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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核： 张 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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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件中包含的所有信息内容最终解释权归嘀嗒酷显科技有限

公司，所有未经授权和允许的复制都是不被认可和应被禁止的。

*此文件中包含所有的参数数据信息为此系列标准版机型的参数

信息，不代表我司此系列产品所有的参数数据，实际参数数据要以与

销售签订的具体型号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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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概述
概述：

本产品为我司标准系列产品之一，尺寸包括 32、43、49、55 通用尺寸，

由于触摸方案可前拆、触摸超低、背光一体，前框型材表面非常窄的特性使得这

一产品被众多客户所喜爱，被广泛的应用于售楼大厅、餐饮、连锁超市、金融、

服装、车站机场互动导视查询等。

该机型集成了市面主流的安卓、嵌入式网络、X86 主板方案，满足市场的

应用要求，

特点：

1.1 铝合金拉丝阳极氧化外框,五金模具成型一体后壳

1.2 4MM 物理钢化防暴高透玻璃,加强视觉效果,提升触摸体验

1.3 高速 6/10 点触控书写体验,更好的圆滑度,更快的书写速度

1.4 超窄拉丝面框,超窄设计,整体面框单边仅 18.5MM

1.5 超低触摸高度,整机触摸高度才 6.4MM,提升整机触摸效果及外观效果

1.6 红外触摸前拆设计,整机全部模块化设计

1.7 整机一体化,整机黑边仅有 8.5MM,外观效果更美观

1.8 隐藏式端子设计

本产品触摸可前拆维护，前框拉丝型材超窄边，后壳利用独特的设计直接吻

合在裸屏的边框上，采用模块式安装方案，便于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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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品参数说明

2.1 显示参数

屏规格

尺寸 32”

显示区域 697.685mm(H)×392.256mm(V)

点距 0.17025 mm x 0.51075 mm

最佳分辨率 1366*768RGB

显示比例 16:9

亮度 350cd/㎡

对比度 3000：1（Typ.）透射

亮度均匀性 >72%

响应时间 9.5ms

显示色彩 8 bit/16.7 Billion

背光源 LED

屏寿命 >50000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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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规格

尺寸 43”

显示区域 941.184mm(H)×529.416mm(V)

点距 0.1634 mm x 0.4902 mm

最佳分辨率 1920*1080RGB

显示比例 16:9

亮度 350cd/㎡

对比度 3000：1（Typ.）透射

亮度均匀性 >72%

响应时间 9.5ms

显示色彩 8 bit/16.7 Billion

背光源 LED

屏寿命 50000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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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规格

尺寸 49”

显示区域 1073.78mm(H)×604mm(V)

点距 0.18642 mm x 0.55926 mm

最佳分辨率 1920*1080RGB

显示比例 16:9

亮度 350cd/㎡

对比度 5000：1（Typ.）透射

亮度均匀性 >72%

响应时间 9.5ms

显示色彩 8 bit/16.7 Billion

背光源 LED

屏寿命 >50000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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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规格

尺寸 55”

显示区域 1209.6mm(H)×680.4mm(V)

点距 0.210 mm x 0.630 mm

最佳分辨率 1920*1080RGB

显示比例 16:9

亮度 350cd/㎡

对比度 5000：1（Typ.）透射

亮度均匀性 >72%

响应时间 9.5ms

显示色彩 8 bit/16.7 Billion

背光源 LED

屏寿命 >50000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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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电气参数

方案模式规格

安卓方案

方案 全志/瑞芯微（可选）

RAM 1G/2G（可拓展）

内存 8G/16G（可拓展）

操作系统 4.2.2/4.4.2（可选）

音频 MP3,WMA,WAV, APE, FLAC, AAC, OGG,M4A,3GPP 格式

视频
支持 H.264,VP8,RV,WMV,AVS,H.263,MPEG4 等视频格式的 1080P 解码、YouTube

等在线视频、最高可达 1080P、HTML5 视频播放、Flash10.1 播放

图片 支持 JPG、BMP、PNG 等各种图片格式浏览并支持旋转/幻灯片播放/图片放大功能

X86 配置

方案 Inte lj1900，主频 2.0GHz

内存 4G

硬盘 500G

系统 Windows 7/Windows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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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外 触 摸

配置

分辨率 32768（E)*32768(D)

触摸点数
XP 免驱 2 点,WIN7(旗舰版)免驱 4/6/8/10 点,LINUX

驱动 2 点,Android 驱动 2/4 点

触摸精度 ±2mm

响应时间 4ms~12ms

可识别物体 ≥Φ5mm 非透明物体

透光率 钢化玻璃 90％

温度范围 工作温度：-10℃~60℃

工作电压 DC5V

工作功耗 ≥1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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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外观参数

32 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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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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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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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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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物效果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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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案例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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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电气性能

电源

电源输入 AC 100-240V 50/60HZ

整机功率 32/43/49/55：80W/94W/125W/145W

待机功率 0.5W

喇叭功率 2X5w 8Ω

机械规格

毛重 32/43/50/55：21.5kg/25.6kg/33kg/39kg

净重 32/43/50/55：22.15kg/26.5kg/35kg/42kg

外壳颜色

前框 型材拉丝前框+钢化玻璃

后壳 优质冷轧板

LOGO 可选

附件规格

电源线 国标三插 1.5M * 1

说明书 X1

保修卡/合格证 X1

钥匙 X1

软件 选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