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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Sony 全新 3D 頭戴式顯示器帶來嶄新的電影及遊戲體驗 

具備更清晰銳利的畫面顯示、更優質音響效果及更舒適享受 

 

 

 

   

 

 

 

 

 

 

 

 

 

 

 播放 2D／3D 電影及遊戲，展現鮮艷奪目的高清畫面 

 具備亮麗清晰的 OLED 屏幕，配合更輕巧及更高調節度的機身，帶來更舒適暢快的視

覺體驗 (機身重量僅 330 克) 

 虛擬 5.1 聲道環迴立體聲聲效，感受逼真的現場氣氛 (可更換自選耳機) 

香港‧2012 年 10 月 4 日 – Sony 今日推出新一代 3D 頭戴式顯示器 (Personal 3D Viewer) 

HMZ-T2，帶來更清晰銳利的畫面顯示、更優質的音響效果及更舒適的感覺。 

 

極致逼真的遊戲及電影體驗 

Sony 全新 3D 頭戴式顯示器的外形更輕巧，令佩戴更舒適，提供 2D 及 3D 高清畫面顯

示，配合虛擬 5.1 聲道環迴立體聲音效，是觀賞電影和遊戲玩樂的最佳選擇。加上鮮艷奪

目的 OLED 雙屏幕顯示，展現極為清晰銳利的影像，讓用戶全情投入真正的個人體驗。 

 

 

 

 



2 

清晰流暢的影院級 3D 觀賞效果 

全新 3D 頭戴式顯示器精心為眼睛而設，具備高反應的有機發光二極體 (Organic Light-

Emitting Diode, OLED) 屏幕，呈現鮮艷奪目的色調及清晰銳利的對比度，絕無半點模糊。

配合 45 度廣角視野，讓用戶完全沉醉於廣闊屏幕的震撼視覺體驗。 

 

HMZ-T2 具有可拆除的遮光罩，令私隱度更高，用戶可完全盡享觀賞體驗。該靈活的遮光

罩可簡單地夾在 3D 頭戴式顯示器上，亦方便移除，絲毫不影響頭戴式顯示器的舒適度及

外形設計。 

 

為電影迷或遊戲玩家帶來完美的觀賞體驗 

專為電影發燒友及遊戲玩家而設的 3D 頭戴式顯示器，提供 24p 真實影院模式 (True 

Cinema mode) ，播放幀率達到每秒 24 幀，完全符合電影導演為大型屏幕製作的電影之要

求。遊戲玩家亦可選擇清晰模式 (Clear mode) 播放動作特技，畫面份外流暢快速。無論用

戶選擇任何模式，自動色溫調節均可將影像的色調飽和度由藍色逐漸轉為紅色，以確保用

戶即使長時間觀賞電影或玩遊戲，亦可保持眼睛舒適。 

 

令人讚嘆的模擬 5.1 聲道環迴立體聲音效 

3D 頭戴式顯示器提供音響模式的選擇，並利用虛擬耳筒技術(Virtualphones™)創造出 360

度自然音場，讓用戶感覺如聆聽真正 5.1 聲道環迴立體聲音效。另外，HMZ-T2 內置和諧

音均衡器(Harmonic Equalizer)技術，可解决因聲音壓縮所造成的失真問題，回復數碼波形

音頻，帶來更豐富、更廣闊的音域。 

 

輕巧及高調節性帶來更舒適的佩戴體驗 

新款 3D 頭戴式顯示器只有 330 克，較之前型號輕 20%，並提供更高調節性選擇，令用戶

佩戴倍感舒適。配合高調節性的頭戴環及前額支撐墊，令佩戴更感妥貼。加上可調校位置

的屏幕鏡片，讓用戶可輕鬆地觀賞清晰細緻的 3D 影像。用戶更可選用喜愛的頭戴式耳機

或入耳式耳機，享受仿如親歷其境的環迴立體聲音效。 

 

Sony 全新 3D 頭戴式顯示器 (Personal 3D Viewer) HMZ-T2 隨機附送 Sony 耳機 MDR-

EX300，於 2012 年 10 月中旬推出，售價為港幣 6,98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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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預售 

Sony 全新 3D 頭戴式顯示器 HMZ-T2 於 2012 年 10 月 4 日至 10 月 17 日公開預售，顧客於

＜ Sony 感 謝 祭 2012 ＞ 、 Sony Store 專 門 店 及 Sony Store 網 上 專 門 店

(www.sony.com.hk/store) 訂購，可獲贈《黑超特警組 3》3D 藍光影碟一隻。此外，＜Sony

感謝祭 2012＞會場限量預售耳機升級套裝，優惠詳情如下： 

地點 型號 套裝售價 預售禮品 

＜Sony 感謝祭 2012＞ 3D 頭戴式顯示器 HMZ-T2 

 

港幣 6,980 元 《黑超特警組 3》3D 藍

光影碟 

 

 
3D 頭戴式顯示器 HMZ-T2 及耳

機套裝 

- 3D 頭戴式顯示器 HMZ-T2 

- Sony 耳機 MDR-XB400 

港幣 7,090 元 

3D 頭戴式顯示器 HMZ-T2 及耳

機套裝 

- 3D 頭戴式顯示器 HMZ-T2 

- Sony 耳機 MDR-MA900 

港幣 8,190 元 

Sony Store 網上專門店

(www.sony.com.hk/store) 

3D 頭戴式顯示器 HMZ-T2 港幣 6,980 元 

Sony Store 專門店 3D 頭戴式顯示器 HMZ-T2 

 

顧客查詢，請致電 Sony 銷售及服務熱線：(852) 2345-2966。 

 

有關香港業務拓展總部 

香港業務拓展總部(HKMC)是索尼香港的附屬公司，在香港及澳門提供 Sony 消費者產品

及廣播與專業產品的有關銷售、市務推廣及售後服務。欲知更多有關 Sony 產品及服務的

資料，請瀏覽網頁 www.sony.com.hk。 

 

關於 “make.believe” 

“make.believe” (make dot believe) 是索尼集團的統一品牌訊息，涵蓋旗下的電子產品、遊

戲、電影、音樂、流動電話及網絡服務。”make.believe”標誌著 Sony 的創造精神，以及將

意念轉化成真實的能力，並堅持「創新源於好奇、夢想成就未來」的信念。 

 

 

### 

http://www.sony.com.hk/store
http://www.sony.com.hk/store
http://www.sony.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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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y 3D 頭戴式顯示器 HMZ-T2 的產品規格:  

 

型號 HMZ-T2 

顯示 

  

顯示裝置 OLED 面板 x 2 

顯示解像度 1280x720 

螢幕尺寸 (顯示模式) 16:9 

水平視野 45 度 

3D   支援 3D  有 

視頻功能 

 

畫質模式 標準/ 電影/ 鮮明 / 自訂/ 遊戲 

雜訊消除設定 圖幀雜訊消除/塊狀雜訊消除/  
飛蚊雜訊消除 

畫質設定 清晰黑/ 影像/ 亮度/ 色溫(本色/冷色/ 
中間色/暖色 1/暖色 2)/ 銳利度 

Clear Black (清晰黑)設定 有 

24p True Cinema (24p 真實
電影) 

有 

SBM (Super Bit Mapping) 供
視頻使用 

有 

觀賞設定   調校鏡片間距 每邊眼鏡 5 個距離 

耳筒 驅動器 13.5 毫米 

 靈敏度  105dB/mW 

頻率響應 5-24000Hz 

阻抗 16 ohm 

音效功能 A/V 同步 有 

AAC 6 聲道 

Dolby 6 聲道 

Virtual Surround 有 (6 聲道) 

耳機類型選擇 頭戴式/入耳式 

可預設音效模式 標準/ 電影/ 遊戲/ 音樂/ 關 (2 聲道) 

HDMI CEC HDMI 控制 播放, 暫停, 下一節, 上一節, 快速向前,  
快速向後 

快捷功能 

  

視頻輸出功能 有 (*適用於備用模式) 

自動關閉 有  

配戴感應器 有 

長時間觀賞警示 有 (3 小時) 

密碼設定 有 

輸入及輸

出 

視頻輸入及

輸出 

HDMI 輸入及輸出 1 輸入(HDMI 1.4a)/1 輸出(HDMI 1.4a) 

輸出至頭戴式顯示器 1 輸出 

耳機插孔 1 立體聲迷你插孔輸出 

系統結構 

  

頭戴式顯示器 1 

訊號處理器 1 

尺寸(約) 

  

體積 (闊 x 高 x 深) 頭戴式顯示器:   
約 187 毫米 x104 毫米 x254 毫米*包括頭帶/  
訊號處理器:180 毫米 x 36 毫米 x 168 毫米 

線長 3.5 米 (於頭戴式顯示器及訊號處理器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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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約)   機身 頭戴式顯示器: 約 330 克(*不包括導線);  
訊號處理器: 600 克 

電源 AC 交流電 電壓 220 V - 240 V AC, 50/60 Hz  

 

 耗電量 15W 

耗電量(備用模式) 0.25W 

隨機附件 

 

  耳機 有 

耳機配件 3(小/中/大) 

入門指南 有 

參考指南 有 

AC 電源線 (交流電源線) 1 

HDMI 線 1(1.5 米) 

遮光器  1(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