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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重复的标清台、多看50个特色频道、回看30天电视节目……

发现了吗？你家有线电视“变脸”了

高清覆盖了标清，
调台更加方便
19日晚上，济南市民刘超打

开电视准备收看每周必看的央视
《新闻周刊》，发现有线电视弹出
“节目有变更，请搜台”的提示。等
待自动搜台完成后，刘超熟练地
按下18频道，发现此前这里的央
视新闻频道变成了山东教育台。
他一个个从头找，终于在第33频
道找到了央视新闻频道。

他发现，自己常看的中央5体
育频道从22台变成了24台。央视5+
体育赛事高清频道从后面的63台
变到了23台，紧挨着央视5体育频
道，操作起来便利了很多。

山东广电网络集团市场部
相关工作人员说，自5月18日起，
山东有线对济南地区的有线电
视频道内容和排序进行了优化
升级，主要是把以往前后重复的
高标清频道合二为一。也就是将
原本在后面播出的高清频道，调
整到前面标清频道的位置并覆
盖原标清频道。比如，之前山东
卫视标清频道在2台，山东卫视
的高清频道在64台，此次调整后，
山东卫视的高清频道取代了标
清频道，从64台变成了2台，标清
频道自然也就“退隐江湖”了。

“高清频道是16:9的大屏幕，
画质更高，收视体验更好一些。”
工作人员说，以前高清频道与标
清频道混编，很多高清频道都在
62台之后，市民往往看了前面的
标清就不再调后面的高清，降低
了收视效果。所以这次调整的重
点就是高标清同步，除了济南地
区以外，全省其他城市的有线电
视频道也将陆续开展类似调整。

另外，家中不支持高清电视
播放的市民也不用担心，系统会
自动改为播出标清节目。

频道表调整后，很多市民觉
得不大习惯，原来常看的几台几
台，现在变样了，还得重新找。尤
其对于老年人，搜索频道确实有
点费劲。工作人员说，这种情况
下市民可以自定义自己的频道
表，把常看的电视频道往前调，
生成一份专属于自己的电视频
道表。

工作人员介绍，这个操作很
简单，打开山东有线电视的主界
面后，选择“玩电视”后点击“我
的电视”，屏幕左侧就会出现节
目预约、节目录制、频道调换、
视频播放等功能菜单，选择“频
道调换”后，频道列表就会出现
在屏幕右侧，此时市民可以选
中自己喜欢的频道更换频道
号。比如，喜欢看央视5套体育
节目，可以把频道序列号填成
1，那么原本在24台的央视5套
就变成了1台，其他的频道顺序

会依次顺延。
在“我的电视”这个菜单里，

除了能调换频道，还能预约节
目和录制节目。预约节目时点
击“我的电视”界面里的“节目
预约”，就能选择自己喜欢的节
目进行预约，预约后，该节目播
出前电视会自动提醒市民收

看。录制节目也很有意思，在机
顶盒上插一个U盘，点击“我的
电视”界面里的“节目录制”，选
择想要录制的节目，在节目播
出时保证正常收看，这个节目
就能录制到U盘当中，想看的时
候随时可以在电脑或者电视上
播放。

可以根据个人习惯设置“专属频道表”

一个月的电视节目都能回看
能回看的频道增加到170个，直播节目能实时回放

□记者 高雯

除了频道表和频道数量的变
化，有线电视这次还有一个大的

“福利”变化，支持回看的频道从原
来的 64 个频道增加到 170 个频
道，也就是所有频道都支持回看。

回看时间也从原来的 5 天增加到
了 30 天。

“喜欢追剧的，喜欢看综艺节
目的，还有准备着看世界杯的，会
很喜欢这个功能。”工作人员说，30
天的回看功能相当于录制了这一
个月所有频道的电视节目，回看功

能是实时的，任何时候打开电视，
想回看哪个就能调取哪一个。

很多市民不知道回看功能
怎么开通，工作人员介绍，市民
可以拨打96123客服咨询所在区
域是否支持双向互动功能，如果
支持，开通电视双向功能后即可

免费体验时移回看。
开通双向功能后，还能搜索

电视节目。在有线电视主界面的右
下角，有一个“聚搜”功能，这是山
东有线自带的搜索引擎，能快速搜
索到已经播出的节目，还可以搜索
到正在直播或者即将播出的节
目，进行收看或者预约收看。

目前，30天全频道免费时移回
看功能已经在济南、青岛和淄博地
区上线，其他城市将在6月中旬陆
续展开。

济南数字电视频道表

□记者 高雯

5月18日之后，许多市民
在看电视的时候发现，原来
熟悉的电视频道序号基本都
发生了改变。山东广电网络
集团市场部相关工作人员
称，这次调整是全省性的，目
的是为了实现高标清同步，
也就是把原来标清和高清重
复的频道合二为一，只传输
高清的频道。另外还免费开
放了50个特色频道，也就是
说，开通基本收视业务的市
民现在能收看到145个频道，
除此之外，还有央视节目连
排、增加6套特色频道、开放
30天回看功能等新变化。

基本频道从95增加到145，还有50个免费的特色频道

除了高标清同步，济南地
区的有线电视这次频道序列号
的调整，按照版块进行了重新
分配，分为：本地、央视、卫视、
少儿、老年、剧场、体育等16个版
块内容。变化比较大的是，从央
视2套开始的央视所有频道连排
在了一起，之前排在后面的央
视11戏曲、央视12社会与法高
清、央视14少儿国际、央视15音
乐等都提到了前面，和之前的
央视节目顺排在一起。

“之前是根据收视热门情
况对央视频道进行的排序，比
如央视13新闻频道排在央视版

块的第一个，央视10套之后的
频道都排在了比较靠后的位
置。”工作人员说，此次把频道
按照版块连排后，逻辑性更明
确，也更便于市民搜索寻找想
看的频道。

这次调整另外一个大的改
变，是将人物频道、老故事、收
藏天下、书画频道、快乐垂钓等
50个特色频道向市民全部开放，
也就是说，开通了基本收视业
务的市民从能看95个频道增加
到了145个频道。另外，这次频道
调整还新增了中国交通、嘉佳
卡通、环球旅游、七彩戏曲、家

庭健康、齐鲁剧场、网络棋牌、
电子体育6个特色频道。所以，虽
然频道调整中减少了部分重复
的标清频道，但总频道数依然
接近200套。经过这次调整，济南
地区的有线电视频道序列号除
了前17个没有变化外，从第18台
开始都发生了改变。

工作人员介绍，全省其他
地区具体的频道版块变化会根
据各地的实际情况调整，不一
定和济南完全一致。频道调整
后，山东有线的营业厅会印制
发放新频道表，有需要的市民
可以到营业厅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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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山东有线-导视服务
1 CCTV-1综合高清
2 山东卫视高清
3 济南新闻高清
4 济南都市
5 济南影视高清
6 济南娱乐
7 济南生活
8 济南商务
9 济南少儿
10 山东齐鲁高清
11 山东影视
12 山东体育高清
13 山东生活
14 山东综艺
15 山东少儿
16 山东公共
17 山东农科
18 SDETV-山东教育
19 ETV-济南教育
20 电视指南
21 CCTV-2财经高清
22 CCTV-3综艺高清
23 CCTV-4国际高清
24 CCTV-5体育高清
25 CCTV-5+体育赛事高清
26 CCTV-6电影高清
27 CCTV-7军事农业高清
28 CCTV-8电视剧高清
29 CCTV-9纪录高清
30 CCTV-10科教高清
31 CCTV-11戏曲
32 CCTV-12社会与法高清
33 CCTV-13新闻
34 CCTV-14少儿高清
35 CCTV-15音乐
36 CGTN-中国国际

37-47 购物频道
48 北京卫视高清
49 浙江卫视高清
50 天津卫视高清
51 湖南卫视高清
52 江苏卫视高清
53 安徽卫视高清
54 东方卫视高清
55 黑龙江卫视高清
56 辽宁卫视高清
57 深圳卫视高清
58 江西卫视高清
59 四川卫视高清
60 河南卫视高清
61 高清畅享馆
62 河北卫视高清
63 贵州卫视高清
64 湖北卫视高清
65 重庆卫视高清
66 吉林卫视高清
67 陕西卫视
68 云南卫视
69 山西卫视
70 东南卫视高清
71 广东卫视高清
72 广西卫视
73 内蒙古卫视
74 宁夏卫视
75 甘肃卫视
76 青海卫视
77 旅游卫视
78 济南电视指南
79 新疆卫视
80 西藏卫视
81 兵团卫视
82 中国交通
83 中国气象
84 CETV-中国教育
85 央视指南
86 BTV-卡酷少儿
87 金鹰卡通
88 嘉佳卡通
89 BTV-纪实高清
90 全纪实
91 CCTV-国防军事
92 环球奇观
93 CCTV-世界地理
94 CCTV-发现之旅
95 环球旅游
96 人物频道
97 CCTV-老故事
98 收藏天下
99 书画频道
100 文物宝库
101 梨园频道
102 七彩戏剧
103 老年福
104 央广健康
105 茶频道
106 家庭健康
107 CCTV-央视精品
108 CCTV-怀旧剧场
109 齐鲁剧场
110 CCTV-第一剧场
111 CCTV-风云剧场
112 四海钓鱼
113 快乐垂钓
114 快乐宠物
115 摄影频道
116 车迷频道
117 汽摩频道
118 CCTV-风云足球
119 CCTV-高尔夫·网球
120 先锋乒羽
121 篮球
122 天元围棋
123 武术世界
124 网络棋牌
125 电子体育
126 CCTV-风云音乐
127 新娱乐
128 CCTV-女性时尚
129 现代女性
130 中华美食
131 CCTV-新科动漫
132 STV-欢乐童年
133 优优宝贝
134 炫动卡通
135 国学频道
136 早期教育
137 教育·就业
138 留学世界
139 英语辅导
140 财富天下
141 家庭理财
142 东方财经
143 彩民在线
144 CCTV-电视指南
145 3D试验频道

济济南南一一初初中中生生正正在在查查看看新新开开放放的的特特色色频频道道““留留学学世世界界””，，并并尝尝试试自自定定义义频频道道序序号号。。记记者者 郭郭建建政政 摄摄

在节目管理菜单中，可调换频道序号。记者 郭建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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