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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业介绍

京纪中达（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系统集成多媒体投影显示、智能会议办公教学系统技术

普及和应用的股份制公司。公司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高科技产业园内。是集项目建设、产品研发生

产、售后维保服务三位一体的系统集成高新技术企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已拥有 5000多家紧密合作的区

域经销商和最终用户。客户群体涵盖政府、军队、交通、能源、广电、金融等产业方向的尖端企业。

公司成立以来，一直以“创新永久发展，服务永无止境”作为核心理念，植根于投影显示行业，吸收国

内外先进技术经验，在代理世界知名品牌投影显示产品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实践创新。形成了“项目建设+

品牌产品+维保服务”的多元化发展模式。确立了高举“打造行业产品及服务民族品牌”的大旗，走有序引进，

学习借鉴、合作研发的道路，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三管齐下齐头并进的可持续化发展战略。将

投影显示大屏幕拼接系统、智能会议系统项目建成集约化、节能化、环保化、实用化；将公司主营产品品

牌化、高端化、国际化、创新化，将投影显示、音视频会议售后维保服务专业化、模块化、精细化、精致

化。在投影显示大屏幕拼接和智能会议系统集成领域精耕细作、砥砺前行。

在项目建设层面：本着从客户的实际应用出发，多方面综合考虑，因地制宜、量体裁衣，确保为客

户建设成集安全性、稳定性、可靠性、易用性、耐用性、可升级性可扩展性为一体的，高性能、高标准的

系统集成工程。在产品研发层面：创立了两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品牌产品，爱敬（AJ）和京纪中达（JJZD）。

品牌旗下包括多款采用当今先进技术的投影拼接屏幕及系统集成附属设备。在维保服务层面：以“想客户之

所想，急客户之所急”为指导思想，创立了一整套简洁高效的实施方案和流程完备的施工体系。

公司坚持以诚信为本，注重信誉和产品质量。一切以客户为中心，全心全意服务好每一位客户用户。

在系统集成多媒体投影显示、智能会议系统领域，勇于创新、求真、务实，凭借专业化的解决方案和强烈

的市场开拓意识，使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了客户的鼎立支持和信任。公司整体还将不断的学习、

创新，以最尖端的技术和高效的敬业精神，为客户提供行业内无与伦比优质的项目、产品和服务。

公司意识前瞻，立足现在，展望未来，提倡¨个人创造与团队精神相结合¨充分调动员工的主动性、创

造性，形成一种¨团结、进取、坚毅、求实¨的氛围，并以¨打造行业产品及服务民族品牌¨为企业目标，在中

国不断强大的新形势下为企业综合业务的全面提升构造了广阔的增长空间。依托国家整体战略，实现企业

高速发展。在“一路一带”全球大背景下，撸起袖子加油干，将企业建成高质量、高标准、高效率、高境界

的现代化高科技企业。

回顾过去，我们倍感骄傲，展望未来，我们充满自信，我们将不断创新发展，以更加优质的高新科

技创新产品和更加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推动国内系统集成多媒体投影显示、智能会议系统事业积极健康

的良性蓬勃发展，服务客户，贡献社会，报效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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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品牌介绍

公司主营产品分为自有和代理两部分，代理产品包括：巴可、科视等进口品牌拼接大屏幕、工程投影

单机；自有产品包括：公司 AJ和 JJZD品牌旗下：DLP 背投拼接屏、LCD超窄边、大尺寸液晶拼接屏、

LED小间距拼接屏，公司拥有 AJ、JJZD品牌的商标注册权和相关产品知识产权。

爱敬（AJ）品牌 京纪中达（JJZD)品牌

3. 产品说明

京纪中达爱敬（AJ）工业级商用 4K超高清大尺寸液晶触控屏是其他子系统产生信息的终端表达设备，

一个好的大屏幕显示系统不仅是管理控制中心现代化的形象设备，更重要的是在其他子系统的支持下，成

为日常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 京纪中达爱敬（AJ）工业级商用 4K 超高清大尺寸液晶触控屏的可用性

根据对大屏幕显示系统的应用要求，我们将在系统中选择合适的工业级产品，满足对大屏幕显示系统

的应用需求。

● 京纪中达爱敬（AJ）工业级商用 4K 超高清大尺寸液晶触控屏的先进性

采用的系统结构应该是先进的、开放的体系结构，整个系统能体现当今多媒体技术的发展新水平，具

有前瞻性和完整性。

● 京纪中达爱敬（AJ）工业级商用 4K 超高清大尺寸液晶触控屏的可靠性

整个大屏幕显示系统具有高可靠性、高稳定性等特点，以保证系统常年连续正常运行。大屏幕系统的

关键部件—拼接显示单元、图形控制器和控制管理软件全部采用工业级器件产品，在提供可靠安全保障的

同时也保障了售后维护时故障诊断和备品备件的及时供应，系统的日后升级一致性。

● 京纪中达爱敬（AJ）工业级商用 4K 超高清大尺寸液晶触控屏的易扩展性

屏幕单元和图形控制器均采用标准化、模块化设计，系统具有良好的扩展性;可向用户开放系统通讯协

议，提供二次开发接口，并可根据用户需求提供定制。



“创新永久发展 服务永无止境” Tel：+86-010-51265155- 4 -

● 京纪中达爱敬（AJ）工业级商用4K超高清大尺寸液晶触控屏的易维护性

大屏幕显示系统在兼顾优良性能的同时充分考虑易维护性及经济性，具有高性能、低损耗、易维护的

特点，有效降低系统运行中的维护费用。

● 京纪中达爱敬（AJ）工业级商用 4K 超高清大尺寸液晶触控屏的高度集成性

整个系统由一套控制管理软件集中控制及管理，除进行显示设备管理、控制各种信号显示方式外，还

可以现场自由添加控制 RGB矩阵、视频矩阵等相关外围设备。系统可通过协议与其它子系统对接并协调

工作，使多个系统达到高度整合、集中控制。

4. 产品性能

京纪中达爱敬（AJ）工业级商用 4K超高清大尺寸液晶触控屏主要实现计算机信号和网络数字信号

的接入和显示。整个触控屏由液晶显示屏、超薄模块化电脑、红外触控系统三部分组成，液晶显示屏完成

显示功能，红外触控系统实现触控功能，将红外信号转化为数字信号，通过超薄模块化电脑传输实时反馈

到液晶显示单元，实现了大屏触控功能。超薄模块化电脑配置无线键盘和鼠标，可以实时控制大屏显示内

容。

京纪中达爱敬（AJ）工业级商用 4K超高清大尺寸液晶触控屏极具里程碑意义，观影实时景画面如同

亲临，让受众感受超大画面、超光视角、超远距离带来的全新视觉感受。完美的达到了 4 倍于 FHD 的

UHD(Ultra HD)超高清级别 800万个独立像素，给受众带来最细腻的视觉体验。

● 使用第三代 4K超清液晶屏。

● SHD物理支持真 4K显示，大幅提升解析度。

● 独家采用整屏 90度旋转升降显示设计方案、屏幕无反射、无眩光、广视角。

● 具有防撞、防水、即使在恶劣的环境及长时间工作也能使商用性能发挥到极致。

● 全铝加超厚钣金型材、外壳设计使产品更商用。

● 独有的智能升降加驱动核心系统与 PC端互为备用使高清图像处理引擎更迅速。

● 独特的驱动背光技术降低了屏幕锐利的亮度。

● 按照人们眼球的最佳受视光角度顺向设计光源。

● 使长时间坐在前排的领导与后排的代表一样对眼睛无灼烧感。

● 屏幕平放、黑暗或明亮的环境中同样享受舒服的视觉。

● 一切按照商用环境及使用功能专业化定制生产。

● 产品不受会议时间与环境限制，轻松应对高温潮湿天气。

● 移动或壁挂、升降安装皆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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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解决 LCD等拼接大屏因使用场合不同可移动、升降、平行显示的可行性。

● 高亮度，抗光干扰，亮度均匀，影像稳定不闪烁。

● 超薄窄边设计，更宽的视角，纯平面显示。

● 拼接方式可选，灵活多变的拼接显示组合功能。

● 先进的屏幕参数高校功能。

● 美观的墙体结构，环保健康。

● 优化程度高，响应速度快。

● 通过 EMC测试（辐射远低于欧盟标准，确保产品绿色健康）。

● 显示、智能核心一体融合，高清高清图像处理引擎。

● 智能电视芯片，智能 Android操作系统。

● 切换菜单（在任意通道状态下都可以使用智能平板）。

● 不需要 PC课件播放，视频播放功能。

● 内置智能核心和操作系统，与 PC系统互为备用。

● 一键黑屏（节能、环保，提升使用寿命）。

● 环境适应（通过 0°- 40°环境模拟严格测试）。

● 上门技术指导安装，交钥匙工程! 24小时服务响应。

● 采用 HDMI 音视频输入 播放零衰减。

● 专业炫彩图像渲染技术、影院级的表现力。

● 一体式宽频音腔设计 高品质 HI-FI音效。

● 超宽视角 各个角度再现完美视觉盛宴。

● 前瞻性工业设计 CNC工艺造就完美细节。

● 基于安卓大屏幕优化的深度定制 UI。

● 现场方案策划/定制开机画面/视频系统整合方案等。

● 高性价比。

● 使用全新动态节能控光技术、高效节能。

● 机身采用轻量化金属工艺，可选配底座或嵌入式壁挂安装。

● 适用于银行、展会、高档会所等场所。

● 提供定制服务。

● 更长使用寿命，终身维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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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产品参数

京纪中达爱敬（AJ）工业级商用 4K 超高清大尺寸 100 英寸液晶触控屏

型号：AJ-LCD100HD

技术参数

电气参数

DDR 1.5GMByte（12Gbit） DDR 芯片

系统 安卓

电视功能 ATV+DTMB

Flash 4G Byte

最佳分辨率 3840*2160@60Hz

OSD 语言 中文/英文

网络 有线网络及内置 WIFI

电源供电 220V 50Hz

工作电流 Max 7A Standard 3A

显示参数

面板 LCD

显示面积 2195mm*1341mm

分辨率 3840*2160

最大亮度 500nit

对比度 800:1

色度 68M

刷新率 120Hz

背光类型 LED

图像显示比例 16:9 4:3 全景、放大 1、放大 2

支持分辨率 480p,576p,720p,1080i,1080p,2160P

可视角度 178º

反应时间 响应 4MS

端口

USB USB-3

HDMI HDMI-2

RF
ATV: PAL, SECAM 75Ω 48.25MHz ~ 863.25MHz BG, DK,

IDTMB: VHF (52.5MHz ~ 219MHz) UHF (474MHz ~ 866MHz) 8MHz

AV-OUT PAL/NTSC/SECAM

YPBPR Mini YPBPR: 480i, 480p, 576i, 576p, 720p, 1080i, 1080p

AV2 Mini AV&YPBPR Audio: PAL/NTSC/SECAM 1.0 VP-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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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1 PAL/NTSC/SECAM 1.0 VP-P±10%

VGA Up to 1920×1080@60Hz

Audio in Earphone Input 0.2 ~ 2.0 VRMS

同轴 一组

RG45 10Mbps, 100Mbps Base-T

复合视频 （CVBS）输入端口 一组

SD/TF 端口 一组

音频

最大输出功率(W) 10W*2 6 欧

音频输入
PC Audio PC Audio Earphone Input 0.2 ~ 2.0 VRMS

CVBS Audio/Component Audio L/R RCA Input 0.2 ~ 2.0 VRMS

多媒体

视频格式 .wma,.asf,.mp4,.mov,.3gp,.mkv,.mpg,.vob,.rm,.ogm,.flv,

音频格式 .avi,.wma,.wmv,.asf,.mp4,.mp3,.mpg,.mpeg,.vro,.vob,.rm,.flv,.mkv,

图片格式 .jpg,.bmp,.png,.gif,.bmp

电视系统 图像制式 PAL

声音 制式 BG、DK、I、MN

解码 3D 数字梳状滤波器、 图像运动降噪、运动自适应

结构尺寸

裸机不含底座
2258.1×1301.1×53.2mm（±0.2）

（W*H*D）(mm)

壁挂尺寸
900×709mm

（W*H）(mm)

电源能耗

电源输入电压 220V 50Hz

整机功率 <200W

待机功率 <0.5W

包装

净重 108kg(带底座)

毛重（包装含木托) 130kg

包装外尺寸 2360×1400×170mm

注：参数指标等钣金结构如有变动，不另行通知，以产品所附说明书为准。

产品模型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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