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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 公司简介



国内标识光源最大生产基地之一

新蓝景·智未来

蓝景国际（香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于2000年在中国香港正式注册成立，总部设在四川省双流航空港经济开发园区。四川蓝景光电是其全资子公司，总建筑

面积达 2.6万平米，为目前国内广告标识光源和线性商业照明光源最大的生产基地之一，在全国各地设办事处 38个，营销网络、售后支持遍布各地 。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成都市企业技术中心

历年来，蓝景一直专注于 LED 应用产品的研发、工艺设计及生产可行性研究，创造的高质量、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多元化产品取得80余项专利，畅销全

球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16年来，更是以飞速的销量增长速度，奠定了行业领导者的地位，成为成都市企业技术中心，同时被四川科学技术厅授予“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 。

服务世界，开拓未来

蓝景曾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天安门、故宫等定制世界瞩目的LED 解决方案，如今成为德高、沃尔玛、欧莱雅中国、安踏等企业的指

定供应商。近年来，参与多项相关行业的国家标准制订，领先组织和开展各类行业峰会以及技术交流会。如今蓝景已前瞻到智能化照明趋势，将助力行业，

开启智能 LED 新时代 。



占   地

26000m2

从事行业

LED标识光源，LED灯箱光源，LED智
能标识系统，LED智能商业照明系统

国内外销售比例

国内销售占55%，国外销售占
45%

雇    员

1000余人

行业排名

LED广告标识产品综合市场占
有率第一

管理体系

获得TUV  ISO9001，ISO14001，ISO45001、质量、
环境、职业健康安全，国际管理体系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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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    证

CE、UL、3C、FCC、ROHS等

营销体系

全国38个直属办事处, 30余个蓝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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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额

2019年销售额6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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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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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概况



企业文化

品质观 品质源自内心的那份执着

每份坚持  每份专注 

点滴汗水  点滴匠心

都是品质构成的基本元素

核心文化 创新   我们努力创造这样一个文化氛围，使所有蓝景人认识到战胜自我去创新，创新就       

品牌   品牌需要诚实、正直、敬业、爱心等良好道德去运作， 这是蓝景品牌的基础服务。

专注   我们相信专注的力量，一直致力于自己认可的主航道。

极致   向往细节的完美，追求产品的极致，让“工匠精神” 融于我们的血脉。

是蓝景的价值观。

企业目标 以蓝景的创新带领行业的发展



智慧品控，以精益控制力确保优质产品性

ISO 9001:2015 QMS ISO 14001:2015 EMS ISO 45001:2018 
OH&S



  智慧服务，高效提供定制化解决方案

蓝景立足科学的流程保障 : 

智能∙ 标准化的服务流程  售前定制化解决方案、售中责任制项目跟进、售后专业化安装维护，确保流畅服务。

智慧∙人性化响应模式 38个直属办事处、30多个蓝景家、30分钟快速响应，为每一位客户保驾护航。

智慧∙定制化智能服务 蓝景前瞻性的智能系统覆盖标识、灯箱、照明等多个领域，平台免费使用，定时节能策略、耗电

人流分析、故障及时报修，一键开关远程遥控，方案贴心定制体验升级。



02 . 蓝景LED网格屏



       

网格屏，是近几年新兴的一种以点光源组成格栅状的显示屏，是灯条屏的另一种叫法。因其形态是镂空式，网格

式，因此业内人又把它叫做网格屏，镂空屏等。LED网格屏由于具备条状、镂空、透光、不影响通风和采光等产

品形态，所以又称为LED窗帘屏、LED灯条屏、LED彩幕屏、LED条状屏。

什么是LED网格屏



LED网格屏产品特点

LED 柔性网格屏，具有透明，灵活，轻便，易于安装和维护的特点，适合于多种安装方式，比如弯曲，

折叠，卷绕，悬挂等，做为一个整体透明 LED 网格屏，极具艺术性和创造性，可以自由组合成各种形

状。广泛应用于建筑立面或天幕等的大型屏幕的制作。



采用进口芯片、亮度高、寿命长、色彩一致性好、稳定性好等

线材及灯罩选用耐寒、抗U V、阻燃材料

适合长期户外使用采用P U胶灌封， 不易开裂， 产品防护等级高

特殊卡口设计， 直接卡入网格、网格钢丝固定

安装方便、快捷外形美观、高端、通用性强、性价比高

蓝景柔性LED网格屏



  产品用途：     

 1、制作高精度、超大型户外广告显示屏；

 2、用于户外标识或招牌发光字 LED 光源；

 3、用于楼宇亮化、公园、桥梁等景观照明；

 4、用于透明网屏的 LED 光源。

5、通常用于户外地标建筑和舞台

蓝景柔性LED网格屏



产品型号 发光颜色 L E D类型/数量 电压 功率 单个灯具光通量 灰度等级 控制方式

J M X - D G 3 0 4 全彩 3535RGB/3PCS DC12V 0.6W 24LM 256 DMX512

J M X - D G 3 0 5 全彩 3535RGB/3PCS DC12V 0.6W 24LM 256 DMX512

 

规格参数
光源 光源寿命 发光角度 防护等级 最大级联数 工作温度范围

科锐/晶元 ≥50000H ≥120° Ip66 40PCS -20°C至60°C

蓝景柔性LED网格屏



柔性灵活
• 屏体可任意弯成弧形、波浪

• 可折叠、弯曲

• 尺寸、像素间距及颜色支持定制

高通透性

• 通透率达90%以上

• 风阻小，不影响室内采光

• 可以轻松实现1000㎡以上超大面积

蓝景柔性LED网格屏优势

应用场景不限
• 可根据实际情况定制最佳的产品解决方案，匹配造型

• 比如球形、弧形，天幕、3D艺术等，轻松实现任意形状

• 实现最佳的创意视觉显示效果



无钢结构

• 采用模组拼装大屏的原理，单模

组即可完成大屏幕的拆装

• 采用了最为先进的U形铝材安装

件，最大程度保证了户外墙体与

LED显示屏的相互融合

无需空调

• 传统LED显示屏散热性不够会导致屏

体工作故障，蓝景LED网格屏在应用

上则可避免类似问题

• 优秀的通透性，让风力等自然原因都

可避免，能在俄罗斯等极寒天气下正

常工作

蓝景柔性LED网格屏优势



节能环保

• 无需辅助散热设备，无噪音、

低功耗，四周通透，可实现良

好的自体散热

• 电源、控制等与发光材料隔离开

来，无需像传统LED显示屏那样

专门配建散热系统

防护等级高

• PC外壳、正面采用进口硅胶二次灌封+

点光源、进口高低温防水线材、专业防

水接头，打造全密封防水结构

• LED点光源部分可实现高防护等级IP67，

无惧雨水天气或者潮湿环境

蓝景柔性LED网格屏优势



安装组件



安装配件



基本连接图
220V ON P0 P1 DVI USB RO R1

OFF LED DISPLAY TRANSMIT
控制器



网格屏组装示意图

将钢丝绳固定在卡扣上1 将灯具卡入卡扣2 将灯具平铺拉直3



安装前准备

1.  建立钢结构。根据图纸要求，焊接所需钢材结构，预留螺钉固定孔

2.  组织安装、布线和工作分配

3.  正确的主电源和功率分配

4.  配置电脑操作，定位控制室

5.  协调货物、仪器、清关和运输

6.  为进一步的维护移交检查和培训



03. 应用案例     











安装实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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