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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請遵守本使用指南所建議的所有警告、注意事項和維護須知。 

▀■ 警告- 當投影機的燈泡開啟時，眼睛請勿直視投影機的鏡頭。以免強光傷害
眼睛。

▀■ 警告- 為了避免引起火災或觸電，請勿將本投影機暴露於雨水或濕氣中。

▀■ 警告- 請勿自行打開或拆卸本投影機，以免造成觸電。

▀■ 警告- 更換燈泡時，請先讓裝置冷卻。並依照第53頁的說明指示。

▀■ 警告- 本投影機能偵測出燈泡的使用壽命。若顯示警告訊息時，請務必更換
燈泡。

▀■ 警告- 燈泡已接近使用壽命時，畫面將顯示「燈泡警告：超出燈泡壽命。」
的訊息。請聯絡當地經銷商或服務中心，儘速更換燈泡。

▀■ 警告- 在更換燈泡組件後，請重設OSD「其它選項 | 燈泡設定」功能表中的
「清除燈炮時數」功能(請參閱第34頁)。

▀■ 警告- 當投影機關閉時，中斷電源之前請確定投影機已完成冷卻循環。讓投
影機至少散熱90秒。

▀■ 警告- 請勿以任何物體阻塞光源和鏡頭之間的光線路徑。 否則可能會造成物
體著火。

使用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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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遵照：

	 	清潔本產品前，請關閉電源並將插頭從AC插座中拔出。

		使用柔軟的乾布沾上溫和清潔劑擦拭機殼。

		如投影機長時間閒置不用，請將電源插頭從AC插座中拔出。

請勿：
		清潔鏡頭。

若投影機鏡頭髒污，請聯絡維修中心。請勿自行擦拭，以免刮傷鏡頭。  

		阻塞裝置上的通風口。

		使用磨損性的清潔劑、蠟或溶劑清理本裝置。

		在下列情況下使用：

  - 在非常炎熱、寒冷或潮溼的環境中。

 確定室溫在5 - 40°C以內。

 相對濕度為5 - 40°C、80% (最大值)、非冷凝。

  - 在灰塵和汙垢過多的區域中。

  - 靠近任何產生強力磁場的家電。

  - 在陽光直射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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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與安全須知
此附錄列載投影機的一般須知。 

FCC須知 
本裝置已依照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的第15條規定進行測試，且證明符合B級
(Class B)數位裝置之限制條件。相關限制的訂定在於提供適當的保護，防止
住宅安裝時所造成的不良干擾。本裝置會產生、使用並釋放射頻電能，且如
未依照說明手冊進行安裝與使用，將對無線電通訊產生不良干擾。 

然而，對於特定之安裝並不保證不會造成干擾。如本裝置確有對無線電或電
視接收造成不良干擾的情況，可經由交替開關本設備判定；使用者可透過以
下一種或多種方法試著解除干擾：

• 重新調整接收天線之方向。 
• 拉開裝置與接收器的間距。 
• 將裝置接到與接收器不同電路的插座上。 
• 請洽經銷商或有經驗的無線電/電視技術人員提供協助。

注意：屏蔽纜線 
應使用屏蔽纜線連接其他電腦裝置，使其符合FCC規範。 

小心 
凡未經製造商明確同意之任何變更或修改(經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同
意)，將會令使用者喪失操作本裝置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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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置說明

丟棄時請勿將本電子裝置與垃圾一同丟棄。為了降低汙染並
有效保護全球環境，請回收此裝置。

操作條件 
本裝置完全符合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規定第15條之要求。操作上必須受制於
下列兩項條件：

1. 本裝置不致產生不良干擾，且
2. 本裝置必須能承受所接收之任何干擾，包括可能造成非預期的操作干

擾。 
注意：加拿大使用者

本類別B數位設備符合加拿大ICES-003標準。 

Remarque à l’intention des utilisateurs canadiens 

Cet appareil numerique de la classe B est conforme a la norme NMB-003 
du Canada. 

歐盟國家符合性聲明 

• EMC指令2004/108/EC (包括修訂條款) 
• 低電壓指令2006/95/EC 
• R & TTE指令1999/5/EC (若產品有RF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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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每個國家的應用層面不一，有些地區的配件可能會有不同。  

AC電源纜線

打開包裝盒並檢查內容物，確認盒中是否有以下列出的各項零件。若有任何
零件遺漏，請聯絡您的客戶服務。

說明文件︰

使用手冊(CD) y

電池投影機 遙控器

簡介

包裝概觀

NoteNote

VGA連接線

CR2025
3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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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概觀

對焦環1. 

鏡頭2. 

紅外線接收器3. 

控制面板4. 

燈泡蓋5. 

主機

3

4

8

6

1

3

2

輸入/輸出連接埠6. 

電源插孔7. 

高度調整支腳8. 

高度調整支腳9. 

高度調整支腳墊片10. 

(正視圖)

(後視圖)

(底部圖)

9

5

7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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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面板

電源LED指示燈1. 

電源 2. 

選單/退出3. 

燈泡LED4. 

溫度LED5. 

來源6. 

重新同步化7. 

四向選擇鍵8. 

紅外線接收器9. 

MENU

POWER TEMP LAMP

RESYNC SOURCE

5

1 4

2

7

6

8

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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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埠

LAN

321 5 6 8

9 10

7

11 12 13 14 15 16 17

4

迷你USB接頭1. 

HDMI接頭2. 

VGA輸出接頭3. 

LAN接頭(WXGA)4. 

Audio In 1 (1號音訊輸入)接頭(供VGA In 2接頭使用)5. 

S-Video接頭6. 

左/右聲道RCA接頭(用於S-Video接頭)7. 

音訊輸出接頭8. 

12 V觸發繼電器接頭(12 V、250 mA)9. 

RS232接頭10. 

VGA In 1接頭11. 

VGA In 2接頭12. 

Audio In 2 (2號音訊輸入)接頭(供VGA In 1接頭使用)13. 

複合影像輸入接頭14. 

左/右聲道RCA接頭(用於複合影像輸入接頭)15. 

3.5mm麥克風輸入接頭16. 

電源插孔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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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1. 

重新同步化2. 

HDMI3. 

影像4. 

3D5. 

選單6. 

四向選擇鍵7. 

畫面停格8. 

空白9. 

靜音10. 

電源 11. 

電腦12. 

梯形修正 13. /

方位14. 

音量+/-15. 

遙控器

2

5

6

7

14

11

13

4 12

1

3

13

8

9

15

10

3VOLTS

CR2025

在首次使用遙控器之前，請拆除透明絕緣膠帶。 請參閱第18頁瞭解如何安裝電池。  Note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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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電腦/筆記型電腦

安裝

由於在每個國家的用途不同，某些地區的配件可能有所不同。  
*選購配件  

NoteNote

電源線1. 
音訊連接線*2. 
VGA轉DVI-A纜線*3. 
VGA連接線4. 
RS232連接線*5. 

LAN

筆記型電腦

電腦

電源插座

1

2 2

2

4

4

HDMI連接線*6. 
USB連接線*7. 
12 V DC插孔*8. 
網路線* (WXGA)9. 

顯示器

音訊輸出

+12V輸入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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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影像訊號來源

電源線1. 
麥克風連接線*2. 
音訊連接線插孔/RCA*3. 
S-Video連接線*4. 
音訊連接線*5. 

VGA轉HDTV (RCA)纜線*6. 
HDMI連接線*7. 
12 V DC插孔*8. 
Composite視訊纜線*9. 

LAN

DVD播放機、機上盒、HDTV
接收器

S-Video輸出

視訊輸出

1

6

2

+12V輸入

電源插座

音訊輸出

DVD播放機、機上盒、HDTV
接收器

5

3 4 5 6

7 8

593

由於在每個國家的用途不同，某些地區的配件可能有所不同。  
*選購配件  

Note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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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投影機電源

牢固連接電源線及訊號線。連接後，電源LED指示燈將亮起紅色。1. 

按下遙控面板或遙控器上的2. 「 」按鈕以開啟燈泡。按鍵上的LED燈號會轉為藍
色。

開啟您想要在畫面上顯示的訊號來源(電腦、筆記型電腦、錄放影機等)。投影機3. 
會自動偵測訊號來源，並顯示在畫面上。

若您同時連接多個訊號來源，按下遙控器上的「訊號」按鈕，以切換不同的輸入4. 
源。

開啟/關閉投影機

MENU

POWER TEMP LAMP

RESYNC SOURCE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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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閉投影機

1. 按下控制面板或遙控器上的「 」按鈕，以關閉投影機。螢幕上會顯示下列訊
息。按下「 」按鈕加以確認。

關機?
請再按一次”Power”鍵確認關機

2. 電源LED將會變為紅色，並在投影機關閉之後快速閃爍。風扇將會持續運轉約90
秒，以確保系統能正常冷卻。

3. 一旦系統已完成冷卻，電源LED就會停止閃爍，並變為穩定紅色，以代表進入待
命模式。

4. 現在即可將它安全地從電源線拔除。

LED指示燈訊息

訊息
燈泡LED

(紅色)
溫度LED

(紅色)
電源LED指示燈

(紅色)
電源LED指示燈

(藍)

電源插頭 閃爍開至關100 ms 閃爍開至關100 ms 閃爍開至關100 ms -

待命 - - 開 -

電源按鈕開 - - - 開

冷卻狀態 - -
0.5秒高(開)、0.5秒

低(關)閃爍
-

電源按鈕關：
冷卻完成；待命模式

- - 開 -

韌體下載 開 開 開 -

溫度感測器錯誤，螢幕顯示選單顯示如下：
1.  確定空氣流進且排氣口未遭阻塞。
2.  確定環境溫度低於攝氏40度。

- 開 - 開

風扇鎖定錯誤，螢幕顯示選單顯示如下：
投影機將自動關閉電源

-
0.5秒高(開)、0.5秒

低(關)閃爍
- 開

燈泡錯誤(燈泡、燈泡驅動器、色輪) 開 - -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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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投影機的高度

投影機配有升降腳座，可調整影像高度。

若要升高影像： y

使用腳架上的螺絲，將影像升高至想要的高度角度，並微調顯示角度。

若要降低影像： y

使用腳架上的螺絲，將影像降低至想要的高度角度，並微調顯示角度。

調整投影的影像

1 2

高度調整支腳

高度調整支腳

高度調整支腳墊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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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投影機的對焦

對焦環

欲使畫面對焦，請轉動對焦環直到影像清晰。

調整投影的影像大小

請參考下列顯示的圖形及表格，以判斷畫面大小及投影距離。

調整垂直影像位置 y

投影距離 (A)

  投影距離 (B) 

螢幕

WXGA系列

螢幕尺寸(16:10) 投影距離(A) 投影距離(B)

對角線(吋) 公釐 吋 公釐 吋 公釐

70 1778 20.4 517 7.2 182
80 2032 23.5 596 10.3 262

87.2 2215 25.8 655 12.6 320
90 2286 26.7 677 13.5 343

100 2540 29.9 759 16.7 424

XGA系列

螢幕尺寸(4:3) 投影距離(A) 投影距離(B)

對角線(吋) 公釐 吋 公釐 吋 公釐

60 1524 20.6 522 7.4 187

70 1778 24.3 617 11.1 282

77 1956 27.0 684 13.7 349

80 2032 28.0 712 14.9 378

90 2286 31.6 802 18.4 468

投影距離A (公釐)=螢幕尺寸(公釐) x 0.296；容許誤差約3.1%   
實例：投影距離(655 mm) =螢幕尺寸(2215 mm) x 0.296
上表僅供參考。  

Note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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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介面

使用控制面板

名稱 說明

電源 開啟/關閉投影機。

電源LED指示燈 顯示投影機狀態。

選單/退出 啟動OSD/退出功能表。

重新同步化 自動同步PC的類比時脈到最佳狀態。

來源 選擇輸入訊號。

四向選擇鍵 用▲▼◄►選擇項目或調整您的選擇。

燈泡LED 顯示投影機的燈泡狀態。

溫度LED 顯示投影機的溫度狀態。

MENU

POWER TEMP LAMP

RESYNC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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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遙控器

2

5

6

7

14

11

13

4 12

1

3

13

8

9

15

10

安裝遙控器電池

請用力按下並滑出電1. 
池蓋。

裝回電池蓋。3. 將新電池插入電池室中。2. 

拆下舊電池並裝上新電
池(CR2025)。 確定 
「+」面朝上。

MnO2-LiCELL 3VOLTS JA
PA

NH

CR2025

3VOLTS

CR2025

M
3VOLTS

CR2025

為確保安全操作，請遵守以下注意事項：

請使用CR2025型的電池。  
請避免接觸水或液體。  
請勿將遙控器曝露在濕氣或高熱之中。  
請勿摔落遙控器。  
若遙控器的電池內容物有外漏情況，請將外殼仔細擦乾淨，並安裝新電池。  
若更換不正確的電池類型，會有爆炸的風險。  
請依照指示處理使用過的電池。  

Note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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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說明

1 來源 選擇輸入訊號。

2 重新同步化 自動同步PC的類比時脈到最佳狀態。

3 HDMI 轉到HDMI源。

4 影像 切換至複合影像或S-Video訊號來源。

5 3D 按下「3D」可開啟/關閉3D OSD功能表。

6 選單 開啟或退出螢幕顯示選單(OSD)。

7 四向選擇鍵 按▲▼◄►方向鍵選擇項目或進行調整。

8 畫面停格 按本鍵凍結影像。再按一次解除凍結。

9 空白 隱藏螢幕圖片，再按一次恢復顯示。

10 靜音 將喇叭及音訊輸出靜音，再按一次恢復正常音量。

11 電源 將投影機開/關機。

12 電腦 切換為VGA 1/VGA 2訊號來源。

13 梯形修正 / 調整影像呈垂直為止。

14 方位 使用此功能可選擇您想要的影像比例。

15 音量+/- 增減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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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機擁有多語言的OSD功能表，能讓您調整影像並變更各種設定。投影機
會自動偵測輸入訊源。

如何操作

若想開啟螢幕顯示選單，請按下遙控器或控制面板上的「功能表」按鈕。1. 

當顯示OSD時，使用2. ◄►▲▼按鈕選擇想要的項目，並以◄►按鈕調整設定。

若設定具有圖示3. ，您可以按下►按鈕以進入另一個子功能表。按下「功能
表」按鈕，以便在調整後關閉子功能表。

在調整設定之後，按下「功能表」按鈕可回到主功能表。4. 

若想結束，請再次按下「功能表」按鈕。螢幕顯示選單將會關閉，投影機會自動5. 
儲存新設定。

OSD功能表

圖像
圖片模式

牆面色彩

亮度

對比

銳利度

飽和度

色調

Gamma

色溫

色彩空間

明亮

白

低

自動

選擇 鍵入 離開

主選單 子選單 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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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

主選單 子選單 設定

 /  /  /  / 
White / Light Yellow / Light Blue / Pink / Dark Green
0~100
0~100
0~31
0~100
0~100

Gamma 0~3
 /  / 

 / RGB / YUV
 / 4:3 / 16:9 / 16:10

0~31
-50~50
-10~10
-10~10
1~10
-20~20

 /  /  / 

 / CC1 / CC2 / CC3 / CC4
VGA Out ( )  / 

 ( )  / 
 (12V Out)  / 

 / 
 / 

000000
 / 

 / 
0~32
0~32

 / 

 / 
HDMI / VGA 1 / VGA 2  / S  / 

( ) 0~120
( )

( )

 / 
 / 

 / 
 / 
 / 

 ( )
 / 

 / SNID /  /  /  /  / 

English / Deutsch / Français / Italiano / Español / Português / Polski 
/  / Svenska / Norsk / / / / Türkçe / 
Nederland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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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選單 子選單 設定

3D 3D  /  / 
3D  / 
3D Frame Packing  / Side-by-Side(Half)  / Top and 

Bottom  / Frame Sequential  / Field Sequential

1080p @ 24 96Hz / 144Hz
 / IR Camera

DHCP  / 
IP 

DNS
 / 
 / 

LAN 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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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

圖片模式

有許多針對各種不同影像最佳化的原廠預設值。按◄或►選擇項目。

明亮：最佳化的亮度。 `
電腦：會議簡報。 `
電影：播放視訊內容。 `
遊戲：玩遊戲。 `
使用者：記憶使用者的設定。 `

牆面色彩

使用本功能，以依牆壁選擇適當的色彩。它可以補償因為牆壁底色所造成的色彩偏
差，以顯示正確的影像色調。

亮度

調整影像的亮度。

按下 ` ◄按鈕以加深影像。

按下 ` ►按鈕以加亮影像。

對比

對比是用來控制圖像中最亮及最暗部份間的差異。調整對比可變更影像中的黑色和白
色量。

按下 ` ◄按鈕以降低對比。

按下 ` ►按鈕以增加對比。

圖像
圖片模式

牆面色彩

亮度

對比

清晰度

飽和度

色調

Gamma

色溫

色域

明亮

White

低

自動

選擇 鍵入 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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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度

調整影像的銳利度。

按下 ` ◄按鈕以降低鮮明度。

按下 ` ►按鈕以增加鮮明度。

飽和度

將影像從黑白調整為色彩完全飽和。

按下 ` ◄按鈕以減少影像的飽和量。

按下 ` ►按鈕以增加影像的飽和量。

色調

調整紅綠的色彩平衡。

按下 ` ◄按鈕以增加影像中的綠色量。

按下 ` ►按鈕以增加影像中的紅色量。

只有在影像模式中才支援「清晰度」、「飽和度」與「色調」功能。  NoteNote

Gamma
影響黑暗場景的表現。灰度值越大，黑暗場景看來越明亮。

色溫

調整色溫。色溫越高，畫面看來越冷調；色溫越低，畫面看來越暖調。

色域

從自動、RGB或YUV選擇適當的色彩矩陣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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螢幕

縱橫比

自動：在保持影像原縱橫比的條件下，按原生水平或垂直畫素盡量放大影像。 `
4:3：影像會以4:3的比例縮放在螢幕範圍內顯示。 `
16:9：影像會以16:9的比例縮放寬度，再按比例調整高度，在螢幕範圍內顯示。 `
16:10：影像會以16:10的比例縮放寬度，再按比例調整高度，在螢幕範圍內顯 `
示。

相位

訊號時間點與顯示卡同步。若影像不穩定或閃爍，請使用此功能進行修正。

頻率

變更顯示資料頻率，使其符合您電腦顯示卡的頻率。只有在影像出現垂直閃爍的情形
時，才可使用此功能。

水平位置

按下 ` ◄按鈕，將影像向左移動。

按下 ` ►按鈕，將影像向右移動。

垂直位置

按下 ` ◄按鈕，將影像向下移動。

按下 ` ►按鈕，將影像向上移動。

「水平位置」及「垂直位置」範圍將依輸入來源而異。  NoteNote

螢幕
縱橫比

相位

頻率

水平位置

垂直位置

數位變焦

垂直梯形修正

天花板懸吊

自動

前面

選擇 鍵入 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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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變焦

按下◄按鈕以降低影像的尺寸。

按下►按鈕以放大投影畫面上的影像。

垂直梯型修正

按下◄或►按鈕以垂直調整影像扭曲。如果影像的形狀呈現梯形，此選項可讓影像變
回矩形。

天花板懸吊

前面：影像直接投影在畫面上。 `
前面天花板：這是預設選項。選取時，影像會以上下反轉方式投影。 `
背面：選取時，影像會以左右反轉方式投影。 `
背面天花板：選取時，影像會以上下和左右反轉方式投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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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語言

選擇多語言螢幕顯示選單。 按下◄或►按鈕以進入子功能表，然後使用▲或▼按鈕
選擇您偏好的語言。按下遙控器上的►以完成選擇。

選擇 鍵入 離開

語言

功能表位置

在顯示畫面上選擇功能表位置。

隱藏式字幕設定

使用本功能啟用關閉字幕功能表，可用的選項為：關閉、CC1、CC2、CC3、CC4。

區域網路 (待命)
選擇「開啟」，啟用LAN連接。 選擇「關閉」，停用LAN連接。

VGA Out (待機)
選擇「開啟」，啟用VGA OUT連接。

設定

語言

功能表位置

隱藏式字幕設定

VGA Out (待機)

區域網路 (待命)

自動布幕啟動(12V Out)

測試圖案

安全設定

重設

English

CC1

關閉

關閉

關閉

關閉

選擇 鍵入 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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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布幕啟動(12V Out)
選擇「開啟」，使電子螢幕的上下移動與投影機的開關機同步。

測試圖案

顯示測試圖案。

安全設定

請參閱下一頁。

重設

選擇「是」可將所有選單上的參數回復到出廠預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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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 安全設定

安全設定

開啟：選擇「開啟」以便在開啟投影機時使用密碼驗證。 `
關閉：「關閉」能在不進行密碼驗證情況下開啟投影機。 `

變更密碼

首次： `
按下 y ►按鈕以設定密碼。

密碼必須為6個字元。 y

用遙控器的 y ▲或▼鍵在螢幕上選擇新密碼，再按►鍵確認。

變更密碼： `
用遙控器的 y ▲或▼鍵在螢幕上輸入新密碼，再按►鍵確認。

輸入6位數字的新密碼後按 y 「鍵入」鍵確認。

再輸入新密碼一次，按 y 「鍵入」鍵確認。

若輸入不正確密碼3次，投影機將會自動關機。 `
若您忘記密碼，請聯絡當地營業處尋求支援。 `

選擇 鍵入 離開

安全設定

安全設定

變更密碼

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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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碼預設值為「000000」(首次)。  NoteNote

選擇 鍵入 離開

安全設定

輸入安全密碼(6位數)
密碼不正確，請重新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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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音

選擇「開啟」以開啟靜音。 `
選擇「關閉」以關閉靜音。 `

音量

按下 ` ◄按鈕以降低音量。

按下 ` ►按鈕以增加音量。

麥克風音量

按下 ` ◄按鈕以降低麥克風音量。

按下 ` ►按鈕以增加麥克風音量。

聲音

聲音
靜音

音量

麥克風音量

關閉

選擇 鍵入 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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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機畫面

使用本功能以設定想要的啟動畫面。若已進行變更，即會在下次開啟投影機電源時生
效。

預設值：預設的開機畫面。 `
使用者：使用「畫面擷取」功能內儲存的圖片。 `

畫面擷取

按下►按鈕可擷取目前螢幕上所顯示的圖片影像。

擷取螢幕中...

請稍候…

若想成功擷取標誌，請確保螢幕影像未超過投影機的原生解析度 (WXGA：1280 x 800)。  
3D功能啟動後，「畫面擷取」功能即無法使用。  
啟用本功能前，建議先將「縱橫比」選項設定為「自動」。  

NoteNote

訊號自動搜尋

開啟：若已遺失目前輸入訊號，投影機將會搜尋其他訊號。 `
關閉：投影機將只會搜尋目前輸入連線。 `

輸入

按►按鈕啟用/停用輸入源。投影機就不會搜尋未選擇的輸入。

其它選項

其它選項

開機畫面

畫面擷取

訊號自動搜尋

輸入

自動關機(分)

燈泡設定

動態黑色

高海拔

更換濾網提醒(小時)

資訊

預設值

開啟

開啟

關閉

選擇 鍵入 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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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 鍵入 離開

輸入

HDMI

VGA- 1

VGA- 2

S端子

複合影像

自動關機(分)
設定自動睡眠倒數計時間隔(分)。投影機未收到任何訊號時，倒數計時隨即啟動。倒
數結束時投影機會自動關機。

燈泡設定

請參考第34頁。

動態黑色

開啟：會自動提供適合圖片的訊號補償，以顯示具有最佳對比的圖片。 `
關閉：關閉本功能。 `

「圖片模式」設定為「電影」時，才能使用「動態黑色」。  
「3D」或「互動功能」模式啟用時不能使用「動態黑色」。  
可使用「動態黑色」時，「燈泡電源模式」將無法使用。  

NoteNote

高海拔

開啟：內建風扇以高速運轉。 在海拔2500英呎/762公尺以上使用投影機時，請選 `
擇本選項。

關閉：內建風扇會依據內部溫度，自動以可變速度運轉。 `

更換濾網提醒(小時)
更換濾網提醒(小時)：設定濾網提醒時間 `
取消提示：更換或清潔防塵濾網後，選擇「是」重設防塵濾網計數器。 `

資訊

在畫面上顯示投影機型號、SNID、來源、解析度、軟體版本、色域及縱橫比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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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炮已使用時數(正常模式)
顯示正常模式下的投影時間。

節能模式燈炮已使用時數(節能模式)
顯示節能模式下的投影時間。

燈泡壽命提醒工具

開啟：選擇「開啟」，以顯示燈泡壽期結束警告訊息。 `
關閉：選擇「關閉」，以隱藏燈泡壽期結束警告訊息。 `

燈炮電源模式

正常：正常模式。 `
節能：使用本功能降低投影機燈泡的亮度，以節省耗電量並延長燈泡壽命。 `

清除燈炮時數

選擇「是」，在更換燈泡之後，重設燈泡使用時數。

其它選項 | 燈泡設定

選擇 鍵入 離開

燈泡設定

燈炮已使用時數(正常模式)

節能模式燈炮已使用時數(節能模式)

燈泡壽命提醒工具

燈炮電源模式

清除燈炮時數

關閉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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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3D
自動：偵測到HDMI1.4a 3D計時標識訊號後，系統自動選擇3D影像。 `
選擇「關閉」以停用3D功能。 `
選擇「開啟」以啟用3D功能。 `

3D反轉

戴上DLP 3D眼鏡後，如出現斷裂或重疊的影像，請執行「反轉」功能，使左/右影像
的順序獲得最佳匹配，產生正確的影像。

3D影像格式

使用本功能，選擇下列3D格式：Frame Packing、Side-by-Side (Half)、Top and 
Bottom、Frame Sequential及Field Sequential。

VGA/HDMI接頭的DLP Link 3D輸入訊號支援「Frame Sequential」。  
Composite/S-video連接埠的HQFS 3D輸入訊號支援「Frame Sequential」/「Field Sequential」。  
HDMI 1.4a 3D輸入訊號支援「Frame Packing」/「Side-by-Side (Half)」/「Top and Bottom」。  

NoteNote

1080p @24
戴上1080p @ 24 Frame Packing的3D眼鏡時，請使用本功能選擇96或144Hz更新
率。

3D
3D

3D反轉

3D影像格式

1080p@24

關閉

關閉

選擇 鍵入 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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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功能限用於顯示來自HDMI/VGA輸入的訊號源，不支援其他訊號源。  
「3D」或「Dynamic Black」功能啟用後，「互動功能」即停用。  

NoteNote

互動功能設定

使用本功能選擇下列互動筆(Interactive Pen)功能：「關閉」及「IR Camera」。選擇
「關閉」停用互動筆功能。

使用互動功能前，請先連接筆記型或桌上型電腦及投影機的Mini USB纜線。在OSD
上完成互動功能設定後，用Mini USB纜線將筆記型或桌上型電腦及投影機互相連接。

IR攝影機的互動功能需搭配外接IR攝影機。安裝投影機前，請按下圖將IR攝影機連上
投影機。

互動功能

互動功能

互動功能設定

PB設定

關閉

選擇 鍵入 離開

      打開角蓋

插入IR攝影機
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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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

LAN設定

LAN設定
DHCP

IP地址

子網路遮罩

閘道

DNS

儲存

重設

選擇 鍵入 離開

關閉

0.0.0.0

0.0.0.0

0.0.0.0

0.0.0.0

DHCP：投影機所在的網路如有DHCP伺服器時，選擇「DHCP開啟」即可自動獲 `
得IP地址。選擇「DHCP關閉」時，則需手動設定IP地址、子網遮罩、及閘道。 
請用▲或▼鍵選擇IP地址、子網遮罩、及閘道的數字。 
IP地址：選擇IP地址。 `
子網路遮罩：選擇LAN連接的子網遮罩。 `
閘道：手動設定閘道地址前，請先洽詢網路/系統管理員。 `
DNS：手動設定DNS伺服器IP地址前，請先洽詢網路/系統管理員。 `
儲存：選擇「是」，儲存在網路配置設定所做的改變。 `
重設：選擇「是」可將所有功能表的顯示參數恢復為原廠預設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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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DHCP，讓DHCP伺服器自動指定IP位址，或手動輸入所需的網路資料。1. 
LAN設定

DHCP

IP地址

子網路遮罩

閘道

DNS

儲存

重設

關閉

選擇 鍵入 離開

開啟瀏覽器輸入OSD LAN的IP地址。 2. 

按「工具列」網路網頁的輸入字串，輸入長度限制(含「空格」及其他標點符號)3. 
如下表：

類別 項目 輸入長度(字元)

投影機

投影機名稱 21

位置 21

管理員 21

系統管理員密碼
新密碼 4

確認 4

注意：可輸入的字元為0-9及a-Z。

Web Management

請使用Internet Explore 7/8/9或Safari 5.0.3版來輸入IP位址。您即可從遠端用Web Management管理投影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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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電腦直接連上投影機時

 步驟1：用投影機的LAN功能找到IP地址(192.168.10.100)。

步驟2：開啟網路連接的方法如下：點選
開始，點選控制台，點選網路和網際
網路連接，點選網路連接。點選要配
置的連接，在網路工作  下，點選
改變本連接的設定。

步驟3：在一般選項卡的本連接使用下列
項目，點選網際網路協定(TCP/IP)，
點選「屬性」。

步驟4：點選使用下列IP地址，輸入下列
設定值：

IP地址：192.168.10.99 `
子網路遮罩：255.255.255.0 `

步驟5：開啟網際網路選項的方法如下：
點選IE瀏覽器，點選網際網路選項，
點選連接選項卡，點選「LAN設定
值…」

步驟6：區域網路(LAN)設定對話方塊即
顯示出來，在代理伺服器區取消勾選
使用代理伺服器選項後，按兩下「確
定」鍵。

步驟7：開啟IE，在URL欄位輸入IP地址
192.168.10.100後，按「鍵入」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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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機資訊頁

在瀏覽器的URL欄位輸入投影機的IP地址，即可進入投影機資訊頁，請參考 `
「LAN設定」。

語言：設定web管理的語言。 `

LAN設定頁

設定投影機名稱、位置、及管理員資訊(各欄位長度最多21個字符)。按「儲存」 `
保存設定值。

選擇DHCP自動從DHCP伺服器指定投影機IP地址，或選擇「手動」，自行指定IP `
地址。

在Crestron功能頁設定IP地址、裝置ID及連接埠資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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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機狀態及控制頁

投影機狀態：共有以下四種狀態：「待機」、「暖機」、「燈泡開啟」、「節 `
能」、及「散熱」。點選「更新」按鈕更新狀態及控制設定。 
自動關機：自動關機可設定為「關閉」或1~120分鐘。請參考「自動關機(分)」功 `
能。

警示狀態：共有三種錯誤狀態：燈泡警告、燈泡壽命偏低、及溫度警告。發生上 `
述三種警示時，投影機可能鎖入保護模式。在將投影機重新開機前，點選「清
除」，清除警示退出保護模式。

天花板懸吊：讓您按投影機安裝方式，選擇下列四種投影模式：前面、前面天花 `
板、背面、及背面天花板。請參考「天花板懸吊」功能。

來源選擇：本功能表讓您選擇下列投影機訊號源：VGA 1/VGA 2、S-Video、 `
Composite Video及HDMI。
圖片模式：按投影機的使用方式，選擇最佳化的影像顯示。請參考「圖片模式」 `
功能。

空白螢幕：選擇開啟/關閉來顯示/隱藏 ` 螢幕圖片。

縱橫比：選擇縱橫比調整影像顯示的方式。 `
亮度：選擇影像亮度的調整值。 `
對比：選擇顯示對比的調整值。 `
音量：選擇(0~32)的音量調整值。 `
靜音：選擇「開啟」以開啟靜音。選擇「關閉」以關閉靜音。 `
麥克風音量：選擇(0~32)的麥克風音量調整值。 `

點選自動調整(Auto Adjust)鍵，自動調整設定值。  
點選工廠重設(Factory Reset)鍵，恢復出廠預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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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郵件設定值

電子郵件警示：您可選擇用電子郵件通知(啟用)或不用電子郵件通知(停用)。 `
收件者/副本收件者/寄件者：您可輸入出現異常現象或警告時，電子郵件的發信人 `
(寄件者)及收信人(收件者/副本收件者)。
外寄SMTP伺服器、使用者名稱、及密碼應由網路管理員或MIS提供。 `
警告條件：您可選擇要以電子郵件通知的異常現象或警告。發生任何所選的條件 `
時，系統即發送電子郵件給收信人(收件者/副本收件者)。

點選「儲存」鍵，儲存設定。  

安全設定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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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一組管理員密碼，才能進入Web管理頁面。 `
步驟1，密碼：首先點選“啟用”。
步驟2，新密碼：輸入新的密碼。
步驟3，確認密碼：確認新密碼，然後遞交。
步驟4，密碼：點選應用，然後遞交。

登錄Web管理頁面： `

忘記管理員密碼時，請洽服務中心。  

登入頁

管理員密碼：輸入管理員密碼後，點選登入(Login)鍵。 `

Welcome to Web Management.

Projector Name:
IP Address:

Administrator Password:
Login

Projector Information
D21211
192.168.0.100

Web Management

Crestron
詳細的說明，請瀏覽http://www.crestron.com及www.crestron.com/getroomview/ `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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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難排解

附錄

若投影機發生問題，請參閱以下資訊。若仍無法解決問題，請聯絡您當地的
經銷商或服務中心。

影像問題

  螢幕上無影像

請確定所有的連接線和電源連接，如「安裝」一節所述，皆已正確且牢固地 `
連接。

確認接頭的針腳沒有彎曲或折斷。 `

請檢查投影機燈泡是否安裝牢固。 `

確定尚未開啟「空白」功能。 `

  不完整、捲動或非正確顯示的影像

按遙控器上的「自動同步」按鈕。 `

若使用PC︰ y
Windows 95、98、2000、XP、Windows 7： -

開啟「我的電腦」圖示、「控制台」資料夾，然後按兩下「顯1. 
示」圖示。

選擇「設定值」標籤。2. 
請確認您的顯示器解析度設定低於或等於1080p。3. 
按一下「進階選項」按鈕。4. 

在Windows Vista中： -
從「我的電腦」圖示中，開啟「控制面板」資料夾，雙擊「外觀1. 
及個人化」

選擇「個人化」。2. 
按一下「調整畫面解析度」以顯示「顯示器設定」。按一下「進3. 
階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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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投影機仍無法投射整個影像，您可能也需要變更使用中的顯示器。 -
請參考下列步驟。

選擇在「顯示器」標籤下的「變更」按鈕。1. 
按一下「顯示所有的裝置」。接下來，在SP方塊中選擇「標準顯2. 
示器類型」、在「機型」方塊下選擇您需要的解析度模式。

確認顯示器的解析度設定低於或等於1080p。3. 
若您使用筆記型電腦： y

首先，依照上述步驟調整電腦的解析度。 -

按下以切換輸出設定。例如：[Fn]+[F4]  -
筆記型電腦品牌 功能鍵

Acer [Fn]+[F5]

Asus [Fn]+[F8]

Dell [Fn]+[F8]

通訊閘 [Fn]+[F4]

IBM/Lenovo [Fn]+[F7]

HP/Compaq [Fn]+[F4]

NEC [Fn]+[F3]

Toshiba [Fn]+[F5]

Mac Apple 系統喜好設定->顯示設定->排列方
式->鏡像顯示

若您在更改解析度時遇到問題，或顯示器畫面靜止，請重新啟動包括投影 y
機的所有設備。

  筆記型或PowerBook電腦的螢幕無法顯示簡報

當第二顯示裝置正在使用時，有些筆記型電腦可能會停用本身的螢幕。各機型重
新啟用螢幕的方法可能不同。詳細資訊請參閱電腦的使用手冊。

  影像不穩定或閃爍

調整「相位」加以修正。請參考「螢幕」小節以獲得更多資訊。 `

變更電腦的螢幕色彩設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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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像有閃爍不定的直條

調整「頻率」加以修正。請參考「螢幕」小節以獲得更多資訊。 `

檢查並重新設定圖像卡的顯示模式，使其與投影機相容。 `

  影像失焦

調整投影機鏡頭上的「對焦環」。 `

確定投影螢幕在所需的距離之內。 請參考第16頁。 `

  顯示16:9的DVD標題時，影像將被拉長

當您播放橫向壓縮DVD或16:9 DVD時，投影機會在投影機側，以16:9格式顯示
最佳影像。

播放4:3影像比例的DVD標題時，請在投影機OSD上將影像比例變更為4:3。 `

若影像仍拉長，您也必須將您DVD播放器上的顯示格式設定為16:9 (寬)顯示 `
比例。

  影像太小或太大

移動投影機，使其更靠近或更遠離螢幕。 `

按遙控器上的「功能表」按鈕，進入「螢幕」 --> 「縱橫比」，試用不同的 `
設定。

  影像具有傾斜側邊：

如果可以，請重新置放投影機，讓畫面水平置中並低於畫面下緣。 `

從OSD中使用「螢幕」-->「垂直梯型修正」進行調整。 `

  影像反轉

從OSD選擇「螢幕」-->「天花板懸吊」並調整投影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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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機問題

  投影機無法回應任何控制

若可能，請關閉投影機，然後拔除電源線並至少等候20秒，然後再重新連接 `
電源。

  燈泡燒掉或發出爆裂聲

當燈泡接近使用壽命時，燈泡可能會燒掉並發出巨大砰的一聲。如果發生這 `
種情況，在更換燈泡組件前，請勿啟動投影機。請依照第53頁「更換燈泡」
一節的程序更換燈泡。

有關遙控器的問題

  若遙控器無法作用

檢查遙控器的操作角度是否與投影機紅外線接收器之間保持在±30° (含水平與 `
垂直角度)之內。

請確認遙控器與投影機之間沒有障礙物。並使遙控器與投影機距離小於7公尺 `
(±0°)。

請確定正確裝入電池。 `

若電池電力耗盡，請更換電池。 `

有關聲音的問題

  投影機不出聲

播放外部來源時，請檢查來源裝置及投影機音訊輸入接口，是否以音訊線妥 `
善相連。

請確保未連接外接喇叭。 `

請確保音量未設定為最小。 `

請確保「音量-->靜音」功能設定為「關閉」。 `

有關3D的問題

  模糊的雙重影像

用OSD選擇 ` 「3D」-->「3D」，選擇「關閉」，避免2D模糊的雙重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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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排(一半)格式的重影

用OSD選擇 ` 「3D」-->「3D影像格式」，輸入訊號為HDMI 1.4a 3D時選擇
「Side-by-Side (Half)」。3D格式只在3D計時上支援，請參閱第52頁。

  3D模式下影像不顯示

請檢查3D眼鏡的電池是否沒電了。 `

請檢查3D眼鏡是否開機。 `

用OSD選擇 ` 「3D」-->「3D影像格式」，輸入訊號為HDMI 1.4a 3D時選擇
「Side-by-Side (Half)」。3D格式只在3D計時上支援，請參閱第52頁。

螢幕顯示訊息

電源關閉確認 y

關機?

請再按一次”Power”鍵確認關機。

風扇鎖定錯誤 y

投影機將自動關閉電源。

警告！風扇已鎖定

無訊號 y

VGA 1

找不到來源

超出可顯示範圍 y

VGA

超出可顯示範圍

過熱 y
警告！溫度太高

注意事項：

1. 確定空氣流進且排氣口未遭阻塞。

2. 確定環境溫度低於攝氏4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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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容性模式

VGA類比 y

PC訊號 -

模式 解析度 垂直頻率[Hz] 水平頻率[Hz]

VGA

640x480 60 31.5 

640x480 67 35.0 

640x480 72 37.9 

640x480 75 37.5 

640x480 85 43.3 

640x480 120 61.9 

IBM 720x400 70 31.5 

SVGA

800x600 56 35.1 

800x600 60 37.9 

800x600 72 48.1 

800x600 75 46.9 

800x600 85 53.7 

800x600 120 77.4 

Apple, MAC II 832x624 75 49.1 

XGA

1024x768 60 48.4 

1024x768 70 56.5 

1024x768 75 60.0 

1024x768 85 68.7 

1024x768 120 99.0 

Apple, MAC II 1152x870 75 68.7 

SXGA

1280x1024 60 64.0 

1280x1024 72 77.0 

1280x1024 75 80.0 

QuadVGA
1280x960 60 60.0 

1280x960 75 75.2 

SXGA+ 1400x1050 60 65.3 

UXGA 1600x1200 60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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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長加寬計時 -

模式 解析度 垂直頻率[Hz] 水平頻率[Hz]

WXGA

1280x720 60 44.8 

1280x800 60 49.6 

1366x768 60 47.7 

1440x900 60 59.9 

WSXGA+ 1680x1050 60 65.3 

色差訊號 -

模式 解析度 垂直頻率[Hz] 水平頻率[Hz]

480i 720x480 (1440x480) 59.94(29.97) 15.7 

576i 720x576 (1440x576) 50(25) 15.6 

480p 720x480 59.94 31.5 

576p 720x576 50 31.3 

720p 1280x720 60 45.0 

720p 1280x720 50 37.5 

1080i 1920x1080 60(30) 33.8 

1080i 1920x1080 50(25) 28.1 

1080p 1920x1080 23.98/24 27.0

1080p 1920x1080 60 67.5 

1080p 1920x1080 50 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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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MI數位 y

PC訊號 -

模式 解析度 垂直頻率[Hz] 水平頻率[Hz]

VGA

640x480 60 31.5 

640x480 67 35.0 

640x480 72 37.9 

640x480 75 37.5 

640x480 85 43.3 

640x480 120 61.9 

IBM 720x400 70 31.5 

SVGA

800x600 56 35.1 

800x600 60 37.9 

800x600 72 48.1 

800x600 75 46.9 

800x600 85 53.7 

800x600 120 77.4 

Apple, MAC II 832x624 75 49.1 

XGA

1024x768 60 48.4 

1024x768 70 56.5 

1024x768 75 60.0 

1024x768 85 68.7 

1024x768 120 99.0 

Apple, MAC II 1152x870 75 68.7 

SXGA

1280x1024 60 64.0 

1280x1024 72 77.0 

1280x1024 75 80.0 

QuadVGA
1280x960 60 60.0 

1280x960 75 75.2 

SXGA+ 1400x1050 60 65.3 

UXGA 1600x1200 60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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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長加寬計時 -

模式 解析度 垂直頻率[Hz] 水平頻率[Hz]

WXGA

1280x720 60 44.8 

1280x800 60 49.6 

1366x768 60 47.7 

1440x900 60 59.9 

WSXGA+ 1680x1050 60 65.3 

視訊訊號 -

模式 解析度 垂直頻率[Hz] 水平頻率[Hz]

480p 640x480 59.94/60 31.5 

480i 720x480 (1440x480) 59.94(29.97) 15.7 

576i 720x576 (1440x576) 50(25) 15.6 

480p 720x480 59.94 31.5 

576p 720x576 50 31.3 

720p 1280x720 60 45.0 

720p 1280x720 50 37.5 

1080i 1920x1080 60(30) 33.8 

1080i 1920x1080 50(25) 28.1 

1080p 1920x1080 23.98/24 27.0

1080p 1920x1080 60 67.5 

1080p 1920x1080 50 56.3 

HDMI 1.4a為必要的3D計時－視訊訊號 -

模式 解析度 垂直頻率[Hz] 水平頻率[Hz]

Frame Packing

720p 50 31.5 

720p 59.94/60 15.7 

1080p 23.98/24 15.6 

Side-by-Side(Half)
1080i 50 31.5 

1080i 59.94/60 31.3 

Top and Bottom

720p 50 45.0 

720p 59.94/60 37.5 

1080p 23.98/24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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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燈泡

投影機可自動偵測燈泡壽命。接近燈泡壽命時，您將收到警告訊息。

燈泡已接近使用壽命

建議更換！

警告！燈泡

出現此訊息時，請聯絡您當地經銷商或服務中心，儘速更換燈泡。在更換燈泡之前，
請確定投影機已散熱至少60分鐘。 

燈泡更換程序：

1. 按下「 」鍵，關閉投影機電源。 
2. 讓投影機至少散熱60分鐘。

3. 拔掉電源線。

4. 將纜線蓋上的兩顆螺絲旋開。 1

5. 向上提並取下外蓋。 2

6. 將燈具模組上的兩顆螺絲旋開。 3

7. 向上拉起燈泡把手，並緩慢小心地取出燈泡組件。 4

如欲更換燈泡組件，請反向操作先前的步驟。

8. 更換燈泡組件後，啟動投影機並進行「重設燈泡時數」。

1

3
4

2

無法取下燈泡蓋的螺絲及燈泡。  
若未蓋上投影機的燈泡蓋，則無法啟動投影機。  
請勿觸碰燈泡的玻璃表面。手上的油汙可能會導致燈泡破裂。若不慎觸碰到燈泡組件，請用乾布擦拭。  

Note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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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及清潔選購的集塵網

建議您每500個使用小時後清洗一次集塵網。投影機在多灰塵的環境下使用時，請提
高清洗的頻率。 

防塵網使用時間過期。

若要更好的效能請清潔防塵網。

警告！濾網

 
出現本訊息時，請按下列步驟進行清洗：

清洗集塵網的程序：

1. 按下「 」鍵，關閉投影機電源。 
2. 拔掉電源線。

3. 按箭頭方向拉開鎖栓。 1

4. 緩慢小心地取出集塵網。

5. 清洗或更換集塵網。 2

若要安裝防塵濾網，請依相反順序執行上述步驟。

6.  更換集塵網後，啟動投影機並進行「重設集塵網」。

12

在多灰塵環境中應使用選用的防塵濾網。  
有安裝集塵網時，適當的維護可防止投影機過熱及相關的損壞。  

Note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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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想要使用協力廠商的天花板懸吊安裝套件，請確保用來連接投影機底座的螺絲符
合下列規格：

螺絲類型：M4 x 4 y

直徑：4 mm -

長度：11 mm -

請注意，因不正確安裝所造成的損壞，將無法適用保固。  NoteNote

天花板懸吊安裝

137.49

85.50

15
1.3

0
11

2.5
0

74
.75

357.00

36
7.0

0

單位：公釐

鏡頭中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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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

投影系統 DLP®

解析度 WXGA (1280x800) XGA (1024x768)

電腦相容性 IBM PC和相容、Apple Macintosh、iMac及VESA標準：
SXGA、XGA、SVGA、VGA、WXGA、UXGA

視訊相容性 NTSC (3.58/4.43)、PAL (B/D/G/H/I/M/N)、SECAM (B/D/
G/K/K1/L)、HDTV (720p、1080i、1080p)、SDTV (480i、
480p、576i、576p)

影像比例 自動、4:3、16:9、16:10

可顯示色彩 10.7億色

投影鏡頭 F# 2.6

投影螢幕尺寸 80.2” ~ 96.6” (對角線) 68” ~ 81.9” (對角線)

最大聚焦螢幕尺寸 70” ~ 100” (對角線) 60” ~ 90” (對角線)

投影距離 517 mm - 759 mm (±10 mm) 522 mm - 802 mm (±10 mm)

投影比例 0.35 0.43

水平掃描率 30 k - 100 kHz

垂直重新整理掃描率 50 - 120 Hz

梯形校正 ±15度

重量 8 Kg (17.64 lbs)

尺寸(寬x深x高) 357 (寬) x 367 (深) x 135 (高) mm (不含支腳) 
357 (寬) x 367 (深) x 231 (高) mm (含反射鏡)

電源供應 AC 100 - 240 V、50 - 60 Hz

耗電量 正常模式：350W ±10% @ 110Vac (明亮模式@全功率) y
環保模式：290W ±10% @ 110Vac (視訊模式@環保功 y
率)
待命< 0.5 W y

操作溫度 5°C至40°C/41°F至10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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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接頭 電源插槽座 x 1 y
LAN (RJ45) x 1 y
RS232 x 1 y
DC12V x 1 y
HDMI x 1 y
VGA輸入x 2 y
VGA輸出x 1 y
S-Video x 1 y
Composite x 1 y
3.5公釐音訊輸入接口x 2 y
RCA (L/R)音訊輸入接口x 2 y
3.5公釐麥克風音訊輸入接口x 1 y
3.5公釐音訊輸入接口x 1 y
迷你USB B x 1 y

標準包裝盒內容 AC電源線x 1 y
VGA纜線 x 1 y
遙控器 x 1 y
CR2025 x 1 y
使用手冊(DVD) x 1 y

設計與規格變更時，恕不另行通知。  Note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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