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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50-9350 center lumens 
SXGA+ (1400 x 1050) 
HD (1920 x 1080) 
WUXGA (1920 x 1200)

  13,200-22,000 center lumens 
SXGA+ (1400 x 1050) 
HD (1920 x 1080) 
WUXGA (1920 x 1200)

  View the Christie J Series video

Reliability is in its genes. Performance is its genius.
Superior performance, high brightness and crisp, clear 
images – these are what you expect in a Christie® 3-chip 
DLP® projector. We’ve taken these features, added even 
more, and wrapped them up in the most compact chassis 
in its class. Welcome to the Christie J Series. This series of 
Christie projectors couples the benefits of Xenon illumination 
– for the most natural color accuracy and stability – with 
the next level of technology, performance and flexibility. 

Creating visually compelling displays is paramount to your 
success. That’s our business too, so we’ve made higher 
brightness, Christie Twist™, 3D upgradability and flexibility 
standard in this series. You’ll see we’ve upgraded our existing 
3-chip DLP platform with the features and functionality that 
you rely on to share, collaborate and create. 

We’ve kept your bottom line in mind, as well. We’ve made 
sure that this new series can use existing lenses1, lamps, input 
cards2, stacking hardware and other Christie accessories.

The Christie J Series includes 2D and Mirage (3D-capable) 
models that are available in a broad range of brightness 
levels and resolutions. Whether your application is in 
broadcast, energy, entertainment, government, higher 
education, houses of worship, live events, manufacturing or 
medical, choose the model that fits your needs and budget, 
and know that all this is backed by Christie’s three-year 
warranty and our industry-leading service and support.

1, 2 See note on pag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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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00-22,000中心流明
SXGA+（1400 x 1050）
HD（1920 x 1080）
WU（1920 x 1200）

6850-9350中心流明
SXGA+（1400 x 1050）
HD（1920 x 1080）
WUXGA（1920 x 1200）

参见第12页注释。

卓越的性能、高亮度和锐利清晰的图像，一切尽在科视Christie®3片式DLP®投影机。

在同级产品中，我们拥有更多的功能，外形包装最为小巧。欢迎使用科视J系列。该系

列科视投影机兼备氙气照明的优势，获得最自然的色彩精度和稳定性，同时具备次时代

技术、性能和灵活性。

J系列所呈现的震撼视觉效果，助您事业一臂之力。这也是我们孜孜不倦的追求，因此

该系列集更高亮度、科视Christie Twist™、3D升级能力和灵活性于一体。您还将发现

我们已经升级了现有的3片式DLP平台，增加了功能和特性，使您的合作、创意和分享

更加自信。

我们时刻关心您的顾虑，所以新系列依然可以使用现有的镜头1、灯泡、输入卡

2、堆叠软件和其他科视附件。

科视J系列包含2D和Mirage（3D）型号，分各种分辨率和亮度级别。不管是广

播、能源、娱乐、政府、高等教育、礼拜堂、现场活动、制造业或医疗，根据自

己的需要和预算选择型号，全部享受科视3年质保和行业领先售后服务支持。

稳定可靠是根本  性能卓越是亮点                                                            

观看科视J系列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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氙气亮度达到22,000流明

我们了解您偏爱氙气的缘由：连续的光线质

量、稳定的色温、出色的色彩还原和微弱的

色彩偏差，可以显示绚丽夺目的图像，轻松

打败室内其他光源，获得观众阵阵掌声。一

切值得信赖。

亮度级别从6200ANSI（中心6850）流

明到20,000ANSI（中心22,000）流明，

三种分辨率：SXGA+（1400x1050）

、HD（1920 x 1080）和WUXGA（1920 

x 1200），每一型号比同类竞争产品更亮，

确保按默认分辨率显示内容，不会缩放变

形。

画
质

卓
尔

不
凡图像清晰锐利，始终如一

影响图像质量的因素很多：3片式DLP技术、高质量光学元件和世界级10位图像处理能力，它们的组合可

帮助呈现最佳图像。如果您需要呈现清晰、细腻、真彩图像和信息，所有元素都不可或缺。科视J系列为

您所想，集所有大全于一体。我们还增加了除尘密封引擎和光学元件，帮助保护您的投入，降低维护成

本。液冷和热反馈系统可控制投影机温度，确保最佳性能。

氙气灯的优势

科视J系列型号 黄色陷波滤波器 图像质量 防尘密封引擎 液冷

同类产品中氙气唯一使用者

提供最高级别屏上实际性能，包括亮度和色
彩精度

氙气灯平衡的色谱随着时间越久色彩退化却
相对很小。

氙气灯在可视范围发射相对均衡的波长色谱
（大约400 nm到700 nm），接近于白天
的自然白光。

达到全亮的时间远比其他任何灯泡技术短。

十分适合照明大型屏幕或强环境光条件。

在现有所有灯泡技术中，氙气灯的宣色指数
（CRI）最佳。

所有科视J系列型号都可选配光学色彩管理设
备即黄色陷波滤波器，它可模拟电影般的色
彩。它能更好地帮助分离RGB主色，色域更
大，更好再现肤色，色彩深度和饱和度更饱
满。在绿色和红色下更为明显，在屏幕上的
色彩更接近真实。该色彩滤波器必须在购买
时出厂安装。

科视J系列投影机设计采用防尘密封引擎和光学元件。因为灰尘
和污垢不会影响系统，图像质量得到保障，维护成本更低。恶劣
环境下，投影机可选配烟雾液过滤器。

科视Christie Roadster和科视Christie Mirage型号（配有
2.0kW、2.4kW或3kW灯泡）内置有热反馈系统和DMD液冷模
块，可连续保持投影机在合适的工作温度范围内。在恶劣环境
下，提高了DMD整体性能和可靠性。还可保证投影机在高温下
继续工作。

如果您的屏幕或空间较小，但又不想色彩和
亮度偏弱，那么科视J系列正是您的理想之
选。科视产品拥有市场上最优秀的色彩性
能。

科视是市场上唯一提供低于10,000流明的氙
气灯的厂家。1.0kW和1.2kW Cermax灯泡可
提供7000到10,000流明各个级别的型号。

型号
Christie DS+8K-J 
Christie DS+10K-J 
Christie HD7K-J 
Christie HD9K-J 
Roadster S+14K-J 
Roadster S+18K-J 
Roadster S+22K-J 
Roadster HD14K-J 
Roadster HD16K-J 
Roadster HD20K-J 
Roadster WU20K-J 

中心流明
7500 
9350 
6850 
8800 
13,750 
17,600 
22,000 
13,200 
15,400 
20,000 
20,000

分辨率
SXGA+ 
SXGA+ 
HD 
HD 
SXGA+ 
SXGA+ 
SXGA+ 
HD 
HD 
HD 
WUXGA 

汞
氙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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氙气对比高压汞灯

3片式DLP技术

液冷

洛杉矶新奥尔良所罗门胜利国家剧院二战博物馆

视频应用适合选装黄色陷波滤波器

标准色域 扩展色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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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LiteLOC

有边缘融合 无边缘融合

有LiteLOC

强
大

的
功

能
强

大
的

功
能

方便好用的图形用户界面 方便好用的图形用户界面 

未融合的曲面屏幕上的图像

格莱美获奖歌手Alicia Keys的“As I Am”世界巡演

格莱美获奖歌手Alicia Keys的“As I Am”世界巡演

主页控制和信息

状态和诊断：显示警报事件，用于投影

机快速监控和诊断

虚拟屏显显示（OSD）：远程

访问所有菜单结构

管理屏幕包括上传、备份、恢

复等

直观、易用的键盘

融合后的曲面屏幕

为表演增光添彩

我们在产品中嵌入了强大的功能，如科视Christie Twist和智能镜头系统（ILS™）、边缘融合和色彩匹配功能，确保显示配置

和维护可重复利用，快速而简单。利用ChristieNET™网页界面，实现远距离监控和控制显示屏。并且，在您离投影机很近的时

候，直观的LCD键盘可让您直接简单地对显示屏进行控制。无需额外硬件或软件；让生活变得简简单单。

科视J系列平台支持现有堆叠硬件：镜头1、输入卡2和其他科视附件（如纵向镜头适配器），而且科视J系列新增的灯泡模块可

用于传统氙气投影机模块。花更少的钱，获得更好的观众效果。

内嵌科视Christie Twist 智能镜头系统（ILS）
科视ChristieNET网页界面和虚拟屏
显显示（OSD） 嵌入式边缘融合和色彩匹配

LiteLOC

LCD键盘

方便易用的LCD键盘具有：

上下文菜单提供全功能直观界面，不需要用到更多按键

4线LCD大屏幕

可调亮度和定时LCD关闭模式

直观的键盘设计，使用时小键盘会发光，方便好用

激活的按键使用褐色标识，可直观看到选择后的变化结果

在所有科视J系列型号中，都标配了科视Christie Twist，它比传
统手动方式能更快更方便地对多个曲面图像的无缝白阶和黑阶边
缘进行融合。用户可以通过简便的图形用户界面，对多个弯曲图
像进行专家级的控制和边缘融合，或层叠组合。图像经过变形
处理，可以适应任何尺寸或形状的显示画面。内嵌科视Christie 
Twist确保所有J系列投影机都可使用增值附件，如科视Christie 
AutoStack™。

镜头安装后，智能镜头系统（ILS™）可以自动识别和校准镜
头。基于步进马达的编码确保不会出现DC编码马达中常见的马
达偏移问题，可精确地重复调用所有镜头偏移、变焦和聚焦位
置。该镜头系统确保图像调整到最佳屏幕覆盖，在移动屏幕或变
化纵横比应用中保持一致。

科视ChristieNET允许用户从网页接口访问所有投影机菜单和控
制单元，不会干扰现场演示。这样可实时调节和监控网络中的每
一台投影机，不受地域限制。可轻松远程设置和维护投影机系
统。无需看着屏幕设置系统，特别适合屏幕吊装或安装位置较远
的应用。菜单不显示在投影机屏幕上，所以进行现场表演时不会
分散观众的注意力。新的状态界面示报警、灯泡信息或任何系统
信息。通过方便好用的界面，可轻松完成设置上传、备份和恢
复，以及按权限分配用户。

高级边缘融合和全面色彩调节（CCA）能确保对屏幕上的多个图
像进行融合或拼接，以数字方式实现色彩精确匹配和均衡。

LiteLOC™功能自动全程管理显示屏的亮度级别，在拼接或融合
阵列中可匹配多个投影机系统的亮度。反馈系统连续监控灯泡亮
度，这样在灯泡自然衰退过程中，系统会增加灯泡功率，维持一
致亮度。

“在最近的表演中，我需要使用两组堆叠科视Roadster投

影机投射多维舞台。每台投影机我均使用了一台PC视频

服务器，将预先设计好的图像和内容合并到舞台面上，独

立几何校正每一组图像，以实现拼接。

如果投影机安装了科视Christie Twist，我就只需要使用

两台计算机而非四台，图像迟延更小，完成工作的成本更

低，工期更短。现在我知道每台用于投影显示的投影机都

得安装科视Christie Twist，因为它能帮助简化设置，减

少视频服务器数目，降低整个系统的故障点。”

Bart Kresa

BARTKRESA设计



7 8

蓝斯香宾阿丹尼大学（URCA）

3D显示用于科研开发

发射器（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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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TIE 3D

科视了解3D 科视Christie Mirage J系列

如今，因为3D具备的诸多优势，越来越多的应用开始使用3D技术，它可

以通过虚拟原型设计降低成本，油气勘探时可提高有效性，在医疗和科

研项目中探索未知的视角，或增强主题公园乐趣。但是并非任何3D技术

都有用武之地，只有科视敢为人先。科视是3D投影技术的真正领导者，

在如今新兴的3D显示应用中，只有科视才能给出专业建议。

我们的科视Christie Mirage J系列均具有3D功能，全面兼容当今的3D

标准。亮度级别可从6200 ANSI（中心6850）流明到20,000 ANSI（

中心22,000），还有各种对比度，包括SXGA+（4:3）、HD（16:9）

和 WUXGA（16:10）。作为同类中最小巧的 3片式DLP主动式立体投影

机，该系列投影机可提供清晰、丰富的图像，色彩与亮度极佳。

投影机完全兼容当今的3D家庭娱乐需求，可用于蓝光3D视频、PS3和其

他游戏机，符合HDMI v1.4a 3D强制规范。为确保您的3D解决方案完

整，科视还提供了丰富的附件，其中包括3D眼镜（主动式和被动式）、

发射器和调制器。 

得益于强大的双图像处理能力，科视Christie Mirage J系列支持全分辨

率显示120Hz默认帧速率。两个标准双链路DVI输入卡支持全分辨率双

输入3D所需的330MHz带宽。

科视Christie Mirage J系列在全120Hz下，除了拥有最

高亮度和各种分辨率选择外，还可灵活兼容各种输入，

支持各种立体类型。无论是需要播放3D商业大片（如默

认单眼60Hz），还是最新消费标准，如蓝光三重闪光

或并列广播，利用一台科视Christie Mirage J系列投影

机，就能给您带来震撼的3D画面。

主动式立体观看科视Christie Mirage J系列型号 被动式立体观看 主动式单投影机对比层叠双投影机

主动式立体显示提供现今最佳的3D图像。主动式立体常用于需
要真彩再现和获得详细画面的应用，以在关键决策应用中获得精
确内容。科视Christie Mirage J系列使用氙气照明来得到最佳
的色彩表现，能与科视Christie Mirage 3D主动式立体附件配
合使用，如发射器和LCD快门眼镜，提供最细腻和最真实的3D
画面。对于需要更大1:1缩放比的显示应用，可以使用多台科视
Christie Mirage J投影机，融合成单一大型显示屏幕。

当面对更多人群播放3D时，被动式立体显示具有最佳的投资回
报。使用一次性或回收型低成本偏振眼镜，可降低被动式立体
显示的成本，更好地显示高质量3D图像。再加上银幕和配有
Christie Mirage 3D附件的科视Christie Mirage J系列投影机，
如被动调制器和圆偏振3D眼镜，就算观众人数再多，其依然能
够吸引眼球。

单一主动式3D投影方案避免了投影机层叠、校准和颜色匹配的
麻烦，以及连续监控和匹配两台投影机的亮度以达到左右眼显示
一致。一般来说，在保证亮度的前提下，单一主动式3D投影工
作对噪声、散热、物理空间、耗件的要求更低，故障点更少，整
体功耗也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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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视Christie 3D主动式眼镜

发射器（主动）

科视Christie 3D被动式眼镜

调制器（被动）

向上兼容
提供传统2D软件和工具无法提供的视角 

缩短上市时间 

吸引观众…WOWO 因素 

加速理解和决策 

启用更快更直观的数据交互 

促进合作，凝聚团队力量 

确保更高的概念和设计精度 

消除传统工具存在的束缚 

标准3D输入 支持3D升级

数据内容或图像可来自各种信源，计算机、蓝光播放机、游
戏机或服务器，3D内容存在各种纵横比和大小。内容的来
源会影响3D体验。

科视在行业内率先将特定3片式DLP投影机升级到Mirage
系列，轻松保护客户对未来的投
资。不管何时需要3D功能，科视
始终拥有强大的创新、精湛的技
术和工程以及丰富的集成经验，
为您的商业需要量身打造正确的
显示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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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身打造

科视J系列拥有许多强大的功能，可以简化

许多复杂工作。方便易用的灯泡插入机制

可自行快速而简便地替换灯泡。在1.0kW或

1.2KW型号中，纵向显示适配器可竖向显

示，而Roadster型号本身就内置该功能。

即使已有的吊装和堆叠设备、镜头1、灯

泡、输入卡2、堆叠软件和其他科视附件，

都可用于科视J系列。

可选纵向显示适配器 科视Christie Roadster型号内置纵向

功能

堆叠投影机提供冗余或额外亮度 堆叠套件 烟雾液过滤器

方便好用的灯泡插入机制。

设置灯光

CT镜头装置

吊装和堆叠 纵向功能

设置灯光

裸灯泡替换 烟雾液过滤器配件 环境污染

自动关机和节能模式

裸灯泡替换

更低的功耗待机模式

高效
维修和支持

混叠

科视的堆叠套件允许在轻便而坚固的框体内
堆叠最多3台投影机（配1.0kW或1.2kW灯
泡）。客户已有的堆叠设备和硬件照样可
用于科视J系列。由此，您就可轻松将科视
Christie Roadster S+20K和科视Christie 
Roadster S+22K-J堆叠起来。

科视3片式DLP投影机可实现纵向投影。对于
使用1.0kW或1.2kW灯泡的型号，纵向显示
适配器方便变换方向。这个适配器附加在投
影机的镜头上，可以帮助用户按纵向（而不
是横向）投影图像。Roadster内置该功能，
无需增加纵向显示适配器。

科视Christie Roadster和科视Christie 
Mirage型号（配2.0kW、2.4kW或3kW灯
泡）装有“方便灯”，帮助在黑暗环境下搭
建设备。

只需替换灯泡而不是整个灯泡模块，可帮助
您节省拥有成本。

为帮助延长投影机寿命和保护投资，在恶劣
环境下为保护除尘密封引擎之外的设备元
件，还可选配烟雾液过滤器。

投影机上安装的烟雾液过滤器套件设计可减
少烟雾、雾霾和烟火的破坏影响。这些套件
包括安装方便的外部介质架和一组过滤盒（
内部和外部）。过滤盒的寿命取决于双向产
品的量，一般能维持20小时。

我们承担环保责任，将控制我们的业务活动、
产品和服务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我们致力于
为用户寻找和使用环保型解决方案，满足或超
越相关法律、规定和组织目标的要求。您会发
现科视J系列上的功能均体现了我们的环保承
诺。作为行业的领导者，我们通过实施我们的
ISO14001环境管理系统，致力于防止污染和持
续改进。 在投影机不使用时该功能可减少功耗和延长灯

泡寿命，降低拥有成本。这些投影机可以进入
节能模式，降低亮度，降低功耗，延长灯泡寿
命。投影机热输出的降低将能源使用和冷却需
求降到最低。

只需更换灯泡，而无需更换整个灯泡模块，减
少不必要的浪费和额外货运需求。

待机功耗（幻路电源消耗）低于30W。

科视J系列投影机所用的灯泡每瓦都发挥最大
的流明，使图像更亮，功耗更低。还有，科视
Christie Roadster和科视Christie Mirage型号
（配2.0kW、2.4kW或3kW灯泡）中的液冷和
热反馈系统，提高了性能，使投影机能在恶劣

环境下稳定温度，而较低的功耗就可保持DMD
冷却。DLP投影机可以从更小的机器中投射出
更高的亮度，因而可以用更少的电量实现同样
的亮度。

所有科视3片式DLP投影机都享受标准3年零
件和人工（包括发光引擎）。

堆叠框还可连接任何科视Christie Roadster
型号的内部吊装点，与使用1.0kW或1.2kW
灯泡的型号混合堆叠。可调安装轮能帮助对
齐投影机。

向上兼容
ILS镜头适配器套件可转换已有的CT1镜头，用于科视J系列投影机。
转换套件含有完整的指导，允许现场更改。

科视J系列型号可搭配CT1镜头架（购买时指定），并继续使用已有的CT镜头。

早期氙气灯泡模块可兼容科视J系列投影机，但是灯泡小时跟踪功能将失效。

科视J系列投影机使用的输入卡2还可兼容科视J系列型号。

客户已有的堆叠设备和硬件照样可用于科视J系列。

科视J系列新灯泡模块也可用于早期氙气型号，如DS+8K-J投影机的1.0kW灯泡可用于科视DS+6K-J投影机。这些灯泡模块配合灯
泡记忆卡，记录系列数字和使用小时信息，方便对所有科视J系列投影机的库存和使用进行跟踪。早期型号内无法启用灯泡小时跟踪
功能。

镜头

灯泡

输入卡

吊装和堆叠

1 1 CT是指可用于科视早期氙气平台的镜头。注意：CT镜头和镜头架没有ILS功能。
2 早期输入卡不兼容科视J系列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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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镜头系列

有了SXGA+、HD和WUXGA规格的定焦、

短焦和长焦镜头可扩展套件，可为您提供市

场中最丰富的镜头选择。
模拟输入卡 DMX512接口卡 双链路DVI输入卡 双3G SD/HD-SDI输入卡 视频解码器输入卡 双HDMI输入卡

黄色陷波滤波器

黄色陷波滤波器

每一个投影机均配有4个输入卡插槽，可灵活兼容各种信号。
科视J系列投影机使用的输入卡还可兼容科视M系列型号。

模拟输入卡接受5 BNC接头上的模拟视频信号输入。可接
受5个接头上的RGBH&V信号和RGB输入上的分量YpbPr
信号。

DMX512接口卡
该接口卡支持5针XLR接头上的DMX512通信标准。 

双链路DVI输入卡
双链路DVI输入卡具有15针模拟信号VGA接头和DVI-I接
头，使用相应的电缆可支持单链路或双链路DVI和HDCP
视频信号。

双3G SD/HD-SDI输入卡
双3GSD/HD-SDI输入卡接受标清（SD）和高清（HD）
串行数字接口（SDI）信号，用户可连接两种不同信号。
可接受单链路HD和双链路HD信号。输入卡还带有两个
3G SD/HD-SDI输出，在每个输入上实现回路。

视频解码器输入卡
视频解码器输入卡接受各种标清视频，包括CVBS（复合视频）、
S-video和分量。接受NTSC 3.58、NTSC 4.4、PAL、PAL-N、PAL-M
或SECAM格式。该卡有两个迷你DIN接头（用于S-video信号）和4
个BNC接头，可以组合使用CVBS、S-video、YPrPb或RGB信号源。

双HDMI输入卡
双HDMI™输入卡接受两个HDMI输入，提供12位深色输入处理。
还支持3D系统需要的HDMIv1.4a格式，支持投影机升级3D功能。
而且，高级回路允许在所有输入卡上的任一输入回路到卡上的两个
HDMI输出。

该功能确保堆叠系统在任何输入下（DVI、RGBHV或HDMI），双
HDMI卡都可向第二台投影机发送信号。如果中级投影机有AC电源，
该堆叠系统也是被动循环回路，即使关机，信号也能继续输出到第二
台投影机上。

投射距离测算可能由于镜头产生5%的浮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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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适用于 DS+10K-J，HD9K-J。 2 尺寸A、B和C基于所用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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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尺寸A、B和C基于所用镜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