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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安全說明

本投影機經設計完成及測試通過，符合資訊科技設備的最新安全標準。 然而，為確
保您安全地使用本產品，請務必遵循本手冊的指示與產品本身所標示的指示。 

安全注意事項
1. 操作投影機之前，請先閱讀本使用手冊。 請妥善保存本手冊，以供日後參考。

2. 操作時請勿直視投影機鏡頭。 強光可能會造成您的視力受損。

3. 有關維修問題，請洽詢合格的維修人員。 
4. 投影機的燈泡亮起時，請務必打開或移除鏡頭蓋。
5. 有些國家的電壓不穩定。 本投影機所設計安全操作的電壓區間是為 100 至 240 

伏特交流電，但如果發生斷電或功率驟然起伏達 ±10 伏特時則無法正常運作。 
如果在主電壓可能會波動或中斷的區域使用本投影機，建議您經由穩壓器、雷
擊突波保護器或不斷電系統 (UPS) 連接電源。 

6. 當投影機在運作中，請勿讓任何物品擋住投影的鏡頭，因為這樣可能會使得該
物品遇熱變形甚至造成火災。 如果要暫時關閉燈泡，請按投影機或遙控器上的 
BLANK 按鈕。

7. 操作期間燈泡會變得很燙。 所以在更換燈泡之前，請先讓投影機冷卻約 
45 分鐘。 

8. 請勿使用超過額定壽命的燈泡。 使用超過額定壽命的燈泡有可能會發生燈泡破

裂的情況。 
9. 投影機插頭如果尚未拔下，請勿更換燈泡或任何電子零件。 
10. 請勿將投影機放置在不平穩的手推車、架子或桌子上。 否則投影機可能會掉

落，造成嚴重損壞。 
11. 請勿打開投影機的機殼。 機身內含有危險的高電壓配件，萬一接觸人體時可能

會造成電擊死亡。

請勿在任何狀況下打開或移除其它部分的護蓋。 有關維修問題，請洽詢合格專

業的維修人員。
12. 請勿將本投影機放置在下列任何環境中。 

-  不通風或密閉場所。 投影機離牆面至少要有 50 公分的距離，且周圍空氣要
流通。

-  過熱場所。例如：車窗緊閉的車內。
-  潮濕、多塵或煙霧瀰漫的場所。因為可能會污染光學元件，縮短投影機的使用
壽命，並使投影影像變暗。

-  靠近火災警報器的場所。
-  環境溫度超過 40°C/104°F 的場所。

-  海拔超過 3000 公尺（10000 英呎）的場所。

13. 請勿阻塞通風口。 如果通風口嚴重阻塞而使投影機內部過熱，可能會引起

火災。
-  請勿將投影機放置於毯子、寢具或其它柔軟物品的表面上。 
-  請勿用布或其它物品覆蓋投影機。 
-  請勿將易燃物放在投影機附近。   

14. 操作時請將投影機置於平坦、水平的表面。
-  如果左右傾斜超過 10 度、前後超過 15 度，請勿使用投影機。 使用投影機時，
如果將投影機擺放在不平坦的位置上，可能會導致燈泡故障或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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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請勿將投影機直立擺放。 因投影機可能會不穩摔落，導致人身受傷或投影機

損壞。
16. 請勿踩在投影機上，或在上面放置任何物品。 這樣除了可能導致投影機損壞

外，還可能造成意外及人身受傷。
17. 請勿將液體放在投影機附近或放在投影機上。 液體如果濺到投影機內，可能導

致投影機故障。 投影機如果不慎弄濕，請立即拔掉電源線，並聯絡當地服務中

心，安排投影機的維修事宜。
18. 投影機可安裝於天花板上，顯示反轉影像。 

請使用合格的天花板安裝工具，並確定投影機已安裝牢固。 

19. 當使用投影機時，您也許會在通風口附近感覺到些微的熱風與氣味。 此乃正常

現象，並不是產品有瑕疵。
20. 運輸或安裝時請勿使用防盜握把。 防盜握把應與市售的防盜纜線一併使用。 
21. 注意

本產品可能會發出有害的光學輻射。 請勿注視運

作中的燈泡。 可能傷害眼睛。 風險群組 2。對於

任何明亮的光源，請勿直視光束，RG2 IEC 
62471-5:201

警告

• 本裝置必須接地。

• 安裝產品時，請在固定線路中使用可立即使用的中斷裝置，或將電源插頭插入產品附近方便取得
的插座中。 如果使用產品時發生故障，請中斷裝置且將電源切斷，或拔出電源插頭。

投影機天花板安裝安全使用說明
我們希望您在使用投影機的時候有愉快的使用經驗，所以我們必須提醒您這些安全
注意事項來避免您人身或財產上的損害。

如果您想要將您的投影機安裝至天花板上，我們強烈地建議您使用合適的投影機天
花板安裝工具組，確保您可以安全且穩固地安裝。

如果您使用不合適的投影機天花板安裝工具組，有可能會因錯誤的規格或使用錯誤
長度的螺絲造成不適當的安裝，導致投影機墜落的危險。

您可以在購買投影機的地方買到投影機的天花板安裝工具組。 我們建議您也可以另
外購買防盜纜線，並將其鎖至投影機上的防盜鎖槽與天花板安裝托架上。 此舉在安
裝托架變鬆時可以提供第二層鎖住投影機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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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

投影機功能
本投影機整合高效能的光學引擎投影技術和人性化的設計，提供可靠且容易使用的
功能。

您的投影機可能不具備部份功能。 實際效能可能不同，端視機型規格而定。

• 省電模式功能可在偵測不到輸入訊號達一段時間後降低高達 70% 的燈泡耗電量

• 簡報計時器可幫助您精準控制簡報時間
• 色彩管理讓您依照個人偏好調整色彩
• 啟動省電模式時，耗電量將降到 0.5 W 以下

• 快速自動搜尋的功能可加速訊號偵測的過程
• 彩色模式針對不同投影需求提供選擇
• 自動調整鍵可顯示最佳影像品質 （僅限類比訊號）
• 數位梯型失真修正功能可修正變形影像
• 可調整的色彩管理控制功能以符合資料 / 影像投影用途

• 可顯示 10 億 7 千萬色

• 多國語言的螢幕顯示 (OSD) 功能表

• 可切換至正常或省電模式，以降低電力消耗

投射影像的亮度將視周圍環境光線條件、所選擇輸入訊號的對比度 / 亮度設定值之不同而有差異，且

與投影距離成比例。

投影機燈泡的亮度會隨著使用時間而逐漸衰弱，也會因燈泡製造商的規格而有所不同。 此乃正常現

象，請放心使用。

包裝盒內容

1. 投影機 2. VGA 訊號線 （特定機型）

3. 電源線 4. 快速使用指南 5. 遙控器和電池

6. 更換燈泡 （選購）（若要更換燈泡，請聯絡合格的服務人員）
4



控制項與功能

投影機

• 電源

開啟投影機或切換成待機模式。

• / （梯形修正鍵）

手動修正由投影角度所造成的梯形
扭曲。

• 左 / 右 / 上 / 下

螢幕顯示 (OSD) 功能表啟動時，選取所

需的功能表項目，並進行調整。

• Menu/Exit

開啟或關閉螢幕顯示 (OSD) 功能表。 

• Source

顯示來源選取列。

• Blank

隱藏螢幕影像。

• Enter

螢幕顯示 (OSD) 功能表啟動時，執行

選取的螢幕顯示 (OSD) 項目。

• （提高音量）

增加音量。

• （降低音量）

降低音量。

對焦圈

電源指示燈

燈泡指示燈溫度指示燈

縮放圈

投影鏡頭

通風口（熱空氣散熱）
5



1. AUDIO IN

音訊訊號輸入插孔。

2. AUDIO OUT

音訊訊號輸出插孔。

3. COMPUTER IN

RGB (PC) 訊號輸入插孔。

4. HDMI 1

HDMI (HDCP2.2) 連接埠。

5. HDMI 2

HDMI 連接埠。

6. MINI USB

Mini USB 連接埠 （僅供維修之用）。

7. RS-232

RS-232 控制埠。

8. USB 5V/1.5A Out

供電用 USB Type A 連接埠。

9. 12V OUT

12V DC 輸出端子。

1 2 3 4 5 6 7 8 9

可連接防盜鎖槽的防盜握把

Kensington 防盜鎖槽AC 電源線插座

天花板安裝孔

調整腳座

調整腳座
6



遙控器

• On/ Off

開啟投影機或切換成待機模式。

• COMP

選擇 COMPUTER IN 連接埠作為

顯示來源。

• HDMI 1

選擇 HDMI 1 連接埠作為顯示

來源。

• HDMI 2

選擇 HDMI 2 連接埠作為顯示

來源。

• Auto Sync

自動決定顯示影像的最佳影像
時間。

• Source

顯示來源選項列。

• / （梯形修正鍵） 

手動修正由投影角度所造成的梯形
扭曲。

• Enter

執行選擇的螢幕顯示 (OSD) 功能表

項目。

• 左 / 右 / 上 / 下

選擇所需的功能表項目並進行
調整。

• Menu

開啟或關閉螢幕顯示 (OSD) 功
能表。 

• （資訊）

顯示資訊功能表。

• Exit

返回到上一個 OSD 功能表，離開

並儲存功能表設定。
7



遙控器有效使用範圍
請參閱紅外線 (IR) 遙控器感應器位置圖。 遙控器
與投影機紅外線遙控器感應器之間必須維持直立
角度，且角度範圍在 30 度以內，才能使遙控器
正常運作。 遙控器與感應器之間的距離不應超過 
8 公尺 （~ 26 英呎）。

請確認遙控器與投影機上的紅外線感應器之間，
並未放置任何可能會阻擋紅外線傳輸的物體。

更換遙控器電池
1. 若要開啟電池蓋，請將遙控器轉到背面，壓住蓋子上的卡榫並依圖示箭頭向下

滑開蓋子。
2. 請先將裡面的電池取出 （如有必要的話），然後安裝兩顆 AAA 電池，請注意

電池槽內所標示的電池極性方向。 正極 (+) 對準正極，負極 (-) 對準負極。

• Aspect

顯示縱橫比選取列。

• Pattern

顯示內嵌的測試畫面。

• Blank

隱藏螢幕影像。

• HDR

顯示 HDR 功能表。

• （提高音量）

增加音量。

• （降低音量）

降低音量。

• （靜音）

切換投影機的聲音為開啟與關閉狀態。

• Brightness

顯示亮度調整列。

• Silence

啟動寧靜模式。 這需要數秒鐘即可

生效。

• Eco Mode

選取 Eco 模式。

• Contrast

顯示對比度調整列。

• Standard

選取標準模式。

• Movie

選取電影模式。

• Color Temp

顯示色溫選單。

• User1

選取使用者 1 模式。

• User2

選取使用者 2 模式。

大約 30°

大約 30°
8



3. 將電池蓋對準方向並推回其位置。 當蓋子卡回原位即停止。

警告

• 避免將遙控器和電池留在過熱或過濕的環境中，例如廚房、浴室、三溫暖、日光浴室或密閉的汽
車內。

• 請務必使用電池製造廠商建議的相同或相等電池進行更換。

• 請依照電池製造廠商說明和您當地的環保法令棄置用過的電池。

• 請勿將電池丟入火裡， 這樣可能會有爆炸的危險。

• 當電池已耗盡或長時間不會使用到遙控器時，請將電池取出，以免發生電池漏液而損壞遙控器。
9



安裝投影機

選擇一個合適的位置
您可根據室內配置與個人喜好，決定安裝方式。 請考量您螢幕的尺寸和位置、合適
的電源插座位置、投影機和其它設備之間的位置和距離。

本投影機設計可按下列方式安裝：

1. 前投

如果選擇此位置，投影機將放在螢幕前方的地
板上。 這是放置投影機最普遍的方式，可提供
快速的安裝和可攜性。

2. 倒吊前投

若選取此位置，投影機將倒吊在螢幕前方的天
花板上。

請向您的經銷商購買投影機天花板安裝工具組，
以便將投影機安裝在天花板上。

在開啟投影機之後，請在安裝 > 投影機模式功
能表中設定倒吊前投。

3. 倒吊後投

若選取此位置，投影機將倒吊在螢幕後方的天
花板上。

請注意，此時需要一個專用的後方投影螢幕及
投影機天花板安裝工具組。

在開啟投影機之後，請在安裝 > 投影機模式功
能表中設定倒吊後投。

4. 正放後投

如果選擇此位置，投影機將放在螢幕後方的地
板上。

請注意此時需要一個專用的後方投影螢幕。

在開啟投影機之後，請在安裝 > 投影機模式功
能表中設定正放後投。
10



投影尺寸
以下所稱的 「螢幕」指的是投影螢幕，其通常包含一個平面及支撐的結構。

請參閱第 47 頁的 「投影機規格」了解有關投影機原生顯示解析度的資訊。

(a)

(c)

(b)

(e)

(f)

(d)

(a)

(c)

(b)

(e)

(f)

(d)

(a)

(c)

(b)

(e)

(f)

(d)

(f)： 鏡頭中心(e)： 螢幕

• 在 16:9 螢幕上顯示 16:9 影像

• 在 4:3 螢幕上顯示 16:9 影像

(a)

(d)

(c)

(b)

(e)

(f)

(a) 螢幕大小

在 16:9 螢幕上顯示 16:9 影像

(b) 投影距離
(c) 影像高度

(d) 垂直位移量

最小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最大值

吋 公釐 吋 公釐 吋 公釐 吋 公釐 吋 公釐 吋 公釐

60 1524 77 1952 92 2342 29 747 2.9 75 2.9 75

70 1778 90 2277 108 2732 34 872 3.4 87 3.4 87

80 2032 102 2602 123 3123 39 996 3.9 100 3.9 100

90 2286 115 2927 138 3513 44 1121 4.4 112 4.4 112

100 2540 128 3253 154 3903 49 1245 4.9 125 4.9 125

110 2794 141 3578 169 4293 54 1370 5.4 137 5.4 137

120 3048 154 3903 184 4684 59 1494 5.9 149 5.9 149

130 3302 166 4228 200 5074 64 1619 6.4 162 6.4 162

140 3556 179 4554 215 5464 69 1743 6.9 174 6.9 174

150 3810 192 4879 231 5855 74 1868 7.4 187 7.4 187

160 4064 205 5204 246 6245 78 1992 7.8 199 7.8 199

170 4318 218 5529 261 6635 83 2117 8.3 212 8.3 212

180 4572 231 5855 277 7026 88 2241 8.8 224 8.8 224

190 4826 243 6180 292 7416 93 2366 9.3 237 9.3 237

200 5080 256 6505 307 7806 98 2491 9.8 249 9.8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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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光學元件的些許不同，這些數值會有 3% 左右的誤差。 如果您要將投影機固定安裝在某個地方，

建議您先使用這台投影機作實際測試，確認其投影尺寸和距離，並參考其光學特性之後再做安裝。 這
將會幫助您找到最佳的安裝位置。

(a) 螢幕大小

在 4:3 螢幕上顯示 16:9 影像

(b) 投影距離
(c) 影像高度

(d) 垂直位移量

最小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最大值

吋 公釐 吋 公釐 吋 公釐 吋 公釐 吋 公釐 吋 公釐

60 1524 71 1791 85 2150 27 686 2.7 69 2.7 69

70 1778 82 2090 95 2421 32 800 3.2 80 3.2 80

80 2032 94 2388 109 2767 36 914 3.6 91 3.6 91

90 2286 106 2687 123 3113 41 1029 4.1 103 4.1 103

100 2540 118 2986 136 3459 45 1143 4.5 114 4.5 114

110 2794 129 3284 150 3805 50 1257 5.0 126 5.0 126

120 3048 141 3583 163 4151 54 1372 5.4 137 5.4 137

130 3302 153 3881 177 4497 59 1486 5.9 149 5.9 149

140 3556 165 4180 191 4843 63 1600 6.3 160 6.3 160

150 3810 176 4478 204 5189 68 1715 6.8 171 6.8 171

160 4064 188 4777 218 5535 72 1829 7.2 183 7.2 183

170 4318 200 5075 232 5881 77 1943 7.7 194 7.7 194

180 4572 212 5374 245 6226 81 2057 8.1 206 8.1 206

190 4826 223 5672 259 6571 86 2172 8.6 217 8.6 217

200 5080 235 5971 272 6916 90 2286 9.0 229 9.0 229
12



連線

將訊號來源連接到投影機時，請務必：

1. 關閉所有裝置的電源，再進行連線。
2. 針對各來源使用正確的訊號連接線。
3. 確認訊號線是否接穩。 

在底下所顯示的連線中，某些訊號線不包含在本投影機的包裝內 （請參閱第 4 頁的 「包裝盒內

容」）。 連接線請向電子用品店購買。

下列連接圖解僅供參考。 投影機可用的連接插孔將視機型而異。

有關詳細的連接方式，請參閱第 1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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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電腦或顯示器

連接電腦
1. 使用提供的 VGA 訊號線，並將其中一頭連接至電腦的 D-Sub 輸出插孔。

2. 將 VGA 訊號線另一端連接至投影機的 COMPUTER IN 訊號輸入插孔。

許多筆記型電腦在連接投影機時，並不會開啟其外接視訊連接埠。 通常按 FN + F3 或 CRT/LCD 鍵等

組合鍵可以開啟 / 關閉外部顯示。 在筆記型電腦上找標示 CRT/LCD 的功能鍵，或有螢幕符號的按鍵。 
同時按住 FN 及標示的功能鍵。 請參考您筆記型電腦的使用手冊，以了解組合鍵的使用方式。

連接視訊來源裝置

連接 HDMI 裝置
您應該使用 HDMI 訊號線來連接投影機和 HDMI 裝置。

1. 使用 HDMI 訊號線，並將一端連接到視訊裝置的 HDMI 輸出埠。

2. 然後將訊號線的另一端連接至投影機的 HDMI 1（支援 DHCP 2.2）或 HDMI 2 
輸入埠。 

萬一您透過投影機的 HDMI 輸入連接投影機至 DVD 播放機，且投影畫面顯示錯誤的色彩，請將色彩

空間變更為 YUV。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19 頁的 「變更 HDMI 輸入設定」。

連接聲音訊號
您可以在簡報中使用投影機喇叭，也可以將獨立的擴大機連接到投影機的 AUDIO 
OUT 插孔。 音訊輸出是透過投影機的音量和靜音設定來控制。
14



操作

啟動投影機
1. 將電源線插入投影機與牆上插座。 開啟牆上

插座的開關 （若有的話）。

2. 按 電源啟動投影機。 燈泡亮起時，即會聽

見 「開機提示音」。 當投影機啟動完成後，

電源指示燈便會恆亮藍色。

旋轉對焦圈調整影像的清晰度 （如有
必要）。

如果投影機因先前使用而未完全散熱，在供電給燈泡前，風
扇會持續運作約 90 秒。 

若要延長燈泡壽命，請在投影機開機後等待至少 5 分鐘的時間再關機。

3. 投影機初次啟動時，請依照螢幕指示選取您的 OSD 語言。 執行重設所有設定

值後，下次您開啟投影機時，需要先選取您的 OSD 語言。

4. 開啟所有連接設備的電源。
5. 投影機會開始搜尋輸入的訊號。 在畫面的左上角會顯示目前正在掃瞄的輸入訊

號。 如果投影機並未偵測到有效的訊號，將顯示來源選取列。 經過數分鐘後，

如果投影機仍無法偵測到有效的訊號，將顯示 「無訊號」訊息，直到找到輸入
訊號為止。

您也可以按下 Source 選取想要的輸入訊號。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19 頁的

「切換輸入訊號」。

如果輸入訊號的頻率 / 解析度超出投影機的操作範圍，您將會看見空白畫面上顯示 「超出範圍」的訊

息。 請將其變更為與投影機解析度相容的輸入訊號，或將輸入訊號調整到較低的設定。 如需詳細資
訊，請參閱第 45 頁的 「時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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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功能表
本投影機配備 OSD 功能表，能夠讓您進行各種調整及設定。

下列的 OSD 螢幕截取畫面僅供參考，可能與實際的設計有所不同。

以下是 OSD 功能表的介紹。

若要使用 OSD 功能表，請先將 OSD 功能表選取為您的語言。

1. 請按下 Menu 開啟 OSD 功能表。 3. 按下  以反白語言，然後按下 
Enter。

2. 使用 /  反白系統設定：基本

功能表。

4. 使用 / / /  選取偏好的

語言。
5. 按下 Enter 將返回主功能表，按

下 Menu 將離開 OSD 功能表。

目前的輸入訊號

主功能表圖示

子功能表

反白選取

回到上一個頁面
或離開。

狀態

圖片模式

影像

使用者模式設定

亮度

對比

色彩

色調

銳利度

進階

重設目前圖片模式

電影

電腦 離開

圖片模式

影像

使用者模式設定

亮度

對比

色彩

色調

銳利度

進階

重設目前圖片模式

電影

電腦 離開

語言

系統設定：基本

背景色

亮度

開機畫面

自動關機

直接開機

功能表設定

重新命名輸入

自動輸入搜尋

電腦 離開

語言

系統設定：基本

背景色

亮度

開機畫面

自動關機

直接開機

功能表設定

重新命名輸入

自動輸入搜尋

電腦 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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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密碼功能
為了安全考量並防止未經授權使用投影機，本投影機增加了設定密碼的安全選項。 
您可以透過螢幕顯示 (OSD) 功能表來設定密碼。 如需 OSD 功能表操作的詳細資訊，
請參閱第 16 頁的 「使用功能表」。

若您啟用了密碼功能，卻忘記密碼，可能會讓使用投影機變得很不方便。 請記住您的密碼，將密碼抄

下並放置在安全的位置。

設定密碼
一旦密碼設定完成，且開機鎖定功能也啟用後，投影機每次開啟都要輸入密碼，否則無法使用。

1. 開啟 OSD 功能表，進入系統設定：進階 > 密碼功能表。 
2. 按下 Enter，然後會顯示密碼頁面。

3. 反白開機鎖定，然後按下 /  選取開啟。

4. 如右圖所示，四個方向鍵 （ 、 、 、
）分別代表四個數字 （1、2、3、

4）。 依據您想要設定的密碼，按方向鍵

輸入六位數密碼。
5. 請再輸入一次新密碼以確認。

密碼設定好之後，OSD 功能表會回到密

碼的頁面。
6. 要離開 OSD 功能表，請按下 Exit。

如果忘記密碼
如果已啟用密碼功能，在每次開機時，都會要
求您輸入六位數密碼。 若密碼輸入錯誤，則會
顯示如右圖密碼錯誤訊息 5 秒鐘，接著顯示
「輸入密碼」訊息。 您可以再重試一次，或者
萬一您沒有將密碼記錄在使用手冊中，也記不
起密碼時，您可以使用密碼喚回步驟。 如需詳
細資訊，請參閱第 18 頁的 「進入密碼喚回步
驟」。

如果連續五次輸入錯誤密碼，投影機將會在短時間內自動關閉。

輸入新密碼

離開

密碼錯誤
請再試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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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密碼喚回步驟
1. 「輸入目前的密碼」訊息顯示時，按住 

Enter 3 秒。 螢幕上則會顯示一組編碼。

2. 請寫下這組號碼然後關閉投影機。
3. 請洽當地服務中心將該組數字解碼。 您

可能會被要求提供購買證明文件，以確
定您有權利使用此投影機。

以上圖示所顯示的 「XXX」，其數字將隨投影機機型的

不同而異。

更改密碼
1. 開啟 OSD 功能表，進入系統設定：進階 > 密碼 > 變更密碼功能表。

2. 按下 Enter。 螢幕顯示 「輸入目前的密碼」訊息。

3. 輸入舊密碼。

• 如果密碼正確，會顯示 「輸入新密碼」訊息。

• 如果密碼錯誤，會顯示密碼錯誤訊息 5 秒鐘，接著顯示 「輸入目前的密

碼」訊息等候您再次輸入。 您可以按下 Exit 取消變更密碼，或嘗試輸入

其它密碼。

4. 輸入新密碼。
5. 請再輸入一次新密碼以確認。
6. 現在，您已經成功重設新密碼了， 請記得下一次開啟投影機時要輸入新的

密碼。
7. 要離開 OSD 功能表，請按下 Exit。

為安全起見，所輸密碼將以星號顯示於螢幕上， 請記住您的密碼，然後將密碼抄下並放置在安全的
位置。

停用密碼功能
1. 開啟 OSD 功能表，進入系統設定：進階 > 密碼 > 開機鎖定功能表。 
2. 按下 / ，選擇關閉。 
3. 螢幕顯示 「輸入密碼」訊息。 輸入目前的密碼。 

• 如果密碼正確，OSD 功能表就會回到密碼頁面，開機鎖定列上會顯示

「關閉」。 下次開啟投影機時，您就不需再輸入密碼。

• 如果密碼錯誤，會顯示密碼錯誤訊息 5 秒鐘，接著顯示 「輸入密碼」

訊息等候您再次輸入。 您可以按下 Exit 取消變更密碼，或嘗試輸入其它

密碼。

請注意，雖然密碼功能已取消，您仍須保存舊密碼，以備未來需要重新啟動密碼功能時輸入舊密碼。

恢復密碼

請寫下恢復代碼，然後聯絡
客戶中心。

恢復代碼：

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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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換輸入訊號
本投影機可以同時連接多個視訊設備。 然而您一次只能選擇以全螢幕顯示其中
一個。 

如果要投影機自動搜尋訊號，請確定系統設定：基本功能表中的自動輸入搜尋功能
是設為開啟。

您也可以按下遙控器上其中一個訊號來源選擇鍵，或循環切換可用的輸入訊號，來
手動選取所要的訊號。

1. 按下 Source。 會顯示來源選取列。 
2. 按下 /  直到選取您需要的訊號，然後按下 Enter。

偵測到訊號後，所選取的來源資訊會顯示在螢幕上幾秒鐘的時間。 如果有多台

裝置同時連接到投影機，可以重複步驟 1-2 以搜尋另一個訊號。

請參閱第 47 頁的 「投影機規格」了解有關投影機原生顯示解析度的資訊。 為了達到最佳的影像顯示
效果，您應該選擇並使用此解析度之輸入訊號來源。 其它的解析度會被投影機依照 「縱橫比」設定進

行縮放，某些影像會變形或降低影像品質。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20 頁的「選擇縱橫比」。

變更 HDMI 輸入設定

萬一您透過投影機的 HDMI 輸入連接投影機至其它裝置 （如 DVD 或藍光光碟播放
器），且投影畫面顯示錯誤的色彩，請將色彩空間變更為符合輸出裝置的色彩空間
設定。

若要這樣做：

1. 開啟 OSD 功能表，進入系統設定：進階 > HDMI 範圍功能表。 
2. 按下 /  以依據所連接的輸出裝置的色彩空間選取適合的色彩空間。

• 自動：設定投影機為自動偵測輸入訊號的 HDMI 範圍。

• 完整範圍：設定 HDMI 色彩範圍為 0 - 255。

• 有限範圍：設定 HDMI 色彩範圍為 16 - 235。

這個功能只有在使用 HDMI 輸入連接埠時才可供使用。

如需色彩空間以及 HDMI 範圍設定的資訊，請參閱裝置的使用手冊。

調整影像

調整投射角度
投影機有兩個調整腳座。 其可變更影像高度與垂直投影角度。 轉動調整腳座螺絲以
微調角度，直到影像調整至需要的位置為止。

當燈泡亮起時，請勿直視鏡頭。 燈泡的強烈光束會對您的眼睛造成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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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調整影像
在部分情況下，您可能需要將影像品質最佳化。 請按下遙控器上的 Auto Sync。 在 
5 秒內，內建的智慧型自動調整功能會重新調整頻率值，提供最佳畫質。

目前的來源資訊會在螢幕左上角顯示 3 秒鐘。

這個功能只有在選取 PC D-Sub 輸入訊號 （類比 RGB）時才能使用。

建議您在執行此功能時顯示明亮的影像。

微調影像清晰度

選擇縱橫比
縱橫比是影像寬度與高度的比例。

因為像本投影機這種數位顯示裝置具有處理數位訊號的能力，就能夠將輸入的影像
動態地延伸並調整之後，再輸出成不同縱橫比的影像比例。

若要選擇您需要的影像比例 （無論來源的比例為何），可遵循以下其中一種步驟。

• 重複按下 Aspect。

• 進入顯示 > 縱橫比功能表並按下 Enter。 按下 /  依照視訊訊號格式和您的顯

示需求來選取適合的縱橫比。

關於縱橫比
1. 自動：依照比例調整影像，使其在水平寬度上符合投影機的原生解析度。 這適

用於來源影像不是 4:3 或 16:9 比例的影像，而您想要充分利用螢幕空間但不改

變影像比例時。
2. 4:3：將影像以 4:3 縱橫比顯示在螢幕的中心。 此方式最適合 4:3 影像，例如電

腦螢幕、標準電視和 4:3 縱橫比的 DVD 電影，因為這些都沒有更改比例。

3. 16:9：將影像以 16:9 縱橫比顯示在螢幕的中心。 這是最適合如高畫質電視等原

來就為 16:9 縱橫比的影像，因此無需再改變其縱橫比。

4. 2.35:1：將影像以 2.35:1 縱橫比顯示在螢幕的中心。 這是最適合原來就為 2.35:1 
縱橫比的影像，因此無需再改變其縱橫比。

下表顯示不同原生解析度的投影機縱橫比設定效果。 請參閱第 47 頁的 「投影機規
格」以瞭解有關投影機原生解析度的資訊。 

1. 使用縮放圈，將投射的影像調整成
您需要的尺寸。

2. 必要時可以旋轉對焦圈，讓影像更
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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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圖形中，黑色部分是非顯示區域，白色部分是顯示區域。 OSD 功能表可以顯示在未使用的黑色

區域。

將影像最佳化

選取圖片模式
將顯示 > 寧靜功能表設定為開啟時，無法調整圖片模式。

本投影機內建數種預設圖片模式，您可以選擇適合您操作環境與輸入訊號影像的
模式。

若要選擇您需要的操作模式，可遵循以下其中一種步驟。

• 按下遙控器上的圖片模式選取按鈕。

• 進入 「影像」 > 「圖片模式」功能表，並按下 /  以選取需要的模式。

適用於不同訊號種類的圖片模式
圖片模式適用於不同的訊號種類，如下所示。

1. 明亮模式： 將投影影像亮度最大化。 此模式適用於當需要極高亮度的情況下，

例如在明亮的房間中使用投影機時。
2. 標準模式： 針對日間的正常環境所設計。

3. 電影模式： 適合在較暗 （微光）的環境下來播放電影，或是利用電腦來播放數

位相機或數位錄影機所拍攝的視訊影片。
4. 使用者 1/ 使用者 2：呼叫使用者自訂的設定。 選取使用者 1/ 使用者 2 後，依照

您選取的輸入訊號而定，可調整影像功能表下的部份子功能表。
5. 寧靜模式： 將雜音降至最低。 這適用於觀看需要極靜環境的電影，以免受到投

影機的雜音所干擾。 當顯示 > 寧靜功能表設定為開啟時，將自動選取此模式，

而且您無法切換圖片模式。 選取此模式時，XPR 將關閉 （投影影像將自動切

換為 1080p 解析度），光源模式將切換為 Eco，而且可能無法使用部份功能。

當您切換輸入訊號時，所選取的寧靜模式將持續作用。

縱橫比設定
投影機的原始縱橫比為 ...

4:3 16:9 16:10

自動

4:3

16:9 不適用

2.35:1
21



如果目前可用的圖片模式不符合您的需求，另外有 2 種使用者自訂模式。 您可以利
用其中一種圖片模式為起點來作為您自己的設定。

1. 進入影像 > 圖片模式功能表並按下 / 選取使用者 1 或使用者 2。
2. 進入影像 > 使用者模式設定 > 載入設定功能表，並選取您最需要的圖片模式。

3. 調整影像功能表下的功能表項目。 這些調整將自定義所選取的使用者模式。

您可以進入影像 > 使用者模式設定 > 更名使用者模式功能表，將圖片模式重新命
名。 使用 / / / 選取字元，並按下 Enter 確認。 設定將立即生效。 如果您要將
參數重設為原廠設定，請選取重設。

微調使用者模式裡的影像品質
依照所偵測到的訊號種類，有些功能可以讓使用者自行設定。 您可以根據您的需求
調整這些功能。

調整亮度
進入影像 > 亮度功能表並按下 Enter。

數值愈大，影像愈明亮。 數值愈小，影像愈暗沈。 
調整此控制項，影像顯示的黑色區域依然為黑色，
但細節更為清晰可見。

調整對比
進入影像 > 對比功能表並按下 Enter。

數值愈大，對比度愈大。 當您為選定的輸入訊號與
觀賞環境調整完亮度後，再使用此設定來設定白色
的等級。

調整色彩
進入影像 > 色彩功能表並按下 / 。

數值愈小，色彩飽和度愈低。 如果數值太高，影像的色彩就會過頭，這樣會讓影像
變得不真實。

調整色調
進入影像 > 色調功能表並按下 / 。

數值愈大，影像愈偏綠色調。 數值愈小，影像愈偏紅色調。

調整銳利度
進入影像 > 銳利度功能表並按下 / 。

數值愈大，畫面更清晰。 數值愈小，畫面就愈柔和。

選擇 Gamma 設定

進入影像 > 進階 > 選取 Gamma 功能表並按下 / ，選取偏好的設定。

Gamma 指的是輸入來源和影像亮度之間的關係。

選擇色溫
進入影像 > 進階 > 色溫功能表並按下 / 。

50-30 +80

-30 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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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種預設色溫設定可供選擇。 可用的設定會因為選取的訊號類型而有所不同。

• 冷色：具有較高的色溫，冷色讓影像比其它設定看起來有更偏藍的白色。

• 正常：維持正常的白色。

• 暖色：讓影像看起來有偏紅的白色。

設定偏好的色溫
1. 進入影像 > 色溫功能表並按下 Enter。
2. 按下 / ，以選取冷色、正常或暖色，然後按下 Enter。
3. 按下 /  以反白您要變更的項目，然後按下 /  調整數值。

• 紅色增強 / 綠色增強 / 藍色增強：調整紅色、綠色及藍色的對比度。

• 紅色差距值 / 綠色差距值 / 藍色差距值：調整紅色、綠色及藍色的亮度。

色彩管理
只有當固定安裝於會議室、演藝或家庭劇院此類有燈光控制的環境下，才可能需要
使用色彩管理功能。 色彩管理可在您需要的時候讓您設定色彩微調，以提供更精確
的色彩輸出。

如果您已購買測試光碟，光碟裡會包含各種色彩測試畫面，可以在螢幕、電視、投
影機上作為測試色彩表現之用。您可以將光碟裡的影像投影在螢幕上，然後進入 3D 
色彩管理功能表做調整。

若要調整設定：

1. 進入影像 > 進階 > 3D 色彩管理功能表。

2. 按下 Enter，然後會顯示 3D 色彩管理頁面。

3. 反白主色並按下 /  選取紅色、黃色、綠色、青色、藍色或洋紅色。

4. 按下  以反白色調，然後按下 /  選取其範圍。 範圍增加，此顏色就會包

含越多兩個鄰近顏色的比例。

關於色彩之間的相互關係請參閱右圖。

例如，如果您選擇紅色並將範圍設成 0，
則只會選取投影影像裡的純紅色。 增加它

的範圍會使得紅色更接近黃色和洋紅色。
5. 按下  反白增益，然後按下 /  將其

調整為您所需設定值。 這將會變更您所選

主色的對比層次。 您所做的調整會立即套

用到影像上。 
6. 按下  反白飽和度，然後按下 /  將

其調整為您所需設定值。 您所做的調整會

立即套用到影像上。

例如，如果您選擇紅色並將數值設成 0，
則只有純紅色的飽和度會受到影響。

飽和度就是某個色彩在視訊畫面中的總量。 數值愈小，色彩飽和度愈低；設成「0」會從影像中完全

去除該色彩。 如果飽和度過高，色彩就會變得過頭而不真實。

7. 重複步驟 3 至 7 以調整其它色彩。 確定完成所有必要的調整。

紅色

藍色

綠色黃色

青色洋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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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MoviePro 功能表

進入影像 > 進階 > MoviePro 功能表，您即可調整下列項目。

• 色彩增強：讓您更有彈性微調色彩的飽和度。 它會調整複雜的色彩演算法來呈現

完美的色彩飽和度、細緻的漸層、中間的色調和細微的色素。

• 膚色：僅對於校正人體膚色提供色調的智慧型調整，而不對於影像中的其它色彩
調整。 這可避免膚色由於投影光束而變色，呈現最美麗的光影之中的各種膚色。

• 超級解析度：這是一種超解析度技術，能夠大幅提升超高畫質內容的色彩和紋
理。 這也是一種細節增強技術，使表面細節更加細緻，影像更加栩栩如生，彷彿

從螢幕中活脫而出。 使用者可調整銳利度和細節增強來達到最佳的觀看效果。

隱藏畫面
為了讓觀眾完全專注於簡報者，可以按下投影機或遙控器上的 「Blank」隱藏螢幕
影像。 按投影機或遙控器上的任意鍵可以恢復顯示影像。 畫面的中間偏下區域會顯
示 「BLANK」的字樣。 

按下 Blank 鍵後，投影機的耗電量最低。

注意

當投影機在運作時，請勿讓任何物品擋住投影的鏡頭，因為這樣可能會使得該物品遇熱變形甚至引起
火災。

鎖定控制鍵
您可以鎖定投影機上的控制按鍵，避免不小心更改了投影機的設定 （例如不小心被

兒童更改）。 啟動面板按鍵鎖定時，投影機上除了 電源以外的控制按鍵都無法
使用。

1. 進入系統設定：進階 > 面板按鍵鎖定功能表。

2. 按下 Enter，然後按下 /  選取開啟。
3. 接著會顯示一則確認訊息。 選取是確認。

若要取消面板按鍵鎖定，請按住投影機上的  3 秒。

您也可以使用遙控器進入系統設定：進階 > 面板按鍵鎖定功能表，並選取關閉。

當面板按鍵鎖啟用時，遙控器上的按鍵仍可使用。

若您沒有停用面板按鍵鎖定功能就按下 電源關閉投影機，下次開啟投影機時仍然會處於鎖定的

狀態。

在高海拔環境中使用
如果您所在環境位於海平面 1500 至 3000 公尺，以及溫度介於 5°C 至 25°C 時，建議
您選擇使用高海拔模式。

注意

當您的高度位於 0 至 1499 公尺以及溫度介於 5℃ 至 35°C 之間時，請勿使用高海拔模式。如果您在

此狀況下使用，投影機會過度冷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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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要啟動高海拔模式：

1. 開啟 OSD 功能表，進入安裝 > 高海拔模

式功能表。
2. 按下 Enter，然後按下 /  選取開啟。 

接著會顯示一則確認訊息。
3. 反白是，然後按下 Enter。
當 「高海拔模式」運作時，為了達到降低設備
的溫度並提高效能而必須提高風扇的轉速，也
因此會產生較高分貝的運作噪音。

若您在除了上述以外的其它惡劣環境下使用投影機，可能會出現自動關機的現象。
此現象乃為了防止投影機內部過熱所做的保護設計。 若發生這類情形，請切換到高
海拔模式以解決自動關機的問題。 然而，這並不表示本投影機可以在任何惡劣或不
良的環境下使用。

調整聲音
以下列方式調整聲音將會影響投影機喇叭。 請確定投影機音訊輸入 / 輸出插孔連接
是否正確。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13 頁的 「連線」。

設為靜音
1. 開啟 OSD 功能表，進入系統設定：進階 > 音訊設定 > 靜音功能表。

2. 按下 / ，選擇開啟。

調整音量
1. 開啟 OSD 功能表，進入系統設定：進階 > 音訊設定 > 音訊音量功能表。

2. 按下 /  以選取想要的聲音大小。

您可以按下遙控器上的 / /  調整投影機的聲音大小 （若可用）。

關閉投影機
1. 按下 電源或 Off 鍵，接著會顯示一則

確認訊息。 

如果您不在幾秒鐘的時間內做出回應，訊
息就會消失。

2. 再按一下 電源或 Off 鍵。

3. 完成冷卻程序後，即會聽見 「關機提示
音」。 如果會有一段長時間不使用投影機，

請從牆上電源插座上拔下電源線。

若要開啟或關閉鈴聲，請參閱第 25 頁的「關閉投影機」

以瞭解詳細資訊。

注意

• 為保護燈泡，投影機不會在冷卻過程中回應任何指令。

• 請勿在投影機關機程序未完成前拔出電源線。

注意

我們建議您在所處環境的海拔高於 
1500 公尺時，啟動高海拔模式。

是否要啟動高海拔模式？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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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功能表

功能表系統
請注意螢幕顯示 (OSD) 功能表會根據選取的訊號型態而有所不同。

當投影機偵測到至少一個有效訊號時，才能使用功能表項目。 如果沒有任何設備連
接到投影機或是偵測不到任何訊號，就只能存取有限的功能表項目。

主功能表 子功能表 選項

影像

圖片模式
明亮 / 標準 / 電影 / 使用者 1/
使用者 2/ （寧靜）

使用者模式設定
載入設定

明亮 / 標準 / 電影 / 使用者 1/
使用者 2

更名使用者模式

亮度

對比

色彩

色調

銳利度

進階

選取 Gamma
 1.8/2.0/2.2/2.3/2.4/2.5/2.6/2.8/
Custom 1/Custom 2

色溫

預設

紅色增強

綠色增強

藍色增強

紅色差距值

綠色差距值

藍色差距值

3D 色彩管理

主色

色調

增益

飽和度

MoviePro
色彩增強

膚色

超級解析度

重設目前圖片模式 重設 / 取消

顯示

縱橫比 自動 /4:3/16:9/2.35:1

影像位置

過掃描調整 0/1/2/3

相位

水平大小

寧靜 關閉 / 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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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功能表 子功能表 選項

安裝

投影機模式 前投 / 後投 / 倒吊後投 / 倒吊前投

測試畫面 關閉 / 開啟

光源設定

光源模式 正常 /Eco/ 動態

重設光源計時器 重設 / 取消

光源資訊

光源使用時間

正常

Eco

動態

平均燈泡使用小時

12V 觸發 關閉 / 開啟

高海拔模式 關閉 / 開啟

系統設定：基本

語言 多國語言螢幕顯示 (OSD) 選取

背景色 綠色 / 黑色 / 藍色

開機畫面 ViewSonic/ 黑色 / 藍色

自動關機
停用 /5 分 /10 分 /15 分 /20 分 /
25 分 /30 分

直接開機 關閉 / 開啟

功能表設定

功能表位置
居中 / 左上角 / 右上角 / 右下角 /
左下角

功能表顯示時間
一律開啟 /5 秒 /10 秒 /15 秒 /20 秒 /
25 秒 /30 秒

提醒訊息 關閉 / 開啟

重新命名輸入

自動輸入搜尋 關閉 / 開啟

系統設定：進階

HDR
HDR 自動 /SDR

EOTF 低 / 中 / 高

音訊設定
音訊音量

靜音 開啟 / 關閉

HDMI 範圍 自動 / 完整範圍 / 有限範圍

密碼
變更密碼

開機鎖定 關閉 / 開啟

面板按鍵鎖定 關閉 / 開啟

重設所有設定值 重設 / 取消

資訊

• 輸入
• 圖片模式
• 解析度
• 色彩系統
• 光源使用時間
• 韌體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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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表說明
功能 說明

圖片模式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21 頁的 「選取圖片模式」。

使用者模式設定

亮度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22 頁的 「調整亮度」。

對比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22 頁的 「調整對比」。

色彩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22 頁的 「調整色彩」。

色調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22 頁的 「調整色調」。

銳利度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22 頁的 「調整銳利度」。

進階

選取 Gamma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22 頁的 「選擇 Gamma 設
定」。

色溫
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22 頁的 「選擇色溫」和第 23 
頁的 「設定偏好的色溫」。

3D 色彩管理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23 頁的 「色彩管理」 。

重設目前圖片模式 將目前的影像設定還原成出廠預設值。

影
像

功
能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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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說明

縱橫比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20 頁的 「選擇縱橫比」。

影像位置

顯示位置調整頁面。 要移動投射影像，請使用方向鍵按
鈕。 頁面下方部分的值在您按下按鍵時會隨著變更，直到
達到最大值或最小值為止。

這個功能只有在選取 PC 類型的輸入訊號時才能使用。

調整範圍會因為不同的時序而有所差異。

過掃描調整 將過掃描率從 0 調整為 3。

相位

調整頻率相位以減少影像失真的
狀況。

這個功能只有在選取 PC D-Sub 輸入

訊號（類比 RGB）時才能使用。

水平大小
調整影像的水平寬度。

此功能只有在選取 PC 輸入訊號 （類比 RGB）時才能使用。

寧靜

啟用此功能時：

• 雜音將降至最低。

• XPR 將關閉（投影影像將自動切換為 1080p 解析度）。

• 光源模式將切換為 Eco。 

• 可能無法使用部份功能。

• 圖片模式將自動固定為寧靜。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第 21 頁的 「選取圖片模式」。

• 下次您開啟投影機時，此功能將停用。

顯
示

功
能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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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說明

投影機模式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10 頁的 「選擇一個合適的位
置」。

測試畫面
投影機可以顯示多種測試畫面。 此功能可以協助您調整影
像的大小和焦點，並檢查投影的影像是否有變形。

光源設定

光源模式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34 頁的 「設定燈泡模式」。

重設光源計時器
安裝新燈泡後，請重新設定燈泡計時器。 若要更換燈泡，
請聯絡合格的維修人員。

光源資訊
如果需要更多關於如何計算總燈泡使用時間的資訊，請參
閱第 33 頁的 「瞭解燈泡使用時間」。

12V 觸發

有一個 12V 觸發器，可依照安裝的需求運作。 共有下列兩
種選項：

關閉
如果選取此項目，投影機不會在開啟時傳送電子訊號。

開啟
投影機將在開啟時傳送由低至高的電子訊號，並在關閉時
傳送由高至低的電子訊號。

高海拔模式
提供在高海拔環境下使用的模式。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第 24 頁的 「在高海拔環境中使用」。

安
裝

功
能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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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說明

語言
設定螢幕顯示 (OSD) 功能表的語言。 如需詳細資訊，請
參閱第 16 頁的 「使用功能表」。

背景色 設定投影機的背景色彩。

開機畫面 允許您選擇在開機過程中要顯示的標誌畫面。

自動關機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34 頁的 「設定自動關機」。

直接開機 選取開啟，允許投影機在電源線通電後自動開啟。

功能表設定

功能表顯示時間
設定在最後一次按下按鍵後，OSD 畫面出現的時間長
度。 時間範圍可從 5 秒鐘到 30 秒鐘，以 5 秒鐘作為增
減量。

功能表位置
設定螢幕顯示 (OSD) 功能表的位置。

提醒訊息 
設定開啟或關閉提醒訊息 （例如，空白訊息、來源資
訊、省電訊息、來源偵測訊息和自動同步訊息）。

重新命名輸入
將目前輸入來源重新命名為想要的名稱。 使用 / / /

 為連接的訊號源設定想要的字元。

自動輸入搜尋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19 頁的 「切換輸入訊號」。

系
統

設
定

：
基

本
功

能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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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說明

HDR

HDR
本投影機支援 HDR 影像來源。 這會自動偵測 HDMI 1 來
源的動態範圍，並將設定最佳化，藉以在更多種照明條
件下重現內容。 如果未對於動態範圍界定輸入來源，您
也可以手動選取自動或 SDR。 如果投影機接收非 HDR 內
容，調整設定不會有影響。

EOTF
投影機會依照輸入來源自動調整影像的亮度。 您也可以
手動選取亮度，以便提高影像清晰度。 數值愈大，影像
愈明亮；數值愈小，影像愈暗沈。 在 HDR 功能表中選取 
SDR 時，無法使用此功能。

音訊設定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25 頁的 「調整聲音」。

HDMI 範圍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19 頁的 「變更 HDMI 輸入設
定」。

密碼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17 頁的 「使用密碼功能」。

面板按鍵鎖定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24 頁的 「鎖定控制鍵」。

重設所有設定值

將所有設定還原成出廠預設值。

下列設定會保持不變： 圖片模式、亮度、 對比、 色彩、 色調、 
銳利度、 進階、 縱橫比、 寧靜、 投影機模式、 光源模式、 重新

命名輸入、 EOTF、 密碼。

輸入
顯示目前訊號來源。

圖片模式
在影像功能表中顯示所選取的模式。

解析度
顯示輸入訊號的原生解析度。

色彩系統
顯示輸入系統格式。

光源使用時間
顯示光源已經使用的小時數。

韌體版本
顯示目前韌體版本。

系
統

設
定

：
進

階
功

能
表

資
訊

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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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

維護投影機
您必須經常保持鏡頭的清潔。

請勿拆卸投影機的任何零件。 如需更換投影機的任何零件，請聯絡經銷商。

清潔鏡頭
發現表面有灰塵或髒污時，請立刻清潔鏡頭。

• 使用罐裝的壓縮空氣清除灰塵。
• 如有塵土或髒污，請使用鏡片專用清潔紙或沾有清潔劑的布來輕拭鏡片。
注意

請勿以粗糙的物質擦拭鏡頭。

清潔投影機外殼
在您清潔外殼前，請依照第 25 頁的「關閉投影機」的說明來關閉投影機並拔掉其
電源線。

• 如果要清潔髒污，請使用非棉質的軟布，輕拭外殼。
• 如果要清除嚴重髒污及斑點，請將軟布沾水或中性清潔劑。 再擦拭外殼。
注意

請勿使用蠟、酒精、苯、溶劑或其它化學清潔劑。 上述物質會損傷外殼。

收存投影機
若要長時間收藏投影機，請遵照下列程序：

• 確定收存場所的溫度與溼度是在投影機建議的範圍之內。 請參閱 第 37 頁的「規
格」或聯絡您的經銷商來得知其範圍。

• 收回調整腳座。
• 取出遙控器的電池。
• 將投影機放在原本的包裝或同材質的包裝材料裡。

運送投影機
建議將投影機放在原本的包裝或同材質的包裝材料裡。

燈泡資訊
瞭解燈泡使用時間

當使用投影機時，內建的計時器會自動地計算燈泡使用時間（小時）。

取得燈泡使用時間資訊：
1. 開啟 OSD 功能表，進入安裝 > 光源設定 > 光源資訊功能表。
2. 按下 Enter，然後會顯示光源資訊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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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光源使用時間可顯示燈泡已經使用的小時數。 平均燈泡使用小時可顯示整體燈
泡壽命。 計算對等燈泡使用時間的方法為： 總（平均）燈泡使用時間 = 3.0 x
（正常模式下的使用時間） + 1.5 x （Eco 模式下的使用時間） + 1.875 x （動態
模式下的使用時間） + 1 x （超級環保模式下的使用時間）

使用的光源模式可能不同。 請參考投影機的實際 OSD。

4. 若要退出功能表，請按下 Exit。

延長燈泡使用壽命
投影燈泡為消耗品。 若要盡量延長燈泡使用壽命，您可以透過 OSD 功能表進行下列
設定。

設定燈泡模式
將投影機設為 Eco/ 動態 模式可降低系統噪音與耗電量，並延長燈泡使用壽命。

若要設定燈泡模式，請進入安裝 > 光源設定 > 光源模式功能表，然後按下 /  進
行選取。
使用的光源模式可能不同。 請參考投影機的實際 OSD。

設定自動關機
此功能可以讓投影機經過一段所設定的時間後，如未偵測到任何輸入來源時自動關
機，以免浪費燈泡壽命。
1. 開啟 OSD 功能表，並進入系統設定：BASIC > 自動關機功能表，然後按下 

/ 。

2. 如果預設的時間長度不符合您的個人需求，請選取停用。 投影機將不會在特定
時間後自動關機。

更換燈泡的時機
請在燈泡指示燈亮起時安裝新燈泡或聯絡經銷商。 老舊燈泡可能會導致投影機故
障，在部分情況下甚至會發生燈泡爆炸的情形。

注意

燈泡指示燈和溫度指示燈會在燈泡過熱時亮起。 請關閉電源，讓投影機冷卻 45 分鐘。 如果重開電源
時，燈泡指示燈或溫度指示燈仍然亮起，請與經銷商聯絡。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35 頁的「指示
燈」。

更換燈泡
關閉電源，將插頭自電源插座拔除。 若要更換燈泡，請聯絡合格的服務人員。

燈泡模式 說明

正常 燈泡亮度全亮。

Eco 降低 30% 的燈泡耗電量，並降低亮度，以延長燈泡使用壽命，並減低
風扇噪音。

動態 根據內容亮度而定，可降低 70% 的燈泡耗電量。



指示燈
燈光 狀態與說明

電源事件

藍色 關閉 關閉 待機模式

藍色 
閃爍

關閉 關閉 啟動電源

藍色 關閉 關閉 正常操作

粉紅色
閃爍

關閉 關閉 正常關機冷卻

紅色 
閃爍

紅色 
閃爍

紅色 
閃爍

正在下載

藍色 關閉 紅色 螢光輪 / 色輪啟動失敗

藍色 關閉
紅色 
閃爍

螢光輪 / 色輪旋轉失敗

紅色 關閉 紅色 縮放重設失敗

藍色 關閉 關閉 暖機開啟

藍色 藍色 藍色 暖機關閉

燈泡事件

關閉 關閉 紅色 正常操作下發生光源錯誤

關閉 關閉
粉紅色
閃爍 光源未亮起

溫度事件

紅色 紅色 關閉 風扇 1 錯誤 （實際風扇速度超出所需速度。）

紅色
紅色 
閃爍

關閉 風扇 2 錯誤 （實際風扇速度超出所需速度。）

紅色 藍色 關閉 風扇 3 錯誤 （實際風扇速度超出所需速度。）

藍色 紅色 關閉
溫度感應器 1 開啟錯誤 （遠端二極體有開路
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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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難排解

無法開啟投影機電源

沒有影像

影像模糊

遙控器無法操作

原因 解決方式

電源線沒有接上電源。
將電源線一端插入投影機的交流電源插孔，再將另一端
插入電源插座。 如果電源插座設有開關，請確認此開關

已開啟。

冷卻期間，重新嘗試開啟投影機電源。 等候冷卻程序完成。

原因 解決方式

視訊來源並未開啟或連接不正確。 開啟視訊來源，並檢查訊號線是否正確連接。

投影機並未正確連接到輸入訊號的裝置。 檢查接頭。

並未正確選擇輸入訊號。
使用投影機或遙控器上的 Source 鍵，選擇正確的輸入

訊號。

原因 解決方式

投影鏡頭沒有正確對焦。 使用對焦圈調整鏡頭的對焦。

投影機與螢幕沒有正確對齊。 調整投影角度與方向，並於必要時調整投影機高度。

原因 解決方式

電池電量不足。 請更換新電池。

遙控器和投影機之間有障礙物。 移除障礙物。

您與投影機距離太遠了。 遙控器與投影機之間的距離應在 8 公尺（26 英呎）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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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

尺寸
332 公釐 （寬） x 121 公釐 （高） x 261 公釐 （深）（不包含突出處）

天花板安裝

261

121

332

單位： 公釐66.34 86.93

63
.6
2

60
.8
7

199.55

198.1
天花板安裝螺絲：
M4 x 8 （最大長度 = 8 公釐）

單位： 公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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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 控制表
按鍵 格式 Byte1 Byte2 Byte3 Byte4

On NEC-F2 83 F4 4F B0

Off NEC-F2 83 F4 4E B1

COMP NEC-F2 83 F4 41 BE

HDMI 1 NEC-F2 83 F4 58 A7

HDMI 2 NEC-F2 83 F4 59 A6

Auto Sync NEC-F2 83 F4 8 F7

Source NEC-F2 83 F4 40 BF

上 / NEC-F2 83 F4 0B F4

左 NEC-F2 83 F4 0E F1

Enter NEC-F2 83 F4 15 EA

右 NEC-F2 83 F4 0F F0

下 / NEC-F2 83 F4 0C F3

Menu NEC-F2 83 F4 30 CF

（資訊） NEC-F2 83 F4 97 68

Exit NEC-F2 83 F4 28 D7

Aspect NEC-F2 83 F4 13 EC

Pattern NEC-F2 83 F4 55 AA

Blank NEC-F2 83 F4 7 F8

HDR NEC-F2 83 F4 A0 5F

（靜音） NEC-F2 83 F4 14 EB

（降低音量） NEC-F2 83 F4 83 7C

（提高音量） NEC-F2 83 F4 82 7D

Brightness NEC-F2 83 F4 60 9F

Contrast NEC-F2 83 F4 61 9E

Color Temp NEC-F2 83 F4 66 99

Silence NEC-F2 83 F4 A1 5E

Standard NEC-F2 83 F4 62 9D

User1 NEC-F2 83 F4 84 7B

Eco Mode NEC-F2 83 F4 2B D4

Movie NEC-F2 83 F4 64 9B

User2 NEC-F2 83 F4 85 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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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址編碼

RS232 指令表

< 兩端的針腳指派 >

< 介面 >

編碼 1 83F4

編碼 2 93F4

編碼 3 A3F4

編碼 4 B3F4

編碼 5 C3F4

編碼 6 D3F4

編碼 7 E3F4

編碼 8 F3F4

針腳 說明 針腳 說明

1 NC 2 RX

3 TX 4 NC

5 GND 6 NC

7 RTSZ 8 CTSZ

9 NC

RS-232 通訊協定

傳輸速率 9600 bps （預設值）

資料長度 8 位元

同位檢查 無

停止位元 1 位元

流量控制 無
39



<RS232 指令表 >

功能 類型 操作 ASCII

電源

寫入 開啟電源 <CR>*pow=on#<CR>

寫入 關機 <CR>*pow=off#<CR>

讀取 電源狀態 <CR>*pow=?#<CR>

來源選取

寫入 COMPUTER <CR>*sour=RGB#<CR>

寫入 HDMI <CR>*sour=hdmi#<CR>

寫入 HDMI 2 <CR>*sour=hdmi2#<CR>

讀取 目前來源 <CR>*sour=?#<CR>

圖片模式

寫入 明亮 <CR>*appmod=bright#<CR>

寫入 標準 <CR>*appmod=std#<CR>

寫入 電影 <CR>*appmod=dci#<CR>

寫入 使用者 1 <CR>*appmod=user1#<CR>

寫入 使用者 2 <CR>*appmod=user2#<CR>

讀取 圖片模式 <CR>*appmod=?#<CR>

圖片設定

寫入 對比 + <CR>*con=+#<CR>

寫入 對比 - <CR>*con=-#<CR>

讀取 對比值 <CR>*con=?#<CR>

寫入 亮度 + <CR>*bri=+#<CR>

寫入 亮度 - <CR>*bri=-#<CR>

讀取 亮度值 <CR>*bri=?#<CR>

寫入 色彩 + <CR>*color=+#<CR>

寫入 色彩 - <CR>*color=-#<CR>

讀取 色彩值 <CR>*color=?#<CR>

寫入 色調 + <CR>*tint=+#<CR>

寫入 色調 - <CR>*tint=-#<CR>

讀取 色調值 <CR>*tint=?#<CR>

寫入 銳利度 + <CR>*sharp=+#<CR>

寫入 銳利度 - <CR>*sharp=-#<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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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設定

讀取 銳利度值 <CR>*sharp=?#<CR>

寫入 膚色 + <CR>*skintone=+#<CR>

寫入 膚色 - <CR>*skintone=-#<CR>

讀取 膚色值 <CR>*skintone=?#<CR>

寫入 色溫 - 暖色 <CR>*ct=warm#<CR>

寫入 色溫 - 正常 <CR>*ct=normal#<CR>

寫入 色溫 - 冷色 <CR>*ct=cool#<CR>

讀取 色溫狀態 <CR>*ct=?#<CR>

寫入 縱橫比 4:3 <CR>*asp=4:3#<CR>

寫入 縱橫比 16:9 <CR>*asp=16:9#<CR>

寫入 縱橫比 2.35:1 <CR>*asp=2.35:1#<CR>

寫入 縱橫比自動 <CR>*asp=AUTO#<CR>

讀取 縱橫比狀態 <CR>*asp=?#<CR>

寫入 過掃描調整 + <CR>*overscan=+#<CR>

寫入 過掃描調整 - <CR>*overscan=-#<CR>

讀取 過掃描調整值 <CR>*overscan=?#<CR>

寫入 自動 <CR>*auto#<CR>

寫入 紅色增強 + <CR>*RGain=+#<CR>

寫入 紅色增強 - <CR>*RGain=-#<CR>

讀取 紅色增強值 <CR>*RGain=?#<CR>

寫入 綠色增強 + <CR>*GGain=+#<CR>

寫入 綠色增強 - <CR>*GGain=-#<CR>

讀取 綠色增強值 <CR>*GGain=?#<CR>

寫入 藍色增強 + <CR>*BGain=+#<CR>

寫入 藍色增強 - <CR>*BGain=-#<CR>

讀取 藍色增強值 <CR>*BGain=?#<CR>

寫入 紅色差距值 + <CR>*ROffset=+#<CR>

寫入 紅色差距值 - <CR>*ROffset=-#<CR>

讀取 紅色差距值 <CR>*ROffset=?#<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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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設定

寫入 綠色差距值 + <CR>*GOffset=+#<CR>

寫入 綠色差距值 - <CR>*GOffset=-#<CR>

讀取 綠色差距值 <CR>*GOffset=?#<CR>

寫入 藍色差距值 + <CR>*BOffset=+#<CR>

寫入 藍色差距值 - <CR>*BOffset=-#<CR>

讀取 藍色差距值 <CR>*BOffset=?#<CR>

寫入 Gamma 選擇 - 1.8 <CR>*gamma=1.8#<CR>

寫入 Gamma 選擇 - 2.0 <CR>*gamma=2.0#<CR>

寫入 Gamma 選擇 - 2.2 <CR>*gamma=2.2#<CR>

寫入 Gamma 選擇 - 2.3 <CR>*gamma=2.3#<CR>

寫入 Gamma 選擇 - 2.4 <CR>*gamma=2.4#<CR>

寫入 Gamma 選擇 - 2.5 <CR>*gamma=2.5#<CR>

寫入 Gamma 選擇 - 2.6 <CR>*gamma=2.6#<CR>

寫入 Gamma 選擇 - 2.8 <CR>*gamma=2.8#<CR>

寫入 Gamma 選擇 - 自訂 1 <CR>*gamma=c1#<CR>

寫入 Gamma 選擇 - 自訂 2 <CR>*gamma=c2#<CR>

讀取 Gamma 選擇狀態 <CR>*gamma=?#<CR>

操作設定

寫入 開機畫面 - 黑色 <CR>*splash=black#<CR>

寫入 開機畫面 - 藍色 <CR>*splash=blue#<CR>

寫入 開機畫面狀態 <CR>*splash=?#<CR>

寫入 背景色彩 - 綠色 <CR>*background=green#<CR>

寫入 背景色彩 - 黑色 <CR>*background=black#<CR>

寫入 背景色彩 - 藍色 <CR>*background=blue#<CR>

讀取 背景色彩狀態 <CR>*background=?#<CR>

寫入 投影機位置 - 正放前投 <CR>*pp=FT#<CR>

寫入 投影機位置 - 正放後投 <CR>*pp=RE#<CR>

寫入 投影機位置 - 倒吊後投 <CR>*pp=RC#<CR>

寫入 投影機位置 - 倒吊前投 <CR>*pp=FC#<CR>

讀取 投影機位置狀態 <CR>*pp=?#<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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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設定

寫入
快速自動搜尋開啟 / 自動來源搜尋開

啟
<CR>*QAS=on#<CR>

寫入
快速自動搜尋關閉 / 自動來源搜尋關

閉
<CR>*QAS=off#<CR>

讀取
快速自動搜尋狀態 / 自動來源搜尋狀

態
<CR>*QAS=?#<CR>

寫入 功能表顯示時間 - 一律開啟 <CR>*menutime=on#<CR>

寫入 功能表顯示時間 - 5 秒 <CR>*menutime=5s#<CR>

寫入 功能表顯示時間 - 10 秒 <CR>*menutime=10s#<CR>

寫入 功能表顯示時間 - 15 秒 <CR>*menutime=15s#<CR>

寫入 功能表顯示時間 - 20 秒 <CR>*menutime=20s#<CR>

寫入 功能表顯示時間 - 25 秒 <CR>*menutime=25s#<CR>

寫入 功能表顯示時間 - 30 秒 <CR>*menutime=30s#<CR>

讀取 功能表顯示時間狀態 <CR>*menutime=?#<CR>

寫入 功能表位置 - 居中 <CR>*menuposition=center#<CR>

寫入 功能表位置 - 左上角 <CR>*menuposition=tl#<CR>

寫入 功能表位置 - 右上角 <CR>*menuposition=tr#<CR>

寫入 功能表位置 - 左下角 <CR>*menuposition=br#<CR>

寫入 功能表位置 - 右下角 <CR>*menuposition=bl#<CR>

讀取 功能表位置狀態 <CR>*menuposition=?#<CR>

寫入 提醒訊息 - 開啟 <CR>*reminder=on#<CR>

寫入 提醒訊息 - 關閉 <CR>*reminder=off#<CR>

讀取 提醒訊息狀態 <CR>*reminder=?#<CR>

寫入 直接開機 - 開啟 <CR>*directpower=on#<CR>

寫入 直接開機 - 關閉 <CR>*directpower=off#<CR>

讀取 直接開機 - 狀態 <CR>*directpower=?#<CR>

燈泡控制

讀取 燈泡使用時間 <CR>*ltim=?#<CR>

寫入 正常模式 <CR>*lampm=lnor#<CR>

寫入 省電模式 <CR>*lampm=eco#<CR>

寫入 動態 <CR>*lampm=dynamic#<CR>

讀取 燈泡模式狀態 <CR>*lampm=?#<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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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

讀取 機型 <CR>*modelname=?#<CR>

寫入 開啟空白畫面 <CR>*blank=on#<CR>

寫入 關閉空白畫面 <CR>*blank=off#<CR>

讀取 空白畫面狀態 <CR>*blank=?#<CR>

寫入 功能表開啟 <CR>*menu=on#<CR>

寫入 功能表關閉 <CR>*menu=off#<CR>

寫入 上 <CR>*up#<CR>

寫入 下 <CR>*down#<CR>

寫入 右 <CR>*right#<CR>

寫入 左 <CR>*left#<CR>

寫入 Enter/ 確定 <CR>*enter#<CR>

寫入 返回 <CR>*back#<CR>

寫入 語言 + <CR>*lang=+#<CR>

寫入 語言 - <CR>*lang=-#<CR>

讀取 語言狀態 <CR>*lang=?#<CR>

寫入 自動關機 - 停用 <CR>*APOFF=DIS#<CR>

寫入 自動關機 - 5 分鐘 <CR>*APOFF=5#<CR>

寫入 自動關機 - 10 分鐘 <CR>*APOFF=10#<CR>

寫入 自動關機 - 15 分鐘 <CR>*APOFF=15#<CR>

寫入 自動關機 - 20 分鐘 <CR>*APOFF=20#<CR>

寫入 自動關機 - 25 分鐘 <CR>*APOFF=25#<CR>

寫入 自動關機 - 30 分鐘 <CR>*APOFF=30#<CR>

讀取 自動關機狀態 <CR>*APOFF=?#<CR>

寫入 高海拔模式開啟 <CR>*Highaltitude=on#<CR>

寫入 高海拔模式關閉 <CR>*Highaltitude=off#<CR>

讀取 高海拔模式狀態 <CR>*Highaltitude=?#<CR>

寫入 按鍵鎖定開啟 <CR>*keylock=on#<CR>

寫入 按鍵鎖定關閉 <CR>*keylock=off#<CR>

讀取 按鍵鎖定狀態 <CR>*keylock=?#<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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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序表

Analog RGB

訊號  解析度 （點）  縱橫比 更新頻率 (Hz)

VGA 640 x 480 4:3 60/72/75/85

SVGA 800 x 600 4:3 60/72/75/85

XGA
1024 x 768 4:3 60/70/75/85

1152 x 864 4:3 75

WXGA

1280 x 768 15:9 60

1280 x 800 16:10 60/75/85

1360 x 768 16:9 60

1366 x 768 16:9 60

Quad-VGA 1280 x 960 4:3 60/85

SXGA 1280 x 1024 5:4 60

SXGA+ 1400 x 1050 4:3 60

WXGA+ 1440 x 900 16:10 60

UXGA 1600 x 1200 4:3 60

WSXGA+ 1680 x 1050 16:10 60

HD 1280 x 720 16:9 60

Full HD 1920 x 1080 16:9 60

WUXGA 1920 x 1200 RB 16:10 60

MAC 13" 640 x 480 4:3 67

MAC 16" 832 x 624 4:3 75

MAC 19" 1024 x 768 4:3 75

MAC 21" 1152 x 870 4:3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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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MI

訊號  解析度 （點）  縱橫比 更新頻率 (Hz)

VGA 640 x 480 4:3 60

SVGA 800 x 600 4:3 60

XGA 1024 x 768 4:3 60

WXGA

1280 x 768 15:9 60

1280 x 800 16:10 60

1360 x 768 16:9 60

Quad-VGA 1280 x 960 4:3 60

SXGA 1280 x 1024 5:4 60

SXGA+ 1400 x 1050 4:3 60

WXGA+ 1440 x 900 16:10 60

WSXGA+ 1680 x 1050 16:10 60

4k2k 3840 x 2160 16:9 24

4k2k 3840 x 2160 16:9 25

4k2k 3840 x 2160 16:9 30

4k2k （僅適用於 
HDMI 1）

3840 x 2160 16:9 50

4k2k （僅適用於 
HDMI 1）

3840 x 2160 16:9 60

HDTV (1080p) 1920 x 1080 16:9 50 / 60

HDTV (1080i) 1920 x 1080 16:9 50 / 60

HDTV (720p) 1280 x 720 16:9 50 / 60

SDTV (480p) 720 x 480 4:3 / 16:9 60

SDTV (576p) 720 x 576 4:3 / 16:9 50

SDTV (480i) 720 x 480 4:3 / 16:9 60

SDTV (576i) 720 x 576 4:3 / 16:9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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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機規格
所有規格如有變更，恕不另行通知。

並非所有型號都能在您所屬的區域購得。

產品規格

解析度 4K UHD 3840 x 2160

投影比例 1.47~1.76 （95"±3%@3.09 公尺﹑ 4K）

顯示系統 1-CHIP DMD

燈泡類型 240 瓦 (RLC-117)

輸入接頭

RGB 輸入 1

色差輸入 -

S-Video -

混合輸入 -

音訊輸入 1

RCA R&L -

Mini USB 1 （韌體升級）

HDMI HDMI 2.0 x 1/HDMI 1.4 x 1

HDMI/MHL -

輸出接頭

RGB 輸出 -

USB-A (5 V/1.5 A) 1

Mini USB (5 V/1.5 A) -

音訊輸出 1

喇叭 10 瓦

控制端子

RS-232 序列控制 9 針 x 1

LAN -

紅外線接收器 2 （前方 / 上方）

12V 觸發器 1

機械

淨重 4.01 公斤 （8.84 磅）

電子

電源 AC 100–240 V、50–60 Hz

耗電量 標準： 375 瓦 （最大）；< 0.5 瓦 （待機）

環境需求

操作溫度 0°C 至 40°C （海平面）

操作海拔 0–1499 公尺，5°C–35°C
1500–3000 公尺，5℃–25℃ 

操作相對溼度 10%–90% （未凝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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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資訊

版權
Copyright © 2018。所有權利受到保護。 未獲 ViewSonic Corporation 書面同意之前，
不得將本出版品的任何部份以電子、機械、電磁、光學、化學、人工或其它任何方
式重製、傳送、改寫、儲存於檢索系統，或翻譯成任何語言或電腦語言。

免責聲明
對於本文之任何明示或暗示內容，ViewSonic Corporation 不做任何聲明或保證，亦
明確拒絕提供任何保證、可交易性、或針對任何特定目的之適用性。 此外，
ViewSonic Corporation 保留隨時修改或變更手冊內容之權利，且無須通知任何人士。

*DLP 及 Digital Micromirror Device (DMD) 均為德州儀器公司的商標。 其它商標則為
其個別公司或組織版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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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886 2 2246 3456 
F= 886 2 2249 1751 
Toll Free= 0800-899880

service@tw.viewsonic.com

T= 852 3102 2900 service@hk.viewson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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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C_TEMP_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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