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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K電視可以選擇的機種多、價差並不

小，最便宜的55吋液晶電視連三萬

都不到、高價55吋機種超過十萬，在高

價與低價之間該如何選擇？我認為一部電

視可以用很久、一定要善待自己，買4K

電視必須綜合考量新規格支援、性能、畫

質與價格，以這些條件來評估，本篇的主

角TH-58DX700W就具備相當好的條件。

有廣色域顯色能力的4K液晶面板

58DX700W是Panasonic最新出品的

2016年式新機，它的畫面尺寸是58吋、

在4K液晶電視的位階屬於中高階。今年

HDR正式上路，不僅UHD BD（4K藍光）

軟硬體都已應用HDR，Netflix日前也開

始提供線上收看的4K HDR網路影片，甚

至剛剛發表的遊戲與軟體也有HDR。

58DX700W不僅是Panasonic「能對應

HDR」的機種中價格最低的一部、而且它

的配備與平價製品之間「有相當明顯的性

能差異」：本機以側光式背光的超明亮面

板（Super Bright Panel Plus）顯像，畫

面要比一般側光式背光面板要亮一些、主

要目的就是希望在HDR顯示時畫面「亮

部」的亮度更高，這款面板是VA（液晶

分子垂直排列）、不是IPS，雖然會稍微

犧牲一點可視角度、但是可以得到更高的

對比度，它還能用影像處理電路即時偵測

畫面各部的明暗狀況、讓側光式背光模組

作相應的「分區控光」，無論顯示HDR

或SDR都能壓低畫面黑位的雜光以提高

對比度。液晶面板的顯色能力取決於光

源，本機使用的高演色性白光LED的晶粒

發的是藍光、在LED的外殼加上把藍光轉

換為紅、綠光兩層螢光材料，最後RGB結

合為白光，去年Panasonic的高階4K機種

的光源就是這麼作、色域相當寬廣，今年

本機所使用的LED則是換用了新的紅光螢

光材料、因此使得紅色系與其週邊的暖色

系顯色範圍得以再向外擴張。

配備Studio Master HCX影像
處理晶片

從以上敘述就能知道58DX700W的面

板對比與顯色性能相當可觀，然而要面

板性能可否充分發揮、影像電路的能力

是成敗關鍵。自從Panasonic推出初代4K

液晶電視以來他們的目標都沒有改變：希

望自家的液晶電視能夠更完整表現更接

近軟體製作「母帶的畫質」，具體的作

法則是加強色彩、對比階調與解析度。

58DX700W配備了最新世代的「Studio 

Master HCX」影像處理引擎，它採取

Hexa Chroma六色（RGBCMY）色彩管

理，相較於一般液晶電視所使用的三原色

（RGB）色彩管理，能使各種色彩（尤

其是中間色調）的色相（色調）與色濃度

更準確，且能利用色彩加強功能（Color 

Remaster）擴張輸入視訊（例如Full HD

的REC.709）的色彩範圍。Studio Master 

HCX還能作動態範圍重製（Dynamic 

Range Remaster）處理，即時偵測輸入

視訊明暗分佈的區間，拉大明暗之間的反

差、使光影層次更豐富。再利用再生清晰

解析度（Resolution Remaster）的超解像

處理增加細節、能縮小HD與4K之間畫質

Panasonic 
TH-58DX700W
對應HDR的4K機種、色彩自然層次豐富
液晶電視  文╱陸怡昶

搭配器材／Pioneer BDP-LX88藍光播放機、SONY FMP-X7 4K媒體播放機、USB硬碟
●類型：58型4K液晶電視●畫面寬高比：16:9●面板解析度：3840×2160●數位視訊最高相容：4K/60p●端子：HDMI 2.0輸入×2、天線端子×1、USB 3.0×1、USB 
2.0×2、RJ-45網路端子×1●揚聲器輸出：10×2●聲頻輸出功率：10瓦×2●外型尺寸：1290×813×376mm（WHD，含腳架），1290×753×41mm（WHD，不含腳
架）●重量：24.5公斤（含腳架）、23.0公斤（不含腳架）●參考售價：約75,000元（實際售價議定中）。

去年Panasonic的4K機種就已經搭載Firefox作業系統，可以利用語音搜尋網路影片、

瀏覽網頁，新年出品的TH-58DX700W還是這麼好用，而且它增加了HDR的對應顯

示，液晶面板的背光模組有分區控光、顯色範圍還大到接近DCI P3標準的程度。原廠的

出廠調校與內建的影像處理電路讓本機呈現出與頂級電漿電視極為神似的色彩與光影特

性，倘若您已經看過不少入門級與中價位4K電視、總覺得畫質仍不盡理想，只要您願意稍

微提高預算購入本機，就可以享受到明顯優於一般4K電視的畫質。

重
要
特
點

1》配備新款4K超明亮面板
2》對應HDR、背光模組具備分區控光能力
3》顯色範圍寬廣、幾乎達到DCI標準色彩範圍
4》Hexa Chroma六色色彩管理、使色彩更準確
5》搭載Firefox作業系統
6》配備Panasonic最新款影像處理器「Studio Master HCX」
7》內建WiFi、具備媒體播放機功能
8》4K 2400Hz IFC倍速顯示
9》兩組底座可變換出六種裝法、改變造型
10》具備USB硬碟錄影功能

PRIME AV 115 

PRIME AV



細膩度的差別。

在智慧電視功能方面本機採用Firefox作

業系統、操作相當快捷而聰明，本機除了

標準型遙控器以外，還有一支觸控板遙控

器能作聲控（例如電視音量大小與選台）

與語音搜尋，只要對它說話、不用輸入文

字就能找到與關鍵字相關的網頁、網路影

片與圖像，甚至連插上本機的USB硬碟或

隨身碟、裡面的影片檔案都可以用語音搜

尋找到。本機對應影片檔案與音樂檔案的

相容性很廣，例如4K HEVC影片檔與無損

編碼的FLAC音樂檔都能播放。在外接USB

硬碟的狀態下，本機還能錄電視節目。

動態解析度與對比表現優於多數
中價4K機種

接下來為您報告本機的實測結果。在

解析度方面，我以移動速率6.5ppf的動態

解析度測試片段檢視本機Intelligent Frame 

Creation（IFC）關、弱、中、強四檔，動

態解析度依序是650條、700條、900條

與1080條；移動速率加快到12.5ppf時、

「強」檔仍有900條，以動態解析度而

論，本機在4K機種中相對較高。我隨後

觀察本機「再生清晰解析度」在播放藍光

軟體時的效果，我發現即使將此項目設為

「強」檔、畫面仍然不會銳化變成硬調

子，但是能讓「最微小的細節」變得清晰

一些。

在明暗對比階調方面，以0-100 IRE

連續灰階測試畫面檢視、就能察覺條帶效

應相當輕微，這表示本機能讓人看出相近

光影階調的微小變化，並且在「淡入、

淡出」的片段難以察覺條帶效應。本機的

選單中雖然沒有HDR模式，但是當我點

選HDR影片檔播放時觀察到它會「自動

切換」作正確的對應，本機是側光式機

種，因此在「高低兩端」HDR高亮度的表

現與黑位的深沈程度仍與旗艦級的直下式

背光機種有一段差距、水平方向的分區控

光範圍也稍大，但是黑位「殘餘光」的抑

制做得還不錯，在日常收視環境照度下收

視其實黑位已經很夠黑了。另外在SDR影

片播放時我嘗試把它的「背光控制」由出

廠預設的「弱」改設在「強」，黑位的殘

光還能降低許多。除此之外，我建議用家

把「動態範圍重製」設定在「開」，畫面

的力度會變得更高、呈現出豐富、分明的

光影層次。

CHECK
調整前本機的色溫是適用於省電照明（冷
白光）的設定、色溫較高，顯色範圍的設
定並沒有逼近極限，整體呈現的色彩相當
自然，我則是將本機調整成「重口味的色
彩」：把色域擴展到最大、使色彩顯得鮮
艷，把色溫修正到更趨近6500K的程度能
使暖色系更豐富、色彩看起來更濃厚，比
較 「 調 整 前 」 與 「 調 整 後 」 的 色 彩 差
異，您就能看出本機的「色彩可塑性」很
高、能經由調整滿足不同玩家的喜好。

RGB Chart
本機處於標準模式未經調整的狀態下，實

測RGB曲線請見「調整前」，多數階度色

溫落在9600K至9900K之間。「調整後」則

是把白平衡選擇在「偏紅2」，自訂白平衡

調整：將紅色高亮增益與藍色高亮增益設為

+4、紅色低亮補正設為+2、藍色低亮補正

設為-1的結果，多數階度色溫落在6450K至

6800K之間。

調整前

調整前

調整後

調整後

畫質檢測

對我而言，除了與「清晰度」相關的解析度
以外，我還很重視明暗與色彩階調的解析
度，儘管本機的出廠設定是「自然取向」、
不以高對比與誇張鮮艷的色彩示人，但它能
表現出很好的光影變化連續性、能讓人分辨
微小的色彩差異（「極淡色」亦然），不僅
畫質優於中低價機種甚多，而且長時間收看
也不會感到疲勞。

瘋劇院 器材評鑑

116 PRIME AV

PRIME AV



能表現出「自然真實」與「重口
味」兩種性格

實測本機「白平衡選擇」在影像標

準（出廠預設）、偏籃2、偏藍1、偏

紅1、偏紅2五檔在70 IRE的色溫依序是

9916K、16138K、12106K、8152K與

6963K。我再以儀器檢測本機的色彩範

圍，在出廠預設的「標準」模式、「色

彩加強」設在「弱」檔，此狀態測得的

色域明顯大於HDTV標準，RGBCM五色

的顯色範圍大、黃色系範圍則比標準略

小一點點，倘若將色彩加強項目改設為

「強」，實測的RGBCMY六色不僅超出

HDTV標準甚多，顯色範圍大小甚至與DCI 

P3（數位電影標準）相當：R、B之間的

顯色範圍超過DCI標準、R、G之間顯色範

圍則比DCI略小。

各位讀友可能覺得有點奇怪：明明

58DX700W就有著傲人的廣色域，為何

出廠設定調整得比較收斂呢？在我觀察

58DX700W播放各類影片之後，我認為

原廠負責調校的主要開發者是「有意」賦

予本機獨特的性格，在完全未經調整的

狀態，這部液晶電視的色彩並不是鮮艷傾

向，顯得相當均衡、深淺有致，濃色部

分能清楚分辨相近色系的色調與深度差

異，在階調與對比兩方、本機則是屬於

「階調重視型」，純粹以視感上的色彩與

光影特性而論，58DX700W看起來根本

就像是頂級的電漿電視！在此我還要告訴

各位會動手調整的玩家們：本機能經由調

整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性格，只要將色彩加

強設在「強」、並且把色溫設定到比較接

近6500K的程度，色彩就會變得豔麗而大

膽，連喜愛重口味色彩的玩家都會動心。

最佳推薦

以本機具備的色彩表現力、優秀的對

比階調特性與畫質細膩度而言，只要玩家

在賣場多看幾眼、和鄰近的中低價位機種

對照比較，您就能輕易察覺「這是完全不

同等級的製品」，我認為58DX700W的

畫質表現非但不亞於一線品牌去年出品

的「次旗艦」高階機種、能支援HDR、

並且價格還便宜非常多，若與其他一線

品牌「2016年式」相近價位帶4K電視相

較，本機的排名肯定名列前三（是不是第

一就要看您的主觀認定），它是現階段

「最便宜的高性能4K電視之一」，以本機

的高性價比，理應獲得本刊最佳推薦。

■進口代理：台灣松下0800-098-800

參考軟體

4K影片檔案

很多曾經使用頂級PDP的玩家到現在還很懷念它們自然的色彩與優
異的階調特性（尤其在中階）、總是覺得很多液晶電視畫面太亮、
色彩太誇張，只是很可惜PDP未能生存到4K時代。58DX700W可
以彌補這個缺憾，很多與它相關的研發人員正是當年開發頂級PDP

的人馬，從本機所呈現的畫面性格，我能感受到PDP的階調特性在這部
液晶電視身上復活，而且它能讓您看見真實4K的解析度。

變形金剛 BD

我在藍光電影軟體播放狀態下觀察本機Intelligent Frame Creation
各 檔 的 狀 況 ， 其 中 「 關 」 、 「 弱 」 兩 檔 完 全 保 留 2 4 p 原 生 的 顫
動，「中」、「強」兩檔則完全去除顫動，物像移動非常順滑。倘若想
讓畫面比原生狀態順暢不少、還想保留些微顫動，我建議進入「使用
者」模式，把「電影影像流暢」從預設的0調整到+6。

HD HQV 表現力評量

外觀作工
參數調整
色彩濃淡
色調冷暖
階調對比

樸素傾向
家用傾向
淡爽傾向
冷調傾向
階調傾向

精緻傾向
專業傾向
濃郁傾向
暖調傾向
對比傾向

個性傾向評量
0 1 2 3 4 512345

CIE Chart

存在於自然界、肉眼可見的色彩範圍就是這兩張測試圖

彩色鐘形的範圍，然而受到REC.709的規範、就算攝影

機的能力再強，最終也只能在軟體製作時作限制。本機

則能藉由色彩加強功能與面板顯色能力擴展色域，讓人

看見更多自然界存在的色彩。

「調整前」是本機出廠「標準」模式測得的狀態，此時

色彩加強功能只設在「弱」檔，實測色域（白色三角

形）就已經超出REC.709（黑色三角形）不少。請見

「調整後」，若想將色域擴展到本機面板能表現的極

限，只需將色彩加強功能設在「強」檔，色域就能擴張

到這麼大，我在儀器輔助下把色溫修正到接近6500K的

程度，還進入本機的色彩管理選單把洋紅色調、青色色

調與黃色色調都從原數值0調整到-5，結果就能使CMY

三色座標更接近標準座標。

調整前 調整後

HD 雜訊抑制
1080/60 視訊解析度

鋸齒模式
電影軟體解析度

3:2 偵測

平均水準 優 特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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