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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的插卡式电视，涉及电视机领

域，通过将电视的主控模块集成为插接卡，并与

显示器分别独立设置，且该显示器主要用于音视

频数据播放及播放控制，而插接卡则主要用于电

视音视频数据的接收及处理，由于插接卡与显示

器在物理结构上相互独立设置，进而使得用户可

分别对其独立的进行诸如维修、维护、升级及更

换等操作；同时，由于显示器是电视机的主体结

构，并将插接卡插接于显示器上对应设置的插槽

中，以构成电视机，进而能够有效的解决当前电

视领域中屏端设备升级速度与其主控设备升级

速度极度不匹配的情况，即用户通过更换或升级

插接卡就能方便的实现对电视机的维护及升级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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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插卡式电视，其特征在于，包括：

显示器，设置有插槽；

插接卡，插接于所述插槽中，与所述显示器连接；

其中，所述插接卡通过所述显示器与所述插卡式电视的信号传送设备连接，以接收所

述信号传送设备发送的第一数据，并对该第一数据进行处理后转换为第二数据；所述显示

器接收所述第二数据，并将所述第二数据中所包含的音视频信号予以播放；

所述插接卡包括：

至少一个子单元，且每个所述子单元均分别与其适配的所述信号传送设备连接；

核心单元，每个所述子单元均通过该核心单元与所述显示器连接；

其中，任一所述子单元均从与其适配的信号传送设备接收所述第一数据，并将该第一

数据转换为具有标准格式的待处理数据至所述核心单元，该核心单元对所述具有标准格式

的待处理数据进行处理后生成所述第二数据；

将不同的所述子单元与所述核心单元进行组装，以形成满足其个性需求的核心模块；

所述核心模块必然包括所述核心单元和至少一个所述子单元；

每个所述子单元均可独立的实现至少一种格式数据的处理功能。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插卡式电视，其特征在于，所述音视频信号包括音频数据和/或

视频数据，所述显示器包括：

桥接芯片，接收所述第二数据，并对所述第二数据进行处理后输出用于播放的所述音

频数据和/或所述视频数据。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插卡式电视，其特征在于，所述显示器还包括：

显示设备，与所述桥接芯片连接，以接收并播放所述视频数据；

电源适配器，与所述插接卡连接，以驱动该插接卡工作。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插卡式电视，其特征在于，所述显示器还包括：

音频设备，与所述桥接芯片连接，以接收并播放所述音频数据。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插卡式电视，其特征在于，所述显示器上还设置有：

多个外围设备，均与所述桥接芯片连接，用于调整所述音频设备和所述显示设备的运

行参数，以及接收与所述插卡式电视匹配的遥控器所发出的遥控信号。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插卡式电视，其特征在于，所述多个外围设备包括：

物理按键，与所述桥接芯片连接，以用于调整所述音频设备和所述显示设备的运行参

数；

遥控信号接收设备，与所述桥接芯片连接，用于接收所述遥控信号，以控制所述音频数

据和/或所述视频数据的播放。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插卡式电视，其特征在于，所述子单元包括：

无线电视信号处理子单元，用于接收并处理通过无线广播的方式发送的无线电视信

号，并将该无线电视信号的格式转换为所述标准格式；

闭路电视信号处理子单元，用于接收并处理通过有线传送的方式发送的闭路电视信

号，并将该闭路电视信号的格式转换为所述标准格式；

互联网电视信号处理子单元，用于接收并处理通过互联网传送的互联网电视信号，并

将该互联网电视信号的格式转换为所述标准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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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插卡式电视，其特征在于，所述插接卡还包括：

本地存储设备，与所述核心单元连接；

其中，所述核心单元可调取并发送所述本地存储设备中存储的音视频数据至一屏端模

块，以进行播放操作。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插卡式电视，其特征在于，所述子单元还包括：

音视频输入设备，用于接收外部音视频输出设备发送的音视频数据，并对该音视频数

据进行处理后，发送该处理后的音视频数据至所述显示器。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插卡式电视，其特征在于，所述音视频输入设备将处理后的音

视频数据存储至所述本地存储设备中。

11.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插卡式电视，其特征在于，所述子单元还包括：

无线通信设备，用于接收并发送网络音视频数据至所述核心单元进行处理，且该核心

单元将处理后所述网络音视频数据发送至一屏端模块进行播放操作。

1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插卡式电视，其特征在于，每个所述子单元和/或所述核心单元

均独立集成为单一的结构，以用于单独的进行升级和/或更换操作。

1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插卡式电视，其特征在于，所述显示器与所述插接卡之间通过

预设插接针脚进行数据的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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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卡式电视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视机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插卡式电视。

背景技术

[0002] 在近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电视机作为人们获取音像资讯的重要媒介，其一直随

着科技的进步得到不断的发展，尤其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作为智能家居的核心

设备，智能电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0003] 目前，市场上的电视机均为一体机，即用于显示的屏端和用于控制的主模块等各

种设备均集成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设计、生产及销售，但由于电视机的使用寿命较长(至少为

4～5年，甚至10多年)，而上述的主模块则随着科技的进步更新速度较快，屏端的设备则更

新速度较慢，这就造成作为一体机的电视机各个部件之间升级的不匹配，使得用户在进行

升级时只能购买整机，进而大大增大了用户的升级成本，阻碍了电视机核心模块的更新换

代的进程。

[0004] 另外，由于随着科技的进步，电视机上能够集成及实现的功能越来越多，进而呈现

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许多厂家生产的电视上均集成许多功能模块，以尽可能的满足不同用

户的需求；但随着社会的多元化发展，用户需求的个性化越来越强，进而致使厂家生产的电

视机根本不可能满足不同用户的不同需求，同时也会使得用户购买的电视相对于其自身而

言附带了许多无用的功能，进而造成资源的浪费。

发明内容

[0005] 鉴于上述技术问题，本申请提供一种插卡式电视，包括：

[0006] 显示器，设置有插槽；

[0007] 插接卡，插接于所述插槽中，与所述显示器连接；

[0008] 其中，所述插接卡通过所述显示器与所述插卡式电视的信号传送设备连接，以接

收所述信号传送设备发送的第一数据，并对该第一数据进行处理后转换为第二数据；所述

显示器接收所述第二数据，并将所述第二数据中所包含的音视频信号予以播放。

[0009] 作为一个优选的实施例，上述的插卡式电视中，所述音视频信号包括音频数据和/

或视频数据，所述显示器包括：

[0010] 桥接芯片，接收所述第二数据，并对所述第二数据进行处理后输出用于播放的所

述音频数据和/或所述视频数据。

[0011] 作为一个优选的实施例，上述的插卡式电视中所述显示器还包括：

[0012] 显示设备，与所述桥接芯片连接，以接收并播放所述视频数据；

[0013] 电源适配器，与所述插接卡连接，以驱动该插接卡工作。

[0014] 作为一个优选的实施例，上述的插卡式电视中所述显示器还包括：

[0015] 音频设备，与所述桥接芯片连接，以接收并播放所述音频数据；

[0016] 作为一个优选的实施例，上述的插卡式电视中所述显示器上还设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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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多个外围设备，均与所述桥接芯片连接，用于调整所述音频设备和所述显示设备

的运行参数，以及接收与所述分离式电视匹配的遥控器所发出的遥控信号。

[0018] 作为一个优选的实施例，上述的插卡式电视中所述多个外围设备包括：

[0019] 物理按键，与所述桥接芯片连接，以用于调整所述音频设备和所述显示设备的运

行参数；

[0020] 遥控信号接收设备，与所述桥接芯片连接，用于接收所述遥控信号，以控制所述音

频数据和/或所述视频数据的播放。

[0021] 作为一个优选的实施例，上述的插卡式电视中所述插接卡包括：

[0022] 至少一个子单元，且每个所述子单元均分别与其适配的所述信号传送设备连接；

[0023] 核心单元，每个所述子单元均通过该核心单元与所述显示器连接；

[0024] 其中，任一所述子单元均从与其适配的信号传送设备接收所述第一数据，并将该

第一数据转换为具有标准格式的待处理数据至所述核心单元，该核心单元对所述具有标准

格式的待处理数据进行处理后生成所述第二数据。

[0025] 作为一个优选的实施例，上述的插卡式电视中所述子单元包括：

[0026] 无线电视信号处理子单元，用于接收并处理通过无线广播的方式发送的无线电视

信号，并将该无线电视信号的格式转换为所述标准格式；

[0027] 闭路电视信号处理子单元，用于接收并处理通过有线传送的方式发送的闭路电视

信号，并将该闭路电视信号的格式转换为所述标准格式；

[0028] 互联网电视信号处理子单元，用于接收并处理通过互联网传送的互联网电视信

号，并将该互联网电视信号的格式转换为所述标准格式。

[0029] 作为一个优选的实施例，上述的插卡式电视中所述插接卡还包括：

[0030] 本地存储设备，与所述核心单元连接；

[0031] 其中，所述核心单元可调取并发送所述本地存储设备中存储的音视频数据至所述

屏端模块，以进行播放操作。

[0032] 作为一个优选的实施例，上述的插卡式电视中所述子单元还包括：

[0033] 音视频输入设备，用于接收外部音视频输出设备发送的音视频数据，并对该该音

视频数据进行处理后，发送处理后的音视频数据至所述显示器(即屏端设备)进行播放。

[0034] 作为一个优选的实施例，上述的插卡式电视中：

[0035] 所述音视频输入设备将处理后的音视频数据存储至所述本地存储设备中。

[0036] 作为一个优选的实施例，上述的插卡式电视中所述子单元还包括：

[0037] 无线通信设备，用于接收并发送网络音视频数据至所述核心单元进行处理，且该

核心单元将处理后所述网络音视频数据发送至所述屏端模块进行播放操作。

[0038] 作为一个优选的实施例，上述的插卡式电视中：

[0039] 每个所述子单元和/或所述核心单元均独立集成为单一的结构，以用于单独的进

行升级和/或更换操作。

[0040] 作为一个优选的实施例，上述的插卡式电视中；

[0041] 所述显示器与所述插接卡之间通过预设插接针脚进行数据的交互。

[0042] 上述技术方案具有如下优点或有益效果：

[0043] 本申请中的技术方案是通过将电视的主控模块集成为插接卡，并与显示器分别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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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设置，且该显示器主要用于音视频数据播放，而插接卡则主要用于电视音视频数据的接

收及处理，由于插接卡与显示器在物理结构上相互独立设置，进而使得用户可分别对其独

立的进行诸如维修、维护、升级及更换等操作；同时，由于显示器是电视机的主体结构，并将

插接卡插接于显示器上对应设置的插槽中，以构成电视机，进而能够有效的解决当前电视

领域中屏端设备升级速度与其主控设备升级速度极度不匹配的情况，即用户通过更换或升

级插接卡就能方便的实现对电视机的维护及升级操作；另外，本申请中记载的插卡式电视

还可根据其个性化的需求进行各个独立单元的升级，进而有效的降低电视机的升级成本。

附图说明

[0044] 参考所附附图，以更加充分的描述本发明的实施例。然而，所附附图仅用于说明和

阐述，并不构成对本发明范围的限制。

[0045] 图1为本申请实施例一中插卡式电视的结构示意图；

[0046] 图2为本申请实施例二中音视频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47] 图3为本申请实施例二音视频系统中音视频信号转换的结构示意图；

[0048] 图4为本申请实施例二音视频系统中硬件设备的结构示意图；

[0049] 图5为本申请实施例三音视频接口转换装置中桥接芯片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50] 本发明实施例中提供的插卡式电视，可基于现有电视机结构的基础上，通过将电

视机结构中的核心构件集成为单一的独立插接卡(即主控模块)，且该独立的插接卡也可由

电视机中不可或缺的核心模块与至少一个独立设置的具有独立功能的子单元构成，而用于

音视频播放的屏端构件则集成为另一独立的显示器；由于显示器中的构件升级速度较慢，

而核心模块中的构件升级速度则较快，这样在对电视机进行升级时，可仅对当前需要升级

的核心构件进行单独的升级，而保留不需要升级的诸如屏端的构件等，进而有效的降低了

电视机的升级成本；且在用户新购置电视机时，还可以根据自身的个性化需求，通过将所需

的具有独立功能的子单元与上述的核心模块进行匹配组装形成具有特殊功能的插接卡，进

而使得其所购置的电视机能够满足其个性化的需求。

[0051]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插卡式电视进行详细说明。

[0052] 实施例一：

[0053] 图1为本申请实施例中插卡式电视的结构示意图；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中的插卡

式电视包括：

[0054] 插接卡，主要由电视机的核心构件组装而成，例如可包括和电视播放内容相关的

输入设备(如HDMI/CVBS等)，保存网络视频数据、应用数据及游戏数据等相关的信息的主控

芯片等；该插接卡通过显示器上设置连接端口与插卡式电视的信号传送设备连接，以接收

信号传送设备发送的原始数据(即第一数据)，并对该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后生成与显示器匹

配的播放数据(即第二数据)。

[0055] 优选的，该插接卡可由作为电视机中不可或缺的诸如主控芯片等构成的核心单元

与至少一个子单元构成，且每个子单元均可独立的实现至少一种格式数据(如无线电视数

据、闭路电视数据及互联网信号等)的处理功能，而当上述的插卡式电视中组装有任一子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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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时，每个子单元则分别与其适配的信号传送设备连接，以接收相应格式的原始数据，并对

该原始数据进行转换等处理操作后，使其转换为具有标准格式的待处理数据，以便于后续

核心单元对其进行处理操作，进而转换生成为播放数据。

[0056] 优选的，任一上述的子单元均能单独的与核心单元一起构建为能够正常运行的插

接卡，并通过显示器实现一种电视信号的接收与播放；当然，也可将两个子单元或多个子单

元混搭，以同时实现两种或多种电视信号的接收与播放。

[0057] 优选的，上述的子单元可包括无线电视信号处理子单元、闭路电视信号处理子单

元和互联网电视信号处理子单元；无线电视信号处理子单元主要用于接收并处理通过无线

广播的方式发送的无线电视信号，并将该无线电视信号的格式转换为标准格式，以用于核

心单元的对其进行后续的操作处理，该无线电视信号处理子单元中可包括诸如通过无线广

播的方式进行电视信号接收与处理，相应的其要集成有无线信号的接收天线、音视频转换

等构件，并能够独立的实现无线电视信号数据的接收、解析及转换等操作；闭路电视信号处

理子单元则用于接收并处理通过有线传送的方式发送的闭路电视信号(如数字电视信号

等)，并将该闭路电视信号的格式转换为上述的标准格式，该闭路电视信号处理子单元可包

括诸如通过有线方式进行电视信号接收与处理，相应的其要集成有闭路电视信号的接收设

备、音视频转换等构件，并能够独立的实现闭路电视信号数据的接收/发送、解析及转换等

操作；互联网电视信号处理子单元则用于接收并处理通过互联网传送的互联网电视信号

(如网络音视频数据、游戏数据、应用数据等)，并将该互联网电视信号的格式转换为上述的

标准格式，该互联网电视信号处理子单元可包括诸如通过互联网方式进行的电视信号接收

与处理，相应的其要集成有互联网电视信号的接收设备、音视频转换等构件，并能够独立的

实现互联网电视信号数据的接收/发送、解析及转换等操作。

[0058]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的任一子单元主要是适配于通过不同方式进行电视信号传送

时，其能够单独的完成电视信号的接收、解析及转换，进而将原始的电视数据转换为具有同

一标准格式的待处理数据，以便于核心单元的后续处理；同时，各个子单元也可根据具体的

实际需求具有数据信号交互的构件，以实现与其适配格式电视信号(如互连网电视信号等)

的交互操作。

[0059] 优选的，上述的核心模块还可设置有诸如用于接收外部音视频输出设备发送的音

视频数据的音视频输入设备，以及用于提供互联网通讯信号的互联网接入设备(如提供无

线通讯信号的Wi-Fi设备和/或提供有线通讯信号的以太网设备等)等，使得本实施例中分

离式电视融合至当前迅猛发展的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的物联网中。

[0060] 优选的，上述的音视频输入设备主要是用于接收并处理上述的音视频数据，并将

处理后的音视频数据发送至显示器进行播放；同时，该音视频输入设备还可将处理后的音

视频数据存储至本地存储设备中，以用于数据备份或者用途的调用等；相应的，本地存储设

备就要具有较大的存储容量，或者通过设定存储算法，将预设时间段以前的数据定时进行

清除，以预留足够的存储空间用于上述处理后的音视频数据的存储。

[0061] 另外，上述的核心模块还可包括能够单独完成某一项功能的构件组成的独立运行

的或者能够单独升级的若干辅助子单元，只要能够分别的对其进行单独更换或升级操作即

可。

[0062] 同时，上述的核心单元(包含有主控芯片等)可用于不同电视信号数据的处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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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各个子单元设备的认证、控制及供电等操作；作为电视机的核心构件，也能够单独的实现

升级及更换操作；即上述插接卡由各个独立的单元模块组装而成，能够作为一个整体进行

更换或升级操作，同时也能各个单元作为一个单独的构件进行升级或更换，这样就使得用

户在购买电视时能够根据其自身需求，通过将不同的子单元与核心单元进行组装，以形成

满足其个性需求的核心模块；而在后续的使用过程中，可随时根据其需求的变化通过更换、

升级或增加相应的子单元，进而实时满足用户的不同阶段的不同需求。

[0063]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的核心模块必然包括核心单元和至少一个子单元，且只要包

括核心单元和一个子单元，该核心模块就能够实现与该子单元匹配格式的电视信号的接

收、解析及转换操作等，且还能通过增加任意一个或多个子单元和/或辅助子单元，使得核

心模块也相应的具有与其增加的单元适应的功能。

[0064] 另外，上述的插卡式电视还包括显示器，且该显示器可通过外设的连接线(如预设

的集成总线等)或以无线通讯的方式与上述的核心模块通讯连接，在本实施例中是通过在

显示器上开设插槽，而将上述的插接卡插入该插槽中，实现接收并播放核心模块发送的音

视频数据等功能，且该显示器还能反馈或发送相应的控制命令至该核心模块，以便于用户

对插卡式电视进行播放或人机交互操作；同时，该显示器独立于上述的核心模块单独设置，

以使得其各自能够单独的完成升级和/或更换操作，而同一个显示器还能同时与一个或多

个核心模块连接，同一个核心模块也可同时与一个或多个显示器连接，进而能够实现多屏

显示或多屏互动的功能。

[0065] 优选的，上述的显示器可包括桥接芯片、显示设备(如液晶屏)、音频设备(如音响)

和外围设备(如物理按键及遥控信号接收设备等设备)等诸多设备中的一个或多个均集成

在显示器上，即主控模块可仅集成有用于处理各个功能模块的处理单元，而各个功能模块

的外设器件则可集成在显示器或独立设置均可，只要使得桥接芯片与上述的主控模块连

接，能够接收并处理经主控芯片处理后的音视频数据，以将音频数据发送至音频设备进行

播放，同时将视频数据发送至显示设备进行播放，并使显示设备与音频设备的播放进度同

步；上述的遥控信号接收设备则主要用于接收与插卡式电视适配的遥控器发送的控制命

令，并将该控制命令发送至主控芯片，以使得该主控芯片根据控制命令控制显示设备和/或

视频设备的运行。

[0066] 优选的，当上述的显示设备为触控屏时，桥接芯片还能将显示设备发送的触控命

令转发至主控模块的核心单元，以实现用户与电视机的交互操作。

[0067] 优选的，用户通过上述的物理按键可以调节显示设备自身的属性如图像显示的对

比度、画质等参数。

[0068] 优选的，上述的主控模块中还包括本地存储设备，可用于存储用户下载的音视频

数据及电视机播放的参数信息等；同时，显示器还可包括音/视频录入设备(如麦克风、摄像

头等)，用户可通过该音/视频录入设备录制相应的用户音/视频数据，并将其在上述的本地

存储设备和/或远端的服务器中进行存储或共享，同时该插卡式电视机还能够调取存储的

或其他用户共享的用户音/视频数据进行播放。

[0069] 优选的，上述的显示器中还设置有电源适配器，以用于驱动插接卡的正常运行。

[0070] 在本实施例中，通过将电视机的主芯片与显示器分离(即将该主芯片设置在插接

卡中)，实现在不更换显示器的前提下，通过升级插接卡中的全部或部分能够独立升级的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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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以完成对电视机的升级，进而可大大降低用户的升级成本。

[0071] 下面就以一用户从选购插卡式电视至对该插卡式电视进行升级/更换操作的流程

进行详细说明：

[0072] 首先，用户在购买电视时，可根据自身的需求(如尺寸、画质、音像效果等)选择相

应的显示器。

[0073] 其次，用户再根据选择的显示器挑选与该显示器适配的核心单元，以及其所需求

的子单元和辅助子单元设备，以将选择的核心单元和子单元以及辅助子单元组装成为插接

卡，例如该用户仅对家用数字电视有需求，则可选择一核心单元和闭路电视信号处理子单

元即可，并将该核心单元和闭路电视信号处理子单元组装后构成一个主控模块，这样就使

得用户在购买的时候能够根据具体的需求只选择相应功能的子单元硬件，进而降低了用户

的购机成本。

[0074] 之后，将上述插接卡插于显示器上预设的插槽进行连接，以形成一个具有用户所

需求功能的电视机，并可将该电视机与其适配的外部设备进行连接后，上电即可实现电视

信号的播放。

[0075] 最后，用户在后续的使用过程中，若有新的需求则可仅购买满足其新的需求的插

接卡即可，并将该新购置的插接卡更换至上述的显示器上，就能够在基于已购置的插卡式

电视显示器的基础上满足其需求；当然，用户也可根据需求拆除上述已购置的插卡式电视

的插接卡中的子单元，而若进行更换、升级或维修时，也可单独的对一个子单元进行升级、

维修或更换操作，进而可大大降低后续电视的升级及维护成本。

[0076] 同时，由于将插接卡中的各个功能模块单独的进行集成，这样还能进一步的提高

生产厂商的分工协作的程度，以通过单独批量生产的模式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进而推动

整个行业的快速发展；当然，基于相同的理念，也可针对显示器进行类似结构的设置。

[0077] 综上，本实施例中，通过将显示器与插接卡分别独立设置，以有效降低了电视机升

级操作的难度，同时插接卡中各个功能模块又单独的集成为一个整体，进而使得插接卡和/

或任一功能模块均能实现单独的更换或升级操作，即使得整个电视机结构的各个不同的功

能模块均能独立的实现升级或更换操作，以有效结构电视机结构中部件升级不匹配的问

题，降低电视机升级及维护的成本，且本申请中记载的插卡式电视还可根据不同用户的个

性化需求进行针对性的配置组装，进而有效满足不同用户的个性化需求。

[0078] 实施例二：

[0079] 本申请还提供了一种音视频系统，可基于上述实施例一的基础上，参见图2可知，

该音视频系统包括主控模块(control  block)10(相当于上述实施例一中的插接卡)和显示

器(display  panel)11，且该显示器(相当于实施例一中的显示器)11还嵌入设置有网桥接

口(bridge  interface)12及桥接芯片(图中未标示)。上述的主控模块(等同于实施例一中

的主控模块)10可以模块化(modular  piece)的方式独立于显示器11设置，且该主控模块10

可具有多种组合方式(various  form  factors)，并能通过一个或多个连接器(connector)

13与上述的网桥接口12连接，以将音视频数据发送至桥接芯片并控制上述的显示器11进行

播放。

[0080] 优选的，上述的主控模块10可包括电视机的主控模块(controls)(图中未标示)、

相关的硬件设备(hardware)102和输入设备(inputs)101等，如该主控模块10包括视频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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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口(video  inputs)和视频处理硬件(video  processing  hardware)，即参见图3所示，当

主控模块10通过连接器13发送视频数据(video  data)至网桥接口12时，该网桥接口12将接

收到的具有B类型格式的视频数据传送至桥接芯片，以将该B类型格式的视频数据转换

(converts)为可显示(displayable)于显示器11的C类型格式后，并将转换后的视频数据通

过显示器11进行显示播放。具体的，该主控模块10可包括中央处理器(central  processing 

unit，简称CPU)、图形处理器(graphical  processing  unit，简称GPU)、电视调谐器

(television(即TV)tuner)、主控模块10和/或显示器11的电源适配器(power  adapter  for 

the  control  block  and/or  the  display  panel)、高清晰度多媒体输入接口(high-

definition-multimedia-interface(即HDMI)inputs)以及Wi-Fi模块、以太网设备等电视

机的核心模块等。

[0081] 优选的，基于图1-3的基础上，参见图4可知，上述的视频处理硬件102包含电视信

号调谐器1022，其主要用于对主控模块10所接收到的电视信号(television  signal)A进行

处理，即将其调谐为具有B类型格式的视频数据，并将处理后的电视信号(processed 

television  signal)通过一个或多个连接器13输出至上述的网桥接口12。

[0082] 优选的，上述的主控模块10可通过多种方式与显示器11连接，例如：该主控模块10

可直接的安装在显示器11上(directly  mounted  onto  the  display  panel)，或者采用一

个或多个线缆(cables)实现该主控模块10与显示器11之间的短距离连接(connected  a 

short  distance  away)，或者通过无线连接的方式(via  a  wireless  connection)实现主

控模块10与显示器11之间的数据交互。

[0083] 优选的，上述的显示器11上设置的桥接芯片(bridge  chip)能够独立的调整显示

器11的参数，以使得同一个显示器11能够匹配不同主控方式的主控模块10，进而便于后续

升级操作的同时，还能降低升级成本。

[0084] 目前，由于社会的发展及科技的进步，在消费电子市场上，基于SOC的智能电视的

核心模块每6个月就要进行一次升级，但电视的显示技术(TV  panel  technology)则进步缓

慢，进而无法与上述的核心模块实现同步升级，而由于当前的电视均是一体机，故无法单独

的对核心模块进行升级。为了使得消费者能够以最低的成本享受最新技术所带来的电视，

申请人发明了上述的音视频系统，使得用户仅需通过购置或升级具有新功能的主控模块10

即能实现对旧电视的诸如视频功能、硬件设施等核心模块的升级，即新的或升级后的主控

模块10可与旧的显示器11一起构建一个具有最新电视技术的电视机，进而使得用户花费较

低的成本即能享用最新的电视技术。

[0085] 作为一个具体实例的体现，上述的主控模块10可视为一个软件狗(dongle)或插塞

适配器(plug  adapter)，即该主控模块可通过利用一个即插即用的连接器(plug-n-play 

connector)或电线(wire)插接于(be  plugged  into)上述的显示器11中。例如，基于该实例

而构建的插卡式电视(Plug-Card  TV)(即实施例一中的插卡式电视)，该插卡式电视可包括

显示器(TV  panel)和插接卡(plug  card)，该插接卡插接于上述的显示器中，上电便能实现

正常的电视功能；而在对该插卡式电视进行升级时，则可仅通过对插接卡进行升级

(upgrade)或更换具有新功能的插接卡，就能完成整个插卡式电视的升级操作，而显示器11

仅作为显示屏(monitor)，并不需要进行升级或更换，以使得用户在花费很低的升级成本就

能享用到最先进的电视技术，还能有效的促进电视技术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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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6] 其中，上述的插卡式电视中，显示器是作为电视机的体积上主体结构，即该显示器

上开设有插槽，而主控模块则相对显示器体积上较小，同时集成工艺将各种核心的设备集

成为作为一个整体的插接卡，并具有于上述插槽匹配的插头，将插接卡通过插头插接在插

槽中，即能方便简单的完成整个电视机的组装；相应的，此时该插接卡可根据需求设置共享

显示器所配置的电源。

[0087] 同时，上述的插卡式电视可基于实施例一的基础上，在实现个性组装及各个集成

单元的独立升级的同时，主要是将显示器作为电视机结构上的主体，且仅通过插口即能实

现显示器与主控模块的连接，即用户通过插拔的方式便能够轻易的完成主控模块的更换及

升级等操作，在降低升级及维护成本的同时，降低了用户升级的难度。

[0088] 另外，作为另一个具体实例的体现，上述的主控模块10还可视为一个控制盒

(control  box)，且该控制盒具有诸如HDMI或其他特定格式的输出端口(output)，以使得主

控模块10能够利用该输出端口与显示器11上与该输出端口格式匹配的输入端口(input)连

接，即主控模块10可利用HDMI输出端口通过HDMI线缆(cable)与显示器11上的HDMI输入端

口连接(当然，也可通过基于其他类型的线缆实现主控模块10与显示器11之间的通信和/或

电连接，相应的在主控模块10和显示器11上均要匹配线缆的规格设定相应的连接端口，即

只要能够完成主控模块10与显示器11之间的通信和/或电连接即可，采用什么规格或类型

的线缆不会对本申请的技术方案的实现产生影响)。例如，基于该实例而构建的分体式电视

(BOX  controlled  TV)，该分体式电视被设置为相互独立的若干个模块结构，如控制盒

(control  BOX)和显示器(TV  panel)，且该显示器通过客制化的线缆(customized  cable)

与控制盒连接，且每个模块均能独立的进行升级操作(upgraded  separately)，这样就方便

了对电视的诸如音频(audio)等子系统(sub-systems)进行升级或更换(replaced)操作。

[0089] 其中，基于图1-3的基础上，参见图4可知，上述的分体式电视的主控模块10所包括

的硬件设备102还具有电源适配器(power  adapter)1021，该电源适配器1021输出电信号D

(该电源适配器1021也可根据具体的需求设置在屏端设备如显示器中，只要其能实现共享

同一电源的目的即可)，以通过上述的一个连接器(connector)驱动(powering)显示器工

作，即主控模块与显示器共享同一电源，使得主控模块和显示器不用再分别设置电源线，以

降低电视的生产成本，同时也省去电视机所占有的空间，且结构简单美观。

[0090] 同时，上述的分体式电视也可基于实施例一的基础上，在实现个性组装及各个集

成单元的独立升级的同时，主要是将控制盒作为电视机结构上的主体，且该控制盒通过线

缆直接驱动显示器工作，进而能在降低升级及维护成本的同时，有效的缩小了显示器的尺

寸，以使得该分体式电视具有很强的轻薄性能。

[0091]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的插卡式电视和分体式电视中，其所使用的显示器基本相同，

仅是基于PCB板布局的不同，可通过适应性的将连接端口的针脚(package  pins)进行相应

的改动，就能实现相互之间的互通互用。而作为主控模块的插接卡和控制盒之间，则可采用

相同的主芯片(main  chip)用于支持视频编译码及其他多媒体功能(support  video 

decoder  and  multimedia  functions)。

[0092] 实施例三

[0093] 基于上述实施例一和/或实施例二的基础上，本申请还提供了一种音视频接口转

换装置，可用于上述的插卡式电视、分体式电视及插卡式电视等电视系统中，即该音视频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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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转换装置可应用于实施例一中的显示器及实施例二中的显示器中；但由于不同类型的电

视其主控模块与显示器之间的连接方式会有所不同，故在实际的应用中，该音视频接口转

换装置可依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应性的调整，但其主要的原理及结构均相互的适用。

[0094] 本实施例中的音视频接口转换装置可为桥接芯片(bridge  IC)，例如可设置具有

高性能的单片机(high-performance  single-chip)作为该桥接芯片，只要其能将HDMI格式

数据转换为LVDS和/或V-by-One格式的数据即可；例如，该桥接芯片可具有用于系统控制的

嵌入式32bit的RISC处理器，并集成有嵌入式的HDMI接收器(receiver)和LVDS/V-by-One转

换器(transmitter)，即该桥接芯片支持HDMI  2 .0的输入，并将输入的数据转换

(conversion)为LVDS/V-by-One格式的数据进行输出；上述的嵌入式的HDMI接收器完全支

持HDMI  2.0参数要求(specification)，并可通过上述显示器的输入端口接收音频和视频

信号。

[0095] 优选的，上述桥接芯片中HDMI2.0接口均可进行扩展，以使得上述桥接芯片能够支

持超过诸如4Kx2Kx8bit  4:4:460Hz等以上的分辨率；这样，上述的桥接芯片便与屏端的

native分辨率更加匹配(比如4Kx2Kx10bit  4:4:460Hz等分辨率)，以达到最佳图像质量。

[0096] 优选的，上述的桥接芯片还包括视频处理单元(video  processing  unit)和音频

处理单元(audio  processing  unit)，且该视频处理单元不仅能够对视频数据进行图像校

正及增强(perform  advanced  image  correction  and  enhancements)，还能将处理后的数

据转换为LVDS/V-by-One格式进行输出。

[0097] 优选的，上述的桥接芯片还集成有LVDS发射器(transmitter)和V-by-One发射器，

且上述的LVDS发射器可发送1080P@60fps以下分辨率的数据，并支持单链路和双链路的

LVDS输出，而V-by-One发射器则支持4K/2K@60fps分辨率的数据输出。

[0098] 优选的，本实施例中的桥接芯片还集成有许多先进的外围设备(many  advanced 

peripherals)，例如远程红外接收器(IR  remote  receiver)、双通道(2-channel)的ADC设

备、12C设备、UART设备、SPI设备和PWM接口(interface)等。

[0099] 另外，上述的桥接芯片还集成有片上振荡器(on-chip  oscillator)和64KB  SRAM，

以对系统进行有效的简化及降低设备的材料成本(reduce  system  complexity  and  BOM 

cost)。

[0100] 在本实施例中，由于采用的桥接芯片具有高性能和高性价比，且具有将接收到的

HDMI数据转化为LVDS/V-by-One格式数据的功能，故能够应用于高清电视(HD)、全高清电视

(FHD)及超高清电视(UHD)等设备中。

[0101] 图5为本申请实施例三音视频接口转换装置中桥接芯片的结构示意图；如图5所

示，该桥接芯片包括核心模块(core  and  fabric)20、音视频输入单元(audio/video  input 

unit)21、视频输出模块(video  output  unit)22、音频输出模块(audio  output  unit)23、

存储接口(memory  interface)24、系统接口(system  interface)25和输出/输出端口

(input/output  unit)26。

[0102] 进一步的，上述的核心模块20可包括若干个子系统(sub-system)如嵌入式32位的

RISC处理器等，并同时包括有视频处理单元和独立用于存储之类及数据的存储单元(如

64KB  SRAM)及ICCM、DCCM等单元，且该核心模块20还支持MAC操作的快速计算及算法的拓展

(extended  arithmetic  packag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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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3] 优选的，上述的视频处理单元(video  processing  unit)具有图像产生器

(pattern  generator)、屏幕菜单(OSD)、DNLP、白平衡(white  balance)、Gamma、色相饱和度

调整(Hue  saturation  adjust)及亮度调整(Bright  contrast)等功能模块，且上述的图像

产生器能够产生诸如红、绿、蓝、白、黑及各种标准的灰度色光。

[0104] 优选的，上述的音视频输入单元21则具有嵌入式的HDMI  2.0Rx接口，以用于接收

HDMI格式的电视信号，且该音视频输入单元21支持的分辨率可为1080P@60Hz、1080P@

120Hz、1080P@50Hz、1080P@100Hz、1366*768@50Hz、1366*768@60Hz或4K*2K@60Hz等；相应

的，上述的视频输出模块22则具有LVDS端口和V-by-One端口，且LVDS端口可为1或2通道，并

支持的分辨率可为1080P@60Hz、1080P@50Hz、1080P@100Hz、1366*768@50Hz或1366*768@

60Hz等，而V-by-One端口支持的分辨率则可为1080P@60Hz、1080P@120Hz、1080P@50Hz、

1080P@100Hz、1366*768@50Hz、1366*768@60Hz或4K*2K@60Hz等。

[0105] 优选的，上述的音频输出模块23则可具有2沟道的12S端口，而存储接口24则具有

SPR  NOR及闪存控制端口(Flash  controller)，并能通过SPI接口支持1、2或4位的闪存；系

统接口25则具有PLLs、内置(internal)OSC及PMU等，输出/输出端口26则具有远程红外接收

子端口(IR  remote)、两个嵌入式的SA  RADC子端口、两个12C子端口、三个UART子端口、SPI

子端口、四个PWM子端口以及一组通用的I/O接口等。其中，上述的四个PWM子端口中，一个

PWM子端口是用于LED输出，剩余的三个PWM子端口则用于视频输出。

[0106] 进一步的，上述的桥接芯片还集成有通用的计数器、计时器、内部振荡器及24MHz

的晶体振荡器的输入端口等外围设备，且该桥接芯片的还具有两个可通过软件控制的内部

电源管理模块等。

[0107] 优选的，本实施例中的音视频接口转换装置可配置13*13规格的针脚进行端口的

连接，具体每个针脚功能均可基于实际的需求按照现有的标准进行适应性的配置，且可将

部分针脚设置为具有多种用途规格的针脚，以使得其适应不同组装方式的电视机中。

[0108] 综上所述，本申请中通过将显示器与主控模块分别独立设置，且主控模块中各个

功能模块又单独的集成为一个整体，进而使得主控模块和/或任一功能模块均能实现单独

的更换或升级操作，即使得整个电视机结构的各个不同的功能模块均能独立的实现升级或

更换操作，以有效解决电视机结构中部件升级不匹配的问题，降低电视机升级及维护的成

本，且本申请中记载的插卡式电视用户仅通过更换或升级插接卡就能方便及时且低成本的

完成对整个电视机的升级操作，进而使得用户花费最低的成本便能享用最先进的电视技

术。

[0109] 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而言，阅读上述说明后，各种变化和修正无疑将显而易见。

因此，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应看作是涵盖本发明的真实意图和范围的全部变化和修正。在权

利要求书范围内任何和所有等价的范围与内容，都应认为仍属本发明的意图和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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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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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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