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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錄
DVD

燒錄
DVD

一疊疊的公司文件，一本本的相薄佔據不少空間，撿索特定目標也不容易。因此很多人喜歡利用光碟

片儲存數據，方便又環保。但如果買來的光碟片不能進行燒錄或讀取所儲存的數據，白費精神又浪費金錢。

且讓我們看看光碟片的可靠性及使用時須注意的事項。

生活百科

國 際 消 費 者 研 究 及 試 驗 組 織

（Internat iona l  Consumer  Research  &

Testing）去年在德國進行了一個DVD光碟

片儲存數據可靠性的測試，共測試了當時

流行的43款型號，當中包括DVD-R、 DVD-

RW、 DVD+R 和 DVD+RW 的光碟片。雖然

樣本品牌在本港有售的不多，但結果也頗

具參考性，特撮要給讀者參考。

測試分三部分：

1. 光碟片的耐用性測試，包括透過防

刮花、高溫、溫度轉變、化學及光線強度測

試，以評估光碟片的耐用性。

2. 光碟片的讀寫功能測試，透過安裝

於電腦上不同品牌的DVD燒錄機進行燒錄

過程並讀取數據。

3. 光碟片與DVD播放機和DVD錄影機

的相容性測試，透過不同品牌的DVD錄影

機，以高品質（high quality）、正常（normal）及

長播（long play）模式錄影電視節目，再經不

同品牌的DVD播放機播放而進行測試。

測試結果
防刮花測試

有關耐用性測試的結果顯示，除了擁

有防刮花保護功能（scratchproof）的光碟

片外，其餘經防刮花測試後，均不能使用。

一些光碟片燒錄效果較差

在讀、寫的測試中，樣本都可在安裝

於電腦上的DVD燒錄機燒錄及讀取數據，

並有良好的燒錄速度。然而，測試發現並不

是所有經燒錄的光碟片都有良好品質，一

些經燒錄後品質較差。品質較差的光碟片，

讀取時出現錯誤的機會較高。但如果購置

一部性能較佳的DVD燒錄機，燒錄光碟片

的效果可能有所改善。

與DVD播放機和DVD錄影機的

相容性測試

在DVD光碟片與DVD播放機和DVD錄

影機的相容性測試中，發現一些DVD錄影機

不接受某些品牌的光碟片，有些錄影失敗，

有些雖錄影成功但不能讀取，包括是由同

一部錄影機進行錄影的視像。另一方面，測

試亦顯示不是所有DVD播放機都能夠讀取

光碟片錄得的數據，而一些DVD播放機在讀

取數據時產生錯誤訊息。測試機構相信不

同的錄影格式對讀取功能都有影響。

測試結果顯示約有85%的光碟片樣本

具有良好的播放機和錄影機相容性。不過，

如果用戶擁有一部性能佳的錄影機，採用哪

一類DVD機支援格式的光碟片，相容性問題

應不會太大。但如果擁有的DVD錄影機性能

不太好，用戶便應選購一些註明與該類型

DVD錄影機具有良好相容性的光碟片。

如何選購光碟片?
1） 必須留意光碟外觀。如果CD光碟

片在表面有灰塵或輕微的花痕，只要用清

潔的棉布輕抹一下，便可讀取數據或繼續

燒錄，但DVD光碟片一旦有灰塵或者花痕，

由於DVD光碟片比CD光碟片有較高的數據

密度，縱使用清潔的棉布抹擦，灰塵或花痕

仍可能留存在光碟片上的小坑，令數據不

能被讀取或不能成功進行燒錄。因此在選

購DVD光碟片時，應選擇光潔無痕、沒有損

壞的產品。

2） 要確保光碟片沒有破損，用戶可以

仔細觀察光碟片的顏色是否均勻，周邊和內

側的鍍膜處是否完整及有沒有透明的保護

層。一般用戶只留意光碟片沒有圖案的一面

有沒有刮花，而忽略了有圖案的一面，其實

這一面是否有花痕也很重要，因為花痕會導

致光碟片的壽命縮短，如果光碟片用來作燒

錄，該區域可能無法刻入數據。

DVD光碟片儲存數據可靠性測試

光碟
全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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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同的光碟機支援的光碟片格式

不同，宜先瞭解已購置的光碟機或燒錄機

支援的光碟片格式，否則或不能正確讀取

碟上的數據或數據可能被不正確記錄，甚

至令已燒錄的數據受損。

4） 在購買光碟機時，速度是一個很重

要的考慮因素，購買光碟片時速度同樣是考

慮條件之一。假使光碟片並不是唯讀模式而

是用來進行燒錄的，那麼光碟片的速度應該

與燒錄機的速度相配，否則燒錄時可能得不

到預期的效果。

5） 避免購買已經拆封、沒有包裝而放

置在櫃檯上售賣的散裝光碟片，它們的保護

較獨立包裝的光碟片少，因此刮花的機會也

較高。即使散裝光碟片售價比獨立包裝的便

宜，包裝完整同樣重要，以確保光碟片有良

好的燒錄成功率與資料保存期限。

使用及儲存
1） 除非光碟片本身有防刮花保護層，

否則接觸光碟片時最佳的保護辦法是戴上

軟絨手套，以防造成花痕。

可作多次燒錄的光碟片。

2） 光碟片對光線非常敏感，切勿將它

們放置於陽光底下，應該儲存於陰涼處。

只可燒錄一次的光碟片。

常見問題
Q:便宜的光碟片可靠嗎？

A:單靠售價並不能推斷光碟片的可靠性，便宜的光碟片未必不可靠，正如較貴的光碟

片也未必一定可靠。不過國際消費者研究及試驗組織在2004年進行的DVD光碟片

儲存數據可靠性測試中發現，售價廉宜的光碟片樣本一般問題較多，例如與燒錄機

的相容度較差、耐用性較弱。

Q:當空光碟片不能被燒錄時，可以怎辦呢？

A:用戶可以嘗試更新DVD燒錄機的韌體（firmware），如果此辦法不行，不妨利用其他

品牌的光碟片進行燒錄。另外當遇到光碟片不能在其他播放機播放時，這是由於不

同的電腦燒錄機或DVD錄影機支援的光碟片格式不同所致，特別是一些舊式的DVD

播放機。補救方法？不妨更換光碟片的類型，例如原本是採用“R”的光碟片，改為利

用“RW”的光碟片；或更改錄影模式，例如由“高品質（high quality）”更改為“長播

（long play）”模式。

Q:可以放心買一整袋空白光碟片嗎？

A:這類型包裝的光碟片，一般售價比較便宜，但如果一次過買了大量的光碟片，才發

現它們不適用於家中的燒錄機，便平白浪費了金錢。因此最好的做法是先購買一張

獨立包裝的新空白光碟片，確定它適合後，才購買一整袋。

Q:應購買哪一類型的光碟燒錄機？

A:如燒錄機能夠支援多種格式，並提供最少乘以四倍（4x）的燒錄速度，相信會為用戶

帶來較大的方便。

Q:是否所有光碟片都有紫外線保護層呢？

A:目前只有部分專用於DVD錄影機的光碟片才有保護，其他光碟片多數沒有保護。因

此應避免把光碟片放置於陽光下，應放於陰涼處。

Q:如何清潔光碟片？

A:不少人用紙巾以轉圈動作清潔光碟片，做法並不正確。應該用軟絨布由光碟圓心直

線向碟邊抹淨。

Q:為甚麼印有“RW”標號的DVD光碟片，只能作一次燒錄而不能多次燒錄呢？

A:只有印“DVD+RW”、“DVD-RW”標號的光碟片，才可多次燒錄；而有“DVD+R”、

“DVD-R”標號的，只可作一次燒錄。但消費者值得留意，在“＋”的系列中，不論是燒

錄一次或多次的光碟片，“RW”的標誌均會出現，一些光碟片的“RW”標誌會以較大

字樣印在包裝當眼處，至於用來區別光碟種類的"DVD+RW"或"DVD+R"字眼反而以

較小字體印在"RW"標誌底下，用戶應特別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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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光碟片的類型
■ CD-ROM 光碟片 ： 屬唯讀性的，普

遍用於家用電腦，例如電腦遊戲光碟、唱片

公司發行的音樂CD、以及電影VCD等。用戶

可能經常聽到「我的CD-ROM壞了」，而分不

出究竟CD-ROM是指光碟機還是光碟片，其

實CD-ROM Disc是指光碟片，而CD-ROM

Driver才是指「唯讀光碟機」。

■ C D - R 光碟片： R 是英文字

“Recordable” 的縮寫，即可記錄的光碟片。

特性是它們只能燒錄一次，儲存量約650至

超過800 MB。市面上看到的CD-R光碟片有

不同的顏色，包括金片、綠片、水藍片、銀片

等，這是由於光碟片使用了不同的染料層

所致。

■ C D - R W光碟片：RW是英文字

“ReWritable” 的縮寫，即可重複記錄多次的

光碟片。特性是它們有複寫功能，一般聲稱

複寫次數可接近1,000次，假使燒錄的過程

出現錯誤，只要利用抹寫功能，光碟片仍能

重新使用，記錄資料。

DVD光碟片的類型
DVD是英文字“Digital Video Disc”的

縮寫，意思是數碼影碟，亦有人將它譯為

“Digital Versatile Disc”，意即通用光碟。雖然

DVD光碟片與CD光碟片的外形相似，但結

構並不相同。DVD光碟片的數據密度比CD

光碟片高，因此儲存量也較大。DVD光碟片

認識光碟片的特性
本身也有不同的結構，資料儲存量由4.7 GB

至17 GB 不等，相等於7至25倍的650 MB

CD儲存量，因此在記錄容量方面，DVD光碟

片比CD光碟片優勝。

DVD+R、DVD+RW，與DVD-R、DVD-

RW的特性相似。事實上目前光碟片沒有統

一的標準格式，用戶可能發現一些光碟片

在“DVD”的字樣後有 “+” 號而一些則有

“-” 號，這是由於燒錄採用不同技術所致。

此外，每一種DVD格式均相繼推出容量雙

倍的雙層版本（DL）。

在表二中可以看到CD-ROM光碟片與

DVD光碟片的體積相同，但是DVD光碟片的

儲存量卻比CD-ROM光碟片大。原因是DVD

光碟片擁有較短的訊號軌距、

較細小的坑洞和採用較短的

波長。

光碟片上有很多很多的

坑洞，是用來存取數據的，坑

洞面積越細小，數目越多，能

儲存數據的容量越大。而訊號

軌距就像坑洞與坑洞之間的

距離，距離越短光碟片上可容

納坑洞的數目越多，儲存量越大。由於縮小

了坑洞大小及訊號軌距，激光聚焦於光碟

片上的光點也應相對縮小，而採用較短的

波長的激光便可縮小光點的直徑，這樣便

能準確地讀出細小的坑點而不會越軌。

另外， CD-R光碟片和DVD光碟片的特

性亦包括 ：CD-R光碟片採用的物料耐用性

較高；DVD光碟片採用的染料光線敏感度

較高；DVD光碟片擁有良好的錯誤糾正功能；

DVD光碟片擁有較高的結構密度。

光碟片的壽命與可靠性
不少用戶對光碟片的壽命、保存資料

的時間提出疑問。原因是光碟片近年方才

廣泛採用，流行時間尚短，壽命還沒有得到

時間的驗證，所以暫時未有光碟片壽命的

確實數據。雖然如此，專家指出不同光碟片

之間有不同的耐用性，耐用性愈高可靠性

會較高，而壽命亦相對較長。然而，專家亦

同時指出單靠耐用性的因素並不能預測光

碟片的壽命。

影響光碟片的讀寫因素
由於DVD光碟片結構密度非常高，所

以一旦有灰塵或劃痕，就可能無法正確被

讀取或被燒錄。

影響光碟片的讀寫功能的因素主要

包括：錄影系統、光碟片、影碟機和燒錄軟

件程式。專家指出由光碟片產生不適當的

相容性的機會約有一成，而大多數此類問

題均能由更新光碟機中的韌體（firmware）

解決。

120 mm

1.2 mm

1.6 μm

0.83 μm

780 nm

0.65 GB

CD光碟片 DVD光碟片

直徑

光碟厚度

訊號軌距

最小坑洞大小

波長

結構作單面單層
讀取信息的儲存量

120 mm

1.2 mm

0.74 μm

0.4 μm

635/650 nm

4.7 GB

表二 : 比較DVD光碟片與CD光碟片

格式 用途與特性

DVD-ROM

DVD-Movie

DVD-Audio

DVD-R/+R

DVD-RW/+RW

DVD-RAM

唯讀性DVD光碟片，普遍用

於家用電腦

普遍用於家庭影音

普遍用於音樂欣賞

只可燒錄一次的DVD光碟片

可以燒錄多次的DVD光碟片

可以燒錄多次的DVD光碟片

表一 : DVD光碟的格式

用戶都會希望數據能長久保存，但必

須明白在科技發展一日千里的年代裏，今

天的科技很快會被取代，縱使光碟片能運

作一年、十年，甚至一百年，若干年後光碟

片的配套也可能不復存在，光碟片內的數

據也因而不能讀取。

假如用戶有數據需作長期保存，不妨

嘗試以下辦法：

將數據燒錄於兩張光碟片，分別放

置於兩個清潔、陰涼、乾爽的地方並作定

期檢查，同時肯定它的讀取器(最好有兩

部)能正常運作。最好每兩年將光碟的資

料抄寫回硬碟機，再重新燒錄一次，假如

已有新科技產品面世，利用它再複製多一

個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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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 牌子 型號

獨立
包裝
的售價
[1]

倍速
聲稱原產地

[2]
標籤語言

保用或耐用程度聲稱
[3]

注

只可燒錄 1次的光碟片

可作多次燒錄的光碟片

DVD+R

DVD-R

DVD+RW

DVD-RW

怡敏信 Imation

新力 Sony

飛利浦 Philips

威寶 Verbatim

三菱 Mitsubishi

TDK

TDK

怡敏信 Imation

怡敏信 Imation

新力 Sony

威寶 Verbatim

三菱 Mitsubishi

TDK

TDK

怡敏信 Imation

飛利浦 Philips

威寶 Verbatim

三菱 Mitsubishi

TDK

威寶 Verbatim

三菱 Mitsubishi

TDK

8x DVD+R Recordable
Disc 4.7GB

DPR47

DVDRIS08

694799

DTR47H1

Data DVD+R47AC

Super Hard Coat
超硬 DVD
DVD+R47HCG

4x DVD-R Recordable
Disc 4.7GB

8x DVD-R Recordable
Disc 4.7GB

DMR47

694835

CDHR47H1

DVD-R47AC

Super Hard Coat
超硬 DVD
DVD-R47HCG　

4x DVD+RW Rewritable
Disc 4.7GB

DVDRWIS08

694520

DTW47V1

DVD+RW47MEB
694836

DHW47Y1

DVD-RW47AC

$11

$17

$14

$10

$10

$13

$20

$11

$11

$17

$10

$10

$13

$20

$12

$15

$15

$13

$17
$15

$13

$17

表三 : 市面部分DVD光碟片資料

8x

8x

8x

8x

8x

8x

4x

4x

8x

8x

8x

8x

8x

4x

4x

8x

4x

4x

4x
4x

4x

4x

日本、台灣

台灣

台灣

台灣

台灣

台灣

日本

日本、台灣

日本、台灣

台灣

台灣

台灣

台灣

日本

日本、台灣

台灣

台灣

台灣

台灣

台灣

台灣

台灣

英文

英文、中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日文

英文

英文

英文、中文

英文

英文、中文、日文

英文

日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中文、日文

英文

英文

英文、中文、日文

英文

表列光碟片共通的規格：
數據容量 ： 4.7 GB
可容納片長： 2 小時　
用途 ： 音樂欣賞、電腦遊戲、家庭影音、數據儲存　
結構 ： DVD5

[1] 售價根據本會於2005年4月在市面調查所得，僅供粗略參考。不同商店和地區售價可能有分別，購買前應向不同的零售商查詢及比較。

[2] 製造商或代理商聲稱的產品製造地。

[3] # 所有代理商均聲稱，可作多次燒錄的光碟片的燒錄次數約為1,000次。
※ 用戶如發現產品因製造過程而受損壞，可向代理商要求更換。
＊ 用戶如發現產品因製造過程而受損壞，可於一年內向代理商要求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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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聲稱擁有以下特色：

耐磨損度、耐污性、

抗污性、防靜電、

抵抗紫外線紫外線保護

(UV-CUT)樹脂基板、防光

※

※

※

※

※

※

※

產品聲稱擁有以下特色：

耐磨損度、耐污性、

抗污性、防靜電、

抵抗紫外線紫外線保護

(UV-CUT)樹脂基板、防光

※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