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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数个4K超高清电视频道相

继获批、落地：3 月 20 日，国家广播电视

总局批复同意杭州开设“求索记录4K”超

高清付费频道；6月8日，全国第一个城市

台4K超高清频道——广州广播电视台南国

都市 4K 超高清频道正式启动；7 月 15 日，

上海首个4K超高清频道——“欢笑剧场频

道”正式对外开播……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专业人士

指出，超高清电视频道的开通需要大量内容

的支撑，制播设备的采购也就成为电视台的

先期准备工作之一。

事实上，2019 年，各省市就掀起了一波

采买转播车的热潮，广东广播电视台、黑龙

江广播电视台、贵州广播电视台纷纷购买了

4K 超高清全媒体转播车。此外，全球首台

5G+8K 超高清转播车也在影视录制基地

——北京大兴区星光工业园内组装完毕并

投入使用。

功能齐全、技术先进是 4K 超高清全媒

体转播车受到青睐的原因。以山东广播电

视台购入的全 IP 26 讯道超高清转播车为

例，该转播车是根据山东广播电视台的需求

和创意量身定制的产品，功能可谓强悍，

5G+4K 制作平台采用全 IP 架构，具备 4K/

HD/融媒体多种制作能力，系统灵活，大规

模 24+ 2+ 1 讯 道 容 量 ，系 统 设 计 构 架 以

ST2110 IP 为制作核心，可实现 4K HDR/

SDR 完整流程，5.1 音频制作，具备 VSM 全

局核心控制系统。

据山东广播电视台工作人员介绍，该转

播车可通过 5G、WiFi 等多种方式与山东广

播电视台的“中央厨房”无缝衔接，与台内主

屏实现信息同步，在车内形成移动融媒体指

挥平台。车辆通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建立

以 IP化架构为核心的 4K 超高清制作系统，

可同时完成3套以上的独立节目制作，能够

满足奥运会等大型国际赛事及各类活动转

播要求。

吞食OLED电视市场份额

在下一代大尺寸显示技术竞争中，凭

借优秀的显示效果，OLED的呼声一直很

高。不过，由于大尺寸OLED面板面临巨

大的技术难题，目前只有 LGD 一家厂商

实现量产。即使有更多厂商成功量产，大

尺寸OLED面板用作电视屏幕，最突出的

缺点就是贵，且尺寸越大越贵。

集邦咨询分析师陈恕勋在接受《中国

电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受限于OLED

产能布局与高昂成本限制，未来十年内，

OLED电视的市场占有率最高也不会超过

个位数。而采用 Mini LED背光支持的高

端 LCD 电视产品，在显示效果上完全能

与 OLED 产品媲美，远高于 QLED 背光

LCD电视的显示效果。目前Mini LED背

光电视的售价远低于OLED电视，相当于

未降价前 QLED 背光 LCD 电视的价格水

平，这也就给成本相对较低的 Mini LED

背光电视提供了施展空间。

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副秘书长董敏

也认为，Mini LED 背光技术经过近几年

的发展后，在显示器领域已经与OLED产

生直接竞争。比较两者的特性，Mini

LED 背光显示器具有多区背光调控功

能，对比效果与OLED显示器相近。而在

部分产品线，Mini LED 背光显示器的成

本甚至低于 OLED 显示器。“未来，Mini

LED的价格优势绝对是能与OLED电视抗

衡的一大杀手锏。”他说。

近日，TCL最新在海外发布的6系列

Mini LED 电视中，65 英寸售价约 6000

元，75 英寸售价不到 1 万元。而去年 10

月，TCL 在海外市场推出的 8 系列 65 英

寸 Mini LED 电 视 售 价 就 已 超 过 13000

元，75英寸售价更是达2万元。短短不到

一年的时间，Mini LED 电视的价格下降

了近半。而相同尺寸的OLED电视，平均

售 价 至 少 高 出 Mini LED 电 视 20% ～

30%。即使是此前被业内称为OLED性价

比之王的小米大师系列电视，65 英寸也

卖到了12999元。

多种因素影响价格

对于 Mini LED电视的价格明显低于

OLED电视的原因，业内人士分析了几点

可能性。

基础投资成本的减少是重要原因之

一。赛迪顾问高级分析师刘暾在接受《中

国 电 子 报》 记 者 采 访 时 表 示 ， 目 前

AMOLED 生产线的投资额大概为液晶显

示面板生产线的 4～5 倍，巨额的投资给

OLED 面板厂每年带来大额折旧。此外，

AMOLED 屏幕生产制程复杂，有机发光

材料等成本也十分高昂，这些都导致分摊

后的产品成本较高。而 Mini LED背光技

术与传统 LED 背光技术的差别仅在于使

用了更多数量的 Mini LED芯片。因此对

于面板厂来说，只需要重新投资部分设备

（如打件转移和检测设备） 以及重新设计

驱动 IC 和挑选基板即可。对于面板厂来

说，可以沿用既有的面板产线，可谓无痛

升级，其投入成本较投资OLED新产线大

大减少。

背光材料的创新也有可能降低 Mini

LED 的成本。Mini LED 的背光材料包括

PCB基板和玻璃基板两种技术路径，过去

的技术路径一直以 PCB 基板为主。不过，

近年来，多家面板厂商抛弃了传统PCB基

板，创新地采用玻璃基板。原因在于，Mini

LED对于PCB基板的性能要求较高，而目

前能够满足生产要求的 PCB 基板大部分

都需要从国外或者中国台湾地区进口，导

致了PCB基板的价格居高不下，从而影响

了Mini LED背光电视的价格偏高。

京东方显示与传感器事业群组织技术

企划部副总监邱云表示，例如 Mini LED

背光所需的 6 层 2 阶和 8 层 3 阶的 PCB 基

板国内基本还无法批量供应，只能以高价

进口。

而玻璃基板则一直是液晶面板生产的

主要材料。对于京东方、TCL 华星等面

板厂来说，选择玻璃基作为 Mini LED背

光，不仅“上手快”，而且材料成本低。

TCL 科技相关负责人向 《中国电子报》

记者表示，如今，TCL 华星已通过重新

设计制程，重新整合供应链，实现了用玻

璃基板代替 PCB 作为 LED 基板，从而降

低 Mini LED 的 成 本 ， 有 力 助 推 Mini

LED电视价格的下降。

将成为彩电产业新燃点

不过，对于 TCL 的 Mini LED 电视短

期内降价近半的事实，刘暾分析认为，其根

本原因还是在于产品定位导致的主要技术

指标不同，表现为 Mini LED 芯片颗数不

同，以及Mini LED背光分光区数量不同。

以 TCL 8 系列 75 英寸版本为例，该

电视屏幕有超过25000颗LED芯片，实际

的调光区域高达 1000 个。而 6 系列仅搭

载了千余颗 LED 芯片，实际控光分区为

240 个。“可以看出，8 系列属于高端版

本，所以用量十足。而 6 系列较为大众，

芯片的用量就相对少很多，所以在售价上

得以体现。”刘暾说。

虽然这不能代表如今 Mini LED电视

的价格大幅下降的趋势，但是成本降低的

目标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实现。根据集邦咨

询 LED 研究中心最新调查数据，随着技

术成熟及制程良率提升，Mini LED 成本

将以每年20%～30%的速度下降。

未来，Mini LED 有望凭借相对成熟

的技术以及逐步下降的成本，成为电视产

业的下一个燃点。

今年以来，Mini LED背光热度直线蹿

升。有消息称，三星电子、LG电子、康佳和长

虹都计划于明年推出Mini LED电视。

据LED Inside预估，三星计划在明年

推出 Mini LED背光电视，出货量可能达

到 300 万台，使用的芯片数量也将冲破

300亿颗。三星电子官方表示，三星目前

正在为将于 2021 年推出的电视测试各种

技术。而 LG电子官方则表示，基于现阶

段的技术水平，LG 随时都能够推出 Mini

LED 电视。早前，LG 就已在 2020CES 展

会上展示了一款 Mini LED电视产品，但

LG 尚未决定何时发布这款新电视。另

外，小米也开始关注和布局 Mini LED背

光电视。近期，小米已经与木林森达成了

合作，双方正在就 Mini LED进行深入的

交流与探讨。

毫无疑问，Mini LED 背光产品已在

电视界激起了很大的水花，吸引更多品牌

加入布局。

“越来越多终端厂商加入 Mini LED

相关产品的生产阵营，可以提升产业集中

度，有望形成规模优势，从而推动 Mini

LED 成本更快下降。此外，产业的良性

竞争生态也有利于终端产品价格进一步降

低，促进市场活跃性。因此，Mini LED

背光成为电视产业的新燃点也不是没有可

能。”董敏表示。

多家电视台超高清频道正式开播

4K/8K内容进入发展快车道

本报记者 王伟

近日，山东广播电视台隆重召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就职典礼”，主角是一台4K超高清IP转播旗舰车。为何它受
到山东人民的如此偏爱？“这辆5G+4K全IP 26讯道超高清转播车是目前全球最大的4K IP转播车之一，该车的引
进，标志着山东广播电视台4K+5G时代的到来……”当地媒体如此形容它上岗就任的重要意义。

不仅是山东省，还有北京市、黑龙江省、广东省、贵州省……近年来，超高清演播车已经成为各省市电视台争相抢
购的“香饽饽”。为何各省市电视台豪掷千金“买买买”？专业人士指出，这是各省市积极布局4K超高清电视频道释
放出的强烈信号。

硬件先行，内容丰富度有待提高，是我国

超高清产业发展特点之一。中国电子视像行

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第一季度，4K

电视的渗透率已接近70%。随着各省市电视

台积极建设超高清频道，4K内容从数量、时

长和质量上都已经进入发展快车道。

如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及各地方电视

台、内容生产制作公司和电信运营商都在积

极探索超高清视频高质量视听内容匮乏的

破解之法，并取得了阶段性进展。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有关负责人近日透露，

总台制作的4K电视内容从2018年的851小时

增长到去年的2500小时，今年的目标是达到

5000小时，预计到2022年将突破1万小时。

地方电视台方面，广东广播电视台已经

与内容供应商开展深度合作，致力于形成有

4K特色的生产销售和产业运营模式。由杭

州市广播电视台开办、华数集团负责运营的

超高清付费频道“求索记录 4K”，已储备 4K

超高清节目超过2600小时。

4K 花园董事长吴懿早前接受《中国电

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 4K 终端的普

及、网络带宽的增加和 4K 内容产业链的不

断完善，4K内容发展渐入佳境。

4K花园方面表示，目前公司已与2家电

视台4K频道、28家电信运营商、10家广电运

营商等建立了长期稳定的渠道合作关系，提

供合计1.5万小时的可更新4K内容，累计完

成了 200 场以上的 4K 转播、50 场以上的 4K

直播，为数亿家庭用户提供优质4K/8K超高

清视频内容。

此外，运营商也在借助 5G 技术，简化

5G直播的流程以降低4K/8K超高清直播内

容的制作难度。比如，在联通超高清平台加

持下，未来体育赛事直播现场所有的视频流

汇集到云转播平台，仅需保留拍摄人员和一

个笔记本电脑，就能完成超高清视频远程协

同制作、媒体内容共享分发，大幅缩减现场

编辑人员数量和时间成本。

目前，各省市纷纷公布布局超高清频道

的具体计划，谋求超高清视频电视制播体系

整体升级。

近日，湖南广电局提出“重点抓好超高

清电视直播频道建设，力争调整开办1个以

上4K超高清频道，适时开展8K超高清电视

制播试验”的目标；江西省提出了“适时申请

开展 4K 超高清电视频道试点，并积极探索

5G+VR技术在电视制播中的应用”的目标；

早前，北京市表示支持北京电视台于 2020

年申请开播 4K 超高清电视频道；山东省济

南市也提出，“到2022年，开办1～2个4K超

高清频道，适时开展8K超高清制播试验，实

现超高清节目制作能力 1000小时/年”的目

标。此外，安徽省、四川省、福建省、江苏省、

山东省青岛市也都提出了建设超高清频道

的具体计划。

中国超高清视频产业联盟秘书长温晓

君在接受《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通

过 4K 超高清频道建设拉动 4K 精品内容生

产，推动 4K+5G+AI 制作传输融合应用创

新，实现上下游全产业链协同发展。

截至今年 7 月，广电总局共批准 526 个

高清电视频道，包括 471 个开路高清频道

（含 3 个 4K 超高清频道）、55 个付费高清频

道（含 2个 4K超高清付费频道）。行业专家

指出，随着全国超高清频道布局加速，更

多省市公布建设超高清频道的计划，设备

的采购仍将持续进行，并有规模扩大之

势。这也给前端软硬件设备商，提供了新

的市场机遇。

硬件方面，索尼在去年北京国际广播电

影电视展览会期间表示，已为贵州电视台、

华为、腾讯、北京电视台、中国电影集团、广

东电视台、北京电影学院等多家影视制作公司

和4K HDR制作单位供货监看设备。

软件方面，索贝公司市场部总监韩群介

绍说，作为视频技术解决方案提供商，公司

已经服务了国内所有已经开展4K超高清工

作的广电单位，包括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广东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上海文广新闻

传媒集团、贵州电视台、深圳电视台等。

Mini LED

将成彩电业新燃点？

本报记者 谷月

近日，TCL在海外发布了6系列Mini LED电视。与“竞争对手”

OLED电视相比，价格优势尽显；与同尺寸OLED性价比之王的小米大师

系列电视相比，价格还低近一半。作为对标OLED电视的高端产品，

Mini LED是否有望凭借价格优势进一步压缩OLED生存空间？

为超高清频道开通备足“弹药”
超高清电视频道的开通需要大量内容

的支撑，制播设备的采购也就成为各大电
视台的先期准备工作之一。

为前端设备厂商开辟商机
随着全国超高清频道布局加速，超高

清设备的采购仍将持续进行，这也给前端
软硬件厂商提供了市场机遇。

各方协力丰富内容供应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及各地方电视台、

内容生产制作公司和电信运营商都在积极
探索超高清视听内容匮乏的破解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