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视Christie CP2208电影机
数字电影
非电影内容/本机内容
后期制作

在全球范围引起广泛关注的
紧凑型数字电影机解决方案
对我们而言，投资对与DCI标准相兼容的新型数字电影机系统意义重大——尤其是在融资尚
未得到分销商支持的情况下。Christie®创建的解决方案经济实惠、与DCI标准相兼容，从而
为全球电影院的观众带来引人入胜的体验。
科视 Christie CP2208为电影院主提供了多种镜头和氙灯选配件，同时还可选配集成媒体处
理单元（IMB-S2）——该模块带有易于操作的银幕管理软件（SMS）。作为一项紧凑型解决
方案，CP2208投影机具有市场上最低的购置成本，从而实现经济的数字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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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视Christie CP2208 电影机

顶平面

该投影机可显示DCI、3D、高帧率（HFR）、替换内容和本地内容，其性能优秀，
而灵活性和可负担性也提升至一个新的高度。 可采用选配件——科视 Christie
集成媒体处理单元（IMB-S2）1或另一款广受欢迎的2系列集成媒体处理单元
（IMB）系统2（该系统采用了IMB开口槽），用于播放故事片。 这有助于降低
您的整体系统成本，同时提高系统的整体可靠性。 科视Christie CP2208电影机
还提供HFR升级功能，同时还能放映广告和非电影内容。
对于外部非电影内容源，科视Christie CP2208电影机具有双输入DVI/HDMI，可对
2D和3D显示进行相应的配置。
科视Christie CP2208 电影机支持所有的外部3D系统。 如需更高的亮度来播放3D
内容，科视 Christie CP2208投影机可叠用，以呈现效果绝佳的3D画质。

规格
亮度

侧视图

最低40.0 [1.57]
最高180.3 [4.26]

科视 Christie CP2208 电影机

最高40.0 [1.57]
最低209.2 [8.26]

• CDXL-14M (003-003066-01)
• CDXL-16M (003-003900-01)
• CDXL-19SC (003-005366-01)
• CDXL-21S1 (003-004258-01)

灯泡

标称值

• 高达 9000 DCI 流明；10000 本地流明

银幕的最大尺寸

• 35ft/10.67m @ 1.0 银幕增益

对比度

• >1700:1 全场开/关

数字微镜装置

• 0.69" S2K 3 芯片 DMD DLP Cinema®
• 2048 x 1080 像素

颜色数量

• 35.2 万亿

镜头支架的配置

• 全自动智能镜头系统 (ILS)

镜头

• 1.2-1.72 (108-494108-01)
• 1.33-2.1 (108-495109-01)
• 1.62-2.7 (108-496100-01)
• 2.09-3.9 (108-497101-01)

输入线电压

• 单相 220 伏

灯泡电源

• 700 瓦-2.3 千瓦低波纹切换模式灯泡电源

重量

• 实际安装：119lbs（53.75kg）

尺寸

• （LxWxH）：27.4 x 27.1 x 15.6"（697 x 688 x 395 毫米）

配件

• 科视 Christie IMB-S2 (108-384107-03)
• NAS-S2 4TB 存储 (108-502108-02)
• HFR 软件升级
• 90 度排热管连接器 (119-103105-01)
• 机架安装台（108-416102-01）

1 可联系您的科视 Christie 销售代表购买与 DCI 标准相兼容的 NAS 存储系统。
两套 Dolby、Doremi 或 GDC IMB 系统。

公司办事处
美国科视数字系统有限公司
塞浦路斯
电话：714 236 8610
加拿大科视数字系统有限公司
基奇纳
电话：519 744 8005

51.0 [2.01]
所有支脚均配有
M10双头螺柱

主要特征:
●
完全与DCI标准相兼容
●
提供5种氙灯选配件
●
支持3D
●
购置陈本低
●
机动镜头卡头
●
IMB开口槽
●
可选配带有SMS和高性能NAS存储的
集成媒体处理单元
●
配有直观的图形用户界面（GUI）的
触摸屏控制芯片
●
可显示HFR（高帧率）
●
HDCP（带宽数字内容保护）用标准
支架
●
可从后面快速、方便地接触灯泡
●
可清洗/可重复使用的滤光器
●
由一支独立而专业的技术支持团队
提供支持

全球办事处
澳大利亚
电话：+61 (0) 7 3624
4888

德国
电话：+49 2161 664540

印度
巴西
电话：+91 (080) 6708
电话：+55 (11) 2548 4753 9999
中国（北京）
日本（东京）
电话：+86 10 6561 0240 电话：81 3 3599 7481
中国（上海）
韩国（首尔）
电话：+86 21 6278 7708 电话：+82 2 702 1601
法国
墨西哥
电话：+33 (0) 1 41 21 44 电话： +52 55-4744-1790

南非共和国
电话：+27 (0) 11 510
0094
俄联邦
和东欧
电话：+36 (0) 1 47 48
100
新加坡
电话：+65 6877 8737
西班牙
电话：+34 91 633 9990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英国
电话：+44 (0) 118 977
8000
美国（亚利桑那州）
电话：602 943 5700
美国（纽约）
电话：646 779 2014
独立销售咨询办事处
意大利
电 话 ： +39 (0) 2 9902
1161

有关最新规格说明的相关信息，敬请访问 www.christiedigital.com/cn
美国科视数字系统公司2015年版权所有。 版权所有。 所有品牌名称和产品名称分别为各所有人持有的商标、注册商标或者商标名称。 加拿大科视数
字系统公司已通过ISO 9001和ISO 14001认证。
本文性能规格为典型参数。 由于研究在不断地进行中，如有规格参数变化，恕不另行通知。
于加拿大采用再造纸印刷。 4133 9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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