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

声音文件大小的计算公式

WAV文件每秒的存储量（字节）= 采样频率（Hz）*

量化位数（位）* 

声道数 /

8

例题

 数字激光唱盘（CD-DA）的标准采样频率为

44.1kHz, 量化位数16位，立体声。一分钟CD-DA

音乐所需的存储量为多少？

21

（44.1*1000*16*2*60/8）=10 584 000（字节）

采样频率 Hz 数据长度 bit 数据量／分钟

11,025 8 0.66 MB

22,050 8 1.32 MB

44,100 8 2.64 MB

11,025 16 1.32 MB

22,050 16 2.64 MB

44,100 16 5.29 MB

音质评价

低

一般

良好

中

良好

优秀

●数据量与文件

声音适配器 (声卡)

23

声音适配器

主机箱主板

音箱

音频信号

数字信号 音箱

● 作用: 数字信号与模拟信号之间的双向转换

● 单板 (输出功率大，抗干扰，音质好)

● 主板集成 (易受干扰，性能指标比单板略差)

● 采样模式 16bit ~ 24bit

● 音频输出模式：2 STEREO

5.1 STEREO

24

●声音还原设备

● 普通音箱／耳机

● 有源音箱(内含放大器)

● 输入灵敏度

● 输出功率
音频放大器

电源

line 输出端

分频器
Speak 输出端

● 单元音箱

● 2单元音箱
高音

中低音
100Hz    3000H   12000Hz

高音

中音

低音

● 3单元音箱

20Hz    3000Hz   12000Hz    20000Hz

25

●声道与音箱

● 双声道立体声音箱

6 低音炮

音频放大器
1    2  
3

4  
5

左声道 右声道

右环绕

中置

低音炮

左环绕

低音炮● 2.1 声道环绕立体声音箱

● 5.1 声道环绕立体声音箱

● 环绕立体声产品

(1) 声卡

(2) 音箱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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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v● WAVE (Waveform Audio)波形音频文件

多媒体系统、音乐光盘制作，记录物理波形，数据量大

.cda● CDA (CD Audio)激光音频文件

准确记录声波，数据量大，经过采样生成WAV和MP3音频文件

.mid● MIDI (Musical Instrument Digital Interface)乐器接口文件

用于合成、游戏，记录音符时值、频率、音色特征，数据量小

.mp3● MP3 (MPEG音频压缩标准)压缩音频文件

必须经过解压缩，数据量小

文件类型 直接录音

27

● 设备间的信号连接

S
P

E
A

K
E

R

M
I
C

L
I
N

E
 I

N

1mV

500mV
声卡

机箱后背

插头: 
φ3.5mm/stereo

(1) 选择“程序／附件／娱乐／

录音机”菜单，启动录音机

(2) 单击“录音”按钮, 开始
录音 (录音时间为60秒)

● 简单录音

28

(2) 选择“文件／打开”

(1) 选择“程序／附件／娱乐／录音机”

(3) 选择需转换的音频文件

(4) 单击“打开”按钮

(6) 单击“开始转换”按钮

(7) 选择属性(采样频率)

(10) 选择“文件／另存为”菜单，保存文件

(5) 选择“文件／属性”

(8) 单击“确定”按钮

● [操作步骤]

(9) 如不满意，可从步骤(2)
重新开始

声音格式的转换方法

ECHO

PITCH

MIX

STOP

● GoldWave的主要功能

●录音——以多种采样频率录音, 时间不受限制

●声音剪辑——去掉声音片段，把片段复制到

其他乐段中，连接两段声音等

●合成声音——根据需要，把多个声音素材叠

加在一起，生成混合效果等

●增加特效——增加混响时间 (润色声音)、回

声效果、改变频率、淡入、淡

出效果、形成倒序声音效果

●文件操作——保存wav文件，生成mp3文件，

转换声音文件指标等

音频处理效果
● GoldWave ——免费共享软件，配有汉化补丁

声音处理软件

30

内容提要

 基本概念

 数字音频基础

 数字图像基础

 计算机动画基础

 数字视频基础

31

数字图像基础

 颜色的三要素

 三基色原理

 颜色空间表示及颜色空间变换

 图像的基本属性及图像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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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

 颜色是一门很复杂的学科，它涉及到物理学、生

物学、心理学和材料学等多种学科

 颜色是人的视觉系统对可见光的感知结果

 颜色由光波的频率决定

光谱色

颜色的三要素

明度 色调 饱和度

色彩的明暗程度

明度对纯度产生

不可忽视的影响

颜色的相貌

只和颜色的波长有

关。明度和纯度变

化时，波长不变。

色彩的纯度

黑、白、灰没有纯度

纯度最高的颜色

Hue SaturationBrightness

冷色 暖色

中性色

相邻色

颜色的关系

冷色 冷色

暖色 暖色

色彩的象征意义

色彩 直接联想 象征意义

● 太阳、旗帜、火、血 热情、奔放、喜庆、幸福、活力、危险

● 柑桔、秋叶、灯光 金秋、欢喜、丰收、温暖、嫉妒、警告

● 光线、迎春花、梨 光明、快活、希望、帝王专用、古罗马高贵

● 森林、草原、青山 和平、生意盎然、新鲜、可行性

● 天空、海洋 理智、平静、忧郁、深远、西方名门血统

● 葡萄、丁香花 高贵、庄重、神秘、我国和日本昔日服装

最高等级、古希腊的国王服饰

● 夜晚、没有灯光的房间 严肃、刚直、恐怖

● 雪景、纸张 纯洁、神圣、光明

● 乌云、路面、静物 平凡、朴素、默默无闻、谦逊

37

颜色空间(冈萨雷斯/数字图象处理第6章、林/多媒体第6、7章)

 颜色空间是表示颜色的一种数学方法，人们用它来

指定和产生颜色，使颜色形象化

 人

 HSI颜色模型:色调、饱和度和亮度

 显示设备

 RGB颜色模型:用红、绿和蓝磷光体的发光量来描述颜色

 打印设备

 CMY/CMYK颜色模型：用青色、品红色、黄色和黑色的

反射和吸收来产生指定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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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度-饱和度-明度颜色空间

原图 CIELuv HSI

40

三基色原理

 三种基色光按不同比例相加称之为相加混色

 红色+绿色=黄色

 红色+蓝色=品红

 绿色+蓝色=青色

 红色+绿色+蓝色=白色

 黄、品红和青色为相加二次色

 青色、品红和黄色分别是红、绿、蓝三色的补色

41

视觉系统对颜色和亮度的响应特性

视觉系统对颜色和亮度的响应特性

42

图像的概念

 图像是多媒体中携带信息的极其重要的媒体

 图像是自然界中多姿多彩的景物和生物通过视

觉感官在大脑中留下的印记

 一幅图像多携带的信息量胜过千言万语

43

图像的数字化

 多媒体计算机处理图像，必须把连续的图像函

数f(x, y)进行空间和幅值的离散化处理

 空间连续坐标(x, y)的离散化，叫做采样，f(x, y)

颜色的离散化，称之为量化

 两种离散化结合在一起，叫做数字化，离散化

的结果称为数字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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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图像：直接量化的原
始信号

●图像的最小单位是像点

● 用于表现自然影像

●图形：运算形成的抽象化
产物

●图形由具有方向和长
度的矢量表示

● 用于分析运算结果，
简单图形表示

位图图像

●图像由基本显示单元“像点”构成

图像像点

8bit    ( 28 = 256色 )

16bit  ( 216 = 65536色 )

24bit  ( 224 = 16M色 )

● 8位图像

● 16位图像

● 24位图像

●二进制位与图像之间存在严格的

“位映射”关系

●像点由若干个二进制位进行描述

●二进制位代表图像颜色的数量

●具有位映射关系的图叫作“位图”

●“位图”特指图像

●

A4幅面(横)

24 bit彩色

300 dpi分辨率

图像数据量对比

. jpg 883 KB 损失15%色 重复保存,损失加剧

. gif 4,501 KB 256色 格式转换容易失真

. bmp 25,481 KB 真彩色 ●数据量大

. tga 25,481 KB 真彩色 ●数据量大

. pcd 25,481 KB 真彩色 ●数据量大

. tif 25,697 KB 真彩色 ●数据量大

数据对比

47

图像的三个基本属性

 描述一幅图像需要使用图像的属性，图像的属

性包含分辨率、像素深度、真/伪彩色、图像的

表示法和种类等

 其中三个基本属性

 分辨率

 像素深度

 真/伪彩色

48

属性一：分辨率

 我们经常遇到的分辨率有两种

 显示分辨率

 图像分辨率

300 dpi    96 dpi    21 dpi

● dpi的数值越大，图像越清晰

●分辨率的单位

dpi  (display pixels / inch)

每英寸显示的线数
dpi

视觉效果

清晰度
绝对清晰度

图像分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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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分辨率

●平板扫描仪：1200 dpi

●底片扫描仪

4800 dpi

●印刷图片

普通：300dpi

高精度：600 dpi

●显示器：96 dpi

●显示用图片：96 dpi

●动画、视频：96 dpi

●喷墨打印机：720～2880 dpi

●激光打印机：600~1200 dpi

颜色数量与颜色深度

●颜色数量——用于表示图像色彩的有限位二进制数。

●颜色深度——表示一个像素的二进制位数，以bit为单位。

颜色深度(bit)    数值 颜色数量 颜色评价

1    21 2   二值(单色)图像

4    24 16   简单色图像

8    28 256   基本色图像

16    216 65536    增强色图像

24    224 16777216    真彩色图像

32    232 4294967296    真彩色图像

36    236 68719476736    真彩色图像

图像文件的格式与数据量

● 数字化图像以文件的形式存在，文件扩展名有严格的约
定, 不要修改

文件格式 文件扩展名 分辨率 颜色深度 说 明

BITMAP  bmp、dib、rle 任意 32bit    Windows及OS/2用位图

EMF    emf 任意 24bit  增强图元文件

GIF    gif    96dpi  8bit  256索引颜色

JPEG    jpg、jpe 任意 32bit  JPEG压缩文件

PCD    pcd 任意 32bit  Kodak照片CD文件

PSD    psd 任意 24bit  Photoshop图层文件

TARGA    tga 96dpi    32bit  视频单帧图像文件

TIFF    tif 任意 24bit  通用图像文件

WMF    wmf 96dpi    24bit    Windows的剪贴画文件

53

属性三：真彩色/伪彩色/直接色

54

● 数码照相机的工作原理

镜头景象

数字信号

译码器 存储介质 数据接口

●压缩闪存卡 (存储卡)

●微型硬盘

● CD-RW激光盘

● 译码器

作用—— 将电信号转换成数字信息

● CCD (Charged Coupled Device)

(光电偶合器件)

基本光敏单元—— 像素

作用 —— 将可见光转换成电信号

图像浏览软件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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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图像处理工具-画图板

56

图像处理大师-Photoshop

57

思考题

 一幅分辨率为1024X768，颜色深度为24位真彩

色的位图图像的大小是多少字节？

58 59

内容提要

 基本概念

 数字音频基础

 数字图像基础

 计算机动画基础

 数字视频基础

计算机动画的基本概念

60

●动画由多幅画面组成，当画面快速、连续地播放时，由于人类眼睛

存在 “视觉滞留效应” 而产生动感。

当被观察的物体消失后，影像仍在大脑中停留一段时间，约为1/24s。

●基本概念

动作的变化是动画的本质

——英国动画大师 John Halas

Frame1    Frame2    Frame3    Frame4    Frame5    Frame6     Frame7

● 动画的本质

61

● 最原始的动画

观看动画的机器

● 视觉效果

1831年，法国人约瑟夫· 安东尼· 普拉特奥

(Joseph Antoine Plateau) 在一个可以转动

的圆盘上按照顺序画了一些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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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 帧动画——模拟以帧为基本单位的传统动画，占动画产品的98%

电脑动画的分类

● 矢量动画——经过电脑运算而确定的运行轨迹和形状的动画

● 空间动画——形成三维造型并进行空间运动的动画

● 颜色动画● 平面动画 ● 变形动画

●

63

制作动画的软件

Animator Pro         平面动画制作软件：用于制作帧动画，绘制功能强

Animation Studio     平面动画处理软件：用于加工帧动画，处理能力强

Flash MX    网页动画软件：用于绘制帧、矢量动画，可添加声音

WinImage: morph    变形动画软件：根据首、尾画面自动生成变形动画

GIF Construction    网页动画软件：把动画和图片序列转换成网页动画

3D Studio Max    三维动画制作软件：用于制作三维造型动画

Cool 3D       三维文字动画软件：用于制作帧动画、视频

Maya        三维动画制作软件：用于制作动画片、广告、电影等

Premiere       动画视频处理软件：用于处理视频、广告、电影等

64

● 动画文件的种类与格式

纪录动画的文件

● FLC格式——Animator Pro生成的文件格式

每帧256色，画面分辨率320×200~1600×1280

代码效率高、通用性好，大量用在多媒体产品中

● AVI格式——视频文件格式，动态图像和声音同步播放

受视频标准制约，画面分辨率不高

● GIF格式——用于网页的帧动画文件格式

(1) 单画面图像，256色，分辨率96dpi

(2) 多画面图像(动画)，256色，96dpi

● SWF格式——Flash制作的动画文件格式

主要在网络上演播，特点：数据量小，动画流畅

65

使用Flash制作网页动画

●动画文件格式

● FLS (可编辑源动画)

● SWF (网页成品动画)

● AVI (视频)

● GIF (网页成品动画)

Flash MX从入门到精通
海洋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

参考书

Flash的前身是Future Splash，

后被Macromedia公司收购，更名为Flash

●中文版Flash MX

●动画形式

帧动画、矢量动画

可实现交互功能、附加同步声音

66

内容提要

 基本概念

 数字音频基础

 数字图像基础

 计算机动画基础

 数字视频基础

67

§3.5 数字视频基础

 基本概念

 视频的数字化

 数字视频的文件格式

 MPEG压缩视频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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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视频”？

 视频又称运动图像，它是连续地随着时间变化

的一组图像,与加载的同步声音共同呈现动态的

视觉和听觉效果

 常见的视频信号

 电影、电视、动画

70

视频信号的特点

 视频信息确切、直观、生动

 视频信息容量大

 压缩的视频信息实时性强，承载数据量大，对

计算机处理 能力要求高

电 视 制 式

（1）NTSC制式（美国、日本、台湾地区）

①525行/帧，30帧/秒(29.97fps)

②隔行扫描：2场/帧，262.5行/场

③宽高比：4:3(电影为3:2)

④颜色模型：YIQ

（2）PAL制式（中国、多数欧洲国家）

①625行/帧，25帧/秒

②隔行扫描：2场/帧，312.5行/场

③宽高比：4:3

④颜色模型：YUV

（1）NTSC制式（美国、日本、台湾地区）

①525行/帧，30帧/秒(29.97fps)

②隔行扫描：2场/帧，262.5行/场

③宽高比：4:3(电影为3:2)

④颜色模型：YIQ

（3）SECAM制式（法国、俄罗斯、东欧和中东国家）

① 与PAL类似

② 色度信号是频率调制（FM）

③ 两个色差信号：红色差和蓝色差按行顺序传输

（4）HDTV（高清晰度电视）

① 图像清晰度是现行电视的2倍

② 宽高比：16:9，多声道环绕声音

73

电视的扫描方式

●扫描有隔行扫描(interlaced scanning)和非隔行扫描之分。
非隔行扫描也称逐行扫描，下图表示了这两种扫描方式的
差别。黑白电视和彩色电视都用隔行扫描，而计算机显示
图像时一般都采用非隔行扫描。

（a）逐行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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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隔行扫描

图像的光栅扫描

● 每秒钟扫描多少行称为行频fH；每秒钟扫描多少场称为
场频ff；每秒扫描多少帧称帧频fF。ff和fF是两个不同的概
念。

视频中的颜色编码

（1）RGB信号

一个RGB信号包含独立的红色信号、绿色信号以及

蓝色信号。每种颜色都可以作为这三种基本颜色的组合

来编码，这些组合采用加法颜色混合。

（2）YUV信号

由于人类视觉对亮度比颜色更敏感，一种更合适的

编码方式是将亮度分量从色度分量（颜色分量）中分离

出来。与那些独立的颜色不同，亮度信号（亮度Y）被

从颜色信息区分出来，U、V代表两个色差分量。

YUV信号可以采用以下公式计算出来

877.0)(

493.0)(

11.059.030.0







YRV

YBU

BGRY

在亮度分量（Y）的分辨率中的差错比色度值（U、V ）中
的差错更为严重。因此亮度值采用比色度值更高的带宽。

由于不同的分量带宽，编码往往是用亮度分量和两个色度
分量之间的比例来描绘的。例如，4:2:2。

（3）YIQ信号

对于NTSC的YIQ信号（Y表示亮度，I和Q是两个彩

色分量），有一个类似的编码过程：

BGRQ

BGRI

BGRY

31.052.021.0

32.028.060.0

11.059.030.0







无论是数字的还是模拟的颜色空间，以上的颜色

空间都把RGB颜色空间分解成亮度和色度，目的是为

了更有效地压缩图像的数据量，以便充分利用传输通

道的带宽或者节省存储容量。

78

彩色图像重现过程

模拟彩色电视原理

79

图像的光栅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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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彩色电视中，使用Y、C1，C2有两个重要优点：

① Y和C1，C2是独立的，因此彩色电视和黑白电视可

以同时使用，Y分量可由黑白电视接收机直接使用而不需做

任何进一步的处理

② 可以利用人的视觉特性来节省信号的带宽和功率，

通过选择合适的颜色模型，可以使C1、C2的带宽明显低于Y

的带宽，而又不明显影响重显彩色图像的观看

因此，为了满足兼容性的要求，彩色电视系统选择了

一个亮度信号和两个色差信号，而不直接选择三个基色信号

进行发送和接收。

视频的数字化

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① 空间位置的离散和数字化

② 亮度电平的离散和数字化

扫描 采样 量化 编码

模拟视
频信号

数字视
频信号

视频信号的数字化过程

图像是离散的视频，视频是连续的图像

像素点

x

y

t

帧序列

图像量化(8位)

00000000

11111111

数 字 电 视

所谓数字电视，就是将图像画面的每一个像素、伴

音的每一个音节都用二进制数编成多位数码，并以非常高的

比特率进行数码流发射、传输、接收的系统工程。

也就是说在数字电视这个系统工程中发射台发射的电

视信号是一种高比特率的数码脉冲串；空中或有线电缆中传

输的电视信号也是高比待率的数码脉冲串；电视接收机，从

接收到视频放大、色度解码、音频放大等所有过程均为数码

流的处理过程。

数字电视接收机组成方框

新的数字电视体系较模拟制电视体系十分优越，其主要表

现是：

（1）节省信道，在一个模拟制电视卫星转发器中可以传输

5套数字电视节目

（2）节省发射功率，在相同信号服务区内，所需要的平均

发射功率比模拟制峰值功率低一个数量级

（3）接收的图像质量较高，幅形比为16：9，更接近人眼

视觉；

（4）便于开展多种数字住处业务（包括加密/加扰）

（5）兼容性和互操作性较好（可与多媒体计算机网络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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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EG压缩视频标准

● MPEG标准：为解决视频信号数据量大、占用存储空间多的问题而产生

● MPEG标准的四个版本

● MPEG-1标准

●总体评价：文件小，但质量差

● MPEG-2标准

●传输速率在3MB~10MB/s之间

●在NTSC制式下，分辨率可达 720×486

● 能够提供广播级的视频影像和CD级的音质

●音频编码可提供左、中、右、两个环绕声道及重低音声道

●可提供较宽范围的可变压缩比，以适应不同画面质量、存储容量

以及带宽的要求

数码摄像机

家用数码摄像机 专业数码摄像机家用数码摄像机

●常见的数码摄像机

●关键部件CCD ●采用长方形光敏单元

●采用隔行读取方式，降低视频图像的闪烁感

●数码摄像机特点 ●记录动态影像——使用小型盒式DV磁带

●拍摄静态图像——使用专用的半导体存储卡

视频处理软件

● Premiere 软件：由Adobe 公司开发，有“电影制作大师”之称

●具有视频、音频同步处理能力

●提供可视化的编辑界面、操作简单明了

●可完成视频影像的剪辑、加工和修改

●叠加和合成多个视频素材，形成复合作品

●运用视频滤镜对视频影像进行加工，以生成特殊视觉效果

●视频片段的连接以及产生连接的过渡效果

●在动态底图上播放影片

●特点

●视频处理需要大量存储空间，对计算机硬件资源的占用非常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