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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安全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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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閱讀這些說明。

2) 保留這些說明。

3) 注意所有警告。

4) 遵循所有說明。

5) 不要在水附近使用本機器。

6) 只能用乾布清潔。

7) 不要堵塞任何通風孔，按照說明安裝。

8) 不要安裝在任何熱源附近，如輻射源、熱調
節器、爐子或其他產生熱量的設備（包括放大
器）。

9) 不要破壞極化插頭的安全目的。如果提供的
插頭不適合您的插座，請諮詢電工更換過時的
插座。

10)保護電源線，特別是插頭、方便插座和電源
線離開設備的地方，防止電源線被踩踏或擠壓。

11)只能使用製造商規定的附件/配件。

12)在雷暴或長時間不用時，拔下本設備的插頭。

13)將所有維修工作交給合格的維修人員。當設
備以任何方式損壞時，如電源線或插頭損壞、
液體溢出或物體落入設備、設備暴露在雨中或
潮濕、運行不正常或掉落時，所需要的維修。

14)電源插頭用作斷開裝置，斷開裝置應保持容
易操作。

15)通風孔不得覆蓋報紙、桌布、窗簾等物品，
妨礙通風。

16)機器上不得放置明火源，如點燃的蠟燭。

17)應注意電池處理，以免影響環境 。    

18)在溫和氣候下使用機器。

19)設備不得暴露在滴水或濺水中，並且不得在
設備上放置裝有液體的物體，如花瓶。

警告
電擊危險，請勿打開！

警告

為了降低電擊的風險，請不要拆下蓋子
（或後蓋）。內部沒有用戶可維修的部
件。請求維修合格的維修人員。

符號表示在該單元構成電擊
風險的危險電壓。

符號表示本單元的文獻中有

重要的操作和維護說明。

警告：
為降低火災或觸電風險，請勿將本設備
暴露在雨中或潮濕環境中。

警告：
電池不應暴露在過熱的環境中，如陽
光，火源等。

此符號表示該產品在危險電源電壓和使用者

可觸及部件之間採用雙重絕緣。維修時只使

用相同的更換部件。

該標記表明該產品不應與整個歐盟的其他家

庭廢物一起處理。為防止不受控制的廢物處

理可能對環境或人類健康造成危害，請負責
該地區回收利用以促進物質資源的可持續再

利用。若要退回舊設備，請使用退貨和收集

系統或聯繫購買產品的零售商。他們可以將

20)使用30分鐘請休息10分鐘。

22)使用過度恐傷害視力。

21)未滿2歲幼兒不看熒幕，兩歲以上每天看
不要超過1小時。

該產品用於環境安全回收。



預預防措施和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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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該顯示器內部有使用高電壓。請勿從機組中
自行拆卸。請求維修合格的維修人員處理。

請勿將顯示器暴露在雨中或潮濕的環境中以避
免火災或觸電危險

請勿將物體掉入或推入顯示器插槽或開口中。
切勿將任何液體灑在顯示器上。

請勿堵塞後蓋上的通風孔。充足的通風對於防
止電氣元件故障至關重要。

請勿將電源線陷入顯示器下方。

如果您打算清潔產品，請切斷顯示器電源，使用柔軟
的布料，不要使用水，也不要使用化學品。

切勿站立，倚靠或突然推動顯示器或其支架。尤其
應該特別注意孩童。如果跌倒可能導致嚴重傷害。

如果要將顯示器安裝在隔間或或崁入式裝潢，必
須保留最小距離。若因機體散熱不良，恐造成顯
示器使用壽命縮減，也可能造成危險。

注意：在溫和氣候條件下使用顯示器。

避免將顯示器暴露在陽光直射和其他熱源下。不
要將顯示器直接放在其他產生熱能的產品上，例
如機上盒、媒體播放器和音訊放大器。不可在顯
示器上放置明亮的火焰源，例如點燃的蠟燭。

請勿將顯示器放在不穩定的推車，支架，架子或桌
子上。如果跌倒，可能會導致嚴重的人身傷害和顯
示器損壞。

如果顯示器長時間不使用，建議將交流電源線從
插座上拔下。



組裝與準備

重要：請勿對螢幕顯示區域施加壓力，否則可能會損
害顯示幕的完整性。製造商的保修不包括用戶濫用或
不正確的安裝。

安裝上支架
重要：顯示器的支架必須在使用前組裝好

�� 將顯示器正面朝下放在柔軟平坦的表面（毯子，
泡沫，布等）上，以免損壞顯示器

�� 用四個螺絲將支架固定在顯示器底部

準備用於牆壁安裝的顯示器
我們建議您將顯示器與牆壁保持至少2.36英寸（60毫

米）的距離，以防止電纜干擾在將顯示器安裝到牆壁

上之前，您需要卸下支架。
為了您的安全，請僅使用符合UL認證的壁掛式支架，

最小重量的顯示器不帶支架。

要將壁掛支架連接到電視：

�� 取下顯示器固定在支架上的螺釘。
�� 從顯示器上取下支架。
�� 使用四個螺釘將壁掛支架固定到顯示器背面。請按
照壁掛支架隨附的使用手冊的說明進行安裝。

在顯示器上轉動
1 安裝支架並將顯示器放在堅固的表面

上。

2 遙控：

取下電池盒蓋。
插入2個提供的電池（AAA型1.5V）。

3 功率：

將電源線插入工作電源插座。

4 打開顯示器：

按遙控器或顯示器側面控制台上的POWER按鈕。
注意
本顯示器不含壁掛架，使用者需另外選購。

注意
產品外觀應為實物

Min
1 m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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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保將顯示器放置在允許空氣自由流動的位
置。請勿蓋住後蓋上的通風口。

• 為防止出現任何不安全的情況，不應在其附
近或附近放置明火源，如點燃的蠟燭。

• 避免高溫，陽光直射，暴露在雨水或水中。
設備不得暴露在滴水或濺水中。



OPTICAL USB1 RJ45 HDMI1 HDMI2 HDMI3 VIDEO L R

HDMI4 ARC CI MINI YPbPr

EARPHONE TF USB2

USB1 HDMI2 HDMI3HDMI1 L   RVIDEOOPTICAL

USB2HDMI4
(ARC) EARPHONE  TFMINI  YPbPr

COMMON    INTERFACE CI

50"/ 55"/ 58"/ 65" 

AAA

- 1pcs
- 2pcs

- 1pcs

 - 1pcs
- 4pcs

YPbPr - 1pcs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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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與按鈕說明

所有端子（從左到右）：

所有端子（從左到右）：



1 HDMI:連接高畫質多媒體訊號源。 

2 USB介面:連接USB設備。
3 色差端子:連接多媒體輸入。
4 AV輸入:影像/音訊輸入。

USB1 HDMI2 HDMI3HDMI1 L      RVIDEOOPTICAL

1 WAN234

CVBS, DVD播放機或其
他帶YPbPr YCbCr的機器

USB2HDMI4
(ARC) EARPHONE  TFMINI  YPbPr

COMMON    INTERFACE 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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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依如下方式使用顯示器背部的輸入端子

擴大機 HDMI介面多媒體設備 CVBS，DVD播放機或其他
帶CVBS / S-Video的機器。

帶HDMI介面的音訊/視
頻機

W 白色(音頻-左) 

R  紅色 (音頻-右) 

Y  黃色(視頻)

連接到高速HDMI纜線時，便可將數位音效傳送
至相容的裝置而無須外接其他光纖聲音纜線。
僅HDMI輸入4（ARC）鏈接埠支援ARC。若您想
使用ARC，您應將支援ARC的外界音效裝置連接
到HDMI/DVI IN4



電源開關

語音聲控

YouTube

0～9數字 用於數字輸入

按下可打開或關閉螢幕功能表。

按下可瀏覽屏幕上的菜單。

CH+/CH -

VOL+/VOL- 按VOL+或VOL-調整音量。

設定

確定

返回 返回上一個菜單。

退出 退出選單

按下按鈕可開啟或關閉顯示器
當顯示器關機時，處待機模式，長時間不使用請
拔掉電源。

靜音

# 項目

1

2

3

描述

(反向) 按下可在多媒體中反向播放。

按下可在多媒體模式下播放。

4

(啟動)5

按下多媒體快進鍵。(向前)6

7
按下在多媒體模式下暫停。（暫停）8

按下可停止多媒體播放。（停止）9

10 資訊

字幕12

11 喜好頻道

13 訊號源 按下打開輸入源列表。

14 NETFLIX 按下可打開NETFLIX.

15 按下可打開YouTube。

按下打開google助手，或開始語音搜尋

主頁16
17
18

19

20

21

資訊 顯示或隱藏螢幕資訊

節目

頻道

指南23

24

25

26

27

22

按下可打開主頁。

打開或關閉字幕。

輸入選定的選項或執行選定的操作。

CH.LIST

雙語/聲道28

29 彩色按鈕 根據文本中菜單底部的提示執行相關操作。

(錄音)

操作說明

使用遙控器

按下可選擇聲道/立體聲

6

不支援

不支援

不支援

不支援

不支援

不支援

HTR-U27ET

/

2

6

5

9

21

25

29

28

23

13

17

19

12

11

1

4

3

7

20

24

27

26

22

10

14

15

8

16

18

按下按鈕可以打開或關閉聲音。



此功能用於遙控器配對密碼。配對密碼成功後，您
可以使用藍牙遙控器操作顯示器。

同意�����	獲取您設備的位置資訊以獲取更多功能，
選擇
是�接受。

通過同意自動向�����	發送診斷資訊以提高辨別力，
選擇
是�接受。

按���選擇設備的國家�地區，然後按OK確認。

用於設置設備的密碼以確保安全性和隱私。

� 你的設備是由������系統啟動，按下按鈕選擇
瀏覽功能。
� 您可以從� �����	� �����獲取更多應用，然後按
下按鈕跳轉到下一個螢幕。
�通過內置的������	�����將照片和其他內容傳輸到
顯示器，按����完成瀏覽。

按▲/▼選擇系統語言，然後按“確定”確認語言。

將安卓手機連接到顯示器，選擇 “繼續 ” 繼續連接，
選擇“跳過”跳過此步驟。

按���選擇要連接的WiFi，按“確定”並輸入密碼
以確認連接成功。

通過接受google服務條款來改善產品體驗，選
擇“接受”同意此條件。

初始設置
第一次打開顯示器時，安裝嚮導將引導您完成基本
設置。請依據提示進行首次設置。

7



按 OK 鍵彈出鍵盤畫面，然後使用遙控器輸入

4位元數密碼，自動跳轉到下一個頁面。

再次確認密碼並保持一致。使用遙控器輸入密碼
並完成密碼確認。

按“確定”完成設置。

若要選擇模式，按���鍵選擇Home模式，然後
按OK確認。

再次確認所選模式，選擇“是”確認所選模式，選
擇“否”返回上一步。

8

按���打開或關閉Chromecast 的所有可用功能。



 瀏覽螢幕上的選單
1 有兩種方式進入。首先，在直播節目中，按功能表
按鈕顯示電視選項，按▲/▼            選擇設置功能
表，按OK確認。其次，在主介面中，按下鍵選擇圓
形設置功能表中的圖示，按下OK確認。

輸入源
1. 在主介面中，按 選擇“輸入”圖示，
按OK
圖標亮起，按OK切換。

2. 按訊號源按鈕顯示輸入來源清單。您可以選擇所
需的來源。

2 按▲/▼按鈕選擇你想要設置的。
3 按“確定”進入設置。

按“上一步”返回上一個選單。如果顯示主選單，
按back 將關閉螢幕選單。

網路
1 按 按鈕選擇你想要設置的。
2 按“確定”按鈕進行調整。
3 完成調整後，按“確定”按鈕保存並返回上一個功能表。

主頁螢幕
完成初始設置後，您可以觀看顯示器並轉到主頁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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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google助手或開始語音搜索。
在顯示器上安裝的應用程式中，最喜歡的應用程
式的圖示顯示在這裡。（用戶可以添加/刪除/更
改喜愛的應用程式的順序。）

應用程式：按一下此處可跳轉到應用軟體螢幕，
此處列出了所有已安裝的應用軟體。

通知:顯示通知。
輸入:圖示選擇輸入源。
網路圖示設置網路，如wifi。
設置:可以在這裡配置各種設置。
有關設置的詳細資訊，請參見下一個說明。

列表中的一項，打開輸入源列表，選擇

Composite=

component=



帳帳戶和登入

應用軟件

在此選單中，您可以閱讀顯示器的資訊和設置。 
��按�� 按鈕選擇你想要的設置。
��按
確定�按鈕進行調整。
��完成調整後，按後退按鈕返回上一個菜單。

日期和時間

注：
手動調整日期和時間設置將會把自動日期和時間
更改為關閉。

自動日期和時間-按 ▲ /▼ 按鈕選擇選項，然後按“確
定”按鈕進入子功能表。（可選：使用網路提供的時
間，關閉）

設置日期!按�� 按鈕選擇選項，然後按
���按鈕進
入子功能表。
設置時間!按�� 按鈕選擇該選項，然後按
���� 按
鈕進入子功能表。
設置時區!按�� 按鈕選擇選項，然後按
���按鈕進
入子功能表。
使用��小時格式�按�� 按鈕選擇選項，然後按 

���按鈕選擇
開�關�。
時間

關機計時器類型!按�� 按鈕選擇選項，然後按
���按
鈕選擇開�關�一次。
關機計時器!按�� 按鈕選擇該選項，然後按
���按鈕
進入子功能表。

語言

.

語言"按�� 按鈕選擇選項，然後按#��#按鈕輸入
選擇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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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功能表中，您可以設置應用軟體許可權，並讀取
應用軟體清單
�按�� 按鈕選擇你想要設置的。
�按
確定�按鈕進行調整。
�完成調整後，按後退按鈕返回上一個菜單。

設備首選項
關於

.



鍵鍵盤

當前鍵盤"按�� 按鈕選擇選項，然後按
���按鈕
進入子菜單。
輸入法設置"按�� 按鈕選擇該選項，然後
按
���按鈕進入子菜單。
管理鍵盤"按�� 按鈕選擇選項，然後按
���按鈕
進入子菜單。

輸入

輸入"按�� 按鈕選擇選項，然後按
���按鈕進入
子菜單。
����控制	按�� 按鈕選擇選項，然後按
���按
鈕選擇
開�關�。
設備自動關機!按�� 按鈕選擇選項，然後按 
����
按鈕選擇開�關。
電視自動開機	按�� 按鈕選擇該選項，然後按 

����按鈕選擇開�關。
����
����版本"顯示$%&%版本。
���設備清單"按�� 按鈕選擇選項，然後按 

����按鈕進入子菜單。

電源開關

睡眠定時器!按�� 按鈕選擇該選項，然後按�
����
按鈕進入子菜單。
（可選：關閉、�'分鐘、�'分鐘、�'分鐘、('分
鐘、)'分鐘、*'分鐘、+'分鐘、��'分鐘）。
圖片關閉!按�� 按鈕選擇選項，然後按
 ���按鈕
選擇打開�關閉。
關閉定時器!按�� 按鈕選擇選項，然後按�

����按鈕進入子菜單。
（可選：關閉、�'分鐘、*'分鐘、+'分鐘、��'分
鐘、�)'分鐘、�,'分鐘、��'分鐘、�('分鐘）
無信號自動關機!按�� 按鈕選擇該選項，然後
按
 ���按鈕進入子菜單。（可選：關閉、)分
鐘、�'分鐘、�)分鐘、�'分鐘、*'分鐘）

圖片

圖片模式!按�� 按鈕選擇選項按鈕進入子菜單。
（可選：用戶、標準、生動、運動、電影、遊戲、
節能）。
背光�亮度�對比度�飽和度�色調�銳度!按�� 按鈕選
擇該選項。 按下可減小或增大參數。

亮度!按�� 鍵選擇該選項，然後按
  ���鍵進入子
菜單。（可選：黑暗，中間，明亮）。

色溫按�� 按鈕選擇該選項，然後按
  ���按鈕進
入子菜單。

���!按�� 按鈕選擇，按
  ���按鈕進入子功能表
的選項（可選：開、關）。

進階影片按�� 按鈕選擇選項，然後按
  ���按鈕
進入子菜單。

重置為預設值將所有設置重置為出廠預設值。

En
g

lis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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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

聲聲音樣式!按�� 按鈕選擇選項，然後按
���按鈕
進入子菜單。（可選：使用者、標準、生動、運
動、電影、音樂、新聞）。

平衡�低音高音!按�� 按鈕選擇該選項。按下可減
小參數。按下可增大參數。

聲音環繞!按�� 按鈕選擇該選項，然後按
���按
鈕選擇
開�關�。

均衡器細節!按�� 按鈕選擇選項，然後按
���按
鈕進入子菜單。

揚聲器!按�� 按鈕選擇該選項，然後按
���按鈕
進入子菜單。（可選：電視揚聲器，外部音訊系
統）。

數碼輸出!按�� 按鈕選擇選項，然後按
���按鈕
進入子菜單。（可選：自動，旁路，動力系統控制
模組，杜比數位加，杜比數位）。

���	
延遲!按�� 按鈕選擇該選項。按下可減小
參數。按下可增大參數。

自動音量控制!按�� 按鈕選擇該選項，然後按��
按鈕選擇開�關。

下混合模式!按�� 按鈕選擇該選項，然後按��按
鈕進入子菜單。（可選：立體聲、環繞聲-。

重置為預設值!將所有設置重置為出廠預設值。

存

內部共用存儲-按���按鈕選擇該選項，然後按OK
按鈕進入子菜單。

卸除式存放裝置-按▲/▼按鈕選擇該選項，然後按
OK按鈕進入子菜單。(注意:如有外部設備，請顯示)

主頁螢幕

14

在這個選單中，您可以設置頻道、應用軟體、開
源許可證。
1按���按鈕選擇你想要設置的。
2按“確定”按鈕進行調整。
3調整完成後，按下後退按鈕返回到之前的菜單。

零售模式

零售模式-按 按鈕選擇該選項，然後按OK按鈕
選擇開�關。

零售消息-按 按鈕選擇該選項，然後按OK按鈕
進入子菜單。( 注意: 演示視頻，e-POP左側，e-

POP底部)

PQ Demo-按 按鈕選擇該選項，然後按OK按
鈕進入子菜單。( 注意: 關,左,右)

儲



在這個菜單中，您可以閱讀Chromecast 的資訊
和設置
1 按���按鈕選擇你想要設置的。
2 按“確定”按鈕進行調整。
3 完成調整後，按後退按鈕返回上一個菜單。

在這個菜單中，您可以設置可搜索的應用軟
體，安全的搜索篩檢程式，阻止攻擊性的單
詞，開放源碼許可證。
1 按���按鈕選擇你想要設置的。
2 按“確定”按鈕進行調整。
3 完成調整後，按後退按鈕返回上一個菜單。

內內建���������

������

螢幕保護

位置狀態-按���按鈕選擇選項，然後按“OK”按鈕
進入子菜單。（可選：使用Wi-Fi估計位置，關閉）

使用和診斷

立即開始–按���按鈕選擇該選項，然後按 “OK” 

按鈕進入螢幕保護裝置程式。
 位置

15

使用和診斷-按���按鈕選擇選項，然後按“ OK”按
鈕選擇�������	（開�關）。

協助工具

音訊說明-按▲/▼按鈕選擇選項，然後按“OK”按
鈕選擇“ ������	 （開�關）。
視力受損-按���按鈕選擇選項，然後按 “ OK”按鈕
進入子菜單。（需要：音訊描述“ 打開” ）
聽力受損-按���按鈕選擇選項，然後按“ OK”按鈕
選擇“ ������	 （開�關）。
標題-按���按鈕選擇選項，然後按“ OK”按鈕進入
子功能表
高對比文本-按�
��按鈕選擇選項，然後按“OK”按
鈕選擇“ ������	（開�關）。

重置
按OK按鈕進入子功能表。
重置刪除所有內容。

螢幕保護-按�





 ��按鈕選擇該選項，然後按 “確
定” 按鈕進入子菜單。（可選：關閉螢幕、背
景、顏色）
何時開始-按�



 ��按鈕選擇該選項，然後按 

“OK”按鈕進入子菜單。（可選：5分鐘、15分
鐘、30分鐘、1小時、2小時）。
將設備置於睡眠狀態-按�



 ��按鈕選擇該選
項，然後按“ OK”按鈕進入子菜單。（可選：
30分鐘，1小時，3小時，6小時，12小時，從
不）。



在此選單中，您可以配對藍牙設備。

1. 按遙控器底部的“RED”（紅色）
和“BLUE”（藍色）按鈕5秒鐘。

2. 當指示燈閃爍，鬆開遙控器按鈕，遙控器會
發送配對信號並在螢幕右側顯示設備信息。

3. 按“OK”按鈕顯示配對。
如果顯示已配對，則連接成功。

4. 如果出現無法配對，則連接失敗。等待30
秒，然後按遙控器底部的“紅色”和“藍色”按鈕
5秒，重複前面的步驟。

5. 按"EXIT" (退出)或"BACK"(返回）按鈕返回上
一個菜單。

遙控器和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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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播放機的添加與使用

1 在主介面中，選擇“應用軟體”列中的+圖示以添加
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OK”。按向上和向下鍵選擇
多媒體播放機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OK”將其添加
到主介面。

2� 選擇OK鍵進入多媒體播放機並顯示視頻、照
片、音訊。插入USB快閃記憶體驅動器後，可以查
看USB快閃記憶體驅動器中的相應檔。

注意

根據您購買顯示器的時間，選單功能可能會有所
不同。



故障排除

請在打電話給服務部之前做這些簡單的檢查。這些提示可能節省您的時間和金錢，因為顯示器安裝和客戶
控制的調整費用不在您的保修範圍內。

要檢查的項目和要遵循的操作狀況

“殘影”或烙印 • 檢查顯示器背部裝置連接是否正確連接

無電源 • 檢查顯示器的交流電源線是否已插入插座。

• 拔下顯示器插頭，等待60秒。然後重新將插頭插入插座並再次開
啟顯示器。 

無影像 • 檢查顯示器後部的裝置連接，看是否正確連接到顯示器。

• 調整對比度和亮度設置。

• 檢查閉路字幕控制。一些文字模式可能會阻礙螢幕。

畫面不錯，但沒有聲音 • 按遙控器或顯示器側控制台上的 VOL+按鈕可提高音量。

• 按遙控器上的靜音按鈕以確保靜音已關閉。

聲音好，顏色差 • 調整對比度、顏色和亮度設置。

畫面不佳 • 當啟動的S-VHS攝像機或攝像機同時連接到您的顯示器和其他週邊
設備時，可能會出現圖像品質差的情況。關閉其中一個週邊設備。 

雪花畫面與噪音 • 檢查裝置連接。

水平虛線 • 這可能是由電氣干擾（如吹風機、附近的霓虹燈等）引起的。請
關掉設備。

顯示器對遙控器無反應 • 檢查電池是否工作。必要時更換。
• 清潔顯示器上的遙控感測器鏡頭。
• 遙控器請對準顯示器或可以使用顯示器側面的按鈕。

總是暗或總是亮的像素
（點）

• 您的顯示器是採用極高技術水準精確製造的。但是，有時圖示可能
無法正確顯示。這類事件是這類產品標準範圍內，不影響產品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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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HD

螢幕大小：126釐米
解析度3840x2160像素60Hz。

50寸超高清數碼液晶顯示器

顯示器畫面品質：

端子輸入：

* 

附加功能：

2 x 10瓦功率輸出。音質：

待機功耗 ≤ 0.5W

睡眠定時器
遙控器電池需要 2 x AAA（含）。
VESA安裝尺寸：200毫米
包裝尺寸（寬x高x深）：1230x753x137毫米
帶支架的成套尺寸（寬x高x深）：1122x702x278毫米
不帶支架的成套尺寸（寬x高x深）：1122x646x65毫米
包裝重量：14.4

帶支架的固定重量：11.4kg

不帶支架的固定重量：11.2kg

產品規格

18

�個光纖
�個./0埠
�個12()（�'��''345�）。
(個6%3&插座
�7輸入
色差輸入
�個耳機埠
�個89插座
��個�&插槽
�7視頻輸入：:)�;，�7!�，1��
�7音頻輸入：�'<�;，)''�7�13/
=�4���6%3&視頻輸入：
(,'�、(,'5、):*�、):*5、:�'5、�','�、�','5

這裡提供的這台顯示器的零件規格僅供參考。

隨著產品技術的更新，可能會出現差異。

設計和規格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55寸超高清數碼液晶顯示器

產品規格

UHD
螢幕大小：139釐米
解析度3840x2160像素60Hz。

顯示器畫面品質：

端子輸入：

* 

�個光纖
�個./0埠
�個12()（�'��''345�）。
(個6%3&插座
�個視頻插座
�7輸入
色差輸入
�個耳機埠
�個89插座
�個�&插槽
�7視頻輸入：:)�;，�7!�，1��
�7音頻輸入：�'<�;，)''�7�13/
=�4���6%3�視頻輸入：
(,'�、(,'5、):*�、):*5、:�'5、�','�、�','5

附加功能：

�>�'瓦功率輸出音質：

待機功耗 ≤ 0.5W

睡眠定時器
遙控器電池需要2 x AAA（含）。
VESA安裝尺寸：400×200 毫米
包裝尺寸（寬x高x深）：1350x810x150毫米
帶支架的成套尺寸（寬x高x深）：1234x768.9x277.57毫米
不帶支架的成套尺寸（寬x高x深）：1234x719.9x73.8毫米
包裝重量：17.35kg
帶支架的固定重量：12.74kg
不帶支架的固定重量：12.54kg

19

這裡提供的這台顯示器的零件規格僅供參考。

隨著產品技術的更新，可能會出現差異。

設計和規格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UHD

螢幕大小：147cm

解析度3840x2160像素60Hz。

58寸超高清數碼液晶顯示器

顯示器畫面品質：

端子輸入：

* 

�個光纖
�個./0埠
�個12()（�'��''345�）。
(個6%3&插座
�個視頻插座
�7輸入
色差輸入
�個耳機埠
�個89插座
�個�&插槽
�7視頻輸入：:)� ，�7!�，1��
�7音頻輸入：�'<� ，)''�
=�4���6%3&視頻輸入：
(,'�、(,'5、):*�、):*5、:�'5、�','�、�','5

附加功能：

�>�'瓦功率輸出音質：

待機功耗 ≤ 0.5W

睡眠定時器
遙控器電池需要2 x AAA（含）。
VESA安裝尺寸：200×200毫米
包裝尺寸（寬x高x深）：1430x865x170毫米
帶支架的成套尺寸（寬x高x深）：1295.88x807.16x277.57毫米
不帶支架的成套尺寸（寬x高x深）：1295.88x751x64.3毫米
包裝重量：19.2kg

帶支架的固定重量：14.5kg

不帶支架的固定重量：14.3kg

產品規格

20

這裡提供的這台顯示器的零件規格僅供參考。

隨著產品技術的更新，可能會出現差異。

設計和規格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65

*

.6%
螢幕大小：�*)釐米
解析度�,('>��*'像素*'6?。

附加功能：

2 x 1)瓦功率輸出。音質：

待機功耗 � 0.5W

睡眠定時器
遙控器電池需要 2 x AAA（含）。
VESA安裝尺寸：400×200 毫米
包裝尺寸（寬x高x深）：1615x960x165毫米
帶支架的成套尺寸（寬x高x深）：1453.28x891.32x307.92毫米
不帶支架的成套尺寸（寬x高x深）：1453.28x836.5x71.05毫米
包裝重量：24.5kg
帶支架的固定重量：17.6kg
不帶支架的固定重量：17.3 kg

21

這裡提供的這台顯示器的零件規格僅供參考。

隨著產品技術的更新，可能會出現差異。

設計和規格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個光纖
�個./0埠
�個12()（�'��''345�）。
(個6%3&插座
�個視頻插座
�7輸入
色差輸入
�個耳機埠
�個89插座
�個�&插槽
�7�視頻輸入：:);，��7!�，1��
�7�音頻輸入：�'<;，)''�7�13/
=�4���6%3&視頻輸入：
(,'�、(,'5、):*�、):*5、:�'5、�','�、�','5

端子輸入：



nit

Restricted substances and its chemical symbols

Lead
(Pb)

Mercury
(Hg)

Cadmium
(Cd)

Hexavalent
chromium

(Cr+6)

Polybrominated
biphenyls
(PBB)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PBD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0.1 wt % 0.01 wt %

Note 1 “Exceeding 0.1 wt %” and “exceeding 0.01 wt %” indicate that the percentage content of the restricted substance exceeds the

reference percentage value of presence condition.

2. �

Note 2 “�” indicates that the percentage content of the restricted substance does not exceed the percentage of reference value of presence.

3.

Note 3 The “�” indicates that the restricted substance corresponds to the exemp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