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拉丁Aladdin 紅外式神奇互動智慧平台，採用大尺寸4K超高解析液晶顯示幕、

20點靈敏精準紅外觸控技術、64位元8核心海司高效處理器、內建安卓系統，配

合專屬的會議應用軟體，完美結合有線及無線影音鏡射、電子白板、遠端視訊會

議、影音檔案及常見檔案讀取、音響、電視多種功能。 

適合現代企業、政府機構、銀行系統、商業展示、學校、補習班、培訓等應用領

域、提高效率、節省成本、提升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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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丁Aladdin 紅外式神奇互動智慧平台專為會議應用而設計，不管是與會者都在一個

會議室的簡單本地會議，還是需要異地遠端與會者參與的視訊會議，阿拉丁Aladdin 紅

外式神奇互動智慧平台均可滿足會議室的各種功能需求。 

阿拉丁Aladdin 紅外式神奇互動智慧平台領先同業的設計： 

內建高解析度相機,一體式設計,開會順暢自然 

內建800萬相素、1920*1080 高解 

析度相機、視訊會議過程流暢不卡 

頓，畫質清晰，讓與會人員輕鬆自 

然的討論開會議題。 一體式設計 ,  

時尚大方，無需外接攝像鏡頭，是 

專業人士的最愛 。 

 

 

 

 

 內建180度全方位數位麥克風，音質清晰自然 

內建六組180度高靈敏度智慧降躁 

麥克風、自然收音、開會無需另備 

麥克風、可自由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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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丁Aladdin 紅外式神奇互動智慧平台專為會議應用而設計，不管是與會者都在一個

會議室的簡單本地會議，還是需要異地遠端與會者參與的視訊會議，阿拉丁Aladdin 紅

外式神奇互動智慧平台均可滿足會議室的各種功能需求。 

阿拉丁Aladdin 紅外式神奇互動智慧平台軟體功能包括： 

   無線（有線）影音鏡射 

與會者個人設備包括電腦、手 

機、平板的顯示畫面可以通過 

有線或者無線的方式在會議平 

板的液晶顯示幕上直接快速顯 

示，4K超高解析顯示幕還原顯 

示本來畫面的清晰亮麗色彩。 

無需外接音響音訊內容通過內 

置音響直接播放。通過觸控式 

螢幕可直接操控投影。 

 

  電子白板 

內含白板軟體，支援觸控筆及 

手指觸控書寫。任意位置書寫 

、塗畫、擦除、整頁及選定內 

容放大縮小、圖片插入、隨意 

更換筆的粗細及顏色、圈選複 

製刪除、增加刪除頁面、頁面 

速覽及頁面切換；白板內容本 

地保存及讀取、條碼掃描讀取 

、郵件發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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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面批註 

不管是本機畫面還是投影顯示，任何 

界面上隨時對重點內容進行手寫批註 

，粗細，顏色可選，比在紙上書寫還 

要方便、清楚 。                                                                       。 

 

 

 

  掃描分享 

教育、會議內容及批註可生成二維碼 

，手機掃描內容輕鬆帶走，同時支援 

本地保存和郵件分享 。                                                                      。 

 

 

 

 

  視訊會議 

支援本機安裝ZOOM、好事通等多種 

視訊會議，遠端異地共用檔案、白板 

、桌面內容。 

 

 

 

 文件讀取 

安卓智慧系統，直接打開本機及行動碟的常用Word/Excel/PPT/PDF等文檔，讀取

播放多種格式的影音檔案，高達4K影片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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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選裝PC模組 

插拔式PC模組，i3/i5/i7靈活選擇，預 

裝window10操作系統。    

 

 

 

 

 

  會議簡單高效率化，每次會議節省15-23分鐘 

集合無線投屏、電子白板、4K播放、多 

點觸控書寫于一體，改變因設備落後而 

導致的會議效率低下，人力成本冗雜的 

問題。        

 

顯示內容即刻無線切換、在顯示內容上 

隨意批註書寫，自然準確傳送，會議有 

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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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體創作，腦力激盪的最佳工具 

大尺寸螢幕，多頁電子白板及相關軟體 

，能裝下團隊無限的創意提案激發出更 

多靈感。 

 

 

 

 

 

 

  讓學習變得有趣，簡單 

生動的展示，有趣的互動，不知不覺愛 

上了學習原來A⁺很容易。 

 

 

 

 

 

 

  協作分工，即時溝通 

小組會議即時展開，簡明快速解決工作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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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與時尚構築現代辦公環境 

多項高科技配置，精緻、富有設計感的 

外觀，時尚合金工藝典範，讓你的辦公格 

調瞬間提升。 

 

 

 

 

  投影無法呈現的真實色彩 

10.7億豐富色彩，還原本色，不再忍受 

“慘淡”的投影畫質。                                                                       

  

 

 

 

 

  4K超高清 

分辦率: 3840*2160, 10.7億色，纖毫 

畢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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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種安裝方式 

 

 

 

 

 

 

 

 

 

 

 

 

 

壁掛安裝                                                                                                   移動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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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規格參數 

產品型號 可視紅外811(75") 可視紅外811(86") 

液晶螢幕 

螢幕尺寸 75吋  86吋 

螢幕解析度 3840 x 2160pixels 

背光類型 直下式LED背光 

長寬比 16:9 

對比度 5000:1 

亮度 350cd/m²(typ.) 300cd/m²(typ.) 

顏色 1.07b（10bit） 

點距 (mm) 0.4296 (W) x 0.4296(H) 

回應時間 8ms 

顯示頻率 60Hz 

可視角度 水平178°度，垂直178°度 

使用壽命 30,000hrs 

可視尺寸 (mm) 1650.24(H) x 928.26(V)（mm） 

觸控參數 

觸控技術 非接觸式紅外感應技術 

強化玻璃 4MM，防眩鋼化玻璃，物理鋼化莫氏7級防爆 

觸控解析度 32767 ×32767  

最大觸控點數 20 點 

輸入方式 不透明物體（如手指、筆等） 

觸控精度 ≤1mm 

回應時間 ≤10ms（響應速度） 

觸控刷新頻率 ≥100Hz（上傳幀率） 

最小接觸點 2mm 

Windows 10/8/7, Android 多點觸控（20點） 

WindowsXP, Linux, MacOS,  
Chrome 

麥克風 
極地模式 角度180o(內建) 

數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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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型號 可視紅外811(75") 可視紅外811(86") 

相機 
感應器 800W 

視頻解析度 3264*2448pixels 

喇叭 
額定阻抗 8Ω 

最高 功率輸出 2 x 10W (max) 

電源參數 

最大功率 ≤200W 

待機功耗 ≤ 0.5 W 

工作電壓 额定100-240V~,最大90-264V~50/60Hz 

環境因素 

儲藏溫度  -20℃～60℃ 

儲藏濕度 10%～90%無凝結 

工作溫度 0℃～40℃ 

工作濕度 10%～90%無凝結 

結構資料 

裸機尺寸 (W x H x D mm) 1707.4 x 1053.9 x 96mm 

包裝尺寸 (W x H x D mm) 1900 x 280 x 1210mm 

淨重(機身重量） 66±1kg 

毛重(包裝重量） 81±1kg 

安裝螺絲尺寸 4-M8 

安裝壁掛架孔位 600 x 300 mm 

晶片&系統參數 

系統版本 Android 8.0 

晶片架構 Hi3751ARBCV811 

CPU 八核 

GPU G51 系列 

CPU工作主頻 1.5GHZ 

RAM DDR4: 4G 

eMMC/Flash eMMC:32GB 

OSD功能表語言 中文、英文等 

麥克風陣列端口 6 

主要規格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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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規格參數 

產品型號 可視紅外811(75") 可視紅外811(86") 

輸入輸出接口 

USB  觸控輸出 4 

USB 2.0  1 

USB 3.0 3 

HDMI 2.0 輸入 3 

HDMI 2.0 輸出 1 

OPS 介面 √ 

VGA 輸入 1 

VGA-AUDIO輸入 1 

AV 輸入 1 

YPBPR 輸入 1 

LAN 輸入 1 

LAN 輸出 1 

RS232 1 

DP 輸入 1 

Mic 輸入 / 

micro SD-card / 

Apps 

白板 √ 

批註 √ 

共享 √ 

辦公室應用軟體 √ 

配件 

遙控器 √ 

觸控筆 √ 

電源線 √ 

USB觸摸線 √ 

HDMI線 選配 

合格證書標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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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規格參數 

產品型號 可視紅外811(75") 可視紅外811(86") 

配件 

說明書 √ 

壁掛式 √ 

Wifi天線 √ 

移動式壁掛架 選購 

熱點 選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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