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用投影機

Screeneo
 

可變畫面尺寸

高達 200 吋

Wi-Fi 及 android 連接

杜比數碼 2.1 音效系統

 
HDP3550

投射巨型影像。
運用智能超短距離投影技術

Screeneo U3 配備整合式燈泡，只要放在距離牆邊幾厘米的位置，便可輕鬆將小型房間變成家庭影院。以高達 200 吋的

畫面享受震撼的全高清電影。

出色影像

可變畫面尺寸為 50 - 200 吋

於動作場景保持投影畫面流暢清晰

2,800 色彩流明配合 NaturaColor，締造出色影像

音色一流

Screeneo U3 可從所有裝置播放音樂

一系列連接方式

於 Screeneo U3 下載所有喜愛應用程式

使用 HDMI、USB 或 S/PDIF 光學連接任何裝置

瀏覽網頁，串流影片、音樂和圖片

分享源自 iOS、Android 或 Window 裝置的數碼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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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特點

Android 作業系統

內置 Android 作業系統，讓智能裝置可安裝首選應

用程式，並輕鬆串流媒體內容。

藍牙音訊功能

Screeneo 還可透過藍牙化身音樂電台，直接經由

智能手機或平板電腦播放您喜愛的播放清單，保證

您和朋友徹夜難忘。

連接所有裝置

Philips Screeneo U3 的連接系統相當全面（配備

HDMI、VGA、音訊和耳機插孔及 USB 等），可

以連接不同類型的裝置：包括 DVD 和 Blu-ray 光

碟播放器、遊戲機及多媒體內容伺服器。

FlowMotion 功能

FlowMotion 系統可呈現品質卓越的的影像，即使

要播放快速動作場景亦無例外：非常適合觀看所有

影視內容，確保享有最佳畫面。

LuminAce 與  NaturaColor

全賴採用 LuminAce 引擎，Philips Screeneo U3

可呈現清晰過人、對比效果更鮮明的影像，色彩效

果更為自然（NaturaColor 技術），同時帶來深黑

層次細節。產品配備由 Philips 開發的新世代 UHP

燈泡，使用壽命長達 10,000 小時，保證亮度為

2,800 流明。

Wi-Fi / DLNA 家庭網絡

全賴擁有 Wi-Fi / DLNA 功能，您可隨心瀏覽網頁

內容，並串流影片、音樂和圖片。

無線畫面投射

有了無線畫面投射功能，您可以經由 iOS、

Android 或 Windows 裝置，於大螢幕上分享數碼

內容。

可變畫面尺寸為  50 - 200 吋

畫面尺寸可變，支援範圍廣及 50 吋至 200 吋，

可與牆壁相距僅 10 - 42 厘米/3.94 吋 - 16.5 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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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

連接

連接: 2 個背部 HDMI、1 個前方 HDMI, AV 輸入,

耳機輸出側, S/PDIF 光學, 觸發器輸出, 1 x 高功率

USB (5V/2A), 1 x USB2.0, 類比音訊輸出, CVBS,

VGA + 音訊輸入

Wi-Fi: DLNA, 802.11a/b/g/n/ac 2.4+5GHz, 兼

容 Miracast 和 AirPlay, 無線畫面投射

藍牙: 藍牙 aptX® 標準, 從智能手機串流音樂, 從平

板電腦串流音樂

聲音

音效系統: Dolby Digital 2.1

內置喇叭: 2 + 重低音喇叭

輸出功率: 36 瓦

內置媒體播放器

音效支援模式: MP2、MP3、AAC、AC3、PCM、

ADPCM

支援的相片格式: BMP、JPG、TIFF、PNG、GIF

支援的視訊格式: MPEG-1、MPEG-2、H.263、

MPEG-4 AVC (H.264)、XVID、VC-1、H.265、

VP9

支援格式: AVI, MKV, MOV, MP4, MPEG, MPG

技術

3D 技術: 2D 轉換為 3D, 支援所有 3D 模式

螢幕比例: 4:3 及 16:9

色彩旋鈕分段: 6 段 (RGBRGB)

對比率: 200,000:1

顯示器技術: 單一 0.65 吋 DarkChip3 1080p

焦點調整: 電子

影像延遲時間: 50 毫秒

影像響應時間: 少於 0.1 毫秒

基礎校正: 是

燈泡類型: 250 瓦

光源: Philips UHP Image Life 燈泡

噪音水平: 影院模式：少於 25 分貝 (A)

解像度: 1920 x 1080 像素

屏幕距離: 10 厘米 - 42 厘米 / 3.94 吋 - 16.5 吋

屏幕尺寸: 高達 200 吋

支援格式/解像度: 1080i/p, 480i/p, 576i/p,

720p, NTSC (60Hz), PAL (50Hz), SECAM

(50Hz)

投擲率: 0.21:1

UHP 光源: 持續長達超過 10,000 小時

牆壁顏色調整: 是

投影模式: 前方, 前天花, 後方, 後天花

顯示色彩: 10.7 億

畫面速率: 720Hz

中央處理單元: 四核心 CPU

內置記憶體: 8 GB

操作系統: Android 6.0

內置媒體播放器: 是

電源

功率: 操作：190 至 300 瓦, 關機：少於 0.5 瓦

電源: 歐盟及英國 90V - 264V、47 - 63Hz

物流數據

包裝尺寸（寬x深x高）: 連包裝：408 x 340 x

385 毫米, 拆去包裝：315.5 x 248.8 x 281.9 毫米

相對濕度: 操作：相對濕度 15 - 85%, 連包裝存

放：相對濕度 5 - 93%, 拆去包裝存放：相對濕度

15 - 85%

標準套件包括: 2 個 AAA 電池, 隨身袋, 快速入門指

南, 遙控器, Screeneo 3.0, 保養卡, 電源線

封包儲存: -10–60°C

拆去封包儲存: 0–45°C

溫度範圍: 操作：5–35°C

重量: 連包裝：10.5 千克 / 370 安士, 拆去包裝：

8.3 千克 / 293 安士

* 可直接連接的投影儀，並可以與智能手機、手提電腦、電

腦、Blu-ray 光碟播放器等自動數據處理器配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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