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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你有一台4K电视（现在很多消费者都已

拥有），那么可能已经习惯在几乎看不出

单个像素的屏幕上观看你最喜欢的节目、

电影和视频。但几年之后，电视的图像也许会变得

更加清晰。预计到2021年，8K电视（4K电视的升级

和补充）的全球销售收入将达到33亿美元，随后这

一数字将稳步上升（图1）。1 随着超大尺寸的8K电视

越来越受欢迎，销售收入将主要来自于8K电视（预

计销量将达到100万台，平均售价为3,300美元）。

此外，2021年，与制作8K内容相关的设备（如摄像

机、监视器、内存以及计算机）的全球销售额将达

到数亿美元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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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未来两年8K电视销售额或将激增
8K电视全球销售收入（单位：10亿美元）

什么是8K？
8K标准以电视的分辨率命名，也就是说在16：9的屏幕上，有7,680（水平方向）x4,320（垂直方向）根线

条，相当于约3,300万像素。2 而4K电视的分辨率仅有830万像素。3 8K电视的规格如下：

• 刷新率：每秒24到120帧

• 色域，包括自然界中已有的所有颜色以及其他人工颜色，并具备更大的亮度变化范围4 

• 声音，升级至22. 2声道环绕声系统5

电视开启新纪元： 8K浪潮来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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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人质疑8K的大规模应用

总的来看，消费者使用8K电视面临三重重要挑战：

• 内容。内容使设备具有使用的意义；缺少内容，

设备多半时候可能都是多余的。然而，预计在

2021年制作的视频内容中，8K内容占比将不足

0.1%，6 而在所有视频内容（电视节目、电影、用

户自制内容以及视频游戏）中，8K 内容的占比

更低。

• 成本。高档8K电视的价格可能高达数万美元。8K
电视起步价约为1,500美元，售价远远高于起步

价低于300美元的4K电视。

• 对照。在盲样测试中，消费者很难区分8K和4K
视频。7 

这使得 8K电视不太可能在2021年实现长足发展，

但我们认为这些挑战并非难以克服。目前已经有大

量8K内容可供观看，未来几年，8K 内容还会继续

增加。到2021年底，入门级8K电视的成本将降至

1,500美元左右。我们通常用物理尺寸和峰值像素

数来对比8K电视和4K电视，而非观看时的屏幕清

晰度。

解决内容匮乏问题

考虑到2021年制作的所有视频内容中8K内容占比不

到0.1%，大家可能认为观众很难找到8K内容。然而，

据德勤估计，8K内容已经相当丰富，足以保证电视用

户2021年全年每天24小时收看的节目不重复。

此外，缺少原生8K内容本身并不是影响购买8K电
视的主要原因。2012年， 4K标准发布时，我们也

曾担心缺少原生4K内容会影响人们购买4K电视。

但4K内容的相对匮乏并没有让很多消费者感到困

扰。2018年第四季度以来，尽管通过广播、卫星、

视频点播和光盘等渠道提供的原生或修复4K内容

较少，但4K电视的销量依然占据大多数。如果历史

重演，如果8K 电视的价格与同尺寸的4K电视接近，

很大一部分消费者将会选择购买。尽管消费者只是

偶尔观看8K内容，他们依然愿意购买8K电视。

另外需要注意的一点是，2021年购买8K电视的消

费者可能有长远考虑，他们也许希望电视能够使用

7年（置换电视前的预期使用寿命）或更长时间。这

就使得制作更多8K内容有了充足的时间。

但短期内如何获取8K内容？预计到2021年，至少

有六个来源可以提供8K内容。

如果历史重演，如果8K 
电视的价格与同尺寸的

4K电视接近，很大一部分

消费者将会选择购买。

2021科技、传媒和电信行业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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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一：倍线技术
解决原生8K内容（即8K录制的内容）匮乏的主要途

径是倍线技术，这项技术可内置于电视机中。借助

本地（内置）人工智能算法和边缘计算，该技术可

将输入的4K等低分辨率图像转换为8K图像。如果

观众认为转换为8K的图像最初是8K录制的内容，

则认为倍线技术是成功的。

目前可通过倍线技术将大量4K内容 “输入”到8K
电视中。以Netflix为例，它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4K
内容库之一，拥有超过1,000个文件，可提供数万小

时的视频内容。8

借助倍线技术，电视能够分析每一帧图像，并应用

人工智能技术识别其中多个对象，如一副太阳镜、

一个汉堡或一座建筑物。然后，倍线引擎通过恢复

图像边缘，修复压缩伪影，并尽可能精准地为每个

像素着色，将4K图像转换为8K。9 为了实现这种转

换，电视会利用可能包含上万个参考图像的数据

库。10 随着更多转换的完成，以及供应商对于如何

优化倍线技术的理解加深，8K电视通过倍线技术

转换图像的质量将逐步提升。8K电视的倍线算法

还可以通过无线电进行更新升级。11 

如果观众认为转换为8K
的图像最初是8K录制的

内容，则认为倍线技术是

成功的。

倍线技术对于8K而言并不新鲜，它是2012年生产

的第一批4K电视的其中一个功能，旨在解决当时

4K内容匮乏的问题。12 那时，倍线技术远未如此先

进且令人信服。最初的转换方式主要是复制相邻像

素：如果一个空白的新像素紧挨着一个蓝色像素，

蓝色像素将对其进行填充，通常这会产生一个由四

个蓝色像素组成的方块。升级后的倍线技术通过参

考每个方向上平均16个相邻像素，以填充一个空白

的新像素，但问题再次出现，这样会产生影响观看

体验的伪影。然而，随着更先进的、人工智能驱动

的技术不断发展，这些问题将被逐个化解。

倍线技术也可以将高清视频升频为8K。为此，需要

为每个高清像素增加15个像素，这比从4K转换为

8K更具挑战性。但随着技术不断升级，通过人工手

段制作的（即使从高清转换而来的）8K视频也会更

加逼真。 

倍线技术还可用于压缩内容。原生8K内容可以降频

为4K，之后也可以根据添加到压缩视频文件中的指

令进行升频，修复为8K内容。这种方法被称为智慧

降频，即显著降低视频所需的传输速率。 8K 高性

能视频编码（HEVC）内容的传输速率可以从每秒

40兆字节降为每秒25兆字节，13 按照开放媒体联

盟的第一代视频编码标准录制的8K内容的传输速

率可以从每秒35兆字节降为每秒17兆字节。14 这样

就可以利用宽带、卫星或者地面广播传输8K内容。

电视开启新纪元： 8K浪潮来袭



82

来源二：重新录制的高清模拟和数字内容
8K分辨率并非新生事物，用70毫米胶片录制的影片

的分辨率等同于8K。

目前已有多部电影被重新录制为8K影片（用65毫米

和70毫米胶片拍摄的影片已被重新录制为超高清

4K数字影片）。第一部修复的电影是《2001：太空

漫游》，NHK电视台于2018年12月在BS8K频道播

放了这部重新录制的影片。15 2019年3月，NHC电视

台也播放了8K版本的《窈窕淑女》。16 很多其他用

65毫米或者70毫米胶片拍摄的影片也可以修复为

8K版本。大多数iMax电影使用 65毫米或者70毫
米胶片进行拍摄，17 因此，可在iMax影院播放的影

片或者有iMax版本的影片均可转化为8K版本。

6K录制的内容用途更广，既可以降频为4K，也可以

升频为8K。例如，Netflix拍摄的第三季《纸牌屋》

被录制为6K，但播放时降频为4K，而6K版本被用

于储存。18 同样地，Netflix拍摄的《心灵神探》也

被录制为6K。19 

来源三：原生8K内容
目前，已有多部电影和电视连续剧被录制为8K，尽
管播放时的分辨率只有4K或者更低，包括：

• Amazon Prime的《似水流年》第二季

• Netflix的《纸钞屋》第四季

• 《公民凯恩》联合编剧大卫·芬奇执导的一部黑

白传记片《曼克》

• Netflix播放的由达米恩·沙泽勒执导的音乐剧《

漩涡》

• 《银河护卫队2》

未来，如果8K电视的数量足够多，原生8K 内容将

能按照8K 标准进行传输和播放。

来源四：用户自制内容
过去十年间，用户自制内容呈爆发式增长。得益于

智能手机的普及，消费者以相对适中价格购买的摄

影和视频工具的质量稳步提升。智能手机应用最受

欢迎的功能之一是摄影，短期内，这可能是8K内容

的主要来源之一。

当前大多数智能手机的摄像头至少有1,200万像素，

拍摄的图像有1,200万个像素（总的来说，每一帧

图像由光点组成）。2021年，至少有10亿部拥有

1,200万像素摄像头的智能手机将投入使用。只有

8K显示屏才能充分展示1,200万像素的图像，用仅

有800万像素的4K电视远远不够，用3,300万像素

的8K电视展示1,200万像素的图像完全足够。所有

手机预计将会拍摄超过一万亿张照片，艺术水准参

差不齐，但像素数一致，只有8K电视才能充分展示

这些图像。市面上也有配置了6,400万和10,800万
像素摄像头的智能手机，这些智能手机的分辨率甚

至超过了8K电视。20 

智能手机拍摄的照片质量非常好，尤其是在有自然

光的环境下。在8K电视屏幕上展示当这些照片时，

看起来会很壮观，尤其是在装有锐化图像、除噪软

件的8K电视上。

下一波普及8K视频的浪潮正汹涌而来。截至2020
年8月，仅有几款高端智能手机有8K视频拍摄功能，

包括三星S20、小米10和Red Magic S3。2021年及

以后，这个数字可能会继续增长。这些设备可以高

达每秒24帧的速度录制8K内容；21 在未来几年里，

智能手机应用最受欢迎

的功能之一是摄影，短期

内，这可能是8K内容的主

要来源之一。

2021科技、传媒和电信行业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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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刷新率可能会进一步提高。如今，大多数用户

可能只是对8K视频有所耳闻，部分原因在于其存储

要求高（每分钟600 MB），而且相对于4K和高清视

频，8K视频的刷新率较慢。不过，录制8K视频的用

户可以通过YouTube或Vimeo等在线平台分享视

频内容。在2021年以及之后的几年里，随着智能手

机内存容量的增加和刷新率的提高，智能手机拍摄

的8K视频数量或将稳步增长。

来源五：8K或超4K专业内容
经常拍摄生日视频和企业视频的摄影师等专业用

户可能会开始尝试录制8K视频。此外，胸怀抱负但

设备预算较低的电影制片人可能也会进行尝试。目

前，这些内容创作者可以购买佳能和夏普等品牌的

微型8K摄像机（价格约为4,000美元）。22 十多年前，

早期8K原型摄像机重达数百千克，现在，佳能的8K
摄像机重量不到1千克。  

同样，目前也有用于拍摄6K视频的摄像机，之后这

些视频可以升频为8K。截至2020年8月，生产6K摄
像机的公司包括佳能、索尼、松下和Blackmagic  
Design。

我们可以通过8K电视在线观看8K专业用户拍摄的

内容。23 2015年起，YouTube推出8K视频上传功

能，Vimeo平台上也已有数千个8K视频。24  

来源六：8K游戏机
之前几代游戏机利用4k打造产品卖点，8K游戏机未

来可能也会如此。新一代8K游戏机将于2021年上市，

尽管2021年可能没有太多新的游戏产品，但未来五

年，我们将会看到越来越多8K游戏的出现。25 新一

代游戏机可以处理更大的文件，26 内置的八核处理

器能够加载更复杂的视频。27 也就是说，8K显示屏

可能对业余玩家吸引力更大，而非数量少得多的专

业玩家，因为他们注重更高的刷新率而不是分辨率，

因此可能会继续使用4K或高清游戏机。28

经常拍摄生日视频和企业视频的摄影师等专业用户可

能会开始尝试录制8K视频。此外，胸怀抱负但设备预

算较低的电影制片人可能也会进行尝试。 

电视开启新纪元： 8K浪潮来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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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成本限制

目前成本是阻碍消费者使用8K显示屏的一个重要

原因。但在不久的将来，成本有望大幅下降，尤其

是每小时的观看成本。加之电视作为身份象征的强

大吸引力，到时候可能会有很多消费者会考虑购买

8K电视。

8K电视价格稳步下降
8K电视不太可能像4K电视一样普及，从推出至

2019年，4K电视仅用7年时间就成为最受欢迎的电

视产品，当年4K电视销量超过1亿台。32 8K电视的

应用速度会较为缓慢，因为成本更高，尺寸也更大。

但8K电视也将遵循同样的规律：随着价格的下跌，

需求将随之增长。

8K的用途不仅限于娱乐

8K的应用不仅限于娱乐领域。例如，8K也可以用于辅助远程工作。8K显示屏可以更清晰地显示多个页面

的内容（如一个人或一个团队的工作情况），而较低分辨率的显示屏则难以做到。身处不同地方的远程

工作人员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页面，例如图表、视频通话、表格以及数据表。这将使依靠单个屏幕或多个

监视器的工作模式实现升级。

很多办公场所已经开始使用大型显示屏进行视频通话和协作。但对于2021年可能会长期居家办公的人

来说，由于超高的分辨率，配备8K大显示屏可大大提高工作率。近距离（ 20-30厘米）查看文件时，在高

清或4K屏幕上显示的文件可能会变得粗糙，但在拥有8K分辨率的80英寸显示屏上却非常清晰。此外，大

屏幕也更适合与数十位同事进行视频通话，你可以清晰地看到屏幕上的每个人，而不再是一个个模糊的

方块。

购买用于工作的8K显示屏可以享受免税以及/或者公司补贴。当然，工作结束后，也可以转换用途，用来

观看娱乐节目或玩电子游戏。

8K显示屏还可以用来播放线上健身课程。实施封锁措施期间，大家不能去健身、跑步或骑行，这种内容

的受欢迎程度陡然上升。随着高清显示屏和摄像机价格的下降，第一阶段的在线互动健身课程得以开

展（包括跑步机和带有集成屏幕的静态自行车课程）。壁挂式大尺寸8K显示屏可以更大尺寸的图像显示

教练和其他运动员，甚至达到真人大小。此外，这类显示屏也可以用来显示健身带和智能手表的各项指

标。29  

8K显示屏的另一个用途是“数字壁纸”，可用于装饰一部分或整个大屏幕。自数字屏幕诞生以来，数字图

像就被用作屏幕保护器，显示热带鱼、分形图像以及个人照片等各种内容。电视流媒体周边设备供应商

也将屏幕保护程序纳入其产品列表。30 8K电视的色域比4K电视更广，可以展示更丰富的图像，包括博物

馆和私人收藏的艺术品。一些数字艺术即服务供应商开始涉足这一领域，随着8K电视的普及，这一群体

还将继续壮大。31

2021科技、传媒和电信行业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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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K电视的平均售价超过8,000美元。33 第
二年，降至约5,500美元。34 到2021年底，预计入门

级8K电视的价格将降至1,500美元或更低，平均售

价为3,300美元（见图2）。随着价格的下降，销售额

也将增长。2017年，8K电视的销量约为2,400台。35 

2018年是8K电视上市的第一年，36 销量为18,600
台。预计2021年全球8K电视销量将达到100万台，

而上一年销量仅为55万台。尽管相对于当年约2.2
亿台的总销量而言，只是沧海一粟，但增长趋势已

十分明显。37

随着8K和4K显示屏的成本差异逐渐缩小，8K电视

的销量可能会加速增长。成本差异越小，消费者就

越可能选择面向未来的产品，尤其是尺寸更大（65
英寸及以上）、价格更高的电视机。

此外，随着8K电视需求的增长，供应量可能也会随

之增加，从而进一步压低价格。2018年，65英寸电

视的全球产能仅为1,200万台。38 到2022年，预计

全球电视产能将进一步增加，包括1.54亿台55英寸

的电视和3,700万台65英寸的电视，其中大部分增

加的产能是8K电视。这与4K电视的发展历程类

似：2016年至2019年，全球生产4K电视的厂商数

量从30家增至70家，增长了一倍多。39  

虽然更低的价格对于消费者来说是好事，但从中期

来看（2025年及之后），价格下降的速度可能会在

很大程度上抵消8K电视制造商和零售商的收入增

长。4K电视供应商已经经历过这个过程，2020年，

美国4K电视的销量预计将增长12%至2,500万台，

但预计供应商的收入仅增长2%。40

资料来源：IHS Markit（2017-2019年）、德勤预测（2020-2022年）。 

Deloitte Insights | deloitte.com/insights

图 2

8K电视价格中期呈下降趋势
8K电视全球平均售价（2017-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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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包括8K电视）成本为25美分/小时
花费2,500美元或者1,500美元购买一台入门级8K
电视似乎很难接受。但由于电视的预期使用时间长

达7年，平均每天使用3至5小时，那么一台价值

2,500美元的电视每天的成本不到1美元，每小时成

本约为25美分，且费用由整个家庭分摊。

从这一点来看，很多消费者每年花在智能手机上的

费用可能更多。很多品牌的智能手机售价都超过

1,000美元，各品牌手机的平均售价约为340美元。41 

预计2020年购买的手机的预期使用时间仅有2.7
年。42 因此，一个三口之家，如果每人购买一部价

值340美元的智能手机，那么7年内可能会在智能

手机上花费2,500美元以上；如果每人每台设备平

均花费1,000美元，则可能超过7,500美元。

很少有消费者会计算一台新电视机精确到每小时

的成本。但新的8K电视的使用量、使用范围以及向

朋友家人展示新的大型设备的满足感，都有助于证

明购买8K电视的合理性。

居家时间延长将助推电视销售

2020年因新冠疫情采取封锁措施期间，电视机成为畅销产品。在美国，2020年上半年65英寸及以上的电

视销量增长52%，第二季度65英寸及以上的电视销量增长77%。43在德国，尽管封锁措施有所放松，电视

销量依然强劲。2020年5月和2020年6月的销量同比分别增长37%和21%。44

如果封锁措施持续到2021年，至少在广泛应用疫苗之前，人们可能会继续在家呆更长时间，从而减少在

电影院等室内场所的时间。为了打发时间，他们可能会用减少外出所节省的钱来升级家庭娱乐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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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商业模式或降低电视购买门槛
一直以来，电视供应商的收入来源基本保持不变。制

造商的大部分收入销售，等到出售下一套替代产品

后才能获得更多的收入。几十年来，电视以及其他家

用电器的制造商和销售商一直沿用这种商业模式。

然而，网络连接改变了这种商业模式，他们可以从

有关使用习惯的信息中获利，从而降低购买电视的

门槛。与其一次性获得所有收入，供应商可以在销

售时以毛利率换取广告商和内容所有者在电视整个

使用周期内的收入。这将降低电视机的价格，使其

更具成本优势，同时也有望在设备的终身使用期内

获得更多收入。对于消费者而言，这可能意味着他

们能够以与4K电视相同的预算购买8K电视，但唯一

的要求是为电视联网并接受相关条款和条件。

每次使用联网电视时都会产生对一系列供应商有

用的信息。对于内容供应商来说，电视可以收集和

分享关于观看的节目、选择的频道以及观看和删除

的应用程序的相关信息；还可以收集用户点击了哪

些程序，或者一旦启动便暂停或丢弃的数据。这可

以为内容创造者或视频点播公司等内容集成者提

供反馈信息。另外，联网电视可以作为内容提供商

应用程序的门店。电视屏幕的空间可以出租给供应

商，或者每次下载时收取佣金。电视机还可以用来

显示电视供应商的分销广告，从而使广告摆脱电视

广播公司和其他播放广告的传统实体。

联网电视还可以收集家电设施的相关数据，以帮助

根据拥有的设备数量和质量形成对家庭情况的了

解。例如，电视可以连接智能门铃或视频婴儿监视

器，以显示门口情况，或者向家长报告婴儿入眠情

况。然而电视收集额外数据的能力视各地区数据隐

私法规而定。

当然，这种商业模式并不新鲜。45 虽然对于电视行

业来说比较新奇，但其他设备已经收集或也能够收

集对广告商有用的数据。考虑到这种模式的成功经

验，电视行业很可能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采用这

种模式。

8K将加速电视变大趋势 
自电视机被发明以来，电视屏幕尺寸已经持续增大

了许多。2004年至2019年，美国电视机的平均屏幕

尺寸从25.4英寸（按屏幕左下角到右上角的对角线

测量）增至47英寸。也就是说，每年新安装的电视

的平均屏幕尺寸稳步增加1英寸。46

电视屏幕尺寸的增长得益于平板电视的普及。平板

电视每平方英寸屏幕的生产成本远低于基于旧技术

生产的电视机。2014年至2019年，美国每平方英寸

屏幕的平均成本从2.15美元降至0.39美元，降幅达

82%。47 与此同时，大屏幕电视机的销量也出现增

长。分析结果显示，2019年，美国畅销的电视机尺

寸为65英寸。同年，65英寸的电视机的价格下降

25%。48 2020年上半年，美国65英寸及以上电视的

销量增长52%；第二季度，65英寸以上的电视的销

量增长77%。49

与其一次性获得所有收入，

供应商可以在销售时以毛

利率换取广告商和内容所

有者在电视整个使用周期

内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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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的屏幕越大，消费者选择8K电视的可能性就越

高，因为8K电视能够提供平滑细腻、无像素颗粒感

的图像。无论屏幕尺寸大小，在给定分辨率标准下，

屏幕上的像素数不变。随着屏幕面积的增大，每平

方英寸面积的像素数（PPI）会下降（图3），从而使

图像的颗粒感增强。例如，在36英寸的高清电视

上，200万个像素的分布非常密集，因此图像看起来

非常平滑。50 在尺寸更大的高清电视机上，如55英寸

（是36英寸屏幕面积的两倍多），根据视距的不同，

也可以辨别出单个像素。在55英寸的屏幕上，4K视
频可以达到平滑细腻的效果，但在65英寸的屏幕上

（1.17平方米，比55英寸屏幕大40%），却可能会看

见单个像素。在85英寸（1.99平方米）或100英寸

（2.76平方米）的屏幕上，只有8K内容（无论原生还

是升频）可以保证图像平滑细腻。

80英寸或更大尺寸的电视可能会降低消费者的购

买欲望，因为尺寸太大，大多数人的汽车都装不下。

但在线订购和配送可以解决这个问题。2019年上半

年，全球四分之一的电视销售业绩来自网络渠道。

在中国，这一数字为50%。51即使在实体店进行调查，

也可以发现，封锁措施可能加速了电视销售向线上

渠道的转移。

资料来源：德勤分析。

Deloitte Insights | deloitte.com/insights

图 3

随着屏幕尺寸增大，8K电视更高像素密度的重要性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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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对比窘境

许多研究都探讨了消费者区分8K图像和4K图像的

能力。这些研究表明，区分这两者很困难，因为图

像内容五花八门，显示能力也不尽相同。自然纪录

片似乎从8K中受益最多，也许是因为8K电视可以显

示更丰富的颜色。 

然而，长远来看，无法区分4K和8K可能并不重要。

更重要的是，8K电视用户因为他们的平板电视能够

显示8K图像而获得更多功能。这也说明消费者并不

总是理性的。当大多数内容为高清视频时，4K格式

出现了；而高清兴起于标清盛行的时候。即使在今

天，如果预告片不提示观众，他们可能以为看的是

4K影片，因为他们很难分辨两者的差别。

8K电视的受欢迎程度很有可能得益于75英寸或更

大尺寸的超大显示屏的广泛吸引力。电视越大，体

验越逼真。电视机正不可阻挡地从角落里笨重的立

方体稳步向占据更大墙上面积的面板过渡，且颜色

越来越鲜明、生动。8K和超大屏幕很可能会被消费

者视作一个整体，不论视频内容的分辨率如何。它

会让电视用户获得一种满足感，同时让参观朋友客

厅里8K电视的访客羡慕不已。

8K电视生产端

本章节主要关注消费者使用8K电视的驱动因素，同

时，我们也应该考虑激励和阻碍生产8K内容的各

种因素。

8K电影和电视摄像机面世已经超过五年。最早进入

市场的公司之一，Red，于2015年推出首款8K相
机。52 然而，到目前为止，以8K录制内容寥寥无几。

其中一个原因是，几乎没有商用8K电视摄像机出售：

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市面上只能买到样机。

此外，拍摄8K视频需要增加相当多的额外成本，如

存储成本（存储时长一小时的原生8K视频需要超过

7 TB存储空间，即每分钟需要约122GB的存储空

间）和配备新监视器以及线缆的成本。 

但是，录制8K内容的优点可以抵消掉当前的这些

缺点。其中一个优点是，8K录制的内容后期制作效

果更好。将8K视频降频为4K通常可以提供比原生

4K素材更清晰的图像感。这种方法还可以消除图

像中的某些伪影，53 使图像更稳定，但需要将图像

放大20%。54 将原生8K 内容重新灌录为4K，对于

有视觉特效（VFX）的电影很有用，因为这将便于对

图像进行大量的后期处理。55

此外，对高分辨率的8K内容进行重新灌录也非常

简单。在不降低分辨率的情况下，8K 文件很容易就

能降频为4K，且像素将变得更小，细节也会更丰

富。56 对于体育摄影来说，8K录制的内容可以让快

速移动的物体（如跑步者、赛车）更容易转化为4K。
事实上，8K相机（2020年夏天，价格降至4,000美

当大多数内容为高清视频

时，4K格式出现了；而高清

兴起于标清盛行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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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甚至可能改变体育摄影的拍摄方式。57 体育摄

影师过去一直依赖于速度越来越快的单反相机（单

反相机每秒能够拍摄多张照片）。他们希望在拍摄

的数百张照片中找出一张价值不菲的作品。有了8K
视频，摄影师将可以以最高分辨率拍摄动作，然后

挑出其中一帧画面（像素将达到3300万）。自然纪

录片拍摄者的拍摄对象可能像球场上的足球运动

员或拳击场上的拳手一样不可预测地移动，他们也

可以从8K视频中获得高清的静态画面。58 

Blackmagic公司于2020年夏天推出12K相机，目

前制作可将分辨率降为8K 的12 K照片的成本至少

为10,000美元。59 

最后，8K录制的内容可以延长其变现时间。随着更

多8K显示屏的出现，8K录制并灌录为4K以便在

2021年发布的内容，将能在几年后以8K格式重新

发布。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录制内容的生命周期

将能达到数十年。例如，1951年首播的《我爱露西》

使用35毫米的胶片录制，60 因此，多年后原始唱片

可以重新灌录。《我爱露西》的蓝光高清修复版于

2014年发行。61 

从消费者到商业环境

大多数在2021年录制或重新灌录的8K内容瞄准了

居家收看电视节目的消费者。但是，8K内容也可能

会越来越多地用于商业用途，例如：

• 零售显示屏。长期以来，视频显示器一直是实

体零售商吸引消费者和促进销售业绩的重要武

器。随着零售业摆脱封锁措施逐步复苏，8K显
示屏可能会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工具。它既

可以用来吸引顾客进入商店，也可以用于推广产

品和品牌。关于安装方式，8K显示屏可以由模

块化的面板制成，也可以安装到曲面上，不一定

要采用16:9的比例。 

• 广告展板。由于拥有更高的分辨率和更广的色

域，8K显示屏对于制作室外和室内展板变得愈

发重要。

• 贸易展览。贸易展上的推介人需要不遗余力地

争夺眼球。8K显示屏，不论是定制的或基于标

准面板的，可以成为吸引访客的一种方式，这延

续了数十年来用显示屏吸引潜在客户的趋势。

• 现场活动。演唱会是一种场面宏大的大型活动，

其中一个主要元素是作为音乐人背景的巨幅定

制屏幕。如果举办现场活动的安全性得到认可，

以8K幕墙为特色的大型演唱会可能会越来越普

遍。U2是最早使用8K屏幕的乐队之一，其在

2017年的“Joshua Tree”巡回演唱会上采用了

一块5层高（14米）的8K显示屏，将舞台宽度延长

至61米，用于展示高分辨率的视觉效果和乐队

现场照片。此外，Taylor Swift和Lady Gaga等
其他明星也正考虑在演唱会使用8K显示屏。62

体育摄影师过去一直依

赖于速度越来越快的单

反相机（单反相机每秒能

够拍摄多张照片）。他们

希望在拍摄的数百张照片

中找出一张价值不菲的

作品。

2021科技、传媒和电信行业预测



91

• 办公场所。接待区域决定了参观者对一家公司

的第一印象。可以将8K屏幕可用于这些区域，

展示公司的相关信息，如品牌价值。大型公司应

该能够负担得起购买数万美元高级8K显示屏的

费用。63

8K对邻近行业的影响 

8K电视在消费者中的普及也可以为邻近行业创造

机遇，尤其是电信行业。运营商应将8K电视视为销

售高速宽带的机会。他们可以将最高速的宽带（1千
兆比特/秒）与提供8K内容的视频订阅点播服务

（SVOD）进行捆绑，将最佳画质与最快宽带连接服

务相结合。然而，运营商不应指望网络流量的增加

会实现收入的增长。2021年，8K电视不大可能对整

个网络流量板块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8K电视的

安装基数仍然较小，另一方面，支持8K显示的大多

数内容的分辨率依然较低。

对他们而言，提供8K内容的SVOD供应商也许能够

将这些内容放进其高级服务包。他们在存储和传送

高分辨率内容时会产生额外的成本，但其中一些成

本应该通过向8K内容收取额外费用来进行补偿。

这与很多付费电视（包括SVOD）运营商对4K和高

清内容（在某些市场）收费的做法类似。

8K录制的内容可以延长其变现时间。随着更多8K显示

屏的出现，8K录制并灌录为4K以便在2021年发布的

内容，将能在几年后以8K格式重新发布。这一点非常

重要，因为录制内容的生命周期将能达到数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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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最终，8K对消费者的核心吸引力在于选择面向未来的视频，它将从感性和理性两个方面吸引买家。8K显示屏

可以让消费者在像素密度、色域、屏幕亮度和音效方面，尽可能地享受最佳的电影和电视观看体验；并有望

在目前为止最好的屏幕上体验下一代8K视频游戏；它还将使消费者以全新的方式使用大尺寸电视机。显示屏

将不再仅仅用于观看视频内容，还可以用于显示数字壁纸，或者成为居家办公人士的办公工具。 

评论人士不应以不合理为由否定8K的前景。因为曾经也有过类似的关于4K的观点：对于室内观看来说，屏幕太

大；观众坐得太近或太远；或者很少有人能区分高清和4K。这些看似令人信服的、合理反对意见似乎并未起到

主导作用。2021年大多数消费者仍会选择购买4K电视，但再过几年，他们可能会越来越多地选择8K电视。

现如今，对于几乎所有消费者来说，电视在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当然，也有一些家庭会把书架放在比电视更

重要的位置，但此类情况可能会越来越少（可以说，书籍和电视某种意义上是虚荣心的体现）。一方面，8K在
视频和音质方面拥有强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市场可能想要推出房间中的“屏幕霸主”，而非仅仅是隐藏在

角落的电视机。很多人想有机会吹嘘自己拥有最新款、最大尺寸、最先进的电视，而将于2021年及之后面世的

8K电视将满足上述所有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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