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视Christie Matrix WU14K‐J
8.6.1.2.1 技术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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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保修

科视 Christie Matrix WU14K‐J WUXGA（1920 x 1200）3 片 DLP‐型号编号 132‐012137‐XX
•12,000 ANSI 流明 @ 200‐240V •0%
•1,600‐2,000:1 全域 •650:1 ANSI（标准）
•3 片 0.96" DMD
•WUXGA（1920 x 1200）
•2.0kW 氙泡预对准灯泡模块
•1,000 个小时（标准）
• RS‐232 输入/输出 • RS‐422 输入 • 以太网（10/100） • GPIO（RS‐232 9 针公接头）
• 内置的背光 LCD 小键盘 • 遥控器（带可选配的有线 XLR 连接）
• 防尘密封的 3 片 DMD 光引擎 • 电动水平和垂直镜头偏移 • Scheimpflug/Boresite（倾斜）调整
• 内置遮光装置 • 免工具镜头插入系统
•0.67:1 WU ILS 镜头* •1.1:1 WU ILS 镜头
•1.16‐1.49:1 WU ILS 镜头** •1.4‐1.8:1 WU ILS 镜头 •1.8‐2.6:1 WU ILS 镜头 •2.6‐4.1:1 WU ILS 镜头 •4.1‐6.9:1 WU ILS 镜头 •6.9‐10.4:1 WU
ILS 镜头
•除以下注明的镜头外，所有镜头均应：•12%垂直 •4%水平*0.67:1 WU 固定镜头 •2%垂直 •%水平 **1.16‐1.49:1 WU 变焦镜头 •2%
垂直 •8%水平
• 红外遥控器 • 电源线 • 用户手册 • 科视 Christie Twist•图像变形和边缘融合模块
• ILS 镜头适配器套件 • 纵向显示适配器 • ILS 镜头支架 • 色彩纯度滤镜（CPF• （仅限工厂安装） • 吊架
• 吊架延长件 • 堆叠套件 • 远程红外传感器
• 嵌入式科视 Christie Twist 图像变形和边缘融合模块 • 智能镜头系统（ILS• • 高级去块效应 • 最低处理时延（MPL• • 科视
ChristieNET•网页界面 • 方便好用且直观的 LCD 小键盘 • 高级环路双 HDMI 卡 • 灯泡记忆模块 • 用户可更换的灯泡 • 高级 10 位处
理 • 自动关机 • 防尘密封光引擎 • SNMP（简单网络管理协议）• DHCP（动态主机配置协议）• 与许多早期配件相兼容
•200‐240 VAC @ 50/60 Hz
•14A @ 200‐240VAC
•1,600W
•5,460BTU/小时
•（LxWxH)）：32 x 24.5 x 16.5"（815 x 621 x 419mm）
•（LxWxH）
：41 x 32.5 x 29.5"（1,041 x 825 x 749mm）
•160lbs（72.5kg）（不包括镜头）
•125lbs（57kg）
•温度：40‐104（5‐40） •温度：20‐80%无冷凝
• 指令（EC）2002/95/EC（RoHS）
；2002/96/EC（WEEE）
；条例（EC）编号 1907/2006（REACH）?CAN/CSA C22.2 No.60950‐1
• UL 60950‐1 • IEC/EN 60950‐1 • FCC 第 15 部分 B 子部分 A 类 • EN55022/CISPR22 A 类 • EN55024/CISPR24
认证标识（最新信息请与科视 Christie 核实）
：cULus（加拿大与美国）
、CE（欧盟）
、CCC（中国）
、GoST‐R（俄罗斯）
、KC（韩国）、
PSE（日本）、C‐Tick（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南非
?保证三年的零部件与人工（包括轻型引擎）?有关有限担保的详细信息，请咨询科视 Christie 授权代表

1 偏移值仅供参考，应使用科视 Christie 镜头计算器进行确认

长效耐用/可定制
Matrix J系统投影机可进行定制生产，以确保在移动平台上使用时的坚固性。请与您的科视Christie
销售代表联系获取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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