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 android 投影仪

软件 配置

类型 详细 描述
产品型号 产品 模型 T1
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 系统 windows 10默认语言: 英语

物理标准配置

类型 详细 描述

产品 形式 产品表单 投影仪 平板
产品颜色 金 + 白 (案例 在黄金和表面白色)

液晶
液晶显示器尺寸 8 " 16:10   www.sztomato.com
决议 800 * 1280 ips 
亮度 300 亮度

dmd

图像技术 0.3 720P dmd (dlp) 
光源 指示灯 (. b)
决议 1280 * 720
聚焦模式 手动
投掷比率 1.66:1
屏幕大小 0.2m-5.5 "; 1米-27 ";3米-81 "
亮度 ansi 220亮度
对比 500:1
失真 < 1.0%
均匀 > 85%
dmd 尺寸 44毫米 * 55 mm * 16.2mm
一生 > 20000 小时
系统电源 12V

tp 触摸屏 5 点电容屏, g + g, 硬度超过 7H, 耐刮伤, tp 深度: 1.4mm, cof

扬声器声音大 内置 ω/3 w 框  x 1
麦克风 内置 数字 mic*2
风机 内置 5015 * 1; 6500革命;

电池
类型 plib www.sztomato.com
能力 11.1V/4850 麻将/3 簇 
耐力 2 h (默认 亮度;默认音量和视频播放 1080P)

硬件 配置

类型 详细 描述

cpu 类型 英特尔 Cherrytrail-t 型 (四核), Z8300
速度 1.84GHz

gpu 类型 英特尔 高清图形 (Gen8)
ram ddr3l 2GB  
光盘  emmc 32GB    
g_sensor 内置 引力 加速度传感器
红外 内置 标准  www.sztomato.com

网络

类型 详细 描述
wifi wifi 模块 wifi 802.11 (a/b/克/n/ac) 频率 2.4g + 5.8G 双波段 wifi
蓝牙 内置 BT4。0 

接口

类型 详细 描述

https://www.sztomato.com/cn/news/china-android-projector-mini-projector-cable-company.html#.WUHjtbEYx6w


tf 存储卡 扩展存储 支持 sdhc/sdxc x1 max:64g

usb 扩大 存储和数据传输 usb 2.0 * 1 & usb 3.0 * 1 主机

耳机 音频输出 ∮3.5mm 标准耳机接口  x1
直流 电源输入 直流 19V 3A ∮6.0mm 电源 接口  x1
hdmi av 输出 hdmi 键入 x1
互联网 网络输出 RJ45 x1

标准配件

类型 详细 描述

远程控制 标准 支持 osd  可;系统接口 控制;红外线通讯

电源适配器电线 标准 不。 18 awg 导线;3.7A 最大电流;3.2A 中的正常电流   

电源适配器 标准 ac100v 〜 240V, 50 赫兹/60 赫兹  输出 dc 19伏/3 a

不像其他迷你 android 投影机在市场上, onenuts T1 投影机是真正适合便携式商用, 不仅使用作为娱乐。onenuts T1 投影机似乎是稳健, 功
能, 并能够满足您的要求, 无论是工作或发挥。

onenuts T1 投影机是投影机与平板电脑的完美结合, 是新的移动办公模式, 是投影机与平板电脑的创造性结合。配备英特尔四核处理器, 并预加载最新的
windows10 操作系统。

令人惊异的是, 它是触摸迷你投影仪, 只需用手指轻轻触摸平板, 即可将相同的内容投射到大屏幕上, 这可以称为小型投影机中手势控制的革命。

基于如此强大的功能, 它可以应用到许多不同的领域, 如家庭影院, 便携商业, 户外电影, 教育和娱乐等。

Onenuts T1 投影仪的许多优异功能:

1. 高性能英特尔 Z8300 四核和 gpu Gen8, 速度达到1.84GHZ。
2. 2G DDR3 和 32GB EMMC, 足够的内部存储为您提供空间和自由安装任何内容, 而不必总是担心耗尽空间。
3. 2.4g + 5.8G 双波段 wifi, 近3倍的稳定, 有效地避免了2.4G 波段信号的干扰传输, 更稳定的5.8G 波段传输速率可以高达1.3Gbps。
非常快速和稳定的网络视频流和超高清流没有任何缓存。
4. 数字光过程是 dlp 技术的 dmd, 它提供1670万种颜色和256级灰度, 从而确保 dlp 投影仪可以投射到细腻、自然和逼真的图像和视频上。
5. 支持 bluetooth4.0, 功耗低, 比旧版本减少 90%, 节电更大。
6. 内置音箱, 音色优美, 数字同轴音频, 输出无损音质, 
就像在演唱会现场
7. 人性化的界面设计。考虑到尽可能多的场景的使用, onenuts T1 投影机配备了许多常见的接口和稀有的接口, 所以不会错过任何精彩的电影。
8. 配备 hdmi 输出功能。通过 hdmi 输出的笔记本/xbox 和其他电子设备可以投射到大屏幕上, 享受更好的体验。

9. 移动大屏幕, 高达150英寸。通过调整投影仪的位置来确定屏幕的大小, 墙的大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 屏幕比你要说的要大得多。

10. 发光二极管亮度led 灯寿命长达20000小时, led 灯的亮度与 300 blm-ii, 保证了美观的视觉享受
11. 强力电池。内置聚合物锂离子电池, 4850mAh。一次充电可以连续使用2小时。

12. 超高分辨率投影机。该决议是 800 * 1280 ips, 所以图像和视频将是非常生动和现实的, 你会喜欢, 忘记了时间。

13. 产品外观。精工细作, 工匠精神传承, 全金属体, 我们更彻底地进行了数控加工, 无论是 tf 卡插槽, usb 端口, 或开关, 插座等, 这是由四轴数控机床旋



转360度, 以加工精度为0.01mm。

总的来说, onenuts T1 投影机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非常适合办公和娱乐, 特别是对商务人士来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