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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电视和商业显示系统解决方案核心供应商

深圳康荣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康荣电子有限公司是全球领先的、为各行业提供商业显

示和特种电视系统解决方案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康荣重视定

向研发能力，研发团队占公司总人数的20%，经过十多年的发展，

我们已经荣获5项国家发明专利，100多项实用新型、软件著作、

外观设计专利，产品通过各项国内和国际认证。十年来，康荣始

终坚持创新，加大研发投入，致力于成为全球商业显示和智能显

示领军品牌。本着“为客户创造价值”的经营理念，我们的业务

已经遍及国内和国外市场，同时也创造了很多成功案例，期待未

来能与更多的公司交流沟通，合作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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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愿景 企业定位

经营理念 产品理念

企业愿景
打造全球商业电视和智能显示领军品牌

企业定位
特种电视和商业显示系统解决方案核心供应商

经营理念
为客户创造价值

产品理念
创新是产品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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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2015

2014

2013

2010

2009 2017 2020

2019

2010年1月，被深圳市诚
信联盟协会评为“诚信
AAA企业”

2009年1月，深圳康荣
电子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2013年，荣获“深圳市高新技术
企业”和“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资质；2013年12月：在CCTV奋
斗栏目获得“最佳产品创新奖”

2014年1月，被中国机电产
品进出口商会评为“企业信
用评价A级信用企业”

2015年8月，公司获
得3项国家发明专利

2016年6月，康荣17.3寸防
水电视成为“欧洲杯”赛事
报道专用屏

2017年，康荣产品
进入美国赌场

2019年，公司在日本
成立分公司，公司业绩
连续以每年30%递增

2020年，公司被评
为‘广东省专精特
新企业’此称号全
省仅此200余家

2021

成为亚马逊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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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分布

  美国      英国
                            欧盟
           澳大利亚
                             加拿大
     新西兰
                         中国
   日本      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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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

       十多年来，随着康荣的影响力不断扩大，逐渐积累了一大批优质客户，如Skyworth、M-Kopa、Proofvision、
JFR Global、Caratec、Teleco、日本Plus、唐吉柯德、数拓科技、星际互动、清鹤科技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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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研发能力

质量体系

市场推广能力

专项定制能力

资源整合能力

公司每年投入巨额资金用于生产研发，荣获多项技术专利

严格的质量监管体系，产品通过国内和国际多项认证

我们公司实行全网营销，在各大线上平台都有进行广告投放

根据客户需求提供专业定制化服务

公司经营十余载，已经整合了大量行业相关资源，具备为顾客提供一站式服务的能力

定向研发 质量体系

市场推广专项定制

资源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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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能力

强大的研发团队

公司目前总人数100多人，其中研发
部门的人数占公司总人数的20%左右

100多项外观、著作、实用新型专利

除了已获得的国家发明专利之外，康荣还
获得了包含外观设计、软件著作、实用新
型等100多项专利认证

获得多项国家发明专利

目前，康荣已获得 5 项国家发
明专利

产品通过多项资质认证

产品通过了耐压、防水、振动
等测试，并且符合欧盟及澳洲
等安规认证2

3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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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质
认
证

防水测试

宽电压测试

盐雾测试

振动测试

3C认证

CE认证

ISO14001

ISO9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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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公司

其他公司
设计 研发 量产 一站式

       除了经营时间短之外，现在市场上较
多的广告机生产企业大多都只有单项业务，
很难满足客户的其他相关业务需求，客户
往往需要额外再单独寻找其他业务产品供
应商，大大增加了采购（合作）成本。

单一生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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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创新

 产品创新

 工艺创新

 材料创新

设计创新
多点矩阵热成像技术

3D结构光视觉成像技术

云端控制技术

密闭空间传音技术

算法识别技术

磁铁吸附安装技术

防水触控技术

全物理冷却散热技术

聚氨酯发泡压合防水技术

超低功耗节能技术

卫星频道编码技术

编码识别控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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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略 规 划
2023年实现年营业突破3亿

其中自有品牌营业额突破6000万

毛利润达到1亿

为国家贡献税收3000万

净利润6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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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服务
Product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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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天候户外广告机
尺寸:32” 43” 55” 65” 75” 86” 98”

防水防尘等级：IP65

分辨率：1920*1080或3840*2160

安卓或Windows系统，支持本地媒体播放、局域网播放、

云端播放

工作温度：-20℃-55℃（可选-40℃）

亮度：2000-3000 cd/m2，阳光下仍然清晰可见

风扇自动控温系统

自动调节亮度

所有种类的接口可供选择

可选择触摸屏

防破坏、防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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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亮灯箱广告机
尺寸:43” 55” 65” 75” 86”

亮度：800-1000 cd/m2

分辨率：1920*1080或3840*2160

安卓系统

支持本地媒体播放、局域网播放、云端播放

工作温度：-20℃-40℃

安装方式：壁挂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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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等边超薄电视广告机
尺寸:32” 43” 55” 65” 86” 98”

四等边、超薄机身

安卓系统

支持本地媒体播放、局域网播放、云端播放

亮度：500 cd/m2

分辨率：1920*1080或3840*2160

可视角度：178°（H）/178°（V）

工作温度：-20℃-40℃

安装方式：壁挂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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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商业广告机
尺寸:32” 43” 55” 65” 86” 98”

亮度：200-500 cd/m2

分辨率：1920*1080或3840*2160

安卓系统

支持本地媒体播放、局域网播放、云端播放

接口：HDMI、USB、多媒体输入和输出端口

支持图片和视频播放

工作温度：-20℃-40℃

可选择触摸屏

安装方式：落地式、壁挂式、吊挂式、嵌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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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控触摸显示器
尺寸：10.4",12.1",15",17",19",27"

亮度：300-500 cd/m2

分辨率：1920*1080或3840*2160

安卓系统、Windows系统可选

10点电容触摸，反应灵敏

支持本地媒体播放、局域网播放、云端播放

接口：HDMI、USB、多媒体输入和输出端口

工作温度：-20℃-40℃

超长待机时间，7*24小时不间断运作，可设置通电自启程序

广泛应用于工业领域、监控系统、医疗科研、快递机柜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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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队叫号机
尺寸：17”,19”,21.5”,32”,可定制

安卓系统

支持本地媒体播放、局域网播放、云端播放

接口：HDMI、USB、多媒体输入和输出端口

支持图片和视频播放

工作温度：-20℃-40℃

可选择触摸屏

自助售取票机、自助售货机,自助点餐机、自 助充值缴费机、

自助售货机、自助宾馆入住机、服务机器人、自助点餐机等

商业智能化自助终端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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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接墙
尺寸:46” 49” 55”

亮度：500-700 cd/m2

原装LG或三星面板

超窄边框：1.7mm/1.8mm/3.5mm/3.9mm/5.5mm

接口：VGA、HDMI、DVI、CVBS，多媒体输入和输出端口

高分辨率（1920*1080），高对比度，广视角

自动控温系统，稳定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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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零售显示屏
尺寸:市场上已有的面板尺寸

时尚外观设计

主要应用于服务业、零售业、餐饮业等

支持多种社交媒体、娱乐游戏、充电、以及其他商业应用

亮度：200-350 cd/m2

可选安卓系统或单机版

接口：HDMI、USB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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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镜-圆镜/方镜
尺寸:市场上所有的尺寸可供选择

时尚设计

广视角：170°/170°

高分辨率：1366*768

安卓5.0系统，2+8G超大存储

镜面与显示屏相结合

可通过手机或电脑远程更换屏幕内容

具备触摸屏

可选择蓝牙模块

低功耗（12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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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点餐机
尺寸:市场上所有的尺寸可供选择

可根据客户需求定制外观

亮度：800-1000 cd/m2

分辨率：1920*1080或3840*2160

安卓系统

支持本地媒体播放、局域网播放、云端播放

工作温度：-20℃-40℃

安装方式：壁挂式

触摸屏

可打印凭条

支持扫码支付、银联卡支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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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魔镜
尺寸:市场上所有的尺寸可供选择

时尚镜面设计

可定制品牌logo

亮度：450nits

分辨率：1920*1080或3840*2160

可选择触摸屏

安卓系统、Windows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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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变画框
尺寸:市场上所有的尺寸可供选择

时尚铝边框设计

可定制边框颜色

可选择时尚落地支架

可自由调节画框高度

支持横屏和竖屏自由旋转

分辨率：1920*1080/3840*2160

可选择触摸屏

安卓系统

支持本地媒体播放、局域网播放、云端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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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显示
Professional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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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款户外电视
尺寸:32” 43” 55” 65” 75”

超窄边框设计

防水防尘等级：IP65  

IR & RS232 控制  

1500 cd/m2亮度（阳光下清晰可见）   

超薄、超轻设计  

（重量：43寸-18kg，55寸-29kg，65寸-37kg）

安装方式：壁挂式、吊挂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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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水电视
 尺寸:18.5” 21.5” 23.6” 32” 43”

防水设计，防水防尘等级可达IP68

低输入电压（12V~24V）,更加安全

可选制式：ISDB，DVB-T2/S2/C，ATSC

可选择安卓6.0智能系统

音频输出接口可外接音箱

可选择镜面或彩色玻璃表面

提供两个HDMI接口扩展外部设备

高亮屏幕（350nits）和广视角（178°/178°）提供完美的视觉享受

可选择RS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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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安装防水电视
 尺寸:市场上已有的面板尺寸

时尚外观，免安装设计

超窄边框，超薄机身

防水防尘等级可达IP68

低输入电压（12V~24V）,更加安全

可选制式：ISDB，DVB-T2/S2/C，ATSC

高亮度、广视角，提供完美的视觉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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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车电视
尺寸:18.5” 21.5” 23.6” 32”

可选择的TV制式：ATSC/DVB-T2/DVB-S2/ISDB-T

直流电压范围：9-36V

可视角度：178°（H）/178°（V）

支持HDMI CEC/ARC/MHL功能

可选择内置DVD功能

支持安卓系统

可选择蓝牙连接音箱或手机

一键快速扫描，远程控制天线

具备坚固的外壳，超强抗震性能

具备高音质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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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艇电视
尺寸:15.6” 18.5” 21.5” 23.6” 32”

支持全球电视制式：ATSC/DVB-T2/S2等

独家技术防止强酸强碱腐蚀

直流电压范围：9-36V

可视角度：178°（H）/178°（V）

支持HDMI CEC/ARC/MHL功能

可选择内置DVD功能

支持安卓系统

可选择蓝牙连接音箱或手机

一键快速扫描，远程控制天线

具备坚固的外壳，超强抗震性能

具备高音质喇叭

可定制DC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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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电视
尺寸:15.6” 21.5” 23.6” 32” 40”

专门为太阳能电视设计的系统

PAYGO控制系统

最大能量消耗：15.6”21.5”23.6”＜10W；32” 40”＜15W

支持DVB-T2/S2

输入电压：12V（直流）

2-5米DC线

可选择储能电池和光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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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面电视
尺寸:市场上已有尺寸

高分辨率LCD面板
镜面设计
亮度可定制
高清画质
支持RS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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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电视
尺寸:13.3” 15.6” 18.5” 21.5”

透明机身和透明遥控器

可以选择透明电源线和透明耳机线

高度可靠的按钮

安全螺丝

可选择DVD功能

可选择内置FM收音机

可选择内置时钟

原始设计制造商，符合监狱安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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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盒子
尺寸:43” 55” 65”（其他市场上已有的尺寸）

防水防尘等级：IP65

机身采用钢和铝质材料

AG玻璃保护

不需要打开前盖就可以遥控电视

户外盒子内具备可调节支架，简单调整电视位置以适应外壳

具备LED显示屏，可随时查看盒子内部温度

风扇制冷系统

可维护式简易设计（打开前盖可以轻松对问题进行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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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广告箱
尺寸:市场上已有的面板尺寸

接口：HDMI、USB & SD卡

低能耗、节能

广视角

透明屏、超薄屏幕、高清画质

可定制透明屏：冰箱（门/窗）、贩卖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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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冰柜
尺寸:市场上已有的面板尺寸

时尚外观设计

接口：HDMI、USB & SD卡

低能耗、节能

广视角

透明屏、超薄屏幕、高清画质

可选择轮子，方便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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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形广告机
尺寸:15”17”21.5”28.6”32”38.6”43.8”49.5”

长条屏尺寸：32”43”55”

供电方式：交流（140-280V）或直流（9-72V）

通过各项EMC测试：浪涌试验，辐射干扰，传导干扰，

快速瞬变脉充，环境可靠性测试

反向高压保护

高电流保护

断电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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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03 04

身份识别

支持指纹识别和人脸识别等

信息查询

产品可配备触摸屏，从而实现信息查
询功能

支付功能

包含在线支付（扫码支付等）和金融
支付（信用卡、银联等）功能，

其他功能

打印、NFC、密码键盘等

智能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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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终端
尺寸:市场上已有的面板尺寸

根据客户需求设计外观和功能

功能：触摸屏、打印、在线支付、读卡（NFC）、密码键盘、

身份识别（指纹、人脸）、二维码扫描、信息查询等

支持金融支付功能（信用卡、银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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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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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创维集团共同打造2016年欧洲杯赛事报道专用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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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安联体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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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荆门市掇刀区某政务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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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香港地铁定制高亮户外广告机

应西门子客户要求，为香港地铁研发

亮度高达1500 nit的半户外液晶显示屏。

即使在夏日的高温下也能持续工作超过8小

时，不黑屏，产品设计全部使用风扇系统，

超薄设计，整体厚度不超过10C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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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荣84寸多媒体教学机走进央视演播厅

康荣电子为“奋斗”栏目演播厅提供的多媒体

教学机有效营造演播厅轻松气氛，以直观清晰的画

面展现嘉宾及其企业视频资料，以更为智能化、信

息化的方式进行互动，为现场观众迅速、准确、直

观地发布和传输各种信息，提高栏目的观赏性和精

彩度，从而大大提高了节目收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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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TECH商用显示成功入驻北京意大利之家

深圳康荣电子有限公司，作为商用显示的专业研发

制造商,受到了Rai Com 贸易公司的邀请，成为了海报机

特约赞助商。为了能完美地展现演示效果，康荣携自主

设计生产的16台55寸高亮海报机和6台50寸的monitor，

一台65寸的4K显示以及两台车载显示器惊艳亮相活动之

中，赢得了与会人士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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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荣防水，户外电视进驻欧洲市场

康荣公司于2016与英国知名防水电视品牌达成

战略合作关系，为其量身定制的防水，户外电视投

入市场销售两年获得高度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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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Frame 产品应用在赌博机上

康荣公司于2015年开始为南美赌博机制造商定制

27”43”娱乐产品，持续稳定的产品质量，和新颖设计

赢来客户持续不断增长的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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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接屏实现全国万达院线的数字化

为了强化万达影院品牌力，突出影院的个性化特点，

营造影院大厅震撼效果，吸引留存更多的忠实观影用户，

持续提升影院的经营效益，万达决定对对所有售票中心的

屏幕进行数字化改造，这样不仅可以用来展示电影排期表，

还可以联屏的形式对新片进行预告，同时定时插播影院内

销售的食品饮料，刺激观影用户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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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荣迎宾屏提升海底捞客户体验

配备康荣迎宾屏，可以对前来消费的客户更有针对

性的进行营销，如当有男性消费者接近迎宾屏时，会有

女服务员前来接待，推荐不同的产品。通过这种方式不

经能够有针对性的进行营销，也能一定程度上提升客户

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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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远不止如此~~~~

精彩不止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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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 ：0755-29892666

公司官网 :  www.kontech.com.cn

邮       箱：golden@kontech.com.cn

地       址：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浪口工业园30号康荣智慧产业园

深圳康荣电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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