将至，很多企业推出了电视新
品，其中，OLED电视主力品牌创维推
出的S8引起业界关注，这款4K OLED
电视不仅拥有OLED的全部特点，还拥
有64位4核处理器，支持4K MEMC+、
4色HDR，具有JBL原装音响，采用杜比
DTS双解码……更为重要的是，目前创
维对55英寸该款电视的官方建议售价
已和目前市面上同尺寸xLED电视的价
格齐平，创维自身也将其定位为“高端
液晶电视的终结者”。那么，这款加载新
一代酷开系统6.0的OLED电视到底表
现如何，是否具有“明星产品”的实力？
近日，中国电子报评测工作室与国家数
字音视频及多媒体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中心联手，对创维55S8电视进行了深
度评测。

创维4K OLED电视55S8权威评测：高端液晶电视“终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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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评测

图 1为创维 OLED电视 55S8，可以看出，它延

续了创维一贯简约大气的风格。利用 OLED 的特

点采用极窄边框设计，屏幕下方的音响区和四角

底座的搭配，也给人灵动的感觉。55S8正面采用全

黑配色，在屏幕息屏的状态下如腾空半起的黑骑

士，有一种灵动的感觉。

55S8 电视的背面设计同样考究：玫瑰金颜色

的金属背板覆盖了近一半的面积，耐腐蚀工程塑

料做成的后盖不仅颜色一致，而且面积配比十分

协调，配以金属拉丝工艺，看起来品质感十足，如

图2。哪怕在居室中心摆放这款电视也会有一种很

好的艺术品的效果。

如图 3，后盖右侧及下侧是两排接口，除了常

规接口外，还配有无源重低音接口、网络、HD-

MI2.0、视频输入、USB 3.0、USB 2.0、光纤音频输

出、音/视频输出接口等，丰富的接口完全满足家

庭日常视听娱乐需求。

由于一次热弯成型金属背板与屏体无缝结

合，创维55S8的屏体厚度仅为4.7mm。4.7mm是什

么概念？图 4 左、中、右分别为 55S8 与一枚 1 元硬

币、三款最流行的超薄手机（自上而下分别是采用

AMOLED 屏的 OPPO R9s、采用全面屏的三星

Galaxy S8和采用LCD的iPhone7）及单独与OP-

PO R9s 对比的效果。特别是 OPPO R9s，它是

此次比较的手机中最薄的，厚度为7.4mm，从右图

特写大家就能明白4.7mm厚度的水准了。

遥控器依然维持了创维的极简的风格，全白的

颜色配着底部椭圆弧状，捏在小编粗糙的手里，连手

都显得秀气起来，如图5，操控的时候手感也非常舒

适，且只有几个按钮，让操作简洁、便利。

画质评测

根据创维官方介绍，创维 55S8 采用 LG Dis-

play 最新一代的 4 色 4K OLED 屏体，拥有超高清

分辨率、支持HDR10标准、同时支持更严苛的Dol-

by Vision 标准。这些因素会给画质带来怎样的变

化呢？

我们通过启用国家数字音视频及多媒体产品质

量监督检验中心的尖端测试仪器，依据 CESI（中国

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颁布的《超高清显示认证技

术规范》，对清晰度、亮度、对比度、色域覆盖率、水平

色度可视角、水平亮度可视角等超高清显示指标进

行了逐一评测，又对衡量高速运动画面效果的动态

清晰度指标进行了加测，对创维55S8电视的画质指

标检测汇总如表一。

1.清晰度测试

图 6 为超高清测试图，我们通过这张测试图的

电视线（图中水平和垂直的细线）辨识度来得出这款

电视可显示的清晰度。

图 7 和图 8 为图 6 的局部特写图，图 7 的 2 个方

块用来测试4K清晰度，我们肉眼可以很清晰地分辨

出来。图8为不同肤色人脸的呈现效果，如图所示，4

张不同肤色的脸同时呈现的情况下，每张脸颜色自

然，脸部肌肤有质感，也能说明该4K电视的表现力。

为了让读者更加直观地了解评测中的效果，我

们在图像标准模式下将创维 55S8 与某外资品牌当

前在售的主力4K HDR液晶电视进行了对比。

图9中左边为液晶电视显示效果，可以看出，右

边创维 55S8 在呈现不同肤色的人脸时比左侧的液

晶电视的还原度更高，更为自然。虽然这款4K液晶

电视的亮度指标更高，黑场处理效果也相当不错，但

就最终的还原效果来说，液晶电视整体发白，人脸效

果不如右边创维55S8真实，这是无背光源的OLED

电视先天具有高对比度、高色域的特点在起作用了。

2.色域覆盖率测试

色域覆盖率决定了产品色彩的呈现能力，色域覆

盖率越高，色彩表现效果就越丰富。在这个测试环节

中，我们首先测试创维55S8红、绿、蓝三基色的色坐

标，再根据测试结果求出色域覆盖率，并绘制色域图。

按照权威的 CIELAB 标准测试，一般电视能达

到的色域覆盖率为32%，很好的能达到37%左右，而

创维 55S8 电视的色域覆盖率为 43.2%，属于极佳水

平。所以在同样播放一张色彩丰富的4K图片时，比

4K液晶电视能呈现出更加多元的色彩。

3.对比度、亮度测试
对比度指的是一幅图像中明暗区域最亮的白和

最暗的黑之间不同亮度层级。一般来说对比度越大，

图像越清晰醒目，层次感也越丰富。高对比度对于图

像的清晰度、细节表现、灰度层次表现都有很大

帮助。创维55S8电视在对比度方面的测试结果

远大于4K规范的要求。

创维 OLED 电视 55S8 的亮度测试结果为

332.4cd/m2，这当然比目前市面上液晶电视动

辄七八百的数值要小很多，但是，通过测试画面

不难看出，由于OLED电视自发光的特性，其视

觉效果反而更好。

图 10 是创维 55S8（右侧电视）与上述外资

品牌液晶电视（左侧）同时播放亮度测试画面的

效果比较，如画面显示，两者在最高亮度情况

下，左侧 4K 液晶电视在白框画面周边出现光

晕，而创维 55S8 黑白分明，呈现的效果更为自

然、通透。所以，55S8电视采用的 OLED屏发光

效率更高，也更省电。

图 11 还是上述两款电视同时播放北京古

北水镇的视频，右侧 OLED 电视所表现出来的

整体画面颜色更为丰富、逼真，一些细节展现也

更为清晰。这首先得益于创维这款电视是一款

OLED电视，其次是因为创维 55S8采用了特别

的画质处理引擎，在对比度、亮度、清晰度、平稳

度上都强化了效果的呈现，再次是因为它支持

HDR、MEMC等技术，显示效果更好。

4.动态清晰度测试
动态清晰度是指在播放动态图像时画面的

清晰程度，具体表现在动态画面有无“拖尾”、影

像有无重叠等。当画面响应速度足够快，“拖尾”

现象就会消失。

图12为动态清晰度测试图，我们将画面速

度设定为 4.5PPF，即大约 8.5秒一个移动画面，

创维55S8动态清晰度能达到800线，而普通4K

液晶电视只能达到 500~600 线。因为 55S8 采用

OLED屏，其响应速度是微秒级的，而液晶屏的

响应速度是毫秒级的。由此可见，55S8 在动态

清晰度方面明显好于4K液晶电视，用肉眼看不

出“拖尾”现象。

5.蓝光强度测试
蓝光指的是可见光中最接近紫外线的部

分，这些波长在 400～500 纳米范围内的光频

率比紫外线略低，是可见光中能量最高的部

分。其中 415～455 纳米的蓝光，波长短，能量

高，能够直接穿透晶体直达眼底视网膜上，是

可见光中对眼睛造成伤害最大的，这部分光就

叫有害蓝光。目前来说 OLED 屏由于自身发光

材料不同，OLED 其蓝光波长为 460～480 纳

米，亦不属于有害蓝光，属于天然防蓝光材料。

OLED 健康护眼的特色已经广为传颂，但

是有多护眼，我们此次也专门加以评测。

通过专业仪器我们测出，这款创维55S8的

蓝光辐射能量为 5.1×10-3 W／sr。而这样的能

量是什么样的水平？我们又对小编手里的

iPhone7 做了测试。iPhone7 手机屏幕在无贴膜

的情况下，把亮度调节到最大时，蓝光辐射能量

是 2.2×10-2 W／sr，果真比 55S8 高出好多；而

开启Night Shift模式时，iPhone7的蓝光能量为

8.0×10-3 W／sr，回到了10-3的水平，但还是比

OLED电视大，如表二。通过这样的比较我们知

道，看这款电视对眼睛的刺激要比看 iPhone7

开启 Night Shift模式下的刺激还要小很多，看

到这里，你确信还要天天抱着手机不撒手么？赶

紧换一台OLED电视吧！

另据工程师介绍，这样的蓝光辐射能量水

平和中小学生在学校日常教学使用的护眼投影

设备的蓝光能量基本相近，这更加印证了这款

电视的护眼能力。小孩子们可以在家安安心心

的看电视，家长也不必担心对孩子的眼睛刺激

过大。

音质评测

音质是今年各品牌对电视产品的性能提升

的着力点之一。而创维又一向对音质十分重视，它

开创性地将较大尺寸的扬声器放置于电视机底部，

它是较早在电视中引入哈曼卡顿的企业，此次在创

维 55S8中，创维又以芯片形式引入了 Wonder Au-

dio+的技术，让音效进一步提升。

据介绍，此次创维 55S8所搭载的音响是 JBL专

为创维 OLED 专业定制的，如图 13，放置位置还是

创维电视的传统位置，屏幕下方，但是设计更为简

约大气。据悉，扬声器表面的网格采用钛金材质，透

音孔增加30%，有顶级音响的效果。

我们在国家数字音视频及多媒体产品质量监

督检验中心的全消音室专业环境中对创维 55S8 的

声音指标进行了测试，结果如下：（1）有效频率范围

（不均匀度 16dB）为左声道 95Hz-20000Hz，右声道

90Hz-20000Hz；（2）1000Hz 处失真比例为左声道

0.59%，右声道1.51%。一般来说，从有效频率范围来

看，创维 55S8 的低频下限较低，足够宽广的有效频

率范围区间，能够保证产品良好的高中低频重放品

质；总谐波失真在1%以下，一般耳朵分辨不出来，超

过 10%听众能够有比较明显的听觉感知。创维 55S8

的失真较低，其音色也很纯净。

图14为图像和声音设置界面，用户可以根据需

求调整声音模式，看新闻的时候可以调整到新闻模

式，看4K视频的时候可以调整到4K音效模式，而且

重低音音量大小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节，十

分人性化。

智能性能评测

创维 55S8电视的处理器总数高达 30颗，强大

的芯片性能，无论是加载视频还是运行大型游

戏，都能流畅自如，开机时间、应用载入、搜索

相应时间等，也是同类产品中的佼佼者。我们对

创维 55S8 智能电视性能进行了综合测试，特选择

几点加以评价。

创维 55S8 电视搭载最新的 6.0 版本酷开系统，

UI设计简洁清爽，浮动式的滑块设计在支持播放视

频的同时，进行主页菜单的切换和选择，另外此版

本的系统支持一键呼唤系统快捷浮窗，快捷键及模

块均可自定义，使用起来十分方便。

图 15 为酷开系统首页，设计简洁爽朗，应用涉

及生活的各个方面，方便快捷。

如图 16，凡是购买创维 55S8 电视的消费者即

能免费获得酷开影视 VIP 一年。酷开影视 VIP 提

供很多最新的电影资源，例如最热推荐就有近期

播出的 《变形金刚 5》，以及 VIP 每日独享节目，

推送消费者最喜欢的节目，为消费者定制独有的

节目。

如图17所示，当我们无论在酷开系统任何界

面，只要点击遥控器上的“信号源”键，就会在右下

角呼唤出系统快捷浮窗，并可直接点击进入自己

想要的界面。

创维55S8电视具有酷开精灵2.0，如图18，按

住遥控器的语音键说“周杰伦”，然后松开语音键，

马上就搜索出“周杰伦”的热门歌曲，并直接跳转

进QQ音乐的界面里，省去了选择播放器的步骤，

可以说系统非常智能。

此外，我们还可以下载酷开精灵APP，这样手

机也就成了一个遥控器，如图 19，同样具有语音

交互的功能，让与电视交互的终端更加丰富。

创维55S8电视的酷开系统6.0支持投屏观看，

当手机与电视处于同一局域网内，手机中的视频、照

片就可立刻投屏到电视上，如图20，由于创维55S8

拥有非常好的护眼功能，这样就能保证人们在投屏

观看时既享受到大屏带来的视听享受，也能减少对

眼睛的损伤。因此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功能。

智慧家庭产品已经逐渐渗透到生活中，这离

不开家电企业的不懈努力，他们正在不断推出智能

产品，丰富家庭生活。创维55S8专门为智慧家庭开

辟了一个空间，图21为商城页面。进入之后，我们

能够看到各种智能产品，创维智能家电、摄像头、安

防三件套、照明等，用户可以通过该平台购入各种

家庭智能产品，设置多元的智能化生活场景。

评测总结

技术升级总是能让厂商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更

多的机会，创维55S8搭载的OLED屏幕的画质效

果比液晶产品大幅提升，颜色更加纯正、自然，画

面更加锐利，并配合JBL音响，给消费者带来全新

的视听体验。另外，高亮黑、全面屏、金属背板的顶

级外观工艺设计，也让这台电视显得更加上档次。

而全新的酷开系统6.0让电视的操作更加流畅自

然，30 核处理器让系统运行更加迅速，满足了用

户对电视急速响应的需求。人工智能交互、一年酷

开影视免费等更是广大用户的极大福音。

这款性能完胜市面上旗舰液晶电视的OLED

电视，价格也非常公道，值不值，消费者经过现场

的对比体验就知道了！

评测对象

创维55S8

iPhone7

iPhone7开启Night Shift

蓝光辐射能量（单位：W/sr）

5.1×10-3

2.2×10-2

8.0×10-3

表一：55S8画质客观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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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55S8蓝光强度及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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