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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Sony 推出全球首款1
 配備高清 OLED 屏幕的 3D 頭戴式顯示器 

“Personal 3D Viewer”HMZ-T1 帶來個人化的 Sony 3D 世界體驗 

 

 

 

 

 

 

 

 

 

 

 

 

 

HMZ-T1 

 

 

 高清 OLED 屏幕展現超卓畫質 

 雙屏幕 3D 顯示系統展現自然、光亮及清晰無瑕的 3D 影片 

 虛擬 5.1 聲道環迴立體聲技術帶來仿如置身現場的音效 

 寬闊的 45 度水平視野角度締造影院般的虛擬屏幕體驗 

 

 

香港．2012 年 1 月 5 日－ Sony 推出全新 3D 頭戴式顯示器 HMZ-T1，令家庭娛樂更個人

化。該款“Personal 3D Viewer”提供令人讚嘆的嶄新觀賞體驗，讓用戶安坐家中觀賞 2D 及

3D 影片，便可感受猶如置身影院般的視聽體驗。 

 

HMZ-T1 配備最新研發 0.7 吋 (對角 18.0 毫米) 高清 OLED (1280 x 720) 屏幕，融合了 Sony

在 OLED 顯示屏及半導體矽驅動器的獨有技術。有別於其他 3D 影像顯示技術，HMZ-T1

採用的「雙屏幕 3D 顯示系統」以兩個獨立屏幕分別向左眼及右眼放映 3D 影片，使觀賞

者可享受高解像度、自然流暢及光亮無瑕的 3D 視覺影像。 

 
1本產品於 2011 年 8 月 31 日首次公開發佈時，是全球消費者市場首款 3D 頭戴式顯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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嶄新的高清 OLED 屏幕融合了 Sony 在 OLED 顯示屏及半導體矽技術驅動器的尖端技術，

充分體現顯示器的高對比度、色彩還原及快速反應功能等多方面的技術優勢，所播放的影

片更具層次感及更流暢。 

 

該對 OLED 屏幕融合 Sony 技術的精萃，確保真實還原深黑色調及色彩，締造令人驚歎、

具高對比度的優質影像。同類技術亦已應用於較早前發佈的數碼單鏡反光相機  77 及 

65，以及可換鏡頭數碼相機 NEX-7，該三款嶄新相機均配備 0.5 吋 (對角 12.7 毫米) 

XGA 電子觀景器。 

 

HMZ-T1 亦配備一個能徹底抑制色差與失真的光學鏡片，實現 45 度水平視野角度，將影

院般的虛擬屏幕帶到觀賞者眼前，仿如將影片放映在一幅 750 吋的巨大屏幕上 (模擬觀賞

距離達 20 米)，帶來無比震撼的視覺體驗。觀賞者欣賞逼真的 3D 影像時，仍能輕易閱讀

細小的字幕。HMZ-T1 的設計理念乃是要全面覆蓋觀賞者的視覺範圍，提供超越 45 度的

觀看角度，同時摒除任何與影像無關的資訊，令觀賞者有如置身其中。HMZ-T1 遮光罩則

可遮擋從下方透入的光線，進一步增強觀賞者置身於影院的感覺。 

 

HMZ-T1 更為觀賞者提供多項音響選擇。HMZ-T1 配備 Sony 獨有虛擬 5.1 聲道環迴立體聲

技術，此技術專為耳筒研發，輸出音效接近 5.1 聲道多頻道音響，使觀賞者產生更強的影

院體驗。HMZ-T1 更提供 4 種不同的環迴立體聲模式（標準、影院、遊戲及音樂）供選擇，

適合任何類型的內容，在任何情境下都能提供完美的環迴立體聲模式。 

 

HMZ-T1 支援不同的 3D 設備，包括 3D 藍光影碟播放機、PlayStation®  3 及配備藍光光碟

機的 VAIO 電腦。HMZ-T1 提供的創新 3D 觀賞模式使用戶安坐家中，便可享受仿如置身

於影院的真實視覺享受，進一步加強 Sony 的 3D 世界體驗。 

 

Sony 最新“Personal 3D Viewer”HMZ-T1 將於 2012 年 1 月中發售，建議零售價為港幣

5,980 元。 

 

請即預訂 

Sony Personal 3D Viewer HMZ-T1 於 2012 年 1 月 5 日至 16 日於 Sony Store 專門店獨家預

售。預售期內特設以下優惠套裝： 

 

套裝 套裝優惠  建議零售價 

 

HMZ-T1 -《哈利波特—死神的聖物 1/2》3D 藍光影碟； 

-《魔幻王國：黎明行者號》3D 藍光影碟 

 港幣 5,98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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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Z-T1 連 

“Premium 

Service” 

-《哈利波特—死神的聖物 1/2》3D 藍光影碟； 

-《魔幻王國：黎明行者號》3D 藍光影碟； 

-  “Premium Service”包括硬件保養續期一年、一

次清潔服務及一次硬件檢查服務 

 港幣 6,33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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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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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y Personal 3D Viewer HMZ-T1 的產品規格:  

 

型號 HMZ-T1 

顯示 

  

顯示裝置 OLED 面板 x 2 

顯示解像度 1280x720 

螢幕尺寸 16:9 

層次 RGB 24bit 

水平視野 45 度 

虛擬圖像尺寸 750 吋於 20 米距離內 

3D   3D Ready 有 

視頻功能 影像模式 Standard / Cinema / Vivid / Custom 

雜訊減除設定 影像雜訊/馬賽克方塊形雜訊/  

“飛蚊” 雜訊 

影像設定 黑位清晰/ 圖像 / 光度 / 色溫/  銳利化 

Clear Black 設定 有 

SBM (Super Bit 

Mapping) 供視頻使用 

有 

觀賞設定   調校鏡片間距 5 個距離 

耳筒 靈敏度  106dB/mW 

頻率響應 12-20,000Hz 

阻抗 24Ω 

音效功能 Linear PCM 可達 5.1 聲道 

Virtualphones 

Technology (VPT) 

有 

可預設音效模式 Standard / Cinema / Game / Music /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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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DMI Pass-through 有 (*適用於備用模式) 

自動關閉 有 (6 小時) 

配戴感應器 有 

長時間觀賞警示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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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輸出 

輸出至頭戴式顯示器 1 輸出 

系統結構 

  

頭戴式顯示器 1 

訊號處理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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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約) 

  

體積 (闊 x 高 x 深) 頭戴式顯示器:   

約 210 毫米 x 126 毫米 x 257 毫米 

(不包括導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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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量(約)   機身 頭戴式顯示器: 約 420 克;  

訊號處理器: 600 克 

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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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5W 

隨機附件 

  

入門指南 有 

參考指南 有 

AC 電源線 1 

HDMI 線 1(1.5 米) 

頭帶夾 1 

連接線固定器 1 

前額支撐墊 類型 A(薄), 類型 B(中)[已安裝在頭戴式顯

示器螢幕], 類型 C(厚) 

前額支撐器蓋 1 

遮光器 1 對(左右各 1 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