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视盒 android hdmi 视频录制, oem 互联网电视盒供应商

规格
模型 不。 ONENUTS 螺母1   www.sztomato.com
cpu 半导体 S912 64 位八-核心臂皮层 A53 处理器 @ 高达2.0GHz
gpu arm Mali-T820MP3 gpu 高达 750MHz (DVFS)
ram 2GB DDR3
内部存储 16GB eMMC 闪存和 sd 插槽高达32GB
决议 4K x 2K 至60fps
操作系统 android 6.0。1  www.sztomato.com
应用 谷歌游戏, Aptoide, 科 16。1, youtube, netflix, 游戏应用程序 (ko GameBox) BangTV, Mobdro、展示盒等
drm Widevine (Verimatrix/Playready 可选)

视频 & 音频编解码器

视频 docoder VP9-10/小时265至4kx2k@60fps, h. 264 HEVC wmv/mpeg1/2/4 VC-1/AVS/RealVideo
达1080p@60fps

视频格式 3 gp/avi/flv/mkv/MP4/rmvb/ts/webm/wmv/mpg/mpeg/dat/iso/rm
音频解码器 ac-3/dts/flac/he-aac/mpeg/vorbis/wmav2/mp3/aac/wma/rm/flac/ogg 可编程的 7.1/5.1 下混合

输出 & 输入
usb 主机 2高速 usb 2.0 (1 otg 和1主机), 支持 usb 闪存驱动器 和 usb 硬盘
读卡器 sd/sdhc/mmc 卡
hdmi hdmi 2.0a 最多 4K @ 60Hz, 具有 cec 和 hdr 支持, 以及 av 端口 最大分辨率
局域网 标准 RJ-45 以太网
无线 双波段 wifi 802.11 b/克/n交流 2.4 和 5.0 ghz
蓝牙 蓝牙4。0
av 支持立体声音频和 cvbs 480/576 i sd 视频
s/pdif 支持光输出

其他
电源 dc 5 v/2A  www.sztomato.com
配件 遥控器、用户手册、电源、hdmi 电缆
选项 通过 usb 或 bt 支持鼠标和键盘;支持 2.4GHz 无线鼠标和键盘通过 2.4GHz usb 转换器  www.sztomato.com

 
盒子里是什么？

https://www.sztomato.com/cn/news/Android-tv-box-with-video-recording-DTS-HD-Android-tv-box-wholesales.html#.WWVts7EYy9I


1 * Onenuts Nut1 安卓电视盒
1 * 遥控
1 * 用户手册
1 * hdmi 电缆
1 * 用户手册
1 * 便携防震手提袋

1. Onenuts 螺母1播放器是市场上最受欢迎的流媒体播放器之一, 在美国、加拿大和欧洲都有很大的需求。
2. 按 & 播放-插入电视, 连接到互联网, 在几秒钟内播放高清流, 并使用易用的界面
3. 支持 100万 + android 应用程序: 随着谷歌市场和 Aptoide, 获得一个无穷无尽的电影, 电视节目, 生活体育, 溢价 & 国际频道, 新闻, 音乐, 游戏等的图书馆, 所
有在 hd。
4. 2 1 混合功能: 流式播放器和游戏盒。Android6.0 电视机顶盒预装了科、youtube、netflix、ko 游戏等多项。
5. 高硬件配置:64 位八核心皮层 A53 处理器的高级处理器, 超级内存 2G DDR3 和 16G eMMC, 双波段交流 wifi 高速, 支持高分辨率 4 k * 2 k。
6. eva 袋免费: 环保材料。只要拿出的 android 电视盒, 可以重用, 把任何小配件在这里。

为什么选择 Onenuts 螺母 1 S912 安卓电视盒？

新功能强大的 Andorid 6.0.1 操作系统
以最新的 android 6.0.1 系统为特色, 这个强大的 android 电视盒比 android 5.0 操作系统更稳定。有了这个 android 电视盒, 你可以访问成千上万的免费
电影, 电视, 现场体育, 音乐等在国内外, 把你的电视变成了智能电视。没有订阅。没有月费。

预安装科 (xbmc)
预先配置了最新的科 16.1, 它允许您下载许多 add-ons, 如 youtube、netflix、facebook、twitter、skype, 并且您还可以在大屏幕上流畅地播放数以
千计的 android 游戏。安装您喜欢的应用程序, 并享受先进的技术。

为您带来4K 超高清流媒体功能
Onenuts S912 android 电视盒现在为您带来4K 超高清晰度的流媒体功能。内置 hdmi 2.0a 高达 4K @ 60Hz 与 cec & hdr 处理, 4K 超高
清晰度流功能, 让您的最佳电视体验与逼真的图片质量时, 使用兼容的4K 超高清电视!Onenuts Nut1 八核心 android 电视盒, 拥有32G 的最大扩展容量, 让您有更多
的空间下载您喜爱的应用程序和缓存来浏览网站、玩游戏、运行应用程序、更流畅地观看电影。 

ota 更新
Onenuts Nut1 与超过空气更新, 确保最新的软件 & 带来最新的更新, bug 修复 android 和科到您的设备轻松。在美国的服务器与大的宽带, 只需要花3-5 分钟更新
您的设备到最新的软件, 所以你可以爱你的 Onenuts Nut1 电视盒更多。软件更新将自动发送给您, 您可以在方便的时候安装它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