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飞利浦
主动式 3D 眼镜

适用于 3D 影像电视

PTA507
3D 影像家庭影院体验
* 精于心 简于形 
全高清 3D 引发极致真实观赏体验

借助 3D 影像眼镜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体验 3D 电影、游戏和体育。飞利浦采用最

新的主动式 3D 技术，为您提供宛若真实再现的全高清 3D 观赏体验。畅享 3D 
极致的分辨率和身临其境的动感体验！

极致的家庭影院 3D 体验

• 主动式 3D 影像技术，带给您全高清 3D 体验

• 在飞利浦 3D 影像和全高清 3D ready 电视上欣赏 3D
• 独特的 3D 影像全屏双人游戏模式

• 高对比度主动式 3D 眼镜带来最佳 3D 体验

量身定制

• 灵活轻便的设计，带来最大舒适度

• 最佳的镜头视角，甚至适合戴眼镜的用户

• 可充电的主动式 3D 眼镜



 

主动式 3D 影像技术

有了 3D 影像，在自己家中便可沉醉于魅力十足
的 3D 电影世界。洞悉现实生活的深度，体验令
人惊叹的全高清分辨率，这一切都得益于超快显
示屏和主动式快门眼镜的结合。借助这些 3D 影
像眼镜和 3D 影像电视，您现在可以畅享 3D 电
视。

3D 影像和全高清 3D ready 电视
这些主动式 3D 眼镜可在所有 3D 影像电视和较
早的全高清 3D ready 电视上为您提供全高清 3D 
体验。

3D 影像全屏双人游戏

借助 3D 影像主动式眼镜，您可以在电视上感受
终极全屏双人游戏体验。在 2D 双人游戏中，每
个游戏玩家通常只在半屏幕上看到游戏。通过使
用 3D 技术，每个玩家只需按一下眼镜上的按
钮，就能同时享受全屏游戏。

灵活轻便
通过采用轻便柔性材料进行设计，这些眼镜佩戴
非常舒适，您会感觉似乎什么都没带一样。

最佳的镜头视角
广镜头和微妙的曲率适合大多数脸型，甚至适合
戴眼镜的用户。边框顶部边缘上的额外挂件有助
于使 Easy 3D 眼镜和您个人佩戴的眼镜固定在一
起。

可充电的主动式 3D 眼镜
有了主动式 3D 眼镜，您再也不需要更换或弃置
电池了。您可以通过 USB 为眼镜充电，因此您
无需担忧享受 3D 体验时耗尽电量。

高对比度镜片
带有偏光滤镜的常规主动式 3D 眼镜即便在有光
线透过时也会有一些偏暗。而借助于高对比度镜
片，您的全部 3D 体验都将得到提升，令人更加
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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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便利性
• 易于使用 : 低电量指示 , 自动关熄 , USB 充电 , 

电源开关 , 双人自动模式

尺寸
• 产品重量 : 0.07 千克
• 产品尺寸 （宽 x 厚 x 高） : 75 x 88 x 238 毫米

附件
• 随附的附件 : 1 个清洁布袋 , 充电电缆 USB A > 

Micro-B, 用户手册

相关产品
• 兼容 : PTA215, 32PFL9606, 37PFL9606, 

40PFL8505, 40PFL8605, 40PFL8606, 40PFL9605D, 
40PFL9606, 40PFL9705, 40PFL9715, 42PFL8605, 
46PDL8906, 46PFL8505, 46PFL8605, 46PFL8606, 
46PFL8685, 46PFL8686, 46PFL9705, 46PFL9706, 
46PFL9715, 52PFL8605, 52PFL9606, 58PFL9955, 
58PFL9955D, 58PFL9956, _PFL5507 (Eu), 
_PFL7007 (Eu), _PFL8007 (Eu), 46PFL9007, 
60PFL9007

•

* 健康提示：
*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有癫痫或光敏性癫痫史，请在置身闪烁性光

源、高速图像序列或观看 3D 节目之前，先咨询医生。
* 为免引起头昏眼花、头晕或头痛等不适，我们建议您不能观看 

3D 太长时间。如果您感到不适，请停止观看 3D，并且不能立
即从事任何具有潜在危险的行为，直到症状消失。

* 在观看 3D 期间，家长应监督其子女，确保他们没有遇到上述
任何不适。不建议 6 岁以下的儿童观看 3D，因为他们的视觉系
统尚未发育健全。

* 请勿将 3D 眼镜用于除观看 3D 电视以外的任何用途。
* 吞咽危险 - 请勿让 3 岁以下的儿童玩耍 3D 眼镜，他们可能吞咽

电池盖或电池。
* 仅带以下设备型号的 3D 影像电视支持 3D 影像双人游戏：

58pfl9956、 46pfl9706、 37pfl9606、 52pfl9606、 46pfl8686、
40pfl8606、 46pfl8606、 _pfl5507 (Eu)、 _pfl7007 (Eu)、 _pfl8007 
(Eu)、 _pfl9x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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