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K Retina 顯示器

27 吋 (對⾓線) 5K Retina 顯示器

5120 x 2880 解像度，218 ppi

600 尼特亮度

⽀援 10 億種顏⾊

寬廣⾊域 (P3)

原⾊調技術

可配置：

Nano-texture 玻璃

可⽤參考模式：

Apple Display (P3-600 尼特)

HDTV 影⽚ (BT.709-BT.1886)

NTSC 影⽚ (BT.601 SMPTE-C)

PAL 及 SECAM 影⽚ (BT.601 EBU)

數碼影院 (P3-DCI)

數碼影院 (P3-D65)

設計及印刷 (P3-D50)

攝影 (P3-D65)

互聯網及網⾴ (sRGB)

顯示器

參考模式

https://www.apple.com/hk/
https://www.apple.com/hk-zh/shop/goto/store
https://www.apple.com/hk/mac/
https://www.apple.com/hk/ipad/
https://www.apple.com/hk/iphone/
https://www.apple.com/hk/watch/
https://www.apple.com/hk/airpods/
https://www.apple.com/hk/tv-home/
https://www.apple.com/hk/services/
https://www.apple.com/hk-zh/shop/goto/buy_accessories
https://support.apple.com/zh-hk
https://www.apple.com/hk-zh/search
https://www.apple.com/hk-zh/shop/goto/bag


1200 萬像素超廣⾓相機，122° 視⾓

ƒ/2.4 光圈

⼈物置中功能

⾼度傳真的六揚聲器系統，配備採⽤振動抵消技術的低⾳喇叭

寬廣立體聲

以杜比全景聲播放⾳樂或影⽚時⽀援空間⾳訊

錄⾳室級數三咪⾼風陣列，配備⾼訊噪比及定向波束形成

⽀援「喂 Siri」

可調校斜度座架

傾斜：−5° ⾄ +25°

可配置：

可調校斜度和⾼度座架

傾斜：−5° ⾄ +25°

⾼度調整：總調整⾼度為 105 毫⽶

VESA 掛架連接器

兼容 100 x 100 毫⽶ VESA 座架或掛架

⽅向：橫向或直向

Studio Display 配備可調校斜度座架

相機

⾳訊

⼀個 Thunderbolt 3 (USB-C) 連接埠、三個 USB-C 連接埠

⼀個適⽤於主機 (配備 96W 主機充電) 的 Thunderbolt 3 (USB-C) 上
載埠

三個下載速度⾼達 10Gb/s 的 USB-C 連接埠，可連接周邊設備、儲存裝置

和網絡設備

連接

USB-C

Thunderbolt 3

座架

尺⼨及重量



⾼度：47.8 厘⽶ (18.8 吋) 寬度：62.3 厘⽶ (24.5 吋)

深度：16.8 厘⽶ (6.6 吋) 重量：6.3 千克 (13.9 磅)

Studio Display 配備可調校斜度和⾼度座架

調⾄底端的⾼度：47.9 厘⽶ (18.8 吋) 寬度：62.3 厘⽶ (24.5 吋)

調⾄頂端的⾼度：58.3 厘⽶ (23.0 吋) 重量：7.7 千克 (16.9 磅)

深度：20.7 厘⽶ (8.1 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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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o Display 配備 VESA 掛架連接器

⾼度：36.2 厘⽶ (14.3 吋) 寬度：62.3 厘⽶ (24.5 吋)

深度：3.1 厘⽶ (1.2 吋) 重量：5.5 千克 (12.1 磅)

Studio Display 兼容以下運⾏ macOS Monterey 12.3 或更新的版本的 Mac 型號：

Mac Studio (2022 年)

16 吋 MacBook Pro (2019 年或更新的型號)

14 吋 MacBook Pro (2021 年)

13 吋 MacBook Pro (2016 年或更新的型號)

15 吋 MacBook Pro (2016 年或更新的型號)

58.3 厘⽶

23.0 吋

20.7 厘⽶

8.1 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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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容性

https://www.apple.com/hk-zh/shop/goto/buy_mac/mac_studio_display
https://www.apple.com/hk/studio-display/


MacBook Air (2018 年或更新的型號)

Mac mini (2018 年或更新的型號)

Mac Pro (2019 年或更新的型號)

24 吋 iMac (2021 年)

27 吋 iMac (2017 年或更新的型號)

21.5 吋 iMac (2017 年或更新的型號)

iMac Pro (2017 年)

Studio Display 兼容以下運⾏ iPadOS 15.4 或更新的版本的 iPad 型號 ：

iPad Pro 12.9 吋 (第 3 代或更新的型號)

iPad Pro 11 吋

iPad Air (第 5 代)

Studio Display

Thunderbolt 連接線 (1 ⽶)

電壓：100 ⾄ 240V AC

頻率：50Hz ⾄ 60Hz (單相)

操作溫度：10° ⾄ 35° C (50° ⾄ 95° F)

相對濕度：5% ⾄ 90%，非冷凝狀態

最⼤⾼度：⽬前測試已⾼達 5,000 ⽶ (16,400 呎)

你的 Studio Display 可享有 90 ⽇免費技術⽀援，以及⼀年有限保障。購買適⽤於

Apple 顯示器的 AppleCare+ 服務計劃，可將保障期限延長⾄⾃你購買 AppleCare+
服務計劃的⽇期起計的三年，並能每 12 個⽉享有多達兩次意外損壞的保障服務，每次收取

服務費 (螢幕或機⾝外殼損壞為 HK$799，其他可修理的意外損壞則為 HK$2,299)。

�

包裝隨附內容

電⼒及操作環境要求

有限保障及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