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稿 

 

Sony 全新 BRAVIA LED 電視系列展現動人美感 

全新 65 吋及 55 吋 4K LED 電視與 BRAVIA LED 電視系列矚目登場 

Sony 卓越非凡的畫質及音效帶來無可比擬的視聽享受 

 

 
 

         BRAVIA 65 吋 4K LED 電視 

 

香港‧2013 年 4 月 17 日 – Sony 今日宣布推出兩款全新 X9000 系列 4K LED 電視。繼

2012 年 10 月推出獲高度評價的 84 吋 4K 電視之後，Sony 再為市場提供 65 吋及 55 吋型號

供選擇。4K LED 電視的解像度為全高清電視 (3,840 x 2,160 像素)的 4 倍，無論任何影像

內容或訊源都展現極致的影像質素，帶來令人陶醉的家庭娛樂享受。Sony 於 2013 年

BRAVIA 高清電視系列同時加入旗艦級 W950 及其他全高清系列，提供多款型號尺寸以滿

足不同需要，為用戶帶來優越的高清娛樂體驗。 

 

TRILUMINOS
TM

 Display 展現仿如現場般的視覺體驗 

X9000 系列 4K 超高清電視採用多項先進技術以締造完美無瑕的震撼畫面。4K X-Reality 

PRO™影像處理引擎有效減低畫面雜訊及修整影像。另外 4K LED 電視所採用之

TRILUMINOS
 TM

 Display LED 背光技術，展現豐富自然色彩，將璀璨奪目的顏色重現眼

前，令紅色更鮮豔、藍色更悅目、綠色更柔和。Sony 獨有的屏幕技術更結合 Quantum Dot 



(QD) Vision 的 Color IQ™
1
 光學組件，令電視畫面的色彩更豐富、影像更富層次感，締造

更自然生動的視覺享受。更廣闊的色域能進一步優化支援 TRILUMINOS
TM

 Color 的 Sony

數碼相機及攝錄機所拍攝之影像質素。用戶可透過全高清 3D 功能享受猶如置身影院的體

驗。此外，Sony 亦提供兼容 TRILUMINOS
TM

 Color 的藍光影碟播放器，令用戶享受色彩

更豐富的影片。 

 

磁流揚聲器帶來震撼聲效 

BRAVIA 4K LED 電視除了提供極致影像之外，更結合了 Sony 音效系統締造更佳的聽覺

享受。採用 Signal-to-Sound Architecture 結構揚聲器技術，X9000 系列糅合 Sony 獨有磁流

揚聲器及數碼訊號處理技術，帶來流暢的中音及震撼的重低音。兩款 4K LED 電視的前置

式揚聲器體現 Sony 全新設計概念，其優雅時尚設計可配合最新家庭影院組合之優美外形。 

 

Sense of Quartz – 美感和智能的完美結合 

全新 BRAVIA 電視系列結合全新的 Sense of Quartz 設計概念，糅合永恆的幾何圖案設計；

電視的長方型屏幕仿如石英般懸浮在圓型金屬底座上，簡潔雅緻。BRAVIA 電視系列以

智能「核心」連結整體外觀設計，電視框邊的 Sony 標誌會以柔和亮光回應用戶的操作指

令。 

 

「一觸 」– 全天侯連接流動裝置 

最新 X9000 系列型號均支援 Wi-Fi 連接及提供一系列網上服務，只需將兼容 NFC 及螢幕

鏡射的 Xperia 智能手機輕觸 One Touch 遙控器，智能手機的畫面便如鏡般出現在

BRAVIA 大電視之上，方便分享瑰麗細緻的相片、影片、遊戲和應用程式。 

 

創新技術帶來更佳視覺享受 

BRAVIA LED 電視包括 W950、W900、W800、W700、W670、W650 及 W600 系列，皆

配備備受好評的 Sony X-Reality PRO 影像處理器，無論任何影像來源皆可締造細緻無瑕的

影像及鮮艷奪目的色彩。該系列亦採用 Motionflow™ XR 暢動流技術，當用戶觀賞有高速

動作的電視節目及遊戲畫面時，效果更流暢自然。 

 

2013 年推出之全新 W950 及 W900 系列均結合 TRILUMINOS
TM

 Display LED 背光系統，

展現豐富自然色彩，重現更豐富逼真的紅色、藍色及綠色。兩款系列呈現更廣闊色域及富

層次的影像，帶來更自然悅目的視覺享受。 

 

Sony 研發的 “Signal-to-sound Architecture” 結構揚聲器技術採用最新的音頻技術，帶來仿

如置身現場的音響體驗。W950 系列配備極纖薄小巧的雙向低音反射音頻揚聲器，並於獨

立的音箱加設高頻揚聲器，有效減低音效於電視箱內受到影響或失真的情況。而 W900 系

列則巧妙地結合長達 1.2 米的揚聲器導管設計，輸出更雄渾的重低音及更強勁的低中音，

                                                           
1
 Color IQ™ 及 the Color IQ 標誌是 QD Vision, Inc 的商標。Color IQ

TM
 是由 QD Vision, Inc 開發之高端發光

半導體技術。欲了解有關更多 Color IQ™ 的資料，請瀏覽 http://www.sony.net/infociq。 
 

 

http://www.sony.net/infociq


進一步提升家庭娛樂享受。其他 W 系列 (W800 系列、W700 系列、W670 系列、W650 系

列及 W600 系列) 亦配備精巧的低音頻揚聲器，為用戶帶來理想的音效表現。 

 

所有 W 系列電視型號可透過 Wi-Fi
2支援 Screen mirroring 功能。W950 系列附有 One Touch

遙控器，而 W900、W800 及 W700 系列的用戶可另購該遙控器以享用其功能。2013 年全

線系列均支援 MHL (Mobile High-Definition Link) 功能，可透過連接線將電視和智能手機

連結。 

 

Sony 全新 BRAVIA LED 電視系列的推出日期如下： 

型號 建議零售價 推出日期 

KDL-42W670A 港幣 7,280 元 2013 年 4 月中旬 

KDL-32W670A 港幣 4,980 元 

KDL-42W650A  港幣 6,980 元 

KDL-32W650A 港幣 4,680 元 

KDL-32W600A 港幣 3,980 元 

KDL-50W700A 即將公佈 2013 年 5 月初 

 KDL-46W700A 

KDL-55W800A  

KDL-47W800A 

KDL-42W800A 

KDL-55W950A  2013 年 5 月中旬 

KDL-46W950A 

KDL-55W900A  2013 年 6 月中旬 

KDL-46W900A 

KDL-40W900A 

KDL-65X9000A  2013 年 7 月中旬 

KDL-55X9000A 

 

Sony 星級服務 

顧客購買全新 BRAVIA 電視型號，可選購 Sony Premium Services 星級服務，並享有一系

列優惠，包括延長產品保用期及 8 折享用 Sony Studio 服務。同時，顧客更可獲得 5 折優

惠享用產品增值服務，包括安裝無線網絡連接服務、棄置舊電視服務、電視掛牆架拆除服

務 及 一 站 式 電 視 ( 掛 牆 ) 遷 移 服 務 。 有 關 詳 情 ， 請 瀏 覽

http://www.sony.com.hk/premium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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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W650 及 W600 系列需配合 UWA-BR100 支援 Wi-Fi。 

http://www.sony.com.hk/premiumservices
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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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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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VIA 4K LED 電視 KD-65X9000A 及 KD-55X9000A 的產品規格: 

型號 KD-65X9000A KD-55X9000A 

電視制式  

電視制式 模擬: B/G, D/K, I, L, M , 數碼:DTMB 適用於香港地面數碼廣播 

彩色制式 NTSC 3.58, NTSC 4.43, PAL, SECAM 

顯示技術  

背光控制技術 分區背光控制技術 

TRILUMINOS
TM 顯示技術 有 

背光模式 LED 

OptiContrast 高對比屏幕 有 

顯示規格  

屏幕尺寸 (對角量度) 65"(64.5") 55"(54.6") 

觀賞角度(右/左) 178(89/89) 

觀賞角度(上/下) 178(89/89) 

顯示解像度 4K(3840x2160) 

畫面功能  

面部範圍偵測技術 有 (只適用於 2K) 

視頻範圍偵測技術 有 (只適用於 2K) 

SimulView™ 有 (需另購 TDG-SV5P) 

畫面模式 鮮明 /標準/ 自訂/ 相片-鮮明/ 相片-遊戲/ 原相/ 相片-自訂/ 影院/ 

影院 / 遊戲-標準/ 遊戲-原有/ 繪圖/ 體育/ 動畫 

視頻處理 4K X-Reality PRO 影像處理引擎 

Motionflow
TM 暢動流技術 Motionflow XR 800 Hz 

進階對比增強技術 有 

24p True Cinema™ 有 

Live Colour™ 顏色活現技術 --- 

智能 MPEG 減噪功能 有 (只適用於 2K) 

MPEG 減噪功能 有 

3D 過濾器 有 

視頻  

視頻訊號 3840x2160/24p/ 3840x2160/25p/ 3840x2160/30p/ 4096x2160/24p/ 

1080/24p (只限 HDMI)/ 1080/60i/ 1080/60p(HDMI /色差)/ 

1080/50i/ 1080/50p(HDMI /色差)/ 480/60i/ 480/60p/ 576/50i/ 

576/50p/ 720/60p/ 720/50p/ 1080/30p (只限 HDMI)/ 720/30p (只限

HDMI)/ 720/24p (只限 HDMI) 

3D   

超解析 3D 畫質 有 

自動調節 3D 景深 有 

內置 3D 同步接收器 --- 

3D Passive(被動式) 

模擬 3D 有 

音效  

揚聲器位置 前向式 

音效輸出 (瓦) 12.5 瓦+12.5 瓦+20 瓦+20 瓦 

揚聲器裝置 2.2 聲道, 兩路揚聲器[高音喇叭(18 毫米)x2,  



低音(磁流揚聲器, 80 毫米)x2] +重低音(70 毫米)x2 

音效功能  

Clear Phase 揚聲器 有 

原音建構 有 

長導管結構 --- 

低音反射音箱 --- 

高音揚聲器和低音反射音箱 --- 

音頻導向板 --- 

磁流揚聲器 有 

音效模式 標準/ 電影/體育/音樂廳/遊戲/壓縮音訊 

S-Master 有 

S-Force S-Force Front Surround 3D 

Dolby®  Dolby Digital, Dolby Digital Plus, Dolby Pulse 

網絡功能  

Skype™ Ready(需另購配件) 

Wi-Fi Direct 有 

Wi-Fi Certified 有 

BRAVIA 網絡視頻 有 

Sony Entertainment Network 有 

Opera Apps  有 

一觸 螢幕鏡射 有 

螢幕鏡射 有 

網頁瀏覽 有(Opera) 

DLNA 支援格式 MPEG1/MPEG2PS/MPEG2TS/AVCHD/MP4Part10/MP4Part2/AVI

(XVID)/ 

AVI(MotinJpeg)/MOV/WMV/MKV/RMVB/WEBM/3GPP/MP3/W

MA/ 

LPCM/JPEG/MPO 

無線區域網絡 內置 

其他功能  

USB 播放支援格式 MPEG1/MPEG2PS/MPEG2TS/AVCHD/MP4Part10/MP4Part2/AVI

(XVID)/AVI(MotinJpeg)/MOV/WMV/MKV/RMVB/WEBM/3GPP/

MP3/ 

WMA/WAV/JPEG/MPO 

BRAVIA Sync 「一按式」易

控功能 

有 

場境選擇 相片 / 音樂/ 電影 / 遊戲 / 圖像 / 體育 / 動畫 

i-Manual 有 

親子鎖 有 

睡眠定時器 有 

定時開關   有 

界面語言 英文, 繁體中文 

感測  

光度感應器 有 

環保功能  

動態背光操控 有 



省電模式/ 背光關閉模式 有 

設計  

低座設計 Circle / Chrome Plating 

Sense of QUARTZ 設計  有 

低座旋轉角度 --- 

低座傾斜角度 --- 

輸入與輸出  

MHL 有 

視頻端子輸入 2 (1 後置/1 後置與色差端子共用) 

色差端子輸入 1 (後置/與視頻端子共用) 

HDMI™ 連接 4 

數碼聲頻輸出 1(後置) 

聲頻輸出 1 (側面/與耳筒輸出插孔共用) 

耳筒輸出 1 (側面/與聲頻輸出插孔共用) 

USB 3 個 

乙太網絡連線 1 (垂直) 

HDMI™ 電腦輸入 有 

電壓  

電壓要求  AC 220-240V,50Hz 

耗電量 (操作) 338W 268W 

尺寸(約)  

淨機身(闊 x 高 x 深) 1682x875x100(58) 毫米 1463x749x100(58) 毫米 

連座檯架(闊 x 高 x 深) 1682x903x405 毫米 1463x778x405 毫米 

重量(約)  

淨機身 45.0 千克 33.1 千克 

連座檯架 46.4 千克/ 34.5 千克 

隨機附送配件  

一觸 遙控器 RMF-ED003 

遙控器 RM-GD026 

3D 眼鏡 TDG-500P x4 

另購配件  

Skype 鏡頭 CMU-BR200 

一觸 遙控器 隨附 

掛牆架 SU-WL500 SU-WL400 

3D 眼鏡 TDG-500P/TDG-SV5P 

USB 無線 LAN 轉換器 --- 

 

 

 

 

 

  



BRAVIA 3DLED 電視 KDL-55W950A 及 KDL-46W950A 的產品規格: 

型號 KDL-55W950A KDL-46W950A 

電視制式  

電視制式 模擬: B/G, D/K, I, L, M , 數碼:DTMB 適用於香港地面數碼

廣播 

彩色制式 NTSC 3.58, NTSC 4.43, PAL, SECAM 

顯示技術  

背光控制技術 分區背光控制技術 

TRILUMINOS
TM 顯示技術 有 

背光模式 LED 

OptiContrast 高對比屏幕 有 

顯示規格  

屏幕尺寸(對角量度) 55"(54.6") 46"(46.0") 

觀賞角度(右/左) 178(89/89) 

觀賞角度(上/下) 178(89/89) 

顯示解像度 全高清(1920 x 1080) 

畫面功能  

面部範圍偵測技術 有  

視頻範圍偵測技術 有  

SimulView™ 有  

畫面模式 鮮明 /標準/ 自訂/ 相片-鮮明/ 相片-遊戲/ 原相/ 相片-自訂/ 

影院/ 影院 / 遊戲-標準/ 遊戲-原有/ 繪圖/ 體育/ 動畫 

視頻處理 X-Reality PRO 影像處理引擎 

Motionflow
TM 暢動流技術 Motionflow XR 800 Hz 

進階對比增強技術 有 

24p True Cinema™ 有 

Live Colour™ 顏色活現技術 --- 

智能 MPEG 減噪功能 有  

MPEG 減噪功能 有 

3D 過濾器 有 

視頻  

視頻訊號 1080/24p (只限 HDMI)/ 1080/60i/ 1080/60p(HDMI /色差)/ 

1080/50i/ 1080/50p(HDMI /色差)/ 480/60i/ 480/60p/ 576/50i/ 

576/50p/ 720/60p/ 720/50p/ 1080/30p (只限 HDMI)/ 720/30p 

(只限 HDMI)/ 720/24p (只限 HDMI) 

3D   

超解析 3D 畫質 有 

自動調節 3D 景深 有 

內置 3D 同步接收器 有 

3D Active(主動式) 

模擬 3D 有 

音效  

揚聲器位置 Down Firing 

音效輸出 (瓦) 10 瓦+10 瓦 

揚聲器裝置 2 聲道, 高音(20x40 毫米)x2, 重低音(57 毫米)x2 



音效功能  

Clear Phase 揚聲器 有 

原音建構 有 

長導管結構 --- 

低音反射音箱 --- 

高音揚聲器和低音反射音箱 有 

音頻導向板 --- 

磁流揚聲器 --- 

音效模式 標準/ 電影/體育/音樂廳/遊戲/壓縮音訊 

S-Master 有 

S-Force S-Force Front Surround 3D 

Dolby®  Dolby Digital, Dolby Digital Plus, Dolby Pulse 

網絡功能  

Skype™ Ready(需另購配件) 

Wi-Fi Direct 有 

Wi-Fi Certified 有 

BRAVIA 網絡視頻 有 

Sony Entertainment Network 有 

Opera Apps (System) 有 

一觸 螢幕鏡射 有 

螢幕鏡射 有 

網頁瀏覽 有(Opera) 

DLNA 支援格式 MPEG1/MPEG2PS/MPEG2TS/AVCHD/MP4Part10/MP4Part

2/AVI(XVID)/ 

AVI(MotinJpeg)/MOV/WMV/MKV/RMVB/WEBM/3GPP/M

P3/WMA/ 

LPCM/JPEG/MPO 

無線區域網絡 內置 

其他功能  

USB 播放支援格式 MPEG1/MPEG2PS/MPEG2TS/AVCHD/MP4Part10/MP4Part

2/AVI(XVID)/AVI(MotinJpeg)/MOV/WMV/MKV/RMVB/W

EBM/3GPP/MP3/ 

WMA/WAV/JPEG/MPO 

BRAVIA Sync 「一按式」易控功

能 

有 

場境選擇 相片 / 音樂/ 電影 / 遊戲 / 圖像 / 體育 / 動畫 

i-Manual 有 

親子鎖 有 

睡眠定時器 有 

定時開關   有 

界面語言 英文, 繁體中文 

感測  

光度感應器 有 

環保功能  

動態背光操控 有 

省電模式/ 背光關閉模式 有 



設計  

低座設計 Loop, Aluminum Hair-line 

Sense of QUARTZ 設計  有 

低座旋轉角度 左 15 度/右 15 度 

低座傾斜角度 --- 

輸入與輸出  

MHL 有 

視頻端子輸入 2 (1 後置/1 後置與色差端子共用) 

色差端子輸入 1 (後置/與視頻端子共用) 

HDMI™ 連接 4 

數碼聲頻輸出 1(底部) 

聲頻輸出 1 (側面/與耳筒輸出插孔共用) 

耳筒輸出 1 (側面/與聲頻輸出插孔共用) 

USB 3 個 

乙太網絡連線 1(底部) 

HDMI™ 電腦輸入 有 

電壓  

電壓要求  AC 220-240V,50Hz 

耗電量 (操作) 158W 136W 

尺寸(約)  

淨機身(闊 x 高 x 深) 約 1250x729x115(14.6) 毫米 約 1058x620x115(14.6) 毫米 

連座檯架(闊 x 高 x 深) 約 1250x765x307 毫米 約 1058x657x307 毫米 

重量(約)  

淨機身 約 25.6 千克 約 20.8 千克 

連座檯架 約 28.1 千克 約 23.3 千克 

隨機附送配件  

一觸 遙控器 RMF-ED003 

遙控器 RM-GD026 

3D 眼鏡 TDG-BT400A x4 

另購配件  

Skype 鏡頭 CMU-BR200 

一觸 遙控器 隨附 

掛牆架 SU-WL400 

3D 眼鏡 TDG-BT500A 

USB 無線 LAN 轉換器 --- 

 

 

 

 

 

 

 

  



BRAVIA 3D LED 電視 KDL-55W900A、KDL-46W900A 及 KDL-40W900A 的產品規格: 

型號 KDL-55W900A KDL-46W900A KDL-40W900A 

電視制式  

電視制式 模擬: B/G, D/K, I, L, M , 數碼:DTMB 適用於香港地面數碼廣播 

彩色制式 NTSC 3.58, NTSC 4.43, PAL, SECAM 

顯示技術  

背光控制技術 分區背光控制技術 

TRILUMINOS
TM 顯示技術 有 

背光模式 LED 

OptiContrast 高對比屏幕 --- 

顯示規格  

屏幕尺寸(對角量度) 55"(54.6") 46"(46.0") 40"(40.0") 

觀賞角度(右/左) 178(89/89) 

觀賞角度(上/下) 178(89/89) 

顯示解像度 全高清(1920 x 1080) 

畫面功能  

面部範圍偵測技術 有  

視頻範圍偵測技術 有  

SimulView™ 有  

畫面模式 鮮明 /標準/ 自訂/ 相片-鮮明/ 相片-遊戲/ 原相/ 相片-自訂/ 影院/ 

影院 / 遊戲-標準/ 遊戲-原有/ 繪圖/ 體育/ 動畫 

視頻處理 X-Reality PRO 影像處理引擎 

Motionflow
TM 暢動流技術 Motionflow XR 800 Hz 

進階對比增強技術 有 

24p True Cinema™ 有 

Live Colour™ 顏色活現技術 --- 

智能 MPEG 減噪功能 有  

MPEG 減噪功能 有 

3D 過濾器 有 

視頻  

視頻訊號 1080/24p (只限 HDMI)/ 1080/60i/ 1080/60p(HDMI /色差)/ 

1080/50i/ 1080/50p(HDMI /色差)/ 480/60i/ 480/60p/ 576/50i/ 

576/50p/ 720/60p/ 720/50p/ 1080/30p (只限 HDMI)/ 720/30p (只限

HDMI)/ 720/24p (只限 HDMI) 

3D   

超解析 3D 畫質 有 

自動調節 3D 景深 有 

內置 3D 同步接收器 有 

3D Active(主動式) 

模擬 3D 有 

音效  

揚聲器位置 Down Firing 

音效輸出 (瓦) 10 瓦+10 瓦 

揚聲器裝置 2 聲道, Full Range(30x80 毫米)x2 

音效功能  



Clear Phase 揚聲器 有 

原音建構 有 

長導管結構 有 

低音反射音箱 --- 

高音揚聲器和低音反射音箱 --- 

音頻導向板 有 

磁流揚聲器 --- 

音效模式 標準/ 電影/體育/音樂廳/遊戲/ 壓縮音訊 

S-Master 有 

S-Force S-Force Front Surround 3D 

Dolby®  Dolby Digital, Dolby Digital Plus, Dolby Pulse 

網絡功能  

Skype™ Ready(需另購配件) 

Wi-Fi Direct 有 

Wi-Fi Certified 有 

BRAVIA 網絡視頻 有 

Sony Entertainment Network 有 

Opera Apps (System) 有 

一觸 螢幕鏡射 就緒(需另購配件) 

螢幕鏡射 有 

網頁瀏覽 有(Opera) 

DLNA 支援格式 MPEG1/MPEG2PS/MPEG2TS/AVCHD/MP4Part10/MP4Part2/AV

I(XVID)/ 

AVI(MotinJpeg)/MOV/WMV/MKV/RMVB/WEBM/3GPP/MP3/W

MA/ 

LPCM/JPEG/MPO 

無線區域網絡 內置 

其他功能  

USB 播放支援格式 MPEG1/MPEG2PS/MPEG2TS/AVCHD/MP4Part10/MP4Part2/AV

I(XVID)/AVI(MotinJpeg)/MOV/WMV/MKV/RMVB/WEBM/3GP

P/MP3/ 

WMA/WAV/JPEG/MPO 

BRAVIA Sync 「一按式」易

控功能 

有 

場境選擇 相片 / 音樂/ 電影 / 遊戲 / 圖像 / 體育 / 動畫 

i-Manual 有 

親子鎖 有 

睡眠定時器 有 

定時開關   有 

界面語言 英文, 繁體中文 

感測  

光度感應器 有 

環保功能  

動態背光操控 有 

省電模式/ 背光關閉模式 有 

設計  



低座設計 Loop, Chrome Plating 

Sense of QUARTZ 設計  有 

低座旋轉角度 左 15 度/右 15 度 

低座傾斜角度 --- 

輸入與輸出  

MHL 有 

視頻端子輸入 2 (1 後置/1 後置與色差端子共用) 

色差端子輸入 1 (後置/與視頻端子共用) 

HDMI™ 連接 4 

數碼聲頻輸出 1(後置) 

聲頻輸出 1 (側面/與耳筒輸出插孔共用) 

耳筒輸出 1 (側面/與聲頻輸出插孔共用) 

USB 3 個 

乙太網絡連線 1(垂直) 

HDMI™ 電腦輸入 有 

電壓  

電壓要求  AC 220-240V,50Hz 

耗電量 (操作) 152W 133W 119W 

尺寸(約)  

淨機身(闊 x 高 x 深) 約 1241x723x61(37) 

毫米 

約 1049x616x61(37) 

毫米 

約

917x541x61(38.8) 

毫米 

連座檯架(闊 x 高 x 深) 約 1241x756x298 毫

米 

約 1049x648x298 毫

米 

約 917x574x298 毫

米 

重量(約)  

淨機身 約 19.7 千克 約 15.2 千克 約 12.3 千克 

連座檯架 約 22 千克 約 17.3 千克 約 14.4 千克 

隨機附送配件  

一觸 遙控器 --- 

遙控器 RM-GD026 

3D 眼鏡 TDG-BT400A x4 TDG-BT400A x2 

另購配件  

Skype 鏡頭 CMU-BR200 

一觸 遙控器 RMF-ED003 

掛牆架 SU-WL400 

3D 眼鏡 TDG-BT500A 

USB 無線 LAN 轉換器 --- 

 

 

 

 

 

 

 

 

 



BRAVIA 3D LED 電視 KDL-55W800A、KDL-47W800A 及 KDL-42W800A 的產品規格: 

型號 KDL-55W800A KDL-47W800A KDL-42W800A 

電視制式  

電視制式 模擬: B/G, D/K, I, L, M , 數碼:DTMB 適用於香港地面數碼廣播 

彩色制式 NTSC 3.58, NTSC 4.43, PAL, SECAM 

顯示技術  

背光控制技術 全域背光控制技術 

TRILUMINOS
TM 顯示技術 --- 

背光模式 LED 

OptiContrast 高對比屏幕 --- 

顯示規格  

屏幕尺寸 (對角量度) 55"(54.6") 47"(47.0") 42"(42.0") 

觀賞角度(右/左) 178(89/89) 

觀賞角度(上/下) 178(89/89) 

顯示解像度 全高清(1920 x 1080) 

畫面功能  

面部範圍偵測技術 有  

視頻範圍偵測技術 有  

SimulView™ 有(需另購 TDG-SV5P) 

畫面模式 鮮明 /標準/ 自訂/ 相片-鮮明/ 相片-遊戲/ 原相/ 相片-自訂/ 影院/ 

影院 / 遊戲-標準/ 遊戲-原有/ 繪圖/ 體育/ 動畫 

視頻處理 X-Reality PRO 影像處理引擎 

Motionflow
TM 暢動流技術 Motionflow XR 400 Hz 

進階對比增強技術 有 

24p True Cinema™ 有 

Live Colour™ 顏色活現技術 有 

智能 MPEG 減噪功能 有  

MPEG 減噪功能 有 

3D 過濾器 有 

視頻  

視頻訊號 1080/24p (只限 HDMI)/ 1080/60i/ 1080/60p(HDMI /色差)/ 

1080/50i/ 1080/50p(HDMI /色差)/ 480/60i/ 480/60p/ 576/50i/ 

576/50p/ 720/60p/ 720/50p/ 1080/30p (只限 HDMI)/ 720/30p (只限

HDMI)/ 720/24p (只限 HDMI) 

3D   

超解析 3D 畫質 有 

調節自動 3D 景深 有 

內置 3D 同步接收器 --- 

3D Passive (被動式) 

模擬 3D 有 

音效  

揚聲器位置 Down Firing 

音效輸出 (瓦) 10 瓦+10 瓦 

揚聲器裝置 2 聲道, Full Range(30x80 毫米)x2 

音效功能  



Clear Phase 揚聲器 有 

原音建構 有 

長導管結構 --- 

低音反射音箱 有 

高音揚聲器和低音反射音箱 --- 

音頻導向板 有 

磁流揚聲器 --- 

音效模式 標準/ 電影/體育/音樂廳/遊戲/ 壓縮音訊 

S-Master 有 

S-Force S-Force Front Surround 3D 

Dolby®  Dolby Digital, Dolby Digital Plus, Dolby Pulse 

網絡功能  

Skype™ Ready(需另購配件) 

Wi-Fi Direct 有 

Wi-Fi Certified 有 

BRAVIA 網絡視頻 有 

Sony Entertainment Network 有 

Opera Apps (System) 有 

一觸 螢幕鏡射 就緒(需另購配件) 

螢幕鏡射 有 

網頁瀏覽 有(Opera) 

DLNA 支援格式 MPEG1/MPEG2PS/MPEG2TS/AVCHD/MP4Part10/MP4Part2/AV

I(XVID)/ 

AVI(MotinJpeg)/MOV/WMV/MKV/RMVB/WEBM/3GPP/MP3/W

MA/ 

LPCM/JPEG/MPO 

無線區域網絡 內置 

其他功能  

USB 播放支援格式 MPEG1/MPEG2PS/MPEG2TS/AVCHD/MP4Part10/MP4Part2/AV

I(XVID)/AVI(MotinJpeg)/MOV/WMV/MKV/RMVB/WEBM/3GP

P/MP3/ 

WMA/WAV/JPEG/MPO 

BRAVIA Sync 「一按式」易

控功能 

有 

場境選擇 相片 / 音樂/ 電影 / 遊戲 / 圖像 / 體育 / 動畫 

i-Manual 有 

親子鎖 有 

睡眠定時器 有 

定時開關   有 

界面語言 英文, 繁體中文 

感測  

光度感應器 有 

環保功能  

動態背光操控 有 

省電模式/ 背光關閉模式 有 

設計  



低座設計 Loop, Silver Hair-line 

Sense of QUARTZ 設計  有 

低座旋轉角度 左 15 度/右 15 度 

低座傾斜角度 --- 

輸入與輸出  

MHL 有 

視頻端子輸入 2 (1 後置/1 後置與色差端子共用) 

色差端子輸入 1 (後置/與視頻端子共用) 

HDMI™ 連接 4 

數碼聲頻輸出 1(後置) 

聲頻輸出 1 (側面/與耳筒輸出插孔共用) 

耳筒輸出 1 (側面/與聲頻輸出插孔共用) 

USB 3 個 

乙太網絡連線 1(垂直) 

HDMI™ 電腦輸入 有 

電壓  

電壓要求 AC 220-240V,50Hz 

耗電量 (操作) 146W 128W 116W 

尺寸(約)  

淨機身(闊 x 高 x 深) 約

1253x735x64(46.4) 

毫米 

約

1083x639x64(46.2) 

毫米 

約

971x577x63(46.1) 

毫米 

連座檯架(闊 x 高 x 深) 約 1253x768x298 毫

米 

約 1083x672x298 毫

米 

約 971x609x298 毫

米 

重量(約)  

淨機身 約 18.4 千克 約 14.6 千克 約 12.3 千克 

連座檯架 約 20.7 千克 約 16.7 千克 約 14.4 千克 

隨機附送配件  

一觸 遙控器 --- 

遙控器 RM-GD026 

3D 眼鏡 TDG-500P x4 

另購配件  

Skype 鏡頭 CMU-BR200 

一觸 遙控器 RMF-ED003 

掛牆架 SU-WL400 

3D 眼鏡 TDG-500P/TDG-SV5P 

USB 無線 LAN 轉換器 --- 

 

 

 

 

 

 

 

 

 



BRAVIA 3D LED 電視 KDL-55W800A、KDL-47W800A 及 KDL-42W800A 的產品規格: 

型號 KDL-55W800A KDL-47W800A KDL-42W800A 

電視制式  

電視制式 模擬: B/G, D/K, I, L, M , 數碼:DTMB 適用於香港地面數碼廣播 

彩色制式 NTSC 3.58, NTSC 4.43, PAL, SECAM 

顯示技術  

背光控制技術 全域背光控制技術 

TRILUMINOS
TM 顯示技術 --- 

背光模式 LED 

OptiContrast 高對比屏幕 --- 

顯示規格  

屏幕尺寸 (對角量度) 55"(54.6") 47"(47.0") 42"(42.0") 

觀賞角度(右/左) 178(89/89) 

觀賞角度(上/下) 178(89/89) 

顯示解像度 全高清(1920 x 1080) 

畫面功能  

面部範圍偵測技術 有  

視頻範圍偵測技術 有  

SimulView™ 有(需另購 TDG-SV5P) 

畫面模式 鮮明 /標準/ 自訂/ 相片-鮮明/ 相片-遊戲/ 原相/ 相片-自訂/ 影院/ 

影院 / 遊戲-標準/ 遊戲-原有/ 繪圖/ 體育/ 動畫 

視頻處理 X-Reality PRO 影像處理引擎 

Motionflow
TM 暢動流技術 Motionflow XR 400 Hz 

進階對比增強技術 有 

24p True Cinema™ 有 

Live Colour™ 顏色活現技術 有 

智能 MPEG 減噪功能 有  

MPEG 減噪功能 有 

3D 過濾器 有 

視頻  

視頻訊號 1080/24p (只限 HDMI)/ 1080/60i/ 1080/60p(HDMI /色差)/ 

1080/50i/ 1080/50p(HDMI /色差)/ 480/60i/ 480/60p/ 576/50i/ 

576/50p/ 720/60p/ 720/50p/ 1080/30p (只限 HDMI)/ 720/30p (只限

HDMI)/ 720/24p (只限 HDMI) 

3D   

超解析 3D 畫質 有 

調節自動 3D 景深 有 

內置 3D 同步接收器 --- 

3D Passive (被動式) 

模擬 3D 有 

音效  

揚聲器位置 Down Firing 

音效輸出 (瓦) 10 瓦+10 瓦 

揚聲器裝置 2 聲道, Full Range(30x80 毫米)x2 

音效功能  



Clear Phase 揚聲器 有 

原音建構 有 

長導管結構 --- 

低音反射音箱 有 

高音揚聲器和低音反射音箱 --- 

音頻導向板 有 

磁流揚聲器 --- 

音效模式 標準/ 電影/體育/音樂廳/遊戲/ 壓縮音訊 

S-Master 有 

S-Force S-Force Front Surround 3D 

Dolby®  Dolby Digital, Dolby Digital Plus, Dolby Pulse 

網絡功能  

Skype™ Ready(需另購配件) 

Wi-Fi Direct 有 

Wi-Fi Certified 有 

BRAVIA 網絡視頻 有 

Sony Entertainment Network 有 

Opera Apps (System) 有 

一觸 螢幕鏡射 就緒(需另購配件) 

螢幕鏡射 有 

網頁瀏覽 有(Opera) 

DLNA 支援格式 MPEG1/MPEG2PS/MPEG2TS/AVCHD/MP4Part10/MP4Part2/AV

I(XVID)/ 

AVI(MotinJpeg)/MOV/WMV/MKV/RMVB/WEBM/3GPP/MP3/W

MA/ 

LPCM/JPEG/MPO 

無線區域網絡 內置 

其他功能  

USB 播放支援格式 MPEG1/MPEG2PS/MPEG2TS/AVCHD/MP4Part10/MP4Part2/AV

I(XVID)/AVI(MotinJpeg)/MOV/WMV/MKV/RMVB/WEBM/3GP

P/MP3/ 

WMA/WAV/JPEG/MPO 

BRAVIA Sync 「一按式」易

控功能 

有 

場境選擇 相片 / 音樂/ 電影 / 遊戲 / 圖像 / 體育 / 動畫 

i-Manual 有 

親子鎖 有 

睡眠定時器 有 

定時開關   有 

界面語言 英文, 繁體中文 

感測  

光度感應器 有 

環保功能  

動態背光操控 有 

省電模式/ 背光關閉模式 有 

設計  



低座設計 Loop, Silver Hair-line 

Sense of QUARTZ 設計  有 

低座旋轉角度 左 15 度/右 15 度 

低座傾斜角度 --- 

輸入與輸出  

MHL 有 

視頻端子輸入 2 (1 後置/1 後置與色差端子共用) 

色差端子輸入 1 (後置/與視頻端子共用) 

HDMI™ 連接 4 

數碼聲頻輸出 1(後置) 

聲頻輸出 1 (側面/與耳筒輸出插孔共用) 

耳筒輸出 1 (側面/與聲頻輸出插孔共用) 

USB 3 個 

乙太網絡連線 1(垂直) 

HDMI™ 電腦輸入 有 

電壓  

電壓要求 AC 220-240V,50Hz 

耗電量 (操作) 146W 128W 116W 

尺寸(約)  

淨機身(闊 x 高 x 深) 約

1253x735x64(46.4) 

毫米 

約

1083x639x64(46.2) 

毫米 

約

971x577x63(46.1) 

毫米 

連座檯架(闊 x 高 x 深) 約 1253x768x298 毫

米 

約 1083x672x298 毫

米 

約 971x609x298 毫

米 

重量(約)  

淨機身 約 18.4 千克 約 14.6 千克 約 12.3 千克 

連座檯架 約 20.7 千克 約 16.7 千克 約 14.4 千克 

隨機附送配件  

一觸 遙控器 --- 

遙控器 RM-GD026 

3D 眼鏡 TDG-500P x4 

另購配件  

Skype 鏡頭 CMU-BR200 

一觸 遙控器 RMF-ED003 

掛牆架 SU-WL400 

3D 眼鏡 TDG-500P/TDG-SV5P 

USB 無線 LAN 轉換器 --- 

 

 

 

 

 

 

 

 

  



BRAVIA LED 電視 KDL-50W700A 及 KDL-46W700A 的產品規格: 

型號 KDL-50W700A KDL-46W700A 

電視制式  

電視制式 模擬: B/G, D/K, I, L, M , 數碼:DTMB 適用於香港地面數碼

廣播 

彩色制式 NTSC 3.58, NTSC 4.43, PAL, SECAM 

顯示技術  

背光控制技術 全域背光控制技術 

TRILUMINOS
TM 顯示技術 --- 

背光模式 LED 

OptiContrast 高對比屏幕 --- 

顯示規格  

屏幕尺寸(對角量度) 50"(49.5") 46"(46.0") 

觀賞角度(右/左) 178(89/89) 

觀賞角度(上/下) 178(89/89) 

顯示解像度 全高清(1920 x 1080) 

畫面功能  

面部範圍偵測技術 有  

視頻範圍偵測技術 有  

SimulView™ --- 

畫面模式 鮮明 /標準/ 自訂/ 相片-鮮明/ 相片-遊戲/ 原相/ 相片-自訂/ 

影院/ 影院 / 遊戲-標準/ 遊戲-原有/ 繪圖/ 體育/ 動畫 

視頻處理 X-Reality PRO 影像處理引擎 

Motionflow
TM 暢動流技術 Motionflow XR 200 Hz 

進階對比增強技術 有 

24p True Cinema™ 有 

Live Colour™ 顏色活現技術 有 

智能 MPEG 減噪功能 有  

MPEG 減噪功能 有 

3D 過濾器 有 

視頻  

視頻訊號 1080/24p (只限 HDMI)/ 1080/60i/ 1080/60p(HDMI /色差)/ 

1080/50i/ 1080/50p(HDMI /色差)/ 480/60i/ 480/60p/ 576/50i/ 

576/50p/ 720/60p/ 720/50p/ 1080/30p (只限 HDMI)/ 720/30p 

(只限 HDMI)/ 720/24p (只限 HDMI) 

3D   

超解析 3D 畫質 --- 

自動調節 3D 景深 --- 

內置 3D 同步接收器 --- 

3D --- 

模擬 3D --- 

音效  

揚聲器位置 Down Firing 

音效輸出 (瓦) 10 瓦+10 瓦 

揚聲器裝置 2 聲道, Full Range(30x80 毫米)x2 



音效功能  

Clear Phase 揚聲器 有 

原音建構 有 

長導管結構 --- 

低音反射音箱 有 

高音揚聲器和低音反射音箱 --- 

音頻導向板 有 

磁流揚聲器 --- 

音效模式 標準/ 電影/體育/音樂廳/遊戲/ 壓縮音訊 

S-Master 有 

S-Force S-Force Front Surround 3D 

Dolby®  Dolby Digital, Dolby Digital Plus, Dolby Pulse 

網絡功能  

Skype™ Ready(需另購配件) 

Wi-Fi Direct 有 

Wi-Fi Certified 有 

BRAVIA 網絡視頻 有 

Sony Entertainment Network 有 

Opera Apps (System) 有 

一觸 螢幕鏡射 就緒(需另購配件) 

螢幕鏡射 有 

網頁瀏覽 有(Opera) 

DLNA 支援格式 MPEG1/MPEG2PS/MPEG2TS/AVCHD/MP4Part10/MP4Part

2/AVI(XVID)/ 

AVI(MotinJpeg)/MOV/WMV/MKV/RMVB/WEBM/3GPP/M

P3/WMA/ 

LPCM/JPEG/MPO 

無線區域網絡 內置 

其他功能  

USB 播放支援格式 MPEG1/MPEG2PS/MPEG2TS/AVCHD/MP4Part10/MP4Part

2/AVI(XVID)/AVI(MotinJpeg)/MOV/WMV/MKV/RMVB/W

EBM/3GPP/MP3/ 

WMA/WAV/JPEG/MPO 

BRAVIA Sync 「一按式」易控功

能 

有 

場境選擇 相片 / 音樂/ 電影 / 遊戲 / 圖像 / 體育 / 動畫 

i-Manual 有 

親子鎖 有 

睡眠定時器 有 

定時開關   有 

界面語言 英文, 繁體中文 

感測  

光度感應器 有 

環保功能  

動態背光操控 有 

省電模式/ 背光關閉模式 有 



設計  

低座設計 Loop, Glossy Black 

Sense of QUARTZ 設計  有 

低座旋轉角度 左 15 度/右 15 度 

低座傾斜角度 --- 

輸入與輸出  

MHL 有 

視頻端子輸入 2 (1 後置/1 後置與色差端子共用) 

色差端子輸入 1 (後置/與視頻端子共用) 

HDMI™ 連接 4 

數碼聲頻輸出 1(後置) 

聲頻輸出 1 (側面/與耳筒輸出插孔共用) 

耳筒輸出 1 (側面/與聲頻輸出插孔共用) 

USB 2 個 

乙太網絡連線 1(垂直) 

HDMI™ 電腦輸入 有 

電壓  

電壓要求 AC 220-240V,50Hz 

耗電量 (操作) 140W 126W 

尺寸(約)  

淨機身(闊 x 高 x 深) 約 1137x669x64(46.4) 毫米 約 1059x626x64(46.2) 毫米 

連座檯架(闊 x 高 x 深) 約 1137x701x298 毫米 約 1059x659x298 毫米 

重量(約)  

淨機身 約 15.8 千克 約 14.2 千克 

連座檯架 約 17.9 千克 約 16.3 千克 

隨機附送配件  

一觸 遙控器 --- 

遙控器 RM-GD027 

3D 眼鏡 --- 

另購配件  

Skype 鏡頭 CMU-BR200 

一觸 遙控器 RMF-ED003 

掛牆架 SU-WL400 

3D 眼鏡 --- 

USB 無線 LAN 轉換器 --- 

 

 

 

 

 

 

 

 

 

 

 



BRAVIA LED 電視 KDL-42W670A 及 KDL-32W670A 的產品規格: 

型號 KDL-42W670A KDL-32W670A 

電視制式  

電視制式 模擬: B/G, D/K, I, L, M , 數碼:DTMB 適用於香港地面數碼

廣播 

彩色制式 NTSC 3.58, NTSC 4.43, PAL, SECAM 

顯示技術  

背光控制技術 全域背光控制技術 

TRILUMINOS
TM 顯示技術 --- 

背光模式 LED 

OptiContrast 高對比屏幕 --- 

顯示規格  

屏幕尺寸(對角量度) 42"(42.0") 32"(31.5") 

觀賞角度(右/左) 178(89/89) 

觀賞角度(上/下) 178(89/89) 

顯示解像度 全高清(1920 x 1080) 

畫面功能  

面部範圍偵測技術 有  

視頻範圍偵測技術 有  

SimulView™ --- 

畫面模式 鮮明 /標準/ 自訂/ 相片-鮮明/ 相片-遊戲/ 原相/ 相片-自訂/ 

影院/ 影院 / 遊戲-標準/ 遊戲-原有/ 繪圖/ 體育/ 動畫 

視頻處理 X-Reality PRO 影像處理引擎 

Motionflow
TM 暢動流技術 Motionflow XR 200 Hz 

進階對比增強技術 有 

24p True Cinema™ 有 

Live Colour™ 顏色活現技術 有 

智能 MPEG 減噪功能 有  

MPEG 減噪功能 有 

3D 過濾器 有 

視頻  

視頻訊號 1080/24p (只限 HDMI)/ 1080/60i/ 1080/60p(HDMI /色差)/ 

1080/50i/ 1080/50p(HDMI /色差)/ 480/60i/ 480/60p/ 576/50i/ 

576/50p/ 720/60p/ 720/50p/ 1080/30p (只限 HDMI)/ 720/30p 

(只限 HDMI)/ 720/24p (只限 HDMI) 

3D   

超解析 3D 畫質 --- 

自動調節 3D 景深 --- 

內置 3D 同步接收器 --- 

3D --- 

模擬 3D --- 

音效  

揚聲器位置 Down Firing 

音效輸出 (瓦) 8 瓦+8 瓦 5 瓦+5 瓦 

揚聲器裝置 2 聲道, Full Range(30x80 毫 2 聲道, Full Range(30x60 毫



米)x2 米)x2 

音效功能  

Clear Phase 揚聲器 有 

原音建構 有 

長導管結構 --- 

低音反射音箱 有 

高音揚聲器和低音反射音箱 --- 

音頻導向板 有 

磁流揚聲器 --- 

音效模式 標準/ 電影/體育/音樂廳/遊戲/ 壓縮音訊 

S-Master 有 

S-Force S-Force Front Surround 3D 

Dolby®  Dolby Digital, Dolby Digital Plus, Dolby Pulse 

網絡功能  

Skype™ Ready(需另購配件) 

Wi-Fi Direct 有 

Wi-Fi Certified 有 

BRAVIA 網絡視頻 有 

Sony Entertainment Network 有 

Opera Apps (System) 有 

一觸 螢幕鏡射 --- 

螢幕鏡射 有 

網頁瀏覽 有(Opera) 

DLNA 支援格式 MPEG1/MPEG2PS/MPEG2TS/AVCHD/MP4Part10/MP4Part

2/AVI(XVID)/ 

AVI(MotinJpeg)/MOV/WMV/MKV/RMVB/WEBM/3GPP/M

P3/WMA/ 

LPCM/JPEG/MPO 

無線區域網絡 內置 

其他功能  

USB 播放支援格式 MPEG1/MPEG2PS/MPEG2TS/AVCHD/MP4Part10/MP4Part

2/AVI(XVID)/AVI(MotinJpeg)/MOV/WMV/MKV/RMVB/W

EBM/3GPP/MP3/ 

WMA/WAV/JPEG/MPO 

BRAVIA Sync 「一按式」易控功

能 

有 

場境選擇 相片 / 音樂/ 電影 / 遊戲 / 圖像 / 體育 / 動畫 

i-Manual 有 

親子鎖 有 

睡眠定時器 有 

定時開關   有 

界面語言 英文, 繁體中文 

感測  

光度感應器 有 

環保功能  

動態背光操控 有 



省電模式/ 背光關閉模式 有 

設計  

低座設計 Steel Rod / Chrome Plating (2Way) 

Sense of QUARTZ 設計  有 

低座旋轉角度 --- 

低座傾斜角度 --- 

輸入與輸出  

MHL 有 

視頻端子輸入 2 (1 後置/1 底部與色差端子共用) 

色差端子輸入 1 (底部/與視頻端子共用) 

HDMI™ 連接 2 

數碼聲頻輸出 1(底部) 

聲頻輸出 1 (側面/與耳筒輸出插孔共用) 

耳筒輸出 1 (側面/與聲頻輸出插孔共用) 

USB 1 個 

乙太網絡連線 1(底部) 

HDMI™ 電腦輸入 有 

電壓  

電壓要求 DC 19.5V 

耗電量 (操作) 84W 67W 

尺寸(約)  

淨機身(闊 x 高 x 深) 約 954x568x69(15.8) 毫米 約 725x438x69(15.8) 毫米 

連座檯架(闊 x 高 x 深) 約 954x595x197 毫米 約 725x465x197 毫米 

重量(約)  

淨機身 約 10.6 千克 約 6.8 千克 

連座檯架 約 11.4 千克 約 7.8 千克 

隨機附送配件  

一觸 遙控器 --- 

遙控器 RM-GD027 

3D 眼鏡 --- 

另購配件  

Skype 鏡頭 CMU-BR200 

一觸 遙控器 --- 

掛牆架 --- 

3D 眼鏡 --- 

USB 無線 LAN 轉換器 --- 

 

 

 

 

 

 

 

 

 

 



BRAVIA LED 電視 KDL-42W650A 及 KDL-32W650A 的產品規格: 

型號 KDL-42W650A KDL-32W650A 

電視制式  

電視制式 模擬: B/G, D/K, I, L, M , 數碼:DTMB 適用於香港地面數碼

廣播 

彩色制式 NTSC 3.58, NTSC 4.43, PAL, SECAM 

顯示技術  

背光控制技術 全域背光控制技術 

TRILUMINOS
TM 顯示技術 --- 

背光模式 LED 

OptiContrast 高對比屏幕 --- 

顯示規格  

屏幕尺寸(對角量度) 42"(42.0") 32"(31.5") 

觀賞角度(右/左) 178(89/89) 

觀賞角度(上/下) 178(89/89) 

顯示解像度 全高清(1920 x 1080) 

畫面功能  

面部範圍偵測技術 有  

視頻範圍偵測技術 有  

SimulView™ --- 

畫面模式 鮮明 /標準/ 自訂/ 相片-鮮明/ 相片-遊戲/ 原相/ 相片-自訂/ 

影院/ 影院 / 遊戲-標準/ 遊戲-原有/ 繪圖/ 體育/ 動畫 

視頻處理 X-Reality PRO 影像處理引擎 

Motionflow
TM 暢動流技術 Motionflow XR 200 Hz 

進階對比增強技術 有 

24p True Cinema™ 有 

Live Colour™ 顏色活現技術 有 

智能 MPEG 減噪功能 有  

MPEG 減噪功能 有 

3D 過濾器 有 

視頻  

視頻訊號 1080/24p (只限 HDMI)/ 1080/60i/ 1080/60p(HDMI /色差)/ 

1080/50i/ 1080/50p(HDMI /色差)/ 480/60i/ 480/60p/ 576/50i/ 

576/50p/ 720/60p/ 720/50p/ 1080/30p (只限 HDMI)/ 720/30p 

(只限 HDMI)/ 720/24p (只限 HDMI) 

3D   

超解析 3D 畫質 --- 

自動調節 3D 景深 --- 

內置 3D 同步接收器 --- 

3D --- 

模擬 3D --- 

音效  

揚聲器位置 Down Firing 

音效輸出 (瓦) 8 瓦+8 瓦 5 瓦+5 瓦 

揚聲器裝置 2 聲道, Full Range(30x80 毫 2 聲道, Full Range(30x60 毫



米)x2 米)x2 

音效功能  

Clear Phase 有 

原音建構 有 

長導管結構 --- 

低音反射音箱 有 

高音揚聲器和低音反射音箱 --- 

音頻導向板 有 

磁流揚聲器 --- 

音效模式 標準/ 電影/體育/音樂廳/遊戲/壓縮音訊 

S-Master 有 

S-Force S-Force Front Surround 3D 

Dolby®  Dolby Digital, Dolby Digital Plus, Dolby Pulse 

網絡功能  

Skype™ Ready(需另購配件) 

Wi-Fi Direct 就緒 

Wi-Fi Certified --- 

BRAVIA 網絡視頻 有 

Sony Entertainment Network 有 

Opera Apps (System) 有 

一觸 螢幕鏡射 --- 

螢幕鏡射 就緒 

網頁瀏覽 有(Opera) 

DLNA 支援格式 MPEG1/MPEG2PS/MPEG2TS/AVCHD/MP4Part10/MP4Part

2/AVI(XVID)/ 

AVI(MotinJpeg)/MOV/WMV/MKV/RMVB/WEBM/3GPP/M

P3/WMA/ 

LPCM/JPEG/MPO 

無線區域網絡 就緒(需另購配件) 

其他功能  

USB 播放支援格式 MPEG1/MPEG2PS/MPEG2TS/AVCHD/MP4Part10/MP4Part

2/AVI(XVID)/AVI(MotinJpeg)/MOV/WMV/MKV/RMVB/W

EBM/3GPP/MP3/ 

WMA/WAV/JPEG/MPO 

BRAVIA Sync 「一按式」易控功

能 

有 

場境選擇 相片 / 音樂/ 電影 / 遊戲 / 圖像 / 體育 / 動畫 

i-Manual 有 

親子鎖 有 

睡眠定時器 有 

定時開關   有 

界面語言 英文, 繁體中文 

感測  

光度感應器 有 

環保功能  

動態背光操控 有 



省電模式/ 背光關閉模式 有 

設計  

低座設計 Steel Rod / Dark Chrome Plating(2Way) 

Sense of QUARTZ 設計  有 

低座旋轉角度 --- 

低座傾斜角度 --- 

輸入與輸出  

MHL 有 

視頻端子輸入 2 (1 後置/1 底部與色差端子共用) 

色差端子輸入 1 (底部/與視頻端子共用) 

HDMI™ 連接 2 

數碼聲頻輸出 1(底部) 

聲頻輸出 1 (側面/與耳筒輸出插孔共用) 

耳筒輸出 1 (側面/與聲頻輸出插孔共用) 

USB 1 個 

乙太網絡連線 1(底部) 

HDMI™ 電腦輸入 有 

電壓  

電壓要求 DC 19.5V 

耗電量 (操作) 84W 67W 

尺寸(約)  

淨機身(闊 x 高 x 深) 約 954x568x69(15.8) 毫米 約 725x438x69(15.8) 毫米 

連座檯架(闊 x 高 x 深) 約 954x595x197 毫米 約 725x465x197 毫米 

重量(約)  

淨機身 約 10.6 千克 約 6.8 千克 

連座檯架 約 11.4 千克 約 7.8 千克 

隨機附送配件  

一觸 遙控器 --- 

遙控器 RM-GD027 

3D 眼鏡 --- 

另購配件  

Skype 鏡頭 CMU-BR200 

一觸 遙控器 --- 

掛牆架 --- 

3D 眼鏡 --- 

USB 無線 LAN 轉換器 UWA-BR100 

 

 

 

 

 

 

 

 

  



BRAVIA LED 電視 KDL-32W600A 的產品規格: 

型號 KDL-32W600A 

電視制式  

電視制式 模擬: B/G, D/K, I, L, M , 數碼:DTMB 適用於香港地面數碼

廣播 

彩色制式 NTSC 3.58, NTSC 4.43, PAL, SECAM 

顯示技術  

背光控制技術 全域背光控制技術 

TRILUMINOS
TM 顯示技術 --- 

背光模式 LED 

OptiContrast 高對比屏幕 --- 

顯示規格  

屏幕尺寸(對角量度) 32"(31.5") 

觀賞角度(右/左) 178(89/89) 

觀賞角度(上/下) 178(89/89) 

顯示解像度 WXGA 

畫面功能  

面部範圍偵測技術 有  

視頻範圍偵測技術 有  

SimulView™ --- 

畫面模式 鮮明 /標準/ 自訂/ 相片-鮮明/ 相片-遊戲/ 原相/ 相片-自訂/ 

影院/ 影院 / 遊戲-標準/ 遊戲-原有/ 繪圖/ 體育/ 動畫 

視頻處理 X-Reality PRO 影像處理引擎 

Motionflow
TM 暢動流技術 Motionflow XR 200 Hz 

進階對比增強技術 有 

24p True Cinema™ 有 

Live Colour™ 顏色活現技術 有 

智能 MPEG 減噪功能 有  

MPEG 減噪功能 有 

3D 過濾器 有 

視頻  

視頻訊號 1080/24p (只限 HDMI)/ 1080/60i/ 1080/60p(HDMI /色差)/ 

1080/50i/ 1080/50p(HDMI /色差)/ 480/60i/ 480/60p/ 576/50i/ 

576/50p/ 720/60p/ 720/50p/ 1080/30p (只限 HDMI)/ 720/30p 

(只限 HDMI)/ 720/24p (只限 HDMI) 

3D   

超解析 3D 畫質 --- 

自動調節 3D 景深 --- 

內置 3D 同步接收器 --- 

3D --- 

模擬 3D --- 

音效  

揚聲器位置 Down Firing 

音效輸出 (瓦) 5 瓦+5 瓦 

揚聲器裝置 2 聲道, Full Range(30x60 毫米)x2 



音效功能  

Clear Phase 有 

原音建構 有 

長導管結構 --- 

低音反射音箱 有 

高音揚聲器和低音反射音箱 --- 

音頻導向板 有 

磁流揚聲器 --- 

音效模式 標準/ 電影/ 體育/ 音樂廳/ 遊戲/ 壓縮音訊 

S-Master 有 

S-Force S-Force Front Surround 3D 

Dolby®  Dolby Digital, Dolby Digital Plus, Dolby Pulse 

網絡功能  

Skype™ Ready(需另購配件) 

Wi-Fi Direct 就緒 

Wi-Fi Certified --- 

BRAVIA 網絡視頻 有 

Sony Entertainment Network 有 

Opera Apps (System) 有 

一觸 螢幕鏡射 --- 

螢幕鏡射 就緒 

網頁瀏覽 有(Opera) 

DLNA 支援格式 MPEG1/MPEG2PS/MPEG2TS/AVCHD/MP4Part10/MP4Part

2/AVI(XVID)/ 

AVI(MotinJpeg)/MOV/WMV/MKV/RMVB/WEBM/3GPP/M

P3/WMA/ 

LPCM/JPEG/MPO 

無線區域網絡 就緒(需另購配件) 

其他功能  

USB 播放支援格式 MPEG1/MPEG2PS/MPEG2TS/AVCHD/MP4Part10/MP4Part

2/AVI(XVID)/AVI(MotinJpeg)/MOV/WMV/MKV/RMVB/W

EBM/3GPP/MP3/ 

WMA/WAV/JPEG/MPO 

BRAVIA Sync 「一按式」易控功

能 

有 

場境選擇 相片 / 音樂/ 電影 / 遊戲 / 圖像 / 體育 / 動畫 

i-Manual 有 

親子鎖 有 

睡眠定時器 有 

定時開關   有 

界面語言 英文, 繁體中文 

感測  

光度感應器 有 

環保功能  

動態背光操控 有 

省電模式/ 背光關閉模式 有 



設計  

低座設計 Steel Rod / Sandblasted (2Way) 

Sense of QUARTZ 設計  有 

低座旋轉角度 --- 

低座傾斜角度 --- 

輸入與輸出  

MHL 有 

視頻端子輸入 2 (1 後置/1 底部與色差端子共用) 

色差端子輸入 1 (底部/與視頻端子共用) 

HDMI™ 連接 2 

數碼聲頻輸出 1(底部) 

聲頻輸出 1 (側面/與耳筒輸出插孔共用) 

耳筒輸出 1 (側面/與聲頻輸出插孔共用) 

USB 1 個 

乙太網絡連線 1(底部) 

HDMI™ 電腦輸入 有 

電壓  

電壓要求 DC 19.5V 

耗電量 (操作) 67W 

尺寸(約)  

淨機身(闊 x 高 x 深) 約 721x436x69(15.8) 毫米 

連座檯架(闊 x 高 x 深) 約 721x463x197 毫米 

重量(約)  

淨機身 約 6.7 千克 

連座檯架 約 7.7 千克 

隨機附送配件  

一觸 遙控器 --- 

遙控器 RM-GD027 

3D 眼鏡 --- 

另購配件  

Skype 鏡頭 CMU-BR200 

一觸 遙控器 --- 

掛牆架 --- 

3D 眼鏡 --- 

USB 無線 LAN 轉換器 UWA-BR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