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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浩彩



	 深圳浩彩显示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集 LED 显示屏研发、生产、制造、销售和周边服务于
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位于深圳市光明区，注册资金 2000 万元，厂房面积逾 5000 平
米。公司主营产品涵盖LED透明显示屏、LED无边框高防护广告机、LED户外大间距广告灯条屏、
LED创意显示屏等，项目涉及机场、高铁站、商业地产、体育场馆、政府机构、展览会、会议中心、
博物馆、剧院、购物商场、酒店、汽车4S店、广告媒体、娱乐活动及工业等领域的LED显示屏产品。
公司拥有全自动化生产线，对产品质量严格把关控制，各项产品均获得 3C、CE、FCC、RoHS、
ISO14001、ISO9001:2015、中国节能产品等多项认证，并拥有多项发明专利。浩彩作为生产销售
LED 显示屏的专业团队，我们不断推出新产品，完善产品体系，这是公司得以持续发展的保障！
我们坚持稳步发展，质量为上，我们将持续努力为社会创造经济效益，持续为客户创造更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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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 7 日 , 浩彩显示与创维 AIOT 成立创维集团 LED 显示屏研发制造基地的挂牌仪式圆满成功 .
2020 年 12 月 11 日 , 浩彩显示技术有限公司荣获高级新技术企业证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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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资质



资质认证证书

国家强制性产品认
证 3C证书

CE认证 FCC认证 ISO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ISO14001:2004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诚信供应商证书

检测报告

震动测试报告 高低温测试报告 拉力测试报告 淋水测试报告 压力测试报告

重合同守信用企业
证书

盐雾测试报告 CQC检测报告

专利证书

超薄灯杆双面
显示屏专利

侧发光灯条专利 分层防水模组专利 模组灌胶专利 双层防水箱体专利 模组灌胶装置专利 双层灌胶封装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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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 PCB送板机 全自动锡膏印刷机

雅马哈高速贴片机

浩彩显示技术有限公司拥有现代化全自动生产线 , 有力的确保产品质量和交货周期稳定 .

回流焊流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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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设备与生产线



防水雨淋测试仪 组装生产线

全自动灌胶封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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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I 光学检测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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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工厂 实力研发团队 品质保证 严格测试 服务团队

浩彩总部在深圳市光
明区碧浪科技园，逾
5000 平米的研发生产
厂房装备现代自动化
生产设备 , 可满足高
品质生产需求。

浩彩研发团队为公司
开发的产品广受好评，
申请了多项专利证书。
团队可根据用户的不
同需求定制设计出适
用于各种场景需求的
解决方案。

公司荣获 ISO9001-
2015 质量体系认证，
产品通过 3C 、CE 、
FCC 等认证。公司拥
有完善的品质控制流
程和品控团队。

公司产品出厂前均进
行 72 小时品质测试
正常后包装出货。测
试项目按国家标准或
国际标准进行。

公司拥有遍布全国各
大城市的服务团队，
可提供上门安装调试
等服务。服务范围覆
盖大城市及乡镇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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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优势和服务



合作伙伴

遍布全国的服务网络

10www.hicled.com



超轻结构 超薄屏体 高透明度 超广视角

超高亮度 IP65 防护 安装快捷 自由组合

维护简单 节能认证 稳定智能 耐高低温

●		产品箱体采用压铸铝材质 , 兼具轻薄、坚固两种特性 ,CNC 精密加工 , 精度高 , 可实现无缝拼接。
●		屏幕透明度高 ,	通透率最高可达 71%。
●		超薄箱体，结构简约占用空间少，重量轻，无需改变建筑结构，可适应各种安装环境。
●		节能环保，不需要空调散热，模组栅格可通风，风阻小，更安全。
●		易维护设计，采用快拆换模组 , 正面前维护或屏幕后维护都可以 , 降低维修成本。
●		可垒装、吊装，个性化组合箱体，适合各种户外安装环境。
●		LED	PCB 与灯板模组之间，采用灌胶封装，有效的保护灯珠不会因为意外撞击出现灯珠掉落。
●		模组采用防护灌胶封装 , 可以达到 IP65 级防护，可适应户外全天候播放环境。

产品特点 :

前维护

后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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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水灌胶模组背面

防水灌胶模组正面

螺栓固定连接

户外固装透明屏



型号 JL3-7 JL5-10 JL10 JL15
像素间距 (mm) 横向 :3.9 纵向 :7.8 横向 :5.2 纵向 :10.4 横向 :10.4 纵向 :10.4 横向 :15.6 纵向 :15.6

透明度 53% 58% 58% 71%
物理像素 (dot/ m²) 32768 18432 9216 4096

箱体像素 256x64 192x48 96x48 64x32
重量 (Kg/ m²) 15 15 15 15

刷新率 (Hz) 3840 3840 3840 3840
驱动芯片 ICN2153PWM MY9866 MY9866 ICN2038S
扫描方式 1/8 1/4 1/2 静态

LED 灯珠型号 SMD1921 SMD1921 SMD2727 SMD2727
亮度 (cd/ m²) ≥ 4500 ≥ 5500
灯珠工作寿命 ≥ 10 万小时

像素组成 RGB 三合一
灰度 14bit

最大功率 (W/ m²) 800
常规功率 (W/ m²) 260

LED 控制系统 诺瓦
连接方式 WiFi / DVI / HDMI / DP / USB/RJ45 网线 / 网络远程控制
防护等级 IP65
消除鬼影 配备
输入电压 AC100~240V 50/60Hz 

模组输入电压 DC4.7~5V ±0.2V
箱体尺寸 (mm) 1000x500x80

箱体材质 压铸铝
维护方式 前后维护

工作温度与适度 温度 -10~40℃  湿度 10%-90% 无凝露
安装方式 吊装（纵向 10 个箱体）/ 垒装 / 固定安装

产品参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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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防水租赁透明屏

超轻结构 超薄屏体 高透明度 超广视角

超高亮度 IP65 防护 安装快捷 可调角度

维护简单 节能认证 稳定智能 耐高低温

●		产品箱体采用压铸铝材质 , 兼具轻薄、坚固两种特性 ,CNC 精密加工 , 精度高 , 可实现无缝拼接。
●		屏幕透明度高 ,	通透率最高可达 71%。
●		超薄箱体，结构简约占用空间少，重量轻，可快速组装和拆卸。
●		节能环保，不需要空调散热，模组栅格可通风，风阻小，更安全。
●		易维护设计，采用快拆换模组 , 正面前维护或屏幕后维护都可以 , 降低维修成本。
●		可垒装、吊装，箱体横向连接锁可调节正负 15°角，个性化组合成弧面屏幕，满足超过 200°以上可视角度。
●		LED	PCB 与灯板模组之间，采用灌胶封装，有效的保护灯珠不会因为意外撞击出现灯珠掉落。
●		模组采用防护灌胶封装 , 可以达到 IP65 级防护，可适应户外全天候播放环境。

产品特点 :

箱体横向连接锁采用可调
角度设计

横向连接锁可根据需要调焦角度，可基于平面向内或者向外折
角 30°，由此可根据现场需要，搭配出更广可视角度的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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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水灌胶模组背面

防水灌胶模组正面



型号 JL3-7 JL5-10 JL10 JL15.6
像素间距 (mm) 横向 :3.9 纵向 :7.8 横向 :5.2 纵向 :10.4 横向 :10.4 纵向 :10.4 横向 :15.6 纵向 :15.6

透明度 53% 58% 58% 80%
物理像素 (dot/ m²) 32768 18432 9216 4096

箱体像素 256x64 192x48 96x48 64x32
重量 (Kg/ m²) 15 15 15 15

刷新率 (Hz) 3840 3840 3840 3840
驱动芯片 ICN2153PWM MY9866 MY9866 ICN2038S
扫描方式 1/8 1/4 1/2 静态

LED 灯珠型号 SMD1921 SMD1921 SMD2727 SMD2727
亮度 (cd/ m²) ≥ 4500 ≥ 5500
灯珠工作寿命 ≥ 10 万小时

像素组成 RGB 三合一
灰度 14bit

最大功率 (W/ m²) 800
常规功率 (W/ m²) 260

LED 控制系统 诺瓦
连接方式 WiFi / DVI / HDMI / DP / USB/RJ45 网线 / 网络远程控制
防护等级 IP65
消除鬼影 配备
输入电压 AC100~240V 50/60Hz 

模组输入电压 DC4.7~5V ±0.2V
箱体尺寸 (mm) 1000x500x80

箱体材质 压铸铝
维护方式 前后维护

工作温度与适度 温度 -10~40℃  湿度 10%-90% 无凝露
安装方式 吊装（纵向 10 个箱体）/ 垒装 / 固定安装

产品参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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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轻结构 超薄屏体 高透明度 超广视角

超高亮度 IP43 防护 安装快捷 自由组合

维护简单 节能认证 稳定智能

●		可根据实际安装场地情况以及需求，选择钣金箱体或者型材箱体。
●	黑色或者白色两种箱体颜色可选。
●	屏幕透明度高 ,	通透率最高可达 75%。
●		超薄箱体，重量轻，可适应各种安装环境。
●		节能环保，不需要空调散热。
●		易维护设计，采用快拆换模组 , 正面前维护设计。
●		可垒装、吊装，个性化组合箱体，适合各种户外安装环境。
●		可选 GOB封装模组，达到 IP43 级防护，灯珠完全封装，防止意外撞掉 LED 灯珠。

产品特点 :

模组正面

模组背面 前维护设计

室内固装透明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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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JL2-5 JL3-7 JL5-10 JL10 JL15
像素间距 (mm) 横向 :2.6 纵向 :5.2 横向 :3.9 纵向 :7.8 横向 :5.2 纵向 :10.4 横向 :10.4 纵向 :10.4 横向 :15.6 纵向 :15.6

透明度 55% 75% 65% 65% 80%
物理像素 (dot/ m²) 73728 32768 18432 9216 4096

箱体像素 384x96 256x64 192x48 96x48 64x32
重量 (Kg/ m²) 9 11 11 11 13

刷新率 (Hz) 5120 5120 3840 3840 3840
驱动芯片 ICN2153 ICN2153 MY9866 MY9866 ICN2038S
扫描方式 1/12 1/8 1/4 1/4 1/2

LED 灯珠型号 SMD1415 SMD1921 SMD1921 SMD2727 SMD2727
亮度 (cd/ m²) ≥ 4500
灯珠工作寿命 ≥ 10 万小时

像素组成 RGB 三合一
灰度 14bit

最大功率 (W/ m²) 800
常规功率 (W/ m²) 260

LED 控制系统 摩西尔 T120/ 诺瓦
连接方式 WiFi / DVI / HDMI / DP / USB/RJ45 网线 / 网络远程控制
防护等级 IP30
消除鬼影 配备
输入电压 AC100~240V 50/60Hz 

模组输入电压 DC4.7~5V ±0.2V
箱体尺寸 (mm) 1000x500x80

箱体材质 铝型材
维护方式 前维护

工作温度与适度 温度 -10~40℃  湿度 10%-90% 无凝露
安装方式 吊装（纵向 10 个箱体）/ 垒装 / 固定安装 )

产品参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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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轻结构 超薄屏体 高透明度 超广视角

超高亮度 IP30 防护 安装快捷 自由组合

维护简单 节能认证 稳定智能

●		产品箱体两边边框为超窄电源盒，可最大程度减轻透明度阻碍。
●		屏幕透明度高 ,	通透率可达 75%,。
●		适用于室内商超各种安装地点 , 不阻挡视线的同时又能带来炫酷的广告视觉体验。
●		节能环保，不需要空调散热。
●		易维护设计，采用快拆换模组 , 正面前维护或屏幕后维护都可以 , 降低维修成本。
●		可垒装、吊装，个性化组合箱体。

产品特点 :

模组正面

模组背面

室内高透显示屏

箱体细节 可选 1000mmx1000mm箱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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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JL3-7
像素间距 (mm) 横向 :3.9 纵向 :7.8

透明度 75%
物理像素 (dot/ m²) 32768

箱体像素 256x64（可旋转 90°显示）
重量 (Kg/ m²) 5.5/12

刷新率 (Hz) 3840
驱动芯片 ICN2153
扫描方式 1/16

LED 灯珠型号 SMD1921
亮度 (cd/ m²) ≥ 2500
灯珠工作寿命 ≥ 10 万小时

像素组成 RGB 三合一
灰度 14bit

最大功率 (W/ m²) 400
常规功率 (W/ m²) 130

LED 控制系统 诺瓦
连接方式 WiFi / DVI / HDMI / DP / USB/RJ45 网线 / 网络远程控制
防护等级 IP30
消除鬼影 配备
输入电压 AC100~240V 50/60Hz 

模组输入电压 DC4.7~5V ±0.2V
箱体尺寸 (mm) 1000x500x80

箱体材质 铝型材 + 透明亚克力
维护方式 前维护

工作温度与适度 温度 -10~40℃  湿度 10%-90% 无凝露
安装方式 吊装（纵向 10 个箱体）/ 垒装 / 固定安装 )

产品参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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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轻结构 超薄屏体 超广视角

定制形状 安装快捷 自由定制

维护简单 稳定智能 耐高低温

●		完全定制化的屏幕形状与尺寸，可根据需求设计成球形、圆柱形、扇形、螺旋、水滴、吉他、字母等。
●		可剪裁式模组，能根据不同需求，做成各种形状。
●		可选柔性模组，可覆盖安装在弯曲表面，例如建筑外墙。
●		节能环保，不需要空调散热。
●		可根据需求进行定制设计安装支架以及施工方案。
●		可选择室内或者户外安装。

产品特点 :

三角形模组

定制异形 LED 显示屏

可选模组 :

圆形模组 可自由剪裁模组 柔性模组

超高亮度

IP30 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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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参数 :
型号 P3.91 P4.8

像素间距 (mm) 3.91 4.8
物理像素 (dot/ m²) 65746 34222

模组像素 64x64 52x52
扫描方式 1/16 1/26

LED 灯珠型号 SMD2121 SMD2121
亮度 (cd/ m²) ≥ 800 ≥ 800

最大功率 (W/ m²) 650 650
常规功率 (W/ m²) 260 260

驱动芯片 台湾聚积 / 国产高刷新 IC（可选配）
灯珠工作寿命 ≥ 10 万小时

像素组成 RGB 三合一
灰度 14bit

LED 控制系统 摩西尔 / 诺瓦 / 灵星雨（可选配）
连接方式 WiFi / DVI / HDMI / DP / USB/RJ45 网线 / 网络远程控制
防护等级 IP30
消除鬼影 是
输入电压 AC100~240V 50/60Hz 

模组输入电压 DC4.7±0.2V
箱体材质 可定制
维护方式 前维护

工作温度与适度 温度 -10~40℃  湿度 10%-90% 无凝露
安装方式 吊装（纵向 10 个箱体）/ 垒装 / 固定安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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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轻结构 超薄屏体 高透明度 超广视角

超高亮度 IP65 防护 安装快捷 自由组合

维护简单 节能认证 稳定智能

●		屏幕透明度高 ,	通透率最高可达 76%。
●		组件均为防水设计，可在室外高楼幕墙安装。
●		节能环保，产品材质均为可回收材料。
●		易维护设计，采用快拆换模组 , 降低维修成本。
●		可垒装、吊装，个性化组合箱体，适合各种户外安装环境。
●		LED	PCB 模组，采用灌胶封装，可以达到 IP65 级防护。

产品特点 :

灌胶封装模组

户外大间距高透显示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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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参数 :
型号 JL20-0

像素间距 (mm) 横向 :20.8 纵向 :20.8
透明度 75%

物理像素 (dot/ m²) 2304
箱体像素 48x24（可旋转 90°显示）

箱体重量 (Kg/ m²) 15
箱体尺寸 (mm) 1000x500x80

刷新率 (Hz) 3840
驱动芯片 ICN2038S
扫描方式 静态恒流

LED 灯珠型号 SMD1921
亮度 (cd/ m²) ≥ 4500
灯珠工作寿命 ≥ 10 万小时

像素组成 RGB 三合一
灰度 14bit

最大功率 (W/ m²) 800
常规功率 (W/ m²) 260

LED 控制系统 诺瓦
连接方式 WiFi / DVI / HDMI / DP / USB/RJ45 网线 / 网络远程控制
防护等级 IP30
消除鬼影 配备
输入电压 AC100~240V 50/60Hz 

模组输入电压 DC4.7~5V ±0.2V
箱体尺寸 (mm) 1000x500x80

维护方式 前维护
工作温度与适度 温度 -10~40℃  湿度 10%-90% 无凝露

安装方式 吊装（纵向 10 个箱体）/ 垒装 / 固定安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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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轻结构 超薄屏体 高透明度 超广视角

超高亮度 定制形状 安装快捷 自由组合

维护简单 节能认证 稳定智能 随心移动

●		可移动式设计，可根据需要摆放在各种场合。
●		屏幕透明度高 ,	通透率最高可达 75%。
●		节能环保，不需要空调散热。
●		易维护设计，采用快拆换模组 , 正面前维护或屏幕后维护均可。
●		重量轻可采用垂吊安装。

产品特点 :

模组正面

模组背面 侧面 正面

可移动透明屏广告机

吊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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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参数 :
型号 JL2-5 JL3-7

像素间距 (mm) 横向 :2.6 纵向 :5.2 横向 :3.9 纵向 :7.8
透明度 65% 55% 75

物理像素 (dot/ m²) 73728 32768
箱体像素 384x96 256x64

重量 (Kg/ m²) 9 15
刷新率 (Hz) 5120 5120

驱动芯片 ICN2153 ICN2153
扫描方式 1/12 1/8

LED 灯珠型号 SMD1415 SMD1515 SMD1921 SMD2020
亮度 (cd/ m²) 1200 3500 4500 2500
灯珠工作寿命 ≥ 10 万小时

像素组成 RGB 三合一
灰度 14bit

最大功率 (W/ m²) 800
常规功率 (W/ m²) 260

LED 控制系统 摩西尔 T120/ 诺瓦
连接方式 WiFi / DVI / HDMI / DP / USB/RJ45 网线 / 网络远程控制
防护等级 IP43
消除鬼影 是
输入电压 AC100~240V 50/60Hz 

模组输入电压 DC4.7±0.2V
箱体尺寸 (mm) 1000x500x80

箱体材质 铝型材
维护方式 前维护

工作温度与适度 温度 -10~40℃  湿度 10%-90% 无凝露
安装方式 吊装（纵向 10 个箱体）/ 垒装 / 固定安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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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固装透明屏案例

浙江绍兴东方山水天幕项目
模组：P10.42					总面积：1280m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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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绍兴东方山水天幕项目
模组：P10.42					总面积：1280m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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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固装透明屏案例

苏州户外透明屏
模组：P5-10					总面积：126m²

27



北京中科院户外透明屏案例
模组：P3.9-7.8					总面积：80m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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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防水租赁透明屏案例

重庆一带一路户外租赁项目
模组：P10.42					总面积：150m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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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户外租赁项目
模组：P3.9-7.8				总面积：80m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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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防水租赁透明屏案例

武汉黄鹤楼户外租赁项目
模组：P5-10					总面积：90m²

31



武汉黄鹤楼户外租赁项目
模组：P5-10					总面积：90m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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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防水租赁透明屏案例

山东潍坊电视台租赁项目
模组：P3.7-7.8					总面积：120m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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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潍坊电视台租赁项目
模组：P3.9-7.8					总面积：120m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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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固装透明显示屏案例

青岛室内透明屏案例
模组：GOB	P3.9-7.8					总面积：40m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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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荷泽公安系统案例
模组：P3.9-7.8					总面积：64m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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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高透透明屏案例

南京阿迪室内高透显示屏
模组：P10.42					总面积：60m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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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王府井室内高透显示屏
模组：P10.42					总面积：160m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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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异形 LED 显示屏案例

北京通州六面体透明屏
模组：P10.42					总面积：24m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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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东站定制圆柱异形屏
模组：P2.5					总面积：180m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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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大间距高透透明屏案例

大连柏威年商场大间距透明屏案例
模组：P42.5					总面积：128m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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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万象天地大间距透明屏案例
模组：P42.5					总面积：264m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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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移动透明屏广告机案例

石家庄透明屏广告机案例
模组：P3.7					总面积：2m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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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透明屏广告机案例
模组：P3.7					总面积：2m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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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
企业精神：诚信为本、积极进取、求真务实、高效创新

企业价值观：用产品和服务为客户创造价值，合作共赢

企业愿景：透明显示领域引领者

CORPORATE CULTURE



深圳浩彩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Shenzhen HICLED Display Technology Co.Ltd  

深圳市光明区将石村碧浪科技园 15 栋 8 楼
Ver 1.0

www.hicled.com+86-755-27155855

sale@hicled.com158997680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