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旦已经划过，2015 的春风正在向我们逼近！但传统的中

国，都似乎更在意的是春节！在 2014的岁末时，想必各大卖场、

电商的产品都在进行着最后的疯狂让利促销，这个时候去选购

一款电视，以换掉家中的 34 寸 CRT,那绝对是恰好时候，有想购

买电视的朋友,或你身边想购买电视的朋友，不妨多多的关注一

下。（编注院文中价格均为 2015 年 1 月 5 日价）。

时下，微信电视、游戏电视、智能电视的推出无疑让我们拥

有了更为舒适、便捷的个性化大屏体验，用户想要玩游戏、刷微

博、观看网络视频甚至是视频聊天这些功能都可以实现。随着国

产中端智能高清电视的崛起，普通消费者已经开始尝试去接受

这类智能新品了。

虽然说超高清 4K 预示着电视分辨率的发展趋势，但目前所

能搭载的内容资源仍以全高清分辨率为主，所以现在选购一款

高清智能电视也是明智之举。一方面高清智能电视可以让用户

观看到目前最高分辨率的网络视频节目，同时可以体验到电视

与手机、平板电脑等智能终端的互动功能。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

的智能电视又该如何选择呢？请关注本期内容！

三星 UA65HU9800（65英寸） 售价:25999元

三

星 UA65HU9800 UHD 电视凭借浩瀚极简的曲面屏幕、隐形支

架构成了“幻月时空”的艺术外观设计，难以置信的 UHD 画质为

用户带来身临其境的观赏体验。超窄边框和隐形支架的设计，看

起来更加有现代感，为用户带来呼之欲出的超高清画面和身临

其境的观赏体验。

三星 UA65HU9800 UHD 电视拥有细致的色彩表现，从屏

幕的任何一个角度观看电视，都可以享受到平衡、舒适的观赏距

离。相较于平板电视，三星 UA65HU9800 UHD电视可在正常观

看情况下增强两倍对比度，绚丽的 4K 画质和宽阔的视野缔造了

前所未有的视觉震撼。

推荐理由：三星独有的自动景深优化深度调节算法，赋予三

星 UA65HU9800 UHD 电视与众不同的画质表现力，通过分析

图像区域及物体间距离，对图像远景、静物、个体进行深度调节，

带来犹如裸眼 3D 震撼的视觉效果。

索尼 KD-55X8000B（55英寸） 售价:8799.00元

索尼 KD-55X8000B 电视是一款推向普通消费者的 55 英

寸的中高端 4K 彩电产品，索尼 KD-55X8000B 配置了索尼独特

的迅锐图像处理、Motionflow XR 200 等画质技术，保证用户可

以看到更为生动、流畅的优秀画面效果。在画质表现能力方面索

尼 KD-55X8000B 电视毋庸置疑。

索尼 KD-55X8000B 电视采用了醇音技术+来确保为用户

提供更具感染力、临场感的环绕声效果。同时索尼 KD-
55X8000B 电视快速、直观的界面来控制您所关注的内容。快速

浏览电视频道、推荐的视频内容、您网络中的照片以及网络内

容。使用电视机的快速启动和快速应用程序，立刻找到您喜欢的

内容。

推荐理由：索尼 KD-55X8000B 电视无论画质表现能力还

是整体音效系统都能为用户展现优秀的 4K 电视体验效果。在索

尼独特的画质技术支持下，用户可以感受到索尼 KD-
55X8000B 电视带来的更为流畅、清晰的体验效果。

康佳 LED55X9800U（55英寸） 售价：7999元

康佳 LED55X9800U 电视是康佳推出的新款十核智能 4K
彩电产品，可以实现 4K 视频解码、网络高清视频播放等功能。全

新的易柚 YIUI 界面可支持用户多主题进行切换，想要通过手

机、PAD 端来实现对康佳 LED55X9800U 电视的操控也毫无问

题。

推荐理由：单从价格来看，康佳 LED50X9800 电视与索尼

KD-55X8000B 电视价格非常贴近，从性价比来说，索尼 KD-
55X8000B 电视肯定为首选，但由于康佳 LED50X9800 采用强

劲的 10 核芯片配置，可以在观看电视、玩游戏的时候提高电视

运行速度，给用户带来更加流畅的画面体验感。易 UI 设计更加

符合用户操作习惯，无论是找应用还是改设置，只需要简单的步

骤就可以实现，能给用户带来更加便捷、轻松的智能电视交互体

验。另外，或许近期还有价格空间，故此依然推荐！

海信 LED50XT900（50英寸） 售价：6999元

海信 LED50XT900X3DU 电视是一款超高清分辨率 ULED
电视新品。4K 级分辨率与堪比 OLED 鲜艳、细腻的画质效果相

结合，带给用户全新的影音体验效果。VISION2.0系统让您随意

下载应用软件、网络视频等。且视频等重要功能之间实现一键切

换，无论您想要进行哪项体验都可以快速、便捷的实时打开。电

视汇功能更是可以让用户更为直接的选择电视节目，提供了更

为便捷的观看体验。用户可以通过媒体读取来播放超高清 4K 视

频节目。

推荐理由：海信 LED50XT900X3DU 电视具备 4K 分辨率与

堪比 OLED的鲜艳、细腻画质效果，同时在 VISION2.0 系统的支

持下用户可以随意下载应用软件、游戏或者视频内容。

长虹 CHiQ电视 50Q1N（50英寸） 售价：5876元

长虹 CHiQ 电视 50Q1N 是一款 50 寸的智能、4K 新品电

视，用户想要播放 4K 片源、高清网络视频、3D 电影等功能都完

全可以实现。同时支持多屏互动功能的 CHiQ 电视 50Q1N可以

让您用手机、PAD来实现对于电视的完全操控。

长虹 CHiQ 电视 50Q1N 外观上和之前推出的 CHiQ 电视

并无太大差别，弧形底座搭配超薄边框设计显得非常大气，同时

也让电视屏幕尺寸显得更大。值得一提的是长虹 CHiQ 电视

50Q1N 的 LOGO 设计直接用柔美的线条代替了悬浮式呼吸灯

设计，操控指令通过“CHIQ”LOGO 直接表现出来。

CHiQ 电视 50Q1N支持观看网络视频功能，同时用户可以

根据兴趣在应用商店里下载各种游戏、资讯类电视端应用软件，

通过 CHiQ 电视 50Q1N 可以让您体验到更为智能、个性的大屏

智能生活。同时支持 4K 解码、3D观影等主流功能，让您看爽各

路大片无压力。

推荐理由：长虹 CHiQ 电视 50Q1N 的特色功能，能带给用

户更加舒适、便捷的大屏互联生活，无论在下载应用还是观影方

面都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实现，通过多屏协同功能可以实现对于

电视的完全操控，同时对于用户在进行观看电视时也提供了便

捷、快速的操作途径。

创维 55E8EUS（55英寸） 售价：5799元

创维 55E8EUS 是一款 55 寸的超高清 4K 智能彩电新品，

酷开系统提供给用户更为清晰简约的界面 UI，同时创维

55E8EUS 电视会根据用户行为进行分析，将常使用的应用、影

视内容前置以便再次进行体验。创维 55E8EUS 想要下载应用、

观看网络视频都可以进行实现，同时通过关注微信的方式也可

以对创维 55E8EUS 电视实现遥控工作。创维 55E8EUS 电视分

辨率达到 3840*2160 超高清 4K 级别，可以为用户显示清晰度

为全高清 4 倍的清晰画质效果，同时四核 GPU+双核 CPU+双

核 VPU 的强劲硬件配置保证了创维 55E8EUS 可以较好实现

2K 转 4K 画质技术，同时保持在播放影片时画面流畅效果。

用户可以一键实现应用、视频、设置以及直播节目等内容的

切换，同时创维 55E8EUS 电视会根据用户使用习惯（频率）来智

能排序内容，方便下次再次进行体验。用户可以通过微信关注的

方式来进行多屏互动体验，同时创维 55E8EUS 电视会将一些视

频节目推送到用户手机上。

推荐理由：创维 55E8EUS 电视屏幕分辨率达到超高清 4K
级别，同时可以进行 2K 转 4K 来提升全高清视频画质效果。在

八核芯片的硬件支持下保证了创维 55E8EUS 电视可以流畅、清

晰的播放 4K 超高清内容资源，同时酷开系统也为用户提供了更

为智能、便捷的操作体验。

小米电视 2（49英寸） 售价：3999元（家庭影院版）

小米电视 2 采用来自 LG/华星光电 4K 超高清 3D 面板，拥

有 3840x2160 的超高清分辨率，背光模组由瑞仪光电打造。另

外，小米电视 2 还配备了 MStar 四核 1.45GHz 处理器，Mali
450-MP4 图形处理器，2GB+8GB 存储组合，2x2 双频天线，支

持 USB 3.0 标准。在此基础上，小米电视 2 还采用三大画质增强

技术：4K 图像增强技术，能够压缩痕迹修复，使图像更清晰。靓

色技术修正肤色、改善局部鲜艳度和对比度，使色彩更艳丽。分

区光控技术让对比更鲜明。

推荐理由：小米电视 2 搭载的是自家研发的 MIUI TV 系统，

基于安卓开发，内置蓝光、3D 专区，可以与小米手机、小米路由

器做到无缝对接。除此之外，小米电视 2还配备低功耗蓝牙遥控

器，使用一颗纽扣电池，具备蜂鸣找回功能，可通过电视遥控寻

找，小米手机也可当作电视遥控器。

（紧转本期 13 版冤 殷四川 辛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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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春节：值得选购的电视推荐（ 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