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表

HP V270 27 吋顯示器
透過 HP V270 27 吋顯示器
來提高生產力，並享受充足
的 Full HD 畫面空間。經濟
實惠的價格，提供窄邊框、
大螢幕和靈活連線功能，實
現最佳的高效率工作空間。

充足的畫面空間
• 對角 27 吋大螢幕和窄邊框提供更寬廣的畫面檢視空間，讓您更容易提升生產力；
用輕薄的大邊框設計，打造出優雅工作空間。

生動的展示功能
• 對角 27 吋大螢幕和窄邊框提供更寬廣的畫面檢視空間，讓您更容易提升生產力，
打造出優雅工作空間。

靈活連線功能與高效率的工作空間
• 透過 VGA、DVI 與 HDMI 輸入，使用最佳的連線方式，同時利用整合式 100-mm VESA
孔型，將選定的 HP 電腦直接安裝在顯示器背面，或是將顯示器安裝於牆壁、支架
或底座上，空出寶貴的桌面空間。1

功能
• 運用智慧節能設計 (符合 ENERGY STAR® 認證)，降低耗電量並節省成本。
• 保證您的 IT 投資享有三年標準有限保固服務。若想得到更完整的保固，請選購 HP
Care Pack 服務。
• 內建的低藍光功能，讓您無論白天或夜間都能舒適觀看。HP V270 符合 TÜV
Rheinland 認證，可讓您輕鬆開啟或關閉藍光選項，提供最理想的觀看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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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 V270 27 吋顯示器規格表

顯示器類型

ADS 含 LED 背光

面板有效區域

23.53 x 13.24 吋 59.78 x 33.63 公分

顯示器尺寸 (對角線)

68.58 公分 (27 吋)

可視角度

178°
水平；178°
垂直

亮度

300 cd/m² 1

對比率

1000:1 靜態；10000000:1 動態1

反應率

5 ms 灰階至灰階 (使用 Overdrive)1

產品顏色

黑色

畫面寬高比

16:9

原始解析度

FHD (60 Hz 時為 1920 x 1080)

支援解析度

1024 x 768；1280 x 1024；1280 x 720；1280 x 800；1440 x 900；1600 x 900；1680 x 1050；1920 x 1080；
640 x 480；720 x 400；800 x 600

顯示器功能

防眩光；BrightView 面板；語言選擇；LED 背光；螢幕控制；隨插即用；使用者可編程；抗靜電

使用者控制

亮度；色彩控制；對比；結束；影像控制；資訊；輸入控制；語言；管理；選單；電源控制

輸入訊號

1 個 DVI-D；1 個 VGA、1 個 HDMI 1.4
HDMI 與 DVI-D 支援 HDCP

輸入電源

輸入電壓：100 至 240 VAC

耗電量

35 瓦 (最大)，31 瓦 (一般)，0.5 瓦 (待機)

含底座的尺寸
(寬 x 深 x 高)

24.42 x 9.45 x 17.43 吋
62.02 x 23.99 x 44.26 公分

不含底座的尺寸
(寬 x 深 x 高)

24.42 x 1.78 x 14.26 吋
62.02 x 4.51 x 36.22 公分

重量

11.46 磅
5.2 公斤
含底座

人體工學功能

傾斜度：-5 至 +20°

實體安全功能

立即可用的安全鎖 (鎖為另行販售)

環保節能

作業溫度：5 至 35°
C
作業濕度：20 至 80% RH

節能標章

通過 ENERGY STAR® 認證

驗證與安規符合

澳洲紐西蘭 MEPS；BSMI；CB；CCC；CECP；CEL；ISC；KC；KCC；PSB；SEPA；VCCI；越南 MEPS；WEEE；
Microsoft WHQL 認證 Win-10、Win-8、Win-7

環保規格

不含砷的顯示器玻璃；不含汞的顯示器背光

產品內容

顯示器；AC 電源線；VGA 線；CD (包含使用手冊、保證書、驅動程式)

請參閱最後一頁的重要法律免責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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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的配件與服務
HP 單一顯示器機臂

HP 單一顯示器機臂是您工作時完美的桌面配件。時尚精簡的 HP 單一顯示器機臂是
專門為配合您的工作方式而設計。
產品編號：BT861AA

HP 商用電腦安全鎖 v2

HP 商用電腦安全鎖 v2 套件，可協助避免機殼遭到侵入，維護電腦及顯示器在工作
場所與公共區域的安全。
產品編號：N3R93AA

套件

HP 5 年次營業日到府大型
顯示器硬體支援

針對遠端支援無法解決的運算裝置問題，提供 5 年次營業日到府維修，由 HP 認
可的技術人員到府維修您的運算裝置。有關 Care Pack 服務的詳細資訊，請參見
www.hp.com/go/cpc。
產品編號：U7937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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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附註
1
2

關於確實的 PC 與精簡型用戶端相容性，請參閱產品的規格速查表 (另售)。需要購買另售的 HP Quick Release。安裝硬體為另售。選購件為另售。
HP Care Pack 服務為另售。HP Care Pack 服務的等級和回應時間，可能會因您的所在地而有所不同。服務於購買硬體當日即開始生效。受限於某些限定和限制條件。
詳細資訊請參閱 www.hp.com/go/cpc。HP 服務受適用的 HP 服務條款管理，包括購買時提供給客戶或向客戶表明的服務條款。根據適用的地方法律，客戶可能擁有其他法律權利，此權利不受 HP 服
務條款或 HP 產品提供之 HP 有限保固的影響。

技術規格附註
1

所有規格係指由 HP 的零組件製造商提供的一般規格；實際效能可能會較高或較低。

請註冊取得最新資訊
hp.com/go/getupd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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