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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系列特点

IMD封装，Mini 4 in 1 LED，增强焊盘强壮性

纳米涂层，墨色一致，提升观看舒适性

采用纳米涂层技术，消除散光影

响，使光线柔和均匀发出，确保

一致性，提升观看舒适性。

IMD集成封装工艺，Mini 4 in 1 

LED，灯珠焊盘强壮性提升4

倍，有效解决小间距产品灯珠脆

弱性问题，减少产品掉灯率，产

品更稳定可靠。

微面光源，降低摩尔纹

4 in 1像素集成，超小灯珠间距，

使显示屏接近于面光源，消弱

LED颗粒感，降低摩尔纹，精彩

内容高质共享。

Mini 4 in 1 墨色一致 降低摩尔纹 全球专利 HDR显示 广视角



CV系列特点

多项专利，彰显科技魅力

多合一封装增加单灯黑色区域，提

升显示效果；行列电路设计，提升

生产效率；十字沟槽防串光技术，

提升对比度，让画面更清晰。多项

技术已申请全球40+专利。

卓越显示，细节处见真迹

奥拓自研控制系统加持，色域覆

盖110%NTSC， HDR技术，提

升色彩表现能力，各处细节展现

无遗，使观看者接收全面的展示

信息。

超宽视角，内容无死角覆盖，不同位置同享精彩

近180度广视角，播放内容覆盖

绝大部分区域，保证在屏体前任

何位置能够欣赏到完美影像。



地蓝光护眼 超轻超薄 无线连接 三轴六向 共阴节能

CV系列特点

豁免级低蓝光认证，健康护眼

4 6 0 n m 下 辐 射 亮 度 为

0.008492W/㎡/nm，远低于

100W/㎡/nm无危害标准，测试

结果达到豁免级，健康护眼。

超轻超薄，节约使用成本

单箱体厚度38mm，重量5kg，

轻薄设计，节约运输成本及安装

成本，安装后屏体更加美观。

无线连接，超屏体验

屏体背面看不到箱体间连线，不

破坏整体性，使用现场更整洁美

观。

低蓝光护眼

安全可靠



CV系列特点

6向调整技术，保障屏体不会有明

显的段差、间隙，全方位解决小间

距平整度、拼装问题。

多项技术实现综合节能，高效环保

采用共阴技术结合超低电压闭环

供电及动态节能技术，使功耗降

低20%，高度节能，降低屏体发

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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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轴六向可调技术，让大屏平滑

安全可靠

从原材料选型和电路设计上充分

考虑使用安全性，满足电磁兼容

性和防火的要求，使产品更安全

可靠。



型号

像素间距

LED类型

像素密度

分辨率

像素组成

箱体尺寸

箱体面积

箱体重量

箱体材料及颜色

校正后亮度

可视角度

颜色处理深度

刷新率

输入电压

对比度

最大功率

平均功率

防护等级

维护方式

使用寿命

运行环境

CVES1.2

1.25mm

Mini

640,000点/m²

480 x 270

CVES0.9

0.9375mm

Mini

1,137,777点/m²

640 x 360

1R 1G 1B

600mm x 337.5mm x 38mm

0.2025m²  

5±0.5kg   

压铸铝，黑色 

   

24位   

1920-3840Hz   

AC100V to AC240V，50 or 60Hz

Mini：水平：170°±8°;垂直：170°±8° SMD：水平：160°±10°;垂直：160°±10°

IP30   

前维护   

100,000小时   

温度：-10℃ - 40℃ / 湿度：10% - 80% RH   

600 nits550 nits 600 nits 1000 nits 1200 nits

CVES1.5

1.5625mm

Mini

409,600点/m²

384 x 216

CVES1.8

1.875mm

SMD

284,444点/m²

320 x 180

CVES2.5

2.5mm

SMD

160,000点/m²

240 x 135

6000 : 1

130W

55W

6000 : 1

155W

60W

6000 : 1

120W

50W

3000 : 1

100W

35W

3000 : 1

105W

45W

备注：因配置不同，参数会有变化，仅供参考

CV系列规格参数



济南  济南市槐荫区经一路273号群盛华城5号楼1-1302

青岛  青岛市四方区温州路7号万和家园小区711室

上海  上海市静安区江场三路36号301室

杭州  杭州市江干区新城时代广场2幢1102室

温州  温州市瓯海梧白工业园15-19号大城管家117室

宁波  宁波市海曙区冷静街43弄太阳公寓1号楼20层A座

金华  金华市北山路125号2棟2单元101室

福州  福州市鼓楼区六一北路东城边街31号灰炉新苑

        2幢1505室

厦门  厦门市思明区金鸡亭小区西林东里41号412室

南平  南平市延平区中山路99-11号503

泉州  泉州市丰泽区泉秀路北侧虹景商业城1号楼8012室

南京  南京市雨花台区凤锦路26号/南京奥拓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

徐州  徐州市云龙区淮海电器综合楼2号楼一单元302室

苏州  苏州市工业园区中新路南徐家浜二村36幢204室

南通  南通市钟秀东路食品城福景苑2栋705室

无锡  无锡市梁溪区上马墩二村41单元301室

泰州  泰州市海陵区南园新村104栋106室

连云港  连云港市海州区盐河北路181号蔷薇小区8幢

           4单元501室

南昌  南昌市西湖区解放西路3号附1号1单元302室

合肥  合肥市马鞍山路与屯溪路交叉口东环广场B-1102室

芜湖  芜湖市镜湖区天泰花园2#楼1单元402室

广州  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下路81号之一新裕大厦23楼JK单元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学府路63号高新区联合总部大厦9-10楼

惠州  惠州市惠城区龙西横街13号301室（市汽车总站对面小区）

珠海  珠海市香洲区敬业路9号4栋一单元201

佛山  佛山市南海区机场路口富安花园A区美安苑A座

汕头  汕头市长平路18号306室

东莞  东莞市城区育华路种子公司综合楼206室

湛江  湛江市霞山区海滨大道南43号

中山  中山市西区翠景花园1期2栋602

南宁  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178号昊然风景6栋3单元908房

海口  海口市府城镇龙昆南路富人阁别墅C3幢101房

郑州  郑州市金水区花园路22号院1号楼3单元39号

武汉  武汉市洪山区光谷E城E3栋3楼

长沙  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一段海东青大厦A座1004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11号紫光发展大厦A座1501室

天津  天津市河东区金湾花园1-4-302

石家庄  石家庄市桥东区大经街天滋嘉鲤南区5-3-2902

山西  太原市小店区长风新村东区11号楼2单元201号

内蒙  郑州市金水区花园路22号院1号楼3单元39号

      （由郑州办事处兼任）

西安  西安市莲湖区龙首北路西段26号中天雅苑3栋1单元

        2405室

甘肃  兰州市城关区南山路红山万和城18楼1单元2504

青海  西宁市城东区八一中路35号康乐24号楼2单元231

宁夏  银川市金凤区北京中路荣锦苑西区12-2-201

新疆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友好路198号新疆大公馆

        C座2507室

昆明  昆明市盘龙区新迎4组团2幢2单元304号

红河  红河洲个旧市个旧个钉路34号2单元602室

贵阳  贵阳市云岩区浣沙桥浣沙巷2栋7单元303

成都  成都市武侯区益州大道北段366号1栋1号

        安格斯国际中心1503

内江  内江市市中区玉环巷41号附16号

南充  南充市顺庆区和平东路63号1幢3单元3楼（3-1）

重庆  重庆市江北区平安摩卡1栋802

西藏  拉萨城关区慈松塘中路顺通小区

哈尔滨  哈尔滨市南岗区嵩山路111号B栋三单元301室

长春  长春市宽城区凯旋路凯悦世纪广场B座1820室

沈阳  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166号电业园B座3508室

大连  大连市甘井子区西南路甘居45号

华东区 华南区

西南区

东北区

西北区

华北区

华中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