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000 流明 WUXGA 18.5 KG 

 

全新雷射工程機，20000 小時超長壽命，單機 3D 技術， 

劇院級 4K 影像處理技術，HDBaseT 網路傳輸技術，OPS 擴充插槽 

高階雷射工程投影機 

PX602UL-WH 

PX602UL-BK 



 

 

雷射光源、劇院級色彩技術，完美色彩表現 

先進雷射螢光體投影技術、雷射光源 20000 小時超長壽命、支援 7×24 小時工作、無黑屏風險 

雙色輪雷射螢光體技術 

採用先進的雙色輪雷射螢光體技術，機器內置一個螢光輪和一個四色色

輪。藍色雷射透過螢光體轉換成黃色和綠色，以及一部分純藍色雷射， 

再透過四色色輪進行色彩轉換與濾光，投射出色彩鮮豔的畫面。 

高級色彩校正技術 

色彩飽和度校正技術 

六軸色彩飽和度（紅、綠、藍、黃、品紅、青）獨立校正技術，每種色 

彩可單獨調整色彩飽和度，調整後色彩畫面更鮮明。 

校正前 校正後 

BrilliantColorTM
 極致色彩技術 

採用BrilliantColor
TM極致色彩技術的色

輪，擁有完美的色彩再現能力，呈現自然

與逼真的色彩。 

多種主動 3D 技術、支援藍光 3D 

RF射頻主動3D技術* DLP Link 3D技術 

支援HDMI 1.4a 藍光3D 支援DisplayPort 3D 

色相校正技術 

六軸色相（紅、綠、藍、黃、品紅、青）獨立校正技術，每種色彩的色

相可進行獨立調整。對於多台同時使用的投影機，可能因長時間使用後

產生色彩不一致的問題，透過準確的色相校正功能，保持多台投影機色

彩的一致性。 

校正前 校正後 

對比度增強，提升清晰度 

對比度自動/手動增強模式，採用NEC全新影像銳化技術，提升影像銳度

與清晰度。手動調整模式可根據影像特點進行不同程度的調節。 

增強前 增強後 

超長壽命、支援連續工作、可靠性高 

採用最新雷射二極體光源技術，實現高達20000小時的超長使用壽命，與

7×24小時連續工作的效能。亮度調整方面，從20%到100%之間，以1%

為單位進行亮度調節。雷射光源採多模組結構，若當中一個雷射二極體

發生故障，對整體亮度影響很小，無黑屏風險，更加穩定可靠。 

雷射模組 

劇院級影像處理，支援 4K 超高畫質 

採用NEC自主開發，搭載10位元視訊處理晶片NV1301的CQP影像處理

器，具備高達4K×2K超高畫質處理能力，大幅提昇投影機性能，是真正

旗艦級視訊影像處理器。在圖像降噪、動態插幀、圖像縮放上有極佳的

表現。 

*此技術目前僅提供於美國、日本、中國地區 



 

 

先進的智慧應用，豐富的設置模式，工程性能更優越 

自拼接功能，4K 超高畫質顯示 

NEC在投影機中內建自拼接功能，支援多螢幕自拼接，最大支援4台2×2

模式，實現4K超高畫質訊號的點對點顯示。 

將3840×2160透過自拼接功能分割成4個1920×1080給4台投影機顯示不

同部位，實現真正的4K超高畫質顯示，畫面無損。 

內建邊緣融合 Edge Blending 

使用者可透過投影機功能表中「邊緣融合」選項調整投影機之間的影像

融合，影像的上下左右四邊均能進行融合，且無台數上的限制。 

子母畫面、分割畫面多管道顯示 

支援同時投射兩種不同的訊號。 

支援數位訊號和類比訊號組合 

子母畫面 分割畫面 

智慧融合/疊加 Multi Screen Tool 

NEC獨創的智慧融合功能最大支援4台投影機在同一平面內進行拼接融

合。配合NEC提供的專用軟體Multi Screen Tool，使用者可連接外用鏡

頭的情況下進行投影機的自動融合及調整，省下手動調整的繁瑣操作，

讓融合調整更便捷更實用。 

幾何校正 Geometric Correction Tool 

NEC獨有的幾何校正軟體，無需搭載其他硬體設備，可對投射到下列特

殊螢幕(如弧形等)的影像進行調整。採用高性能圖形處理晶片，可快速處

理，高畫質顯示。使用傳統GCT在網路或連接狀態下也可完成幾何校正。 

球面螢幕 垂直圓柱凸螢幕 垂直圓柱凹螢幕 

水平圓柱凸螢幕 水平圓柱凹螢幕 

無縫切換功能 

當切換輸入影像時，投影機畫面將順暢自然地切換至次一畫面，避免出

現突兀的黑色畫面。 

梯形校正除了垂直和水平外，增加了八點校正、牆角校正、弧形校正功

能，更方便與快速地調整不同方向投射的影像。 

具備 DICOM 類比模式 

NEC PX602系列投影機具備DICOM類

比模式，可顯示接近DICOM國際醫療標

準的影像，可用於醫學教學與學術會議。 

打開[右] 
打開[左] 

[範圍] 

(確定影像重疊邊緣的一個區域。) 

洋紅色標識物 洋紅色標識物 

[位置] 

(確定影像重疊邊緣的位置。) 

綠色標識物 

*採用真實解析度為 1920x1080 機型 



 

 

HDBaseT 長距離網路傳輸 

傳輸速度可高達20Gbps，支援3D和4K影

像格式，傳輸則採用一般通用的RJ45接頭 

CAT.6高速網路線，傳輸距離達100公尺。 

雙機堆疊結構 

標準配備包含堆疊腳架(前側2個、後側1個)，使PX602系列進行堆疊時更

穩固、更簡便。單機使用時，可將堆疊腳架去除。 

OPS 擴充插槽 

PX602系列投影機搭載OPS規範擴

充插槽，通過安裝不同的擴充插

卡，能實現一體化解決方案並簡化

安裝，可選擇PC擴充插卡、HD-SDI

擴充插卡等多種擴充插卡。 

顯示管理集中控制軟體 

為管理維護更大規模顯示終端，NEC技術團隊考量各業

種需求，研發出NaViSet2顯示終端管理系統。功能包含

顯示終端使用狀況監控、管理、排程、資料收集與日誌

報告生成等。 

NaViSet Administrator 2採用網路化分散管理，支援

LAN、RS232等控制方式，可同時控制電腦、投影機、

顯示器等多種混合顯示終端。 

支援 Crestron RoomView®  

豐富的輸入/輸出端子 

支援HDMI、DisplayPort、HDBaseT、VGA、5BNC輸入及HDMI輸出，

可將HDBaseT、HDMI、DisplayPort多種數位輸入訊號轉換為HDMI數位

訊號輸出，具有RS-232控制埠、有線遙控埠、3D訊號同步埠。 

PX602UL-BK 

PX602UL-WH 



 

 

 

 

 

 

 

 

 

 

 

 

 

 

 

 

 

 

 

 

 

 

 

 

 

 
鏡頭型號 NP33ZL NP34ZL NP35ZL NP37ZL NP38ZL 

鏡頭外觀 

     

鏡頭類型 短變焦 變焦 

變焦/聚焦 電動變焦和聚焦 

變焦比 1.26 1.28 1.25 1.9 1.9 

投射比 0.75-0.95:1 0.96-1.23:1 1.23-1.54:1 1.53-2.94:1 2.90-5.50:1 

F 值 2.3-2.53 2.3-2.57 2.0-2.32 2.3-3.39 2.3-2.74 

f 值 (mm) 11.1-14.06 14.03-17.96 18.07-22.59 22.56-42.87 42.6-80.9 

螢幕尺寸 50-300 英吋 50-300 英吋 50-300 英吋 50-300 英吋 50-300 英吋 

 -0.5V 到 +0.5V 

水平鏡頭移動 ± 0.15H 

重量 － 0.6kg 0.4kg 0.8kg 1kg 

 

投射影像的寬度 

螢幕尺寸 

可選鏡頭規格 

光學鏡頭位移，工程安裝更靈活 

電動鏡頭位移，無需移動投影機便能輕鬆調整投影畫面在水平和垂直方向

的位置。同時，鏡頭置中設計便於影像梯形校正。梯形校正可以由遙控器

進行控制，投影機無需安裝到觸手可及的位置。 

投射影像的高度 

五種鏡頭可選，投射範圍廣泛 

投射距離為 1.6m~11.8m。(100 英吋畫面) 

100 英寸畫面 
(距離螢幕最遠的位置) 

360°旋轉 

鏡頭置中，獨有的燈泡冷卻技術支援投影

機360度投影，滿足多種安裝和解決方案

的需求。 

垂直縱向安裝 

滿足垂直投影需求*，增加鏡頭鎖功能，

避免鏡頭偏移。 
*垂直投影需選購安全蓋(NP07CV) 

投射距離 (m) 

(顯示比例：16:10) PX602UL-WH/PX602UL-BK 
 

PX602UL-WH/PX602UL-BK 

 X 的值 

PX602UL-WH/PX602UL-BK 20%V 

符號的含義：V“垂直”指的是螢幕高度，H“水平”指的是螢幕寬度。鏡頭平移範圍分別表示

為高度和寬度的比率。 
 



 

 

型號 PX602UL-WH PX602UL-BK 

Model No. (Order Code) NP-PX602UL-WH/NP-PX602ULG-WH NP- PX602UL-BK /NP-PX602ULG-BK 

投影方式 1DLP 晶片(0.67 英吋，顯示寬高比 16:10) 

解析度*1
 1920 × 1200 像素(WUXGA) 

鏡頭 可選電動變焦和聚焦(NP33ZL、NP34ZL、NP35ZL、NP37ZL、NP38ZL) 

鏡頭移動 電動鏡頭位移 

光源 雷射二極體 

光源壽命(節能模式/標準模式) 20000 小時 

投影亮度*2*3
 6000 流明 

對比度*3 
(全白：全黑) 10000：1 

影像尺寸(投射距離) 50-300 英吋(投射距離視鏡頭而定) 

輸入 
1個RGB/組合(D-Sub 15 針)，5個BNC端子，1個支援HDCP的A型HDMI (19P，HDMI 

®
 端子)， 

1 個支援 HDCP 的 DisplayPort (20 針端子)，1 個 HDBaseT/Ethernet (RJ-45)，1 個 OPS 可選插槽 

輸出 1 個支援 HDCP 的 A 型 HDMI (19P，HDMI 
®
 端子) 

控制端子 1 個控制端子(D-Sub 9 針) 

有線遙控 1 個立體聲微型插孔 

有線區域網埠 1 個 RJ-45 (10BASE-T/100BASE-TX) (與 HDBaseT 共用) 

USB 埠 1 個 A 型 

色彩還原 10 位元訊號處理 (10.7 億色) (閱讀器，網路：彩色，1670 萬色) 

相容訊號*4
 

模擬：VGA/SVGA/XGA/XGA+/WXGA/Quad-VGA/SXGA/SXGA/WXGA+/WXGA/UXGA/WSXGA+/WUXGA/2K 

/HD/FullHD/Mac13"，16"，19"，21"，23 " 

組合：480i/480p/576i/576p/720p/1080i/1080p 

HDMI/DisplayPort：VGA/SVGA/XGA/WXGA/Quad-VGA/SXGA/SXGA/WXGA/WXGA/UXGA/WSXGA+/WUXGA/ 

2K/WQHD/WQXGA/4K/480p/576p/720p/1080i/1080p 
HDMI/DisplayPort 3D：720P/1080i/1080P (支持幀封裝、上下、並排) 

NTSC/NTSC4.43/PAL/PAL-M/PAL-N/PAL60 300/SECAM 

掃描頻率 水平：15 KHz 至 100 KHz (RGB：24 KHz 或以上) 垂直：50 Hz 至 120 Hz (HDMI：50 Hz 至 85 Hz) 

同步相容 分離同步/複合同步/綠色同步 

電源要求 100-240 伏特，50/60 Hz 交流電 

輸入電流 6.8~2.5 安培 

功率 
標準模式 590~550 瓦 

待機(省電) 0.5 瓦 

安裝方位 桌面/正投，桌面/背投，吊掛/正投，吊掛/背投 

尺寸 484.4mm(寬) × 195mm(高) × 509mm(深) (不包括突出部分) 

重量 18.5 kg 

環境設計 
操作環境 操作溫度：5℃至 40℃，(35℃至 40℃自動開啟節能模式)，20%至 80%濕度(無結露) 

保存環境 保存溫度：-10℃至 50℃，20%至 80%濕度(無結露) 

規格若有變動恕不另行通知 
*1 有效圖元超過 99.99%。 

*2 這是[預置]模式設置為[標準]時的光亮度值(流明)。若選擇任何別的模式作為[預置]模式，光亮度值會稍微下降。 

*3 依照ISO21118標準：該標稱值代表量產時產品的平均值，而產品的出廠最低值為標稱值的80%。 

*4 解析度高於或低於投影機原始解析度的影像將使用Advanced AccuBlend (智慧壓縮) 技術來顯示。 

 

規格表 

選購 OPS 插板 

SB-01HC 

選購 3D 設備 遙控器 節能環保 外觀尺寸 

3D發射器 

AD025-RF-X1 

單位：mm 

484.4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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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8000-8830，N8000-8822 3D 眼镜 

X105-RF-X2 

台灣恩益禧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