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品推荐 

产品规格 

类别 名称 型号 尺寸 内置接口 
含税 

报价 

备注 

（产品技术参数） 

46 寸

超窄边

拼接 

46 寸超窄边低亮 

LED 背光拼接 
HT-DC460PM2 46 2HDMI/1VGA/2AV/1YPbPr 5940 

拼缝：5.5MM  背光：LED背光 

亮度：500  分辨率：1920*1080 

46 寸超窄边低亮 

LED 背光拼接 
HT-DC460MM6 46 2HDMI/1VGA/2AV/1YPbPr 5940 

拼缝：3.5MM  背光：LED背光 

亮度：500  分辨率：1920*1080 

46 寸超窄边高亮 

LED 背光拼接 
HT-DC460MP6 46 2HDMI/1VGA/2AV/1YPbPr 11220 

拼缝：3.5MM  背光：LED背光 

亮度：700  分辨率：1920*1080 

46 寸超窄边低亮 

LED 背光拼接 
HT-DC460NP1 46 2HDMI/1VGA/2AV/1YPbPr 11150 

拼缝：1.7MM  背光：LED背光 

亮度：500  分辨率：1920*1080 

46 寸超窄边高亮 

LED 背光拼接 
HT-DC460MP3 46 2HDMI/1VGA/2AV/1YPbPr 12940 

拼缝：1.7MM  背光：LED背光 

亮度：700  分辨率：1920*1080 

49 寸

超窄边

拼接 

49 寸超窄边低亮 

*LED背光拼接 
HT-DC490MM2 49 2HDMI/1VGA/2AV/1YPbPr 5740 

拼缝：3.5MM  背光：LED背光 

亮度：450  分辨率：1920*1080 

49 寸超窄边低亮 

*LED背光拼接 
HT-DC490MM3 49 2HDMI/1VGA/2AV/1YPbPr 11220 

拼缝：1.8MM  背光：LED背光 

亮度：500  分辨率：1920*1080 

49 寸超窄边高亮 

*LED背光拼接 
HT-DC490MM4 49 2HDMI/1VGA/2AV/1YPbPr 12940 

拼缝：1.8MM  背光：LED背光 

亮度：700  分辨率：1920*1080 

55 寸

超窄边

拼接 

55 寸液晶超窄边低亮 

*LED背光拼接 
HT-DC550PM6 55 2HDMI/1VGA/2AV/1YPbPr 6600 

拼缝：3.5MM拼缝  背光：LED背光 

亮度：500 亮度  分辨率：1920*1080 

55 寸液晶超窄边高亮 

*LED背光拼接 
HT-DC550MM6 55 2HDMI/1VGA/2AV/1YPbPr 10100 

拼缝：3.5MM拼缝  背光：LED背光 

亮度：700 亮度  分辨率：1920*1080 

55 寸超窄边低亮 

LED 背光拼接 
HT-DC550MM0 55 2HDMI/1VGA/2AV/1YPbPr 7190 

拼缝：3.5MM  背光：LED背光 

亮度：500 亮度  分辨率：1920*1080 

55 寸液晶超窄边高亮 

LED 背光拼接 
HT-DC550MM5 55 2HDMI/1VGA/2AV/1YPbPr 12540 

拼缝：3.5MM  背光：LED背光 

亮度：700 亮度  分辨率：1920*1080 

55 寸液晶超窄边低亮 

*LED背光拼接 
HT-DC550PM2 55 2HDMI/1VGA/2AV/1YPbPr 12470 

拼缝：1.8MM拼缝  背光：LED背光 

亮度：500 亮度  分辨率：1920*1080 

55 寸液晶超窄边高亮 

*LED背光拼接 
HT-DC550PM1 55 2HDMI/1VGA/2AV/1YPbPr 15580 

拼缝：1.8MM拼缝  背光：LED背光 

亮度：700 亮度  分辨率：1920*1080 

55 寸液晶超窄边低亮 

LED 背光拼接 
HT-DC550PM7 55 2HDMI/1VGA/2AV/1YPbPr 12470 

拼缝：1.7MM拼缝  背光：LED背光 

亮度：500 亮度  分辨率：1920*1080 

55 寸液晶超窄边高亮 

LED 背光拼接 
HT-DC550PM3 55 2HDMI/1VGA/2AV/1YPbPr 16100 

拼缝：1.7MM拼缝  背光：LED背光 

亮度：700 亮度  分辨率：1920*1080 

55 寸

极窄边

拼接 

55 寸液晶极窄边低亮 

LED 背光拼接 
HT-DC550MP7 55 2HDMI/1VGA/2AV/1YPbPr 24420 

拼缝：0.88MM 拼缝  背光：LED背光 

亮度：500 亮度  分辨率：1920*1080 

55 寸液晶极窄边高亮 

LED 背光拼接 
HT-DC550MM7 55 2HDMI/1VGA/2AV/1YPbPr 25740 

拼缝：0.88MM 拼缝  背光：LED背光 

亮度：700 亮度  分辨率：1920*1080 

 

           



产品概述 

△  46~55英寸极窄边液晶拼接屏，采用一体化整机，采用了更为节能环保的 LED背光源的工业级液晶显示

单元，178度的广角视野，可以实现 M*N的一体化拼接。配合强大的 HT拼接系统，可以实现单屏分割显示、

单屏单独显示、任意组合显示、全屏液晶拼接、双重拼接液晶屏拼接、竖屏显示，图像边框可选补偿或遮

盖，支持数字信号的漫游、缩放拉伸、跨屏显示，各种显示预案的设置和运行，全高清信号实时处理。 

                                           

△  采用 LG  IPS 超窄边面板，屏幕物理拼缝最小可达0.88mm，高亮度显示，屏幕内置拼接控制处理器，

能够用更少的单元，显示更大面积、更完整的图像。专业化的工艺设计，保证产品稳定无故障运行应用，

广泛应用于监控中心、指挥调度、视频会议、能源电力等环境，提供安全可靠的运行保障。  

产品性能介绍 

△  专业图形处理性能 

采用专业拼接控制芯片技术，整机拥有 HDMI/VGA/Ypbpr/AV 等专业信号接口，抗干扰能力强 

提供工控级数据 RS232控制接口，支持拼接地址定位，方便自动化中控应用 

配合自主控制软件实现多屏拼接功能，支持画中画和漫游叠加功能 

△  工业级液晶面板与超窄拼接 

严选原厂进口优质 A规液晶面板，确保产品质量 

超薄窄边设计，最小可达0.88mm 物理拼缝，实现无缝拼接画面体验 

△  高清画质 

采用最新3D 画质数字处理电路，Full HD 1080p分辨率显示，视角宽阔，亮度500流明（700流明高亮可选），

图像在强环境光下明亮清晰，在暗环境光下绚丽柔和 

全屏幕均衡亮度，100%的色温调整，高对比度，高清画面完美显示，LED背光色彩还原度较高，自动设置及

自动调整图形处理功能 

△  节能背光 

低功耗节能环保，无辐射，具备无信号自动待机功能，可实现局部背光自动调节，省电35% 

屏幕保护功能，有效延长产品使用时间 

液晶屏运行寿命可达5万小时以上，可支持7*24h不间断工作 

△  结构设计与安装调试 

超薄轻质式设计风格，机构模块专利设计，用户可选多种材质，多种处理工艺，金属外壳，防辐射、防磁

场、防强电场干扰 

产品的壁挂架方式，安装简便，产品支持水平及垂直壁挂等应用场景 

产品公参 

图像长宽比 16:9      响应时间 8ms       色彩 1.07B(Dithered 10bit) 

背光源 LED    亮度 500cd/ m2   对比度 1200:1   色温 10000K  可视角度（H/V） 178/178 度 

双边拼缝 上下拼缝 0.88mm；  左右拼缝 0.88mm       显示区域 1209.63(H)*680.34(V)  

电源 AC 100~240V,50/60,Universal,±10%     功率 240W(满载工作状态下) 

节能功耗 ≤2W     电源管理 VESA DPMS     使用寿命 约 50000小时 

支持最大分辨率 1920*1080    最佳分辨率  1920*1080 

支持语言种类 中文版、英文版 

自然参数 节能、护眼、画质提升 

玻璃板 防眩晕 反射率≤0.5% 

视频输入接口 HDMI×2/VGA×1/AV×2/YPbPr*1 

视频输出接口 AV×1 

控制接口 In:RS-232*1,Out:RS-232×1 

产品尺寸（mm） 1211*681.8*143.6     整机净重（Kg）   约 30k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