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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實進入4K時代後，訊源始終

是最匱乏的4K影音設備，跟

顯示器比起來，市面上產品的選項

不多，而且級別差距大，入門與高

階機種在價錢與規格上都有很大的

落差，消費者如果想以實惠的售價

買到一款性能到位的機種，是件不

太能令人得到的事。再加上前陣子

又傳出幾個製作4K播放機的知名品

牌退出市場的消息，許多影音迷感

到扼腕的同時，相信也會擔心日後

想買一款高CP值的4K播放機，會變

成一件更難達成的夢想。

但 這 樣 的 狀 況 沒 持 續 太

久，Panasonic就為大家解套！因

為他們今年持續推出新款的4K藍光

播放機，除了現有的DP-UB320和

DMP-UB400之外，推出兩款價錢

更經濟實惠的機種，DP-UB450與

DP-UB150，讓Panasonic成為擁有

兩代、共計四款4K藍光播放機的品

牌。其實Panasonic先前推出DMP-

UB400時就造成不小的轟動，因

為這個產品是當時台灣第一部日系

4K藍光播放機，而且價格也不會太

貴，1萬5左右，讓所有想擁有4K訊

源的朋友都可以輕鬆擁有。

而今年Panasonic新的4K藍光播

放機DP-UB450更猛，價格直接壓

在萬元之下，產品延續Panasonic 

4K藍光播放機的好體質，並且提

昇了HDR的對應性，同時也維持高

階製品所擁有的Hi-Res檔案播放能

力，讓影音迷可以利用這台便宜的

4K藍光播放機搭配Panasonic今年

新款的電視獲得出色的4K觀影效

果，也可以搭配完整的音響系統聆

聽高解析音樂。

HDR功能強化，動態對比如
虎添翼

講到4K就少不了HDR（高動態

對比）這項規格，現在不管是4K電

視、4K投影機還是4K播放機，基本

上都會支援HDR，因為這個技術能

讓4K的亮部細節表現更為豐富，色

彩的階調性也更好，讓4K影像更接

近真實的觀賞感受。Panasonic過

去許多4K播放機都可對應HDR，高

階機種甚至還有對應環境光源微調

HDR效果的功能。DP-UB450雖然

沒有HDR調整的項目，但它卻具備

支援多種HDR格式的越級本領，除

了基本的HDR、HLG、HDR10+之

Panasonic 
DP-UB450 
萬元之下、眾人之上

更超值的4K藍光播放機來了！
文╱許慶怡

Panasonic 2019年除了推出價格更實惠的4K智慧型電視之外，還帶來一個影音劇院迷們
都十分欣喜的新品，就是推出了最新的4K藍光播放機。這回要介紹的DP-UB450就是今
年新款4K藍光播放機的代表機種，除了具備出色的4K畫質色彩表現以及更完整的HDR對
應規格，還擁有Hi-Res檔案播放能力，能滿足玩家對高階4K訊源的影音期待！規格到位
了，實際表現如何？以下文章就讓我來為大家好好介紹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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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也新增Dolby Vision的對應。

Dolby Vision是Dolby實驗室開發

的HDR標準，規格比HDR 10好，像

是最高亮度可支援到4000nits，色深

支援也可達到12bit，整讓4K HDR畫

面更亮、色彩表現細膩度更高。

另外Dolby Vision技術還可以針對

每一幅畫面進行個別調整，所以觀

看一部電影，畫面不會有忽暗忽亮

的現象。

過去想在4 K藍光播放機上看

到Dolby V is ion列在規格內，往

往都是上萬元的高階機種才會

有，Panason ic將此技術下放到

DP-UB450上頭可以說是今年他們

4K藍光播放機最大的賣點，讓消費

者不用花大錢，就可以輕鬆獲得頂

級4K HDR的畫面效果。

也請你把它當成一部Hi-Res
播放機

過去Panasonic的DMP-UB400

除了具有很完整的4K播放能力，豐

富的多媒體功能也讓它能成為一

台出色的多媒體播放機，消費者可

以透過USB介面、網路介面來播

放各種檔案。而價格更為親民的

DP-UB450是否一樣保有這樣的優

勢？DP-UB450雖然沒有像前一代機

種支援多種網路播放功能，但卻保

留方便好用的DLNA功能，透過LAN

網路端子連接家中的網路，就可以

讓你連上家中區網內播放PC或NAS

等設備的音樂檔案。

另外一個特點是，DP-UB450

承襲Panasonic高階4K播放機支援

Hi-Res高解析音樂播放的性能，透

過外接式USB裝置，你能以本機

播放WAV、FLAC、MP3、AAC、

WMA這些傳統的音樂檔案格式之

外，也可以播放DSD高解析音樂檔

案與ALAC音樂檔案，DSD的部份最

高也能支援到5.6MHz，所以你也可

以把這台4K藍光播放機，當成專業

的Hi-Res播放機來使用。

雙HDMI與數位同軸輸出
也因為DP-UB450是一款可播放

高解析音樂的播放設備，為了滿足玩

家使用上的多元性，在端子配置上

也有精心規劃。一般平價的4K藍光

播放機都只具備一個HDMI端子，使

用方式較為簡潔，直接連接電視使

用，家中有多聲道系統者則直接與環

繞擴大機的BD連接埠對應。

原廠公布規格

●支援播放光碟格式：UHD BD、BD-Video、BD-R/RE、DVD-
Video、DVD-R/R DL/RW、CD、CD-R/RW ●支援播放檔案格
式：MKV、mp4、MPEG、JPEG、MPO、DSD、ALAC、FLAC、
WAV、AIFF ●音效支援：Dolby Audio、DTS-HD Master Audio、
Dolby Atoms/ DTS:X ●HDR對應：HDR10+、Dolby Vision、
HLG●輸出入端子：HDMI輸入×2、同軸音效輸出、USB×1（正
面配置USB 2.0、背面配置USB 3.0）、網路端子 ●耗電：約
27W，待機約1W ●尺寸（W.H.D.）：320×46×193mm ●重
量：約1.2公斤 ●參考價格：9,990元

重要特點

● 價格便宜、性能符合現階段4K觀影需求
● 可對應HDR10+、Dolby Vision、HLG
● 支援雙HDMI輸出，可單獨輸出數位音訊
● 具備網路端子與DLNA機能
● 支援多種Hi-Res音樂檔案格式播放
● 支援Dolby Atoms/ DTS:X多聲道音效格式PRIME 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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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UB450則和高階4K播放機

採用一樣的作法，搭載兩個HDMI端

子，其中一個是Audio Only，可以讓

你觀看演唱會或者其他音樂片時，只

出聲音訊號給擴大機，當成數位播放

機使用。另外背板也有配置一個數位

同軸輸出，你也可以透過數位線將聲

音訊號傳給擴大機，提供用家多元音

訊輸出的方式。

3萬5千元的4K劇院
上個月 P a n a s o n i c發表會

甫結束，我們就趕緊將今年新

品借進來，除了D P - U B 4 5 0之

外，Panasonic今年新款的GX750

系列4K電視也在社內同步評測。同

品牌的產品向來都是最好的搭配對

象，所以我也很順其自然地將本機與

49吋GX750系列4K液晶電視搭配使

用，輪流檢視兩者的效果，24,900

元 的 電 視 搭 配 萬 元 找 一 百 的

DP-UB450，兩者搭在一起不到3萬5

千元，對於想在家裡客廳用最簡單的

方式組一套4K劇院的朋友來說，絕

對是值得參考的經濟型方案。

畫質色彩還原力強
由於DP-UB450沒有複雜的周

邊功能，也沒有網路智慧平台，所

以操作起來相對比較容易一些。放

入4K藍光片進去，讀碟速度也算

快，沒多久21世紀福斯的片頭就出

現在畫面上。測試過程我利用幾片

4K測試片、UHD BD電影，還有4K

影片檔案來檢視畫質，我發現本機

無論是4K影像的銳利度，還是色彩

還原能力、HDR表現，都具有很出

色的水準。比方說測試片中展示的

紅色系水果畫面，蔬果碗盤堆疊在

一起，每個物體不但能清楚看到邊

緣的輪廓，上頭的色階變化也極為

自然，光線明暗漸層感也很強，畫

面看上去具有非常逼真的立體感。

能強化電影暗部細節表現
4K電影畫面表現上，亮部與暗

位中能清楚看到資訊量龐大的細

節，比方說「攻殼機動隊」一片

裡，晦暗的夜店中可以端詳到畫面

每一處的人物、桌椅、吧台擺設的

細節，從晦暗處走出來的人，也能

清楚辨識臉部與衣物配件的樣貌。

片尾攻殼車砲轟素子與英雄時，天

橋被轟垮時落下的碎石、地上的戰

鬥殘渣也都可以看得相當清楚，這

些細節過去我用很多與本套電視價

格差不多的投影機來看，很多都會

被暗位給吃掉，可見高亮度的4K電

視搭配性能良好的4K播放機，即便

價格便宜，還是可以能帶給消費者

很出色的觀賞效果。

不言而喻的高CP值
當然，跟前一代DMP-UB400比

起來，DP-UB450還是有部分規格

上的差異，它沒有搭載HCX影像處

理晶片、沒有智慧網路功能，或許

你會問新品規格反而比較弱，有啥

賣點呢？

其實DP-UB450的調整功能還

算完備，4K輸出設定、HDR功能

開關、輸出色域、音效調整，基本

上都維持上位機種的設定。再加上

DP-UB450與DMP-UB400是不同

級別的產品，兩者約有6千元的價

差，以這個等級的4K藍光播放機

來說，DP-UB450同時擁有完整的

HDR對應性與Hi-Res音樂播放能

力，在同級產中已是異數，而且穩

定的性能與親民的價格，在現階段

的4K藍光播放機市場上相當有吸引

力，很適合小家庭選購4K訊源時做

為優先參考的產品。

進口代理│台灣松下 0800-09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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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UB450功能特點

DP-UB45選單的介面設計也採直覺化的設計，清楚歸類各種輸入的數位檔案資料匣。另外，幫你將本機連上網路線之

後，也可以在家庭網路資料匣中找到區網內的共享裝置，像是電腦或者網路伺服器內的音樂檔案，直接透過這台播放

機播出來，相當方便。在設定選單也提供豐富的功能選擇、調整項目，在這裡你不但可以做HDR格式的開關設定、也

可以針對4K輸出、24p輸出、3D播放功能、音效效果進行微調。如果是進階玩家，本機的進階選單也提供色彩模式設

定、Deep Colour輸出、HDR色域輸出等功能讓你可以做更詳盡的設定，調整功能可以說是相當豐富。

具有出色的HDR效果

DP-UB450具備完整的HDR規格對應，搭配HDR格

式能相呼應的4K電視、4K投影機，你可以看到極為

精細的動態對比效果，4K HDR畫面能具有充裕的

亮度，你更能清楚地端詳亮部細節資訊，以及階調

更為完整的色彩效果，讓4K顯示效果更加出色。

採取雙HDMI的配置

DP-UB450的背板配置極為簡潔，端子型式都以數位為主，完全沒有類比輸出，這也是現在4K藍光播放機的設計趨勢。

背板上有兩組HDMI端子，如果你搭配的多聲道劇院系統所使用的環繞擴大機，是沒有支援HDCP 2.2版權保護機制的舊

款機型，你就可以利用其中一組HDMI端子以HDMI線連接4K電視，另一組只有音訊輸出的HDMI連接擴大機，就可以獲得

完整的4K影音播放享受，而影音訊號分離輸出時，也可以提升聲音表現，觀看音樂片時也能選擇HDMI 2只輸出音效，讓

你將這台播放機當成音樂播放設備，呈現更好的音質效果。

POINT POINT

參考軟體

攻殼機動隊  4K BD

片中的城市無論白天還是夜晚，各角落

都洋溢著一股陰冷灰暗的氣氛，這種背

景晦暗的電影，其實很能讓故事主題突

顯出來，不管是人物的細節還是貫串全

片的霓虹燈廣告，到位的色彩表現力與

HDR效果，都活化了這部電影獨特的科
技與人性拉距的張力，讓整部片具有更

好的戲劇效果。

宮古島 4K BD

本片是試測H D R效果的優質示範軟
體，宮古島不管是白天還是日落的景

象，變化多端的海天景色，都帶有很強

的對比效果，以本機觀看正藍天空中的

白雲細節，可以清楚看到雲朵的灰階變

化；夕陽餘暉灑在波光粼粼海面上，暗

處的浪花、明部的光線反射，也都能轉

換成再自然也不過的真實視感。PRIME A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