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场感 • 曲面投影

LCOS工程投影机



在显示静态图像时，利用高性能影像处理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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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投影画面更加令人印象深刻。

4K500ST采用了新开发的4K LCOS显示面板，小巧高亮度的AISYS光学系统，佳能自行开发的高性能影像处理器，

以及采用佳能EF镜头技术的红圈4K广角变焦镜头，使4K500ST能够呈现出非常具有临场感的4K高质量影像。

高性能影像处理器
4K500ST采用了两块佳能独自开发的高性能影像处理器来处理4K影像的庞大数
据量，可以平滑、生动地展现出每秒60帧的4K影像，减少了视频影像的残影，可抑
制影像模糊和抖动，带来稳定、流畅、栩栩如生的高分辨率4K影像。同时，还带来
多种丰富的影像处理功能。

983万像素高精细分辨率
4K500ST使用的4K LCOS面板具有4096×2400
的超高分辨率，显示像素数高达983万，不仅能

够支 持 D C I (数 字 电 影倡 导联 盟 )标 准 的

4096X2160高分辨率4K影像信号，还能以点对

点的方式显示4096×2400的超高分辨率影像信

号，更大的画面和更高的像素带来更加出色的视

觉体验，如亲临现场般震撼。

Canon 4K projector (4096×2400)

4K digital cinema (4096×2160)

QFHD (3840×2160)

Full HD (1920×1080)

震憾的临场感

4K/30P

4K/60P

紧凑轻量的AISYS光学系统
佳能独自开发的紧凑型AISYS光学系统，能够将来自光
源的光线按纵向和横向独立出来分别进行控制，在维持
高对比度的同时将亮度提高到5000流明，将高亮度和小
巧机身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5000
流明

高性能影像处理器

4K专用广角变焦镜头

小型轻量化AISYS光学系统

LCOS显示面板

超越DCI
高分辨率

·可看见网格状的线
·对比度提升有限
·难以提高分辨率

LCD投影技术

整个画面都能看到栅格

·无栅格细腻画面
·高分辨率，高亮度
·出色的视频影像质量

LCOS投影技术

可表现出画面中丰富的
过渡层次

佳能AISYS小型光学系统

4K LCOS高分辨率面板
采用新开发的0.76英寸3片式4K LCOS显示面板，能够快速生成无栅格的平滑，细腻，生动的影像，为用户呈现出栩栩如

生的高画质影像。



高性能镜头

屏幕周边屏幕中央

4K500ST使用了佳能为这个机型特别设计的4K广角变焦镜头，投影比为

1:1.0-1.3，对画面周围部分也能生动再现；该镜头具有F2.6的大光圈，在

变焦操作时可使亮度的变化差异非常小。

1.0-1.3的广角投影比

可投影600英寸大画面

4K500ST在13.6米～17.7米的距离即可投影600寸的大画面，

适合需要大型、高精细图像的用户。

低失真画面
出色的投影镜头可有效降低投影画面的枕形失真和桶形失真，在进行多机拼接投影时画面边缘融合质量更高，减少了因画面变

形带来的影像模糊。

4K广角变焦镜头
为4K500ST特别设计的高质量

4K广角变焦投影镜头，采用了

源自佳能EF镜头的先进技术，

并首次在投影镜头中使用了佳

能引以为傲的红圈标识，代表着

非常高水平的光学质量。这支

新镜头使用了2片非球面镜片和

2片超低色散玻璃，在忠实再现

4K高精细画质的同时，还能实

现极少变形的影像。

100"

2.2
米

降低失真

桶形失真枕形失真

上下可达60%的大范围镜头位移
传统的紧凑型工程机的镜头只能进行镜头向上位移，

而4K500ST的投影机则支持在垂直方向进行上下双方

向位移，使安装更加容易。

短焦投影

特别设计的新投影镜头具有

1:1.0-1.3的投影比，可在2.2米的

距离投影5000流明的100英寸

大画面。

各角落都能
清晰展示

光轴

13.6米
17.7米

600英寸

10% 10%

60%

60%

60%

60%

H

4K500ST镜
头可上下位移

60%，左右位

移10%。



丰富功能

曲面投影
4K500ST搭载了佳能创新的周边对焦调整技术，采用了不同于一般对焦驱动的光学修正方式，能够修正

像场的弧度，因此可在穹顶或类似的曲面上投影美丽的影像。同时，使用F2.6大光圈投影镜头能够为曲面

投影提供足够的像场景深，而可变光圈的采用可以提高光学照明系统的输出亮度。

周边对焦
在穹顶或曲面上投影时，采用物理方式移动“周边对焦校正用光学构件”，可实现对周边对焦的校正，使投

影画面中心及四边对焦清晰，画面自然。

校正前

中心部分已对焦，但左上部的对焦稍微有些不准。

校正后

通过“周边对焦调整”菜单，移动“周边对焦校正光学
组件”进行调整。

支持“Blue-base”和“Clear-base”

5点调整：基于用户可调整的5点，可以修正变焦放大或镜头位移
时产生的色差。

手动调整：将显示的影像按照8×5划分区域，并对其中9×6个交
叉点的子像素进行手动调整。

子像素校正
子像素校正是为对像素重合要求很高的用户而提供的高级调整功能，通过调整可减轻因色彩不

能精确重合而导致的像素点色彩错位。该功能允许以0.1个像素为单位，对小于像素单位的色彩

错位进行电动校正，并支持对不同颜色进行单独调整，以使画面颜色变得更为精准。该功能可以

单独使用，并可选择5点自动调整或采用54点手动调整。

DICOM SIM模式
DICOM SIM模式支持以“Blue-base”和“Clear-base”两种不同色温显示影像的功能，并可通过

目视选择适合的伽马值。以满足不同情况下的影像查看。由于可以表现微妙的层次差异，在投射

X光片时可清晰呈现细节，可投影接近医疗图像国际标准规格DICOM Part14的影像。

可根据用户喜好简单调整色彩

以预设的2种色调为基础，可简单进行色调调整

由于没有预设，
微调整复杂而
困难

以预设的2种设定
为基础，可简单进
行微调整

*本产品非医疗诊断用设备，因此不可用于实际的诊断

Blue-base Clear-base

可通过目视选择最佳的伽马值

可通过目视，从21个色阶中，选择最适合环境光线的伽马值

*当投影环境完全黑暗时，伽马调整以-10为基准值

能以21个色阶实现细致的调整

四周模糊 画面整体清晰

无论是凹面还凸面，屏幕的曲率半径
都可调节至3m以上。通过反复进行中
心对焦、周边对焦，使中心和周边都处
于最佳对焦位置。

100英寸投影

支持曲率半径在3m以上的屏幕

穹顶投影

光轴

固定中心焦点



区域动态伽马处理
区域动态伽马处理功能可将画面分成60个区域，并对每一个区域的画面亮度，对比度

等进行单独检测和调整，以使保证整体画面的高质量。

原始图像

提高对比度的同时，

再现画面亮部和暗部的细节

没有分割区域，画面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校正分割为60个区域独立校正

有区域动态伽马处理 没有区域动态伽马处理

关闭

开启

动态模糊减弱
双影像处理器为投影机带来了动态模糊减弱功能，不但使动态画面更加清晰，同时视频中的文字也清晰可见，大幅

提升了视频播放的可视性。

影像调整

画质增强
佳能高性能影像处理器可将全高清影像变换为接近4K影像的高质量。通过“双立方插值算法”及佳能独有的“形

状追踪”算法，淡化了锯齿，避免了像素放大所带来的图像模糊、色差等现象发生。使转换后的的图像画面更平顺，

自然。

双立方插值算法 形状追踪

画质增强

高性能
影像处理引擎

传统2K画面

4K超高清画面



边缘融合
依托高性能影像处理器，4K500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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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富的输入接口
4K500ST机身装载了四组DVI端子，两个HDMI端子，音频输入端子，网络接口等多种实用接口，可以

连接计算机，蓝光播放机或高清摄像机等视频播放设备。

4种输入类型
为了保证高质量的影像信号传输，4K500ST搭载了多个端子，在分担影像信号传输的同时，保证了高

质量投影画面，使影像信号传输更便捷灵活。

5431 8 276

1. DVI-D×4
2. HDMI 1.4×2
3. Dsub9：连接RS-232C
4. RJ-45网线接口

5. USB接口A型
6. 微型接口，音频输入

7. 微型接口，音频输出

8. 迷你接口，连接有线遥控器

DVI 1 DVI 2 DVI 3 DVI 4

DVI 1 DVI 3

DVI 2 DVI 4

单一信号输入 (DVI 1、DVI 2、DVI 3、DVI 4、HDMI 1、HDMI 2)
使用1条传输电缆传输4K影像信号

单一信号传输

四路信号输入 (DVI 2×2)，将4K影像平均分割为4部分
使用4条传输电缆传输4K影像信号

四路信号输入(DVI 1×4)，将4K影像垂直分割为4部分
使用4条传输电缆传输4K影像信号

四路信号传输-1 四路信号传输-2

DVI 1
HDMI 1

DVI 3
HDMI 2

双信号输入(DVI 1 + DVI 3、HDMI 1 + HDMI 2)
使用2条传输电缆传输4K影像信号

双信号传输

广泛应用

2K2K

8K影像
通过4K投影及边缘融合技术，使用4台4K500ST投影机，可投射出令人印象深刻的8K(8192*4800)高
质量影像。



应用广泛

像素校正功能
使用边缘融合方式进行多机投影时，可以以1个像素为单位进行调整，通过移动RGB不同颜色像素的

位置，可以进行精细的校准。

大气、洋流、地震、海啸、台风等模拟

• 凭借4K高分辨率呈现出细腻、高精细的影像
• 动态模糊弱化功能
• 无缝的多路投影

学术研究

飞行器、汽车、火车和船舶驾驶模拟器

• 有现场感和立体感的高分辨率影像
• 低延迟播放
• 动态模糊弱化功能
• 无缝的多路投影
• 曲面投影

模拟仿真

艺术作品、博物馆、多功能剧院

• 有临场感和立体感的高分辨率影像
• 多机融合投影的细腻画质
• 曲面投影
• 小型，轻量，多种安装方式

美术馆、博物馆

1. 医学会议、研讨会/讲座 2. 现场转播画面，交通管理，数字标牌、航空管制

•  有现场感和立体感的高分辨率逼真影像
•  可展现细节的细腻、高精细影像
•  凭借动态模糊弱化功能实现卓越的可视性

其他用途

多机融合投影时

简单安装

丰富设置方式
4K500ST具有平坦的机身设计和新散热处理系统，支持多种安装方式，因此为安装提供了更多的灵

活性，以满足不同环境下的安装要求。

高画质4点校正
4K500ST采用的新型影像处理器的高画质4点校正功能可解决传统4点校正功能易出现的分辨率下降

和会产生摩尔纹等问题。即使经过4点校正后的影像依然是高画质。

360度投影

正面投影 叠加投影 吊顶投影 垂直投影，向上/向下投影

高画质4点校正倾斜投影

清晰显示CAD设计图纸

• 有现场感和立体感的高分辨率逼真影像
• 可表现细节丰富的高质量影像

规划、设计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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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hone iPad

扫二维码，轻松计算投影距离！

规格表 投影距离表

高度H的影像被投影在从最短距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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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轴H

L(W)
L(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