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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表

投影距离

激光 HDR

6000LM5000LM

光轴

投影影像在从最短距离 L (W) 
到最长距离 L (T) 之间的范围内。
(W) 代表广角端，(T) 代表长焦端。
本产品的镜头位移比可变。上图为 1:1 的示例，
影像以光轴为中心，对半分开。



4K501ST&4K600STZ产品特点：

新开发“激光光源系统” 佳能自有光学照明系统“AISYS”

反射式
荧光轮 

蓝色激光二极管

分色镜 聚光透镜 

聚光透镜 LCOS蓝色面板 红色和蓝色
分光棱镜

合成棱镜 
投影镜头

分色镜 绿色分光镜
LCOS绿色面板

LCOS红色面板

Canon 4K laser
sRGB

在智能设备上显示菜单

4K600STZ产品特点：

动态对比度: 关闭 动态对比度: Mode 3

日志功能

- 保存所有日志信息和时间信息到ROM
- 已保存日志信息可以被取出

Wi-Fi RS232C/LAN

日志项目
1. 故障日志
2. 温度日志

基础设施连接 无线直接连接

路由器
集线器等

在电脑上安装NMPJ应用程序

AP

AP

在电脑上
安装NMPJ
应用程序

将投影机设定为无线LAN的
投影机访问点模式

■ 设置“指定时间”

Jan Feb Mar Apr May Jun Jul Aug Sep Oct Nov Dec Jan

日常计划 指定时长 指定时长

约983万像素高分辨率
佳能原生4K LCOS面板具有4096x2400像素高分辨率，显示像素高达约983万，
超过数字电影标准（4096x2160）和超高清电视标准(3840x2160)，可以精细地
显示影像的细节，具有逼真的临场感。

高性能红线4K广角变焦投影镜头
两款机型都采用了投影比为1.0-1.3:1
的L级高性能红线4K广角变焦投影镜
头，内置非球面镜片和超低色散玻璃
以及特殊边缘聚焦机构，支持四角对
焦和周边对焦，即使在曲面或者穹顶
上投射影像，也可展现画面中心及边
缘都清晰的4K高分辨率影像。

新激光光源系统和AISYS光学系统
4K600STZ采用激光作为投影机光源，并与改进的"AISYS"小型光学照明系统共
同为投影机提供6000流明高亮度，同时还实现了机身的小型化。

Wi-Fi® 支持
4K600STZ支持Wi-Fi
无线连接，并通过提
供的专业移动服务软
件来提高操作性和安
装性。

实时时钟与计划日程
投影机支持实时时钟功能，并实现了基于实时时钟的计划日程功能和日志功能。
计划日程功能可在指定的时间开启或者关闭投影机，切换输入信号，校正光源。
可为日常使用指定执行时间，每天最多可注册8个指令(时间+动作)，也可将一天
的设置复制为另一天的设置使用，也可为一周内每一天指定不同设置。

支持360°全方位安装和竖直投影方式
采用了激光光源的投影机可
支持360°全方位安装和竖直
投影，扩展了安装灵活性。

约40000小时长寿命*2

4K600STZ采用的激光光源的寿命可达约20000小时，在“长持续时间2”或“固
定亮度”模式下更可延长至约40000*2小时。与汞灯相比，光源的寿命更长，同时
也减少了维护次数，节省了使用成本。

高动态对比度
4K600STZ搭载了动态对比度功能，可根据画面亮度自动改变激光强度，最大动
态对比度可达10000:1，即使播放黑暗场景也可以显示出明亮和阴影区域的细
节，并提供三种模式可以选择。

覆盖99%的sRGB色彩空间
4K600STZ的激光光源与AISYS小型光学照明系统相
结合，生成丰富的色彩，能够覆盖99%的sRGB色彩空
间，并支持BT.709和下一代4K/8K所采用的BT.2020
色 彩空间。投影机会根据输入信号自动选择色 彩空
间，也可强制选择。

HDR功能
4K600STZ支持HDR投影功能，HDR技术是新兴的高动态范围显示技术，可使画
面中高亮度和暗部区域的过渡层次更加丰富，细节更加清晰。4K600STZ通过改
变基于SMPTE 2084标准的PQ（感应量化曲线）伽马曲线支持HDR投影并且支
持BT.2020色彩空间。

专业APP应用软件
利用安装到智能手机的专用APP软件和Wi-Fi无线连接到4K600STZ，可同时控制
或设置多台投影机，并可查看投影机当前状态，显示故障信息及故障分析信息。

动态模糊减弱
采 用了新 运 动 模 糊
减弱技术，减少运动
画面的模糊程度，生
成生动清晰的文字，
并有弱、强两档可供
选择，适用于模拟仿
真等用途。

边缘融合
依托高性能影像处理器，内置的边缘融合功能通过计算2个投影画面的叠加像
素的同时，对投影画面进行亮度调整。搭配佳能低失真投影镜头，实现了高精
密度的边缘融合。

高性能图像处理引擎
采用两枚佳能自有的高性能影像处理器来处理生成4K影像所需的大量数据，
可支持流畅播放4K/60P高帧率影像、色彩校正并支持HDMI和DVI多种信号输
入组合。

LCOS面板带来无栅格影像
LCOS(硅基液晶)显示技术结合了DLP和LCD两种投影技术的优势，投影出的影像
既无栅格，也无色彩断裂，还原出色影像，适用于对画质有高要求的投影场合。  

支持穹顶投影和曲面投影
由于采用了不同于一般光学校正的新周边对焦调整技术，因此可以支持穹顶投
影和曲面投影。除了采用大光圈的投影镜头外，利用配置于光学系统内部的可变
光圈，还能进一步增加光圈值。因此即使向穹顶投影，也能投影出清晰的影像。

轻量机身
小型AISYS光学照明系统的搭载使投影机能够实现同类产品中较小的机身重量，
4K501ST的机身重量为18公斤，4K600STZ的重量为26公斤。  

F2.6恒定光圈
这支红线高性能4K广角变焦镜头实现了F2.6恒定大光圈，在从广角端到长焦端
的投影范围内，其光圈恒定不变，因此亮度也几乎不会下降。

高级像素调整
高级像素调整功能能够以0.1个像素为单位，对小于1个像素单位的RGB色彩错位
进行电动校正，可单独移动范围达到±2个像素，并可选择5点调整或者手动调整
(可支持54点)，可以用于进行精准的色彩偏差调整。关闭

开启

在显示静态图像时，利用高性能影像处理引擎，可对画面中的人物和景色进行色彩校正，使之更加符
合人们认知中的美丽画面，配合4K高分辨率，让投影画面令人印象深刻。

4K/30P

4K/60P

HDR显示 SDR显示(标准) HDR显示 SDR显示(标准)

复制投影机设置 通过智能设备查看故障原因

1.设置

2.读取 3.写入

A B C D

计划日程功能

电源
关闭

电源
开启

- 可以自动控制开关机、切换输入信号源和光
源修正

- 此功能适用于艺术画廊、博物馆和教育院校

9:00 18:00

360°全方位安装 竖直投影

360º注意：请确认安装时进风口和出风
口不要被堵塞。

■ 故障详细信息
■ 解决方法

故障

穹顶投影

光轴
固定中心焦点

6000流明6000流明

F=2.6 F=2.6

2.9米
2.2米

100英
寸

Tele Wide

Canon 4K projector (4096×2400)

4K digital cinema (4096×2160)

QFHD (3840×2160)

Full HD (1920×1080)

抑制了白色溢出，有观看实际物体的感觉

*1  与LX-MU700(使用汞灯)相比。  *2  寿命仅为亮度至下降50%的近似值。  *3  数值依使用环境不同而变化。

 
 

 

100%

50%
40%

40,000h20,000h10,000h5,000h

亮度

工作寿命

汞灯 (2,000小时寿命)
激光光源 (20,000小时寿命*3) 比汞灯*2的寿命长10倍以上

比汞灯*2的寿命长20倍以上
激光光源长持续时间2模式 (40,000小时寿命)

* 在不同的环境中连接网络
的方法也不同，可能不能建
立连接；图片仅为示意

100英寸投影
支持曲率半径在3m以上的屏幕



4K501ST&4K600STZ产品特点：

新开发“激光光源系统” 佳能自有光学照明系统“AISYS”

反射式
荧光轮 

蓝色激光二极管

分色镜 聚光透镜 

聚光透镜 LCOS蓝色面板 红色和蓝色
分光棱镜

合成棱镜 
投影镜头

分色镜 绿色分光镜
LCOS绿色面板

LCOS红色面板

Canon 4K laser
sRGB

在智能设备上显示菜单

4K600STZ产品特点：

动态对比度: 关闭 动态对比度: Mode 3

日志功能

- 保存所有日志信息和时间信息到ROM
- 已保存日志信息可以被取出

Wi-Fi RS232C/LAN

日志项目
1. 故障日志
2. 温度日志

基础设施连接 无线直接连接

路由器
集线器等

在电脑上安装NMPJ应用程序

AP

AP

在电脑上
安装NMPJ
应用程序

将投影机设定为无线LAN的
投影机访问点模式

■ 设置“指定时间”

Jan Feb Mar Apr May Jun Jul Aug Sep Oct Nov Dec Jan

日常计划 指定时长 指定时长

约983万像素高分辨率
佳能原生4K LCOS面板具有4096x2400像素高分辨率，显示像素高达约983万，
超过数字电影标准（4096x2160）和超高清电视标准(3840x2160)，可以精细地
显示影像的细节，具有逼真的临场感。

高性能红线4K广角变焦投影镜头
两款机型都采用了投影比为1.0-1.3:1
的L级高性能红线4K广角变焦投影镜
头，内置非球面镜片和超低色散玻璃
以及特殊边缘聚焦机构，支持四角对
焦和周边对焦，即使在曲面或者穹顶
上投射影像，也可展现画面中心及边
缘都清晰的4K高分辨率影像。

新激光光源系统和AISYS光学系统
4K600STZ采用激光作为投影机光源，并与改进的"AISYS"小型光学照明系统共
同为投影机提供6000流明高亮度，同时还实现了机身的小型化。

Wi-Fi® 支持
4K600STZ支持Wi-Fi
无线连接，并通过提
供的专业移动服务软
件来提高操作性和安
装性。

实时时钟与计划日程
投影机支持实时时钟功能，并实现了基于实时时钟的计划日程功能和日志功能。
计划日程功能可在指定的时间开启或者关闭投影机，切换输入信号，校正光源。
可为日常使用指定执行时间，每天最多可注册8个指令(时间+动作)，也可将一天
的设置复制为另一天的设置使用，也可为一周内每一天指定不同设置。

支持360°全方位安装和竖直投影方式
采用了激光光源的投影机可
支持360°全方位安装和竖直
投影，扩展了安装灵活性。

约40000小时长寿命*2

4K600STZ采用的激光光源的寿命可达约20000小时，在“长持续时间2”或“固
定亮度”模式下更可延长至约40000*2小时。与汞灯相比，光源的寿命更长，同时
也减少了维护次数，节省了使用成本。

高动态对比度
4K600STZ搭载了动态对比度功能，可根据画面亮度自动改变激光强度，最大动
态对比度可达10000:1，即使播放黑暗场景也可以显示出明亮和阴影区域的细
节，并提供三种模式可以选择。

覆盖99%的sRGB色彩空间
4K600STZ的激光光源与AISYS小型光学照明系统相
结合，生成丰富的色彩，能够覆盖99%的sRGB色彩空
间，并支持BT.709和下一代4K/8K所采用的BT.2020
色 彩空间。投影机会根据输入信号自动选择色 彩空
间，也可强制选择。

HDR功能
4K600STZ支持HDR投影功能，HDR技术是新兴的高动态范围显示技术，可使画
面中高亮度和暗部区域的过渡层次更加丰富，细节更加清晰。4K600STZ通过改
变基于SMPTE 2084标准的PQ（感应量化曲线）伽马曲线支持HDR投影并且支
持BT.2020色彩空间。

专业APP应用软件
利用安装到智能手机的专用APP软件和Wi-Fi无线连接到4K600STZ，可同时控制
或设置多台投影机，并可查看投影机当前状态，显示故障信息及故障分析信息。

动态模糊减弱
采 用了新 运 动 模 糊
减弱技术，减少运动
画面的模糊程度，生
成生动清晰的文字，
并有弱、强两档可供
选择，适用于模拟仿
真等用途。

边缘融合
依托高性能影像处理器，内置的边缘融合功能通过计算2个投影画面的叠加像
素的同时，对投影画面进行亮度调整。搭配佳能低失真投影镜头，实现了高精
密度的边缘融合。

高性能图像处理引擎
采用两枚佳能自有的高性能影像处理器来处理生成4K影像所需的大量数据，
可支持流畅播放4K/60P高帧率影像、色彩校正并支持HDMI和DVI多种信号输
入组合。

LCOS面板带来无栅格影像
LCOS(硅基液晶)显示技术结合了DLP和LCD两种投影技术的优势，投影出的影像
既无栅格，也无色彩断裂，还原出色影像，适用于对画质有高要求的投影场合。  

支持穹顶投影和曲面投影
由于采用了不同于一般光学校正的新周边对焦调整技术，因此可以支持穹顶投
影和曲面投影。除了采用大光圈的投影镜头外，利用配置于光学系统内部的可变
光圈，还能进一步增加光圈值。因此即使向穹顶投影，也能投影出清晰的影像。

轻量机身
小型AISYS光学照明系统的搭载使投影机能够实现同类产品中较小的机身重量，
4K501ST的机身重量为18公斤，4K600STZ的重量为26公斤。  

F2.6恒定光圈
这支红线高性能4K广角变焦镜头实现了F2.6恒定大光圈，在从广角端到长焦端
的投影范围内，其光圈恒定不变，因此亮度也几乎不会下降。

高级像素调整
高级像素调整功能能够以0.1个像素为单位，对小于1个像素单位的RGB色彩错位
进行电动校正，可单独移动范围达到±2个像素，并可选择5点调整或者手动调整
(可支持54点)，可以用于进行精准的色彩偏差调整。关闭

开启

在显示静态图像时，利用高性能影像处理引擎，可对画面中的人物和景色进行色彩校正，使之更加符
合人们认知中的美丽画面，配合4K高分辨率，让投影画面令人印象深刻。

4K/30P

4K/60P

HDR显示 SDR显示(标准) HDR显示 SDR显示(标准)

复制投影机设置 通过智能设备查看故障原因

1.设置

2.读取 3.写入

A B C D

计划日程功能

电源
关闭

电源
开启

- 可以自动控制开关机、切换输入信号源和光
源修正

- 此功能适用于艺术画廊、博物馆和教育院校

9:00 18:00

360°全方位安装 竖直投影

360º注意：请确认安装时进风口和出风
口不要被堵塞。

■ 故障详细信息
■ 解决方法

故障

穹顶投影

光轴
固定中心焦点

6000流明6000流明

F=2.6 F=2.6

2.9米
2.2米

100英
寸

Tele Wide

Canon 4K projector (4096×2400)

4K digital cinema (4096×2160)

QFHD (3840×2160)

Full HD (1920×1080)

抑制了白色溢出，有观看实际物体的感觉

*1  与LX-MU700(使用汞灯)相比。  *2  寿命仅为亮度至下降50%的近似值。  *3  数值依使用环境不同而变化。

 
 

 

100%

50%
40%

40,000h20,000h10,000h5,000h

亮度

工作寿命

汞灯 (2,000小时寿命)
激光光源 (20,000小时寿命*3) 比汞灯*2的寿命长10倍以上

比汞灯*2的寿命长20倍以上
激光光源长持续时间2模式 (40,000小时寿命)

* 在不同的环境中连接网络
的方法也不同，可能不能建
立连接；图片仅为示意

100英寸投影
支持曲率半径在3m以上的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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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表

投影距离

激光 HDR

6000LM5000LM

光轴

投影影像在从最短距离 L (W) 
到最长距离 L (T) 之间的范围内。
(W) 代表广角端，(T) 代表长焦端。
本产品的镜头位移比可变。上图为 1:1 的示例，
影像以光轴为中心，对半分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