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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遵循資訊

FCC 聲明

本裝置符合FCC規則第15部份。操作上必須受制於下列兩項條件：(1)本裝置不會導致
有害的無線電波干擾，及(2)本裝置必須接受任何接收的無線電波干擾，包括可能導致
操作異常的干擾。

本裝備已經過測試，符合FCC規則第十五部份B等級數位裝置的規格限制。這些限制之
用意旨在規定住宅安裝時應提供適當之保護，以防範不良干擾。若未依照指示安裝及
使用本裝備，它所產生、使用及輻射的無線電頻率能量，可能會對無線電通訊造成有
害的電波干擾。然而，對於特定之安裝並不保證不會造成干擾。如本設備確對收音機
或電視機接收造成不良干擾(可藉由開關設備之方式確認)，則用戶可透過下列一或多
種方法試著解除干擾：

 y 重新調整接收天線之方向。

 y 拉開設備與接收器之間距。

 y 將設備接至不同插座上，讓設備與接收器各自使用不同的電路。

 y 洽詢經銷商或具相關經驗的無線電/電視技術人員尋求協助。

警告：非經審查法規負責單位明示批准，而對本單品進行變更或修改，會造成您操作
本裝備無效。

適用於加拿大

CAN ICES-3 (B)/NMB-3(B)

適用於歐洲國家之 CE 合格聲明

裝置符合EMC指令 2004/108/EC 及低電壓指令 2006/95/EC。

下列資訊僅適用於歐盟成員州：

標示符合廢棄電子和電氣設備指令 2002/96/EC (WEEE)。

標示顯示不得以未分類家庭廢棄物處理內含任何已耗盡或棄置電池或蓄壓器的
設備，而必須使用可用的回收系統。

若本設備中包括電池、蓄壓器及鈕型電池，顯示化學符號 Hg、Cd 或 Pb，則
代表電池具有超過 0.0005% 的汞或超過 0.002% 的鎘，或超過 0.004% 的鉛
的重金屬內容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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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安全操作說明

1. 請閱讀這些指示說明。

2. 請妥善保存這些指示說明。

3. 請留意所有警告。

4. 請依照所有指示說明操作。

5. 請勿靠近水使用本機組。

6. 請以柔軟乾布清潔。

7. 請勿阻塞任何通風口。依據製造商的指示說明安裝機組。

8. 請勿安裝在靠近任何熱源，像是散熱器、電熱器、火爐或其他會發熱的裝置(包括
擴大機)附近。

9. 不得變更電極化或接地型插頭的安全用途。電極化的插頭具有兩片插片，其中一
片較另一片寬。接地型插頭具有兩片插片及第三根接地插針。寬插片及第三插針
是為保護您的安全所提供的。如果您使用的插座不支援此類型的插頭，請聯絡電
力技師更換舊型的插座。

10. 請保護電纜線不致被踩過或擠壓，尤其是在插頭部份。適當安排插座及線路與機
組連接的位置。確保電源插座位於靠近機組處，以方便存取。

11. 請僅使用製造商所指定的附件/配件。

12. 請僅使用製造商所指定，或隨機組一同販售的推車、支架、三腳架或
活動桌。在使用推車時，請注意在移動推車/機組之組合時，請避免
翻覆而造成傷害。

13. 長時間閒置不使用請拔除機組插頭。

14. 所有維修作業請交由合格的服務人員實施。在機組有任何受損情況而需要維修
時，像是：若電源纜線或插頭已受損，或是液體潑灑在機組上或物件掉入機組
中，或若機組曝露於雨水或濕氣中，或若機組無法正常運轉或曾摔落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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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HS2 法規遵循宣告

本產品係根據歐盟議會與理事會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之 Direc-
tive 2011/65/EU 的規定設計與製造而成，限制在電氣與電子設備上使用某些危害物質
（RoHS2 危害物質禁用指令），並通過歐盟技術協調委員會 (Technical Adaptation 
Committee，TAC) 對於一些物質最大濃度的規範，如下所示：

物質 最大允許濃度 實際濃度

鉛 (Pb) 0.1% < 0.1%
汞 (Hg) 0.1% < 0.1%
鎘 (Cd) 0.01% < 0.01%
六價鉻 (Cr6+) 0.1% < 0.1%
多溴聯苯 (PBB) 0.1% < 0.1%
多溴聯苯醚 (PBDE) 0.1% < 0.1%

上述某些產品元件在 RoHS2 排除條款 III 下得以免除，範圍如下：
排除元件範例：
1. 特殊用途的冷陰極燈管及外部電極螢光燈管（CCFL 及 EEFL）中的水銀不超過（

每燈管）：

(1) 短型（≦500 公釐）：每燈管最多 3.5 毫克。

(2) 中型（＞500 公釐及 ≦1,500 公釐）：每燈管最多 5 毫克。

(3) 長型（＞1,500 公釐）：每燈管最多 13 毫克。
2. 陰極射線管中的玻璃可含鉛。

3. 螢光燈管玻璃含鉛量不得超過重量的 0.2%。

4. 鉛作為鋁合金中的元素時，其含量最高可達重量的 0.4%。

5. 銅合金中所含的鉛，最高可達重量的 4%。

6. 高熔點類之焊錫可含鉛（即以鉛為基底的合金，鉛含量可達重量的 85% 以上）。
7. 電器及電子元件中玻璃或陶瓷所使用的鉛（不包括介電陶瓷電容），例如壓電裝

置，或者玻璃或陶瓷複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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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資訊

版權所有 © ViewSonic® Corporation，2013年。保留所有權利。

Macintosh和Power Macintosh是美國蘋果公司的註冊商標。

Microsoft、Windows、Windows NT和Windows標誌為Microsoft Corporation於美國與
其他國家之註冊商標。

ViewSonic、三隻鳥標誌、OnView、ViewMatch和ViewMeter是ViewSonic Corporation
的註冊商標。

VESA是視訊電子標準協會的註冊商標。DPMS和DDC為VESA之商標。

PS/2、VGA和XGA是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的註冊商標。

免責聲明：ViewSonic Corporation不為本文件之任何技術性或編輯錯誤或疏漏負責；亦
不為因提供本素材，或執行或使用本產品的意外或具因果關係之損害負責。

為利於持續改善產品，ViewSonic Corporation保留在不另行通知情況下，變更產品規
格的權利。本文件中的資訊若有變更恕不另行通知。

不得在未獲得ViewSonic Corporation之事前書面許可情況下，複製、重製或以任何方
式傳播本文件之任何部份。

產品註冊

為滿足您未來的產品需求，並立即收到額外的產品資訊，請造訪所在地區的 ViewSonic 
網站並註冊您的產品。

ViewSonic 光碟內也有提供產品註冊表供您列印。填寫完畢後，請郵寄或傳真至各 
ViewSonic 服務據點。若要尋找註冊表，請使用「:\CD\Registration」目錄。

註冊產品能為您未來的客服需求做好準備。

請列印本使用指南，並於「妥善保存此記錄」區域中填入資料。

LCD 顯示器的序號位於顯示器的背面。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本指南的「客戶支援」
章節。

使用者記錄
產品名稱： Pro8520HD

ViewSonic DLP Projector
型號： VS14804
文件編號： Pro8520HD_UG_TCH Rev. 1B 05-15-13
序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購買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產品使用壽命結束時的產品棄置

本產品內的燈泡內含對您及環境有害的水銀。請小心使用並依據當地、州或聯邦法律
棄置。

ViewSonic 尊重環境並致力於以保護環境的態度工作與生活。感謝您購買更聰明、更環
保的電腦運算裝置。 請上ViewSonic網站了解更多資訊。

美國和加拿大：http://www.viewsonic.com/company/green/recycle-program/

歐洲：http://www.viewsoniceurope.com/uk/support/recycling-information/

台灣：http://recycle.epa.gov.tw/recycle/index2.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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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電源線說明

交流電源線必須符合使用本投影機所在國家的規定。請利用下圖確認您的交流電源插

頭，並確定您使用正確的交流電源線。若投影機隨附的交流電源線與您的交流電插座

不符，請洽當地經銷商。本投影機配備有接地類型的 AC 電源線插頭。請確定您的插

座與插頭相符。請勿破壞此接地類型插頭的安全設備。我們強烈建議您使用同樣配備

接地類型交流電源插頭的視訊源裝置，以免因電壓波動而產生訊號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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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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投影機提供下列功能：

• 單晶片 0.65 吋 DLP® 技術

• 1080p (1920 x 1080 像素 )

• 相容於 Macintosh® 電腦

• 相容於 NTSC、PAL、SECAM 和 HDTV
• 支援類比視訊的 D-Sub 15 接腳端子連接

• 便於使用者操作的多國語言螢幕顯示

• 進階的電子梯形修正

• 供序列控制的 RS-232 接孔

• 與 HDMI 相容

• 與 PJLinkTM 相容

• 區域網路控制設定功能可讓您直接從遠端電腦管理投影機的使用情形

• 區域網路顯示 4-1 （最多 4 台個人電腦 / 筆記電腦顯示對 1 台投影機）

• 區域網路顯示 1-M （ 1 台個人電腦 / 筆記電腦最多可同時顯示 8 台投影機）

• USB 顯示透過 USB 迷你 B 型至 A 型傳輸線支援電腦連接

• 支援使用 USB 隨身碟進行 JPEG 簡報

• 待機模式時消耗功率小於 0.5W

備註

• 本手冊資訊如有變更，恕不另行通知。

• 未經書面同意，不得對本文件之任何部分進行複製、傳輸或複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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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裝內容物

拆開投影機包裝時，請確定包裝內含以下元件：

選購配件

備註

• 如缺少以上任何項目或者疑似損壞，或投影機無法操作，請立即與經銷商接洽。

• 請保留原廠裝運紙箱以及包材；以便之後運送投影機之用。為達最大保護效果，請將投影機以原
廠包裝方式重新裝好。

投影機與鏡頭蓋 交流電源線 遙控器 (IR) 和電池

VGA 訊號線 (D-SUB 至 D-
SUB)

HDMI 訊號線
ViewSonicDVD 手

冊
快速使用指南

濾網蓋 RS232 訊號線 RGB 至色差視訊轉接器

投影機提袋

HDMI1 HDMI2 Compo

PCVideo

Swap

Default

Auto
Enter

View
S
o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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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機概觀

前視圖

1. 鏡頭蓋 2. 升降鈕

3. 升降腳 4. 鏡頭蓋吊帶

5. 投影鏡頭 6. 前方紅外線遙控感應器

7. 通風口 ( 進風口 ) 8. 濾網蓋

9. 喇叭 10. 對焦環

11. 變焦環 12. 控制面板

13. 燈泡蓋

6 85

12 11 10 9

4321

1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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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視圖

底視圖

備註

• 此投影機可安裝於天花板； 包裝內不含吊掛架安裝配件。

• 如需將投影機安裝於天花板，請洽經銷商取得更多資訊。

1. 連接埠 2. 交流電源線端子

3. Kensington 鎖孔 4. 後方紅外線遙控感應器

5. 喇叭 6. 通風口 ( 排風口 )

1. 吊掛架安裝孔 (M4*8) 2. 傾斜調整腳

3. 安全鎖

1 32 4 6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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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本產品

控制面板

1. 電源 ( 電源 LED 指示燈 )
請參閱〈LED 指示燈訊息〉。

2. TEMP ( 溫度 LED 指示燈 )
請參閱〈LED 指示燈訊息〉。

3. LAMP ( 燈光 LED 指示燈 )
請參閱〈LED 指示燈訊息〉。

4. 梯形修正 / 方向鍵 ( / 上鍵 , / 下鍵 )
手動修正由投影角度所造成的梯形扭曲。

5. 四向方向鍵
使用四向方向鍵選擇項目或調整選項。

6. ENTER
進入子功能表以及確認功能表選項。

7. SOURCE
顯示訊號源選單。

8. MENU/ EXIT
顯示或離開螢幕顯示功能表。

9. 電源

開啟或關閉投影機電源。

10. 右鍵 / 面板按鍵

啟動面板按鍵鎖。

1 3 

4 

6 

7 

5 

4 

2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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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埠

1. RS-232
透過電腦操作投影機時，請將此端子連接至主控電腦的 RS-232C 連接埠。

2. Monitor Out
連接如電腦顯示器等裝置。

3. Component (Y Cb/Pb Cr/Pr)
將視訊設備的色差視訊源連接至此端子。

4. S-Video
將視訊設備的 S- 端子輸出連接至此端子。

5. USB B
USB 顯示透過 USB 迷你 B 型至 A 型線支援電腦連接

6. USB A
此端子支援韌體版本更新，USB 快閃磁碟以及無線網路卡提供 USB 顯示。

7. LAN
提供區域網路顯示 / 網路控制和網頁伺服器。

8. HDMI 1
將視訊設備的 HDMI 輸出連接至此端子。

9. HDMI 2
將視訊設備的 HDMI 輸出連接至此端子。

10. DC 12V Out
12-Vdc 輸出。

11. MIC in
麥克風輸入端子。

12. Audio Out
連接喇叭或其他音訊輸入裝置。

13. Audio 2
將視訊設備或電腦的音源輸出連接至此端子。

14. Audio 1

5 81 2 3 4 6 7

16 101112131415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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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視訊設備或電腦的音源輸出連接至此端子。

15. Audio 3 (L/R)
將視訊設備的音源輸出連接至此端子。

16. Video
將視訊設備的複合視訊源連接至此端子。

17. Computer in 2
將影像輸入源 ( 類比 RGB 或色差 ) 連接至此端子。

18. Computer in 1
將影像輸入源 ( 類比 RGB 或色差 ) 連接至此端子。
 7



遙控器

1. Power
開啟或關閉投影機電源。

2. HDMI 1
顯示 HDMI 1 輸入訊號。

3. Video
依序切換至複合視訊 /S- 端子輸入訊號。

4. 上鍵 / 音量 +, 下鍵 / 音量 -
當 OSD 功能表未開啟時，可調整投影機的音量。

5. 左鍵 /Mute
當 OSD 功能表未開啟時，此為靜音功能。

6. Menu
開啟 OSD 功能表。

7. User 1
依據目前適用的設定，顯示自訂的功能表。

8. Source
顯示輸入訊號選單。

9. Gamma
調整灰度設定。

10. Pattern
顯示內建的測試畫面。

11. Color Mode

HDMI1 HDMI2 Compo

PCVideo

Swap

Default

Auto
Enter

3
4

4
6

5

7
8

10

12

9

11

13
14
15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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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序改變影像模式設定。

12. Blank
暫時關閉影像。再次按下可取消黑屏功能。

13. Light
啟動遙控器按鍵的背光功能。

14. Compo
顯示色差端子 (YPbPr/YCbCr) 訊號。

15. HDMI 2
顯示 HDMI 2 輸入訊號。

16. PC
依序切換至電腦 1/ 電腦 2 輸入訊號。

17. Auto/Enter
重新同步化投影機與電腦的輸入訊號。此功能僅適用於電腦模式。

確認選擇。

18. 右鍵 / 按鍵鎖

當 OSD 功能表開啟時，#4、 #5 和 #18 可當作方向鍵，選擇所需的功能表項目，並

進行調整。 

啟動面板按鍵鎖。

19. ESC
離開目前頁面、項目或關閉 OSD。

20. User 2
依據目前適用的設定，顯示自訂的功能表。

21. PIP/POP
依序切換 PIP 子母畫面 /POP 多視窗顯示畫面。

22. Swap
交換 PIP 子母畫面或 POP 多視窗顯示畫面的輸入訊號。

23. Aspect
選擇顯示縱橫比。

24. RGBCMY
改變個別的 RGBCMY 色彩 ( 使用者色彩設定 )。

25. Default
恢復出廠預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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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電池

1. 依顯示的方向開啟電池蓋。

2. 依照電池室內的圖示安裝電池。

3. 將電池蓋關閉至定位。

注意

•  如果更換的電池類型錯誤，可能會引起爆炸。

•  請依指示丟棄舊電池。

•  裝入電池時，請確定對準正負極的位置。

備註

• 請將電池放置到孩童拿不到的地方。 不小心吞下電池可能會有死亡的風險。

• 長時間不會使用到遙控器時，請將電池取出。

• 請勿將用過的電池與家用垃圾一起丟棄。 請依當地政府規定處理廢棄的電池組。

• 不正確更換電池可能會發生爆炸。 請同時將所有電池更換為新電池。

• 請勿將電池放置在靠近火源或水源附近，並請將電池放置在陰暗、涼爽和乾燥的地方。

• 如果懷疑電池漏液，請擦去漏液，然後再更換新的電池。 如果漏出的液體粘附在您的身體或衣物
上，請立即使用清水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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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控器操作

請將遙控器對準紅外線遙控感應器，然後按下按鈕。

• 從投影機前端操作

• 從投影機後端操作

備註
• 請勿將雷射光直接指向人的眼睛 ( 特別是幼童 )。 這樣做可能會造成眼睛受傷。

• 如有陽光或其他強光，如日光燈照射在遙控器的感應器上，遙控器可能無法運作。

• 請從可看見遙控感應器的位置操作遙控器。

• 請勿摔或猛甩遙控器。

• 請避免將遙控器置於溫度過高或過於潮濕的地方。

• 請勿使遙控器浸水或將濕的物品放在遙控器上。

• 請勿自行拆解遙控器。

7m

5m
15 15 5m

9m
5m

HDM
I1

HDM
I2

Com
po

PC

Video

Swap

Default

AutoEnter

15 15
5m

9m

5m

HDM
I1

HDM
I2

Com
po

PC

Video

Swap

Default

Auto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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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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認連接線是否接穩。

重要

• 上面所顯示的連線中，某些連接線不包含在本投影機的包裝內 （請參閱第 2 頁的 「包裝內容
物」）。連接線請向電子用品店購買。

• 上面連線示意圖僅供參考。投影機背面可連接之端子會依各機種而異。

• 若想瞭解詳細的連接方法，請參閱第 13-16 頁。

1. VGA 訊號線 (D-Sub 至 D-Sub) 2. VGA 至 DVI-A 訊號線

3. USB 傳輸線 ( 迷你 B 型至 A 型 ) 4. VGA (D-Sub) 至 HDTV (RCA) 訊號線

5. 色差端子線 6. 音源線 ( 左 / 右 )
7. S- 端子線 8. 複合視訊線

9. 音源線 10. HDMI 訊號線

11. 麥克風 3.5 迷你端子線 12. USB 快閃磁碟

7

1 2 3

4

9

12

10

1

9876
9
1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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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電腦或顯示器

連接電腦

投影機可與 IBM® 相容及 Macintosh® 電腦相連接。若要連接至較舊版本的 
Macintosh 電腦，您需要使用 Mac 轉接頭。

連接投影機至筆記型電腦或桌上型電腦：

1. 使用提供的 VGA 線並將其中一頭連接至電腦的 D-Sub 輸出端子。

2. 將 VGA 連接線另一端，連接至投影機的 Computer in 1 或 Computer in 2 訊號輸入
端子。

3. 如果您要使用 USB 顯示，使用 USB 傳輸線，將傳輸線 A 型端子連接至電腦的
USB 連接埠，將另一端連接至投影機的 USB B 端子。

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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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接顯示器

如果您想要在顯示器及投影螢幕上同時放映簡報，可以依照以下步驟連接投影機的
Monitor Out 訊號輸出連接埠與外接顯示器。

連接投影機至顯示器：
1. 如同第 13 頁的 「連接電腦」所述連接投影機與電腦。

2. 使用合適的 VGA 線 ( 僅提供一條 ) ，並將一端連接至顯示器的 D-Sub 輸入端子。

或者，如果您的顯示器配備有 DVI 輸入端子，請使用 VGA 到 DVI-A 訊號線並將訊

號線的 DVI 一端連接至視訊顯示器的 DVI 輸入端子。

3. 然後將訊號線的另一端連接至投影機的 Monitor Out 端子。

重要

• Monitor Out 輸出只有當投影機有 Computer in 1 或 Computer in 2 輸入訊號時才會輸出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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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視訊源裝置

您可以將您的投影機連接至有提供下列輸出端子的視訊來源裝置：

• 色差視訊

• S- 端子

• 複合視訊

您可以使用上述的連接方法來連接您的投影機與視訊來源裝置，然而不同的連接方法
會有不同等級的視訊品質。請依照下列說明選用最適用於您的投影機與視訊來源裝置
上連接接頭的方法。

最佳視訊品質

最佳視訊品質的連線方法為色差端子（不要與複合視訊混淆）。 數位電視與 DVD 播放
器的最佳輸出訊號為色差端子，所以只要您的裝置有色差端子，您應該優先使用這個
連線方法，而不是複合視訊。

請參閱第 15 頁的 「連接具有色差端子的視訊源設備」來了解如何連接投影機與色差
視訊裝置。

較佳視訊品質

S- 端子則提供了一個比複合視訊畫質要好一點的類比訊號。 如果您的視訊來源裝置同
時具有複合視訊與 S- 端子輸出的話，您應該優先使用 S- 端子。

請參閱第 15 頁的 「連接具有 S- 端子的視訊源設備」來了解如何連接投影機與 S- 端
子 設備。

普通視訊品質

複合視訊為一種類比式的訊號，雖然這在您的投影機上不是最佳畫質，但也在可接受
的範圍內。在所敘述的方法中此為最普通的畫質。

請參閱第 16 頁的 「連接具有複合視訊源的設備」 來了解如何連接投影機與複合視訊
輸出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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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具有色差端子的視訊源設備

檢查您的視訊源設備是否還有未使用的色差視訊輸出端子：

• 如果有的話請繼續以下的動作。

• 如果沒有的話，您可能需要重新評估連接到裝置的方式。

連接投影機與具有色差端子的視訊源設備：

1. 使用 VGA (D-Sub) 至 HDTV (RCA) 訊號線、色差視訊線或色差端子至 VGA （D-
Sub）轉接器，將 3 個 RCA 型連接頭連接到視訊來源裝置上的色差視訊輸出端子。 
根據插頭的顏色將其連接至對應的端子上；綠色對綠色、藍色對藍色、紅色對紅

色。

2. 若您使用的是 VGA (D-Sub) 至 HDTV (RCA) 訊號線以及色差端子至 VGA （D-
Sub）轉接器，將訊號線的另一端（D-Sub 接頭）連接到投影機的 Computer in 1 
或 Computer in 2   端子。若您使用的是色差視訊線，連接 3 個 RCA 型連接頭到
投影機的 Y Cb/Pb Cr/Pr 端子。

重要

• 投影機電源開啟後，如果已經選取正確的視訊源，但選定的視訊影像並未顯示，請檢查視訊源設
備是否已開啟且運作正常。此外，也請檢查訊號線是否已正確接妥。

• RGB 至色差視訊轉接器 (ViewSonic 料號： J2552-0212-00)

連接具有 S- 端子的視訊源設備

檢查一下您的視訊源設備，看看有沒有尚未使用的 S- 端子輸出端子可供使用：

• 若有的話，請繼續本操作程序。

• 如果沒有的話，您可能需要重新評估連接到裝置的方式。

連接投影機與具有 S- 端子的視訊源設備：

1. 使用 S- 端子線，將其中一端連接至視訊源裝置的 S- 端子輸出端子。

2. 將 S- 端子線另一端連接至投影機的 S-Video 端子。

重要

• 投影機電源開啟後，如果已經選取正確的視訊源，但選定的視訊影像並未顯示，請檢查視訊來源
設備是否已開啟且運作正常。此外，也請檢查訊號線是否已正確接妥。

• 如果您已使用色差端子連接投影機與此 S- 端子源設備了，您不需要再使用 S- 端子連接線來連接
兩者當作第二種不必要且畫質較差的連線。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14 頁的 「連接視訊源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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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具有複合視訊源的設備

檢查您的視訊源設備是否還有未使用的複合視訊輸出端子：

• 如果有的話請繼續以下的動作。

• 如果沒有的話，您可能需要重新評估連接到裝置的方式。.
連接投影機與具有複合視訊源的設備：

1. 使用複合視訊線，將其中一端連接至視訊源裝置的複合視訊輸出端子。

2. 將複合視訊線另一端連接至投影機的 Video 端子。

重要

• 投影機電源開啟後，如果已經選取正確的視訊來源，但選定的視訊影像並未顯示，請檢查視訊源
設備是否已開啟且運作正常。此外，也請檢查訊號線是否已正確接妥。

• 只有當色差端子與 S- 端子無法使用時，您才需要使用複合端子來連接此視訊源設備。 如需詳細
資訊，請參閱第 14 頁的 「連接視訊源裝置」 。

關於麥克風輸入

• 如果想要使用麥克風，請將麥克風的 3.5 迷你插孔訊號線插入投影機。

• 您也可以使用無線麥克風，只要將無線模組連接到投影機的麥克風輸入插孔，並 確
定投影機能與關聯的裝置正常運作即可。為確保無線麥克風的使用品質，建議 您使

用符合下表規格的麥克風。

訊號 參數 最小值 類型 最大值
麥克風 傳感器原理 動態

電阻型 300 1K ohm
頻率回應 600 16K 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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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開啟 / 關閉投影機電源

開啟投影機電源：

1. 取下投影機鏡頭蓋。

2. 接上交流電源線以及週邊設備訊號線。

3. 按 開啟投影機電源。
投影機需要幾分鐘時間暖機。

4. 打開訊號源 ( 電腦、筆記型電腦、DVD 等 )。投影機會自動偵測訊號源。

• 如果同時在投影機上連接多個訊號源，請按控制面板上的 SOURCE 選擇您想要

投影的訊號源或按遙控器上您想要的訊號按鍵。

警告

• 開機前，請先取下鏡頭蓋。

• 燈泡亮起時，切勿直視鏡頭，以免對眼睛造成傷害。

• 聚焦點會凝聚高溫，因此請勿在附近放置任何物品，以免起火。

關閉投影機電源：

1. 按 關閉投影機電源。畫面上將會顯示「確定關機嗎？再次按下電源鍵」 的訊息。  

2. 再按一次 ，確認關閉投影機電源。

• 電源 LED 開始閃爍時，表示投影機已經進入待機模式。

3. 取下電源插座與投影機的交流電源線。

4. 關機後，請勿立即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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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投影機高度

此投影機配備升降腳，可調整影像高度。

升高或降低影像：

1. 如要升高或降低影像高度，按下升降鈕，即可升高或降低投影機前端高度。鬆開按

鈕即可固定已調整的高度。

2. 如要使畫面上的影像呈水平，可轉動傾斜調整腳，對高度進行微調。

備註

• 為避免損壞投影機，將投影機放入收納箱之前，請確定已完全收好升降腳與傾斜調整腳。

調整投影機變焦與對焦

1. 旋轉對焦環，將影像對焦。建議您對靜態影像進行對焦。

2. 轉動變焦環調整影像大小。

升降腳

升降鈕

傾斜調整腳

遍焦環

對焦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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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投影機影像大小

請參閱以下圖示與表格，確定螢幕大小與投影距離。

備註

• 將投影機放在水平位置；其他位置可能對導致機體溫度過高，進而對投影機造成損害。

• 投影機兩側請各保持 30 公分以上的間隔距離。

• 請勿在多煙霧的環境中使用投影機，以免煙霧殘留物堆積於機體重要零件上，對投影機或其效能
造成損害。

• 關於如天花板懸吊等特殊安裝方式，請洽詢當地經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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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螢幕大小
對角線

[ 英吋 ( 公分 )]

16 : 9 螢幕

投影距離 [ 英吋 ( 公尺 )] 影像高度 
[ 英吋 ( 公分 ]

高度位移量
 [ 英吋 ( 公分 )]( 最小變焦 ) ( 最大變焦 )

30 (76) 35 (0.89) 55 (1.39) 14.7 (37) 5.0 (12.8)
40 (102) 48 (1.21) 74 (1.87) 19.6 (50) 6.7 (17.1)
50 (127) 60 (1.52) 93 (2.35) 24.5 (62) 8.4 (21.4)
60 (152) 72 (1.83) 111 (2.83) 29.4 (75) 10.1 (25.6)
80 (203) 97 (2.46) 149 (3.79) 39.2 (100) 13.5 (34.2)
100 (254) 122 (3.09) 187 (4.75) 49 (125) 16.8 (42.7)
120 (305) 146 (3.72) 224 (5.7) 58.8 (149) 20.2 (51.3)
150 (381) 183 (4.66) 281 (7.14) 73.5 (187) 25.2 (64.1)
200 (508) 246 (6.24) 376 (9.54) 98.1 (249) 33.6 (85.4)
220 (559) 270 (6.87) 413 (10.5) 107.9 (274) 37.0 (94.0)
250 (635) 307 (7.81) 470 (11.94) 122.6 (311) 42.0 (106.8)
300 (762) 369 (9.38) 564 (14.33) 147.1 (374) 50.5 (128.2)

最大變焦 最小變焦

投影距離

鏡頭中心

螢幕

高度位移量
 19



鎖定控制鍵

您可以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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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投影機上除了「電源」以外的控制按鍵都無法使
用。

1. 按下投影機或遙控器上的 3 秒鐘 。

若要解除面板按鍵鎖定，請按住投影機或
遙控器上的 3 秒鐘。

重要

• 當面板按鍵鎖啟用時，遙控器上的按鍵仍可使用。

• 如果您沒有停用面板按鍵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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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DMI1 HDMI2 Compo

PCVideo

Swap

Default

Auto
Enter
o
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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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功能表

投影機有多國語言的螢幕顯示功能表，可讓您進行影像調整並變更多種設定值。

0 - 100

0 - 100

0 - 100

0 - 255

0% - 10%

0 - 10

0 - 20

HDMI 2

HDMI 1

*4

*5

*6

0 - 255

0 - 255

0 - 100

0 - 100

0 - 100

0 -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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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6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DCR

密碼

黑屏

OSD設定

-40 - +40

0-60 分

左上角、左下角、置中、
右上角、右下角

關、CC1、 CC2、 CC3 、CC4、
T1、T2、T3、T4

狀態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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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調整的範圍以及預設設定因訊號源類型不同而異。

*2 此功能僅限於投影機有安裝選購的濾網蓋。

*3 可選擇的功能清單包括色彩模式、灰度、切邊放大、雜訊抑制、梯形修正和濾網模
式。 
*4 飽和度支援色差、複合和 S- 端子模式。

*5 鮮明度支援 HDMI、 色差、 複合和 S- 端子模式。

*6 色相支援色差、 複合和 S- 端子模式。

DNS

SS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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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方式

1. 按投影機 MENU 或遙控器 Menu，開啟 OSD 功能表。

2. 顯示 OSD 後，使用 /  擇主功能表中的任一功能。

3. 選擇所需的主功能表項目後，按 選擇功能設定。

4. 使用 /  選擇要設定的項目，然後使用 /  調整設定。

5. 按投影機 MENU 或遙控器 Menu，將會回到主功能表畫面。

6. 如要離開 OSD，再按一次投影機 MENU 或遙控器 Menu 即可。OSD 功能表將會關
閉，投影機也會自動儲存新的設定值。

畫面

色彩模式

本機設有多種最佳化原廠預設值，可供各種不同類型影像使用。

• 高亮: 適用於高亮環境。

• 標準: 適用於電腦或筆記型電腦。

• 劇院: 適用於家庭劇院。

• 黑暗房間:適用於黑暗的環境。

• 使用者 1: 記憶使用者 1 定義的設定。

• 使用者 2:記憶使用者 2 定義的設定。

亮度

調亮或調暗影像。

對比

設定亮部和暗部區域間的差異。

視訊設定

可讓您進入視訊設定功能表。

• 飽和度：將黑白視訊影像調整為完全飽和的色彩。

• 鮮明度：使影像較清晰或柔和。

• 色相：將色彩調為偏紅或偏綠。

色溫設定

調整色溫。色溫越高，畫面就愈偏冷色調；色溫越低，畫面就愈偏暖色調。如果選擇 
[User] ( 使用者 )，便可自行變更三種顏色 ( 紅、綠、藍 ) 的濃度，自訂使用者色溫。

使用者色彩

使用者色彩提供六組顏色 (RGBCMY) 可作為調整。當您選取每一組色彩時，可以根據
您的喜好調整其範圍和飽和度。

灰度

調整黑色場景的呈現效果。灰度值越高，黑色場景看起來就越亮。

視訊 / 音訊

頻率

調整投影機相對於電腦的定時。

相位

調整投影機相對於電腦的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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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位置

調整投影區域內，影像的左右位置。

垂直位置

調整投影區域內，影像的上下位置。

切邊放大

刪除視訊影像周圍的雜訊。

雜訊抑制

減少影像中的時間和 / 或空間雜訊。

音訊設定

可讓您進入音訊設定功能表。

• 電腦 1： 選擇 Computer in 1 信號的音訊輸入。

• 當音訊輸入 1 開啟時，音訊輸入 2 和音訊輸入 3 會自動關閉。

• 電腦 2： 選擇 Computer in 2 信號的音訊輸入。

• 當音訊輸入 2 開啟時，音訊輸入 1 和音訊輸入 3 會自動關閉。

• 視訊源： 選擇視訊源的音訊輸入。

• 當音訊輸入 3 開啟時，音訊輸入 1 和音訊輸入 2 會自動關閉。

• HDMI 1: 選擇 HDMI 1 信號的音訊輸入。

• 當 HDMI 1 開啟時，音訊輸入 1、音訊輸入 2 和音訊輸入 3 會自動關閉。

• HDMI 2: 選擇 HDMI 2 信號的音訊輸入。

• 當 HDMI 2 開啟時，音訊輸入 1、音訊輸入 2 和音訊輸入 3 會自動關閉。

麥克風音量

調整麥克風的音量高低。

喇叭音量

調整投影機的音量高低。

靜音

暫時關閉聲音。

設定

自動梯形修正

自動修正由投影角度所造成的梯形扭曲。

梯形修正

手動修正由投影角度所造成的梯形扭曲。

• 當調整梯形修正時，自動梯形修正會自動設定在「關」。

縱橫比

選擇畫面符合螢幕大小的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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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解析度。

• 4:3: 將影像以 4:3 縱橫比顯示在螢幕的中心。

• 16:9: 將影像以 16:9 縱橫比顯示在螢幕的中心。

• 寬螢幕 1: 將影像以 1.85:1 縱橫比顯示在螢幕的中心。

• 寬螢幕 2: 將影像以 2.35:1 縱橫比顯示在螢幕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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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方式

調整圖片以符合投影機的方向：在螢幕右上、上下顛倒或螢幕前後。視情況倒轉或逆
轉影像。

省電模式

當投影機經過一段特定時間未偵測到訊號以及無操作時，便會自動關機。

訊號自動搜尋

自動掃描所有輸入源。

信號型態

在 Computer in 1/Computer in 2 端子上指定要投影的來源。

• 自動 ：自動偵測 Computer in 1 和 Computer in 2 端子的輸入源類型。

• RGB：適用於 VGA 訊號

• YCbCr：適用於色差訊號

ECO 模式

使用此功能可調暗投影機燈光輸出，以減少耗電量並提高燈泡使用壽命。

• 若開啟 DCR 功能，則無法使用此功能。

濾網模式

投影機安裝選購的濾網蓋後使用此功能啟動濾網模式。

高海拔

使用此功能可讓風扇連續全速運轉，以達投影機於高海拔位置的適當散熱效果。

快速開機

• 開： 投影機 3 秒鐘開機。

• 關： 投影機會依正常開機程序開機。

快速關機

• 開： 投影機無散熱程序直接關機。

• 關： 投影機依正常散熱程序關機。

DC 12V 觸發器

1. 環保模式關閉及投影機待機模式時，您可以啟用或禁用觸發外部裝置例如電動螢
幕。

2. 環保模式開啟及投影機待機模式時，無論您設定開或關，DC 12V 都無法觸發螢幕。

3. 投影機正常運作時，無論您設定開或關，DC 12V 都會觸發螢幕。

選項

密碼

設定或刪除密碼。新增密碼功能後，投影機開機後，您需要輸入密碼才可進行影像投
影。

黑屏

啟用此功能後，螢幕會暫時變成空白，並讓您選擇螢幕色彩。

OSD 設定

可讓您進入 OSD 設定功能表。

• 選單位置：選擇選單在顯示畫面中的位置。

• 螢幕選單逾時：OSD 選單顯示時間計時開始 ( 在閒置狀態下以秒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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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SD 透明度：選擇此項可變更 OSD 背景的透明程度。

隱藏式字幕

選擇 CC1 ( 隱藏式字幕 1，最常用的頻道 )、CC2、CC3、CC4、T1、T2 或關閉，即
可啟用或停用隱藏式字幕。

其他

可讓您進入其他功能表。

• 狀態訊息：啟用或關閉螢幕右下角的訊息視窗。

• 變焦：放大和縮小影像。

• DCR ( 動態高對比 )：啟用 DCR 將會使黑色場景更暗，進一步提高對比。停用 DCR 
之後，將會恢復至一般對比效果。DCR 會對燈泡壽命以及系統的雜訊效能產生影

響。

• 測試畫面：顯示內建的測試畫面。

功能

可讓使用者定義遙控器上的快捷鍵，功能清單的項目選自 OSD 功能表。

顯示類型

可讓使用者選擇 PIP 子母畫面、POP 多視窗顯示畫面或關閉 PIP/POP 功能。

交換

可讓使用者交換 PIP 子母畫面或 POP 多視窗顯示畫面的輸入訊號。

環保模式

消耗功率小於 0.5 瓦時啟用該功能。

網路

有線區域網路

可讓您設定有線區域網路設置。

• 狀態：顯示投影機狀態。

• DHCP: 動態主機設定通訊協定的縮寫。本協議將為聯網設備自動分配 IP 位址。

• 當「DHCP」設定變更為「開」時，會花費一些時間從 DHCP 伺服器取得 IP 位
址。

• 當「DHCP」設定變更為「關」時代表使用者手動設定 IP 位址。

• IP 位址： 用以識別聯結網路的電腦的數字位址。此功能只能在「DHCP」設定為

「關」時使用。

• 「IP 位址」是在網路上識別此投影機的編號。 在相同網路上不能擁有兩個使用相

同「IP 位址」的裝置。

• 禁止使用 IP 位址「0.0.0.0」。
• 子網路遮罩： 定義同一個IP地址中分離網路(或者子網)的網路地址所使用位數的參數

值。選取子網路遮罩編號。 此功能只能在「DHCP」設定為「關」時使用。

• 禁止使用子網路遮罩「0.0.0.0」。
• 預設閘道：通過根據子網路遮罩劃分的網路 ( 子網 ) 進行通訊的伺服器 ( 或路由器 )。此

功能只能在「DHCP」設定為「關」時使用。

• DNS: 當 DHCP 關閉時設定 DNS 伺服器位址。

• 套用：儲存並執行有線區域網路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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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區域網路

可讓您設定無線區域網路設置。

• 狀態：顯示投影機狀態。

• SSID：顯示投影機的 SSID 資訊。

• 連線模式：透過具有 Wi-Fi 裝置進行無線網路連線的方式。

• IP 位址： 用以識別聯結網路的電腦的數字位址。此功能只能在「DHCP」設定為

「關」時使用。

• 「IP 位址」是在網路上識別此投影機的編號。 在相同網路上不能擁有兩個使用相

同「IP 位址」的裝置。

• 禁止使用 IP 位址「0.0.0.0」。
重新啟動網路

將網路設定還原至出廠值。

web administrator 及 vsPresenter 密碼會設回預設「admin」。

資訊

輸入訊號源

顯示輸入來源。

解析度

顯示解析度。

水平頻率

顯示水平頻率。

垂直頻率

顯示垂直頻率。

MAC 位址

媒體存取控制位址的縮寫。MAC 位址是分配給每一個網路變壓器的獨一無二的 ID 號
碼。

濾網時數

顯示濾網已使用的操作時間 ( 以小時計 )。
• 開啟濾網模式後，便會自動開啟濾網使用模式時數。

濾網時數歸零

將濾網時數重設為 0 小時。

等效燈泡使用時間

顯示燈泡已使用的操作時間 ( 以小時計 )。
等效燈泡使用時間歸零

將燈泡時數重設為 0 小時。

出廠設定值

將設定還原至出廠設定值。

以下設定依然會保留：MAC 位址、語言、投影方式、高海拔、濾網模式、密碼、燈泡
使用時數、濾網時數、自動梯形修正、梯形修正。

語言

選擇螢幕選單所要顯示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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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區域網路環境控制投影機

當電腦和投影機連接至相同的區域網路時，您可以從一台或多台遠端電腦管理並控制
投影機。

有線連接

若您處於 DHCP 環境：

1. 使用 RJ45 連接線並將一端連接至投影機的區域網路輸入插孔並連接另一端至乙太

網路或 IP 路由器的 RJ45 埠。

2. 按投影機的 MENU/EXIT 或遙控器的 Menu，然後按 / 選中「網路」功能表。

3. 選中「有線區域網路」，然後按投影機的 ENTER 或遙控器的 Enter。

4. 確認「狀態」是「連線」。

5. 按 選中「DHCP」，然後按 / 選擇「開」。

6. 按  選中「套用」，然後按投影機的 ENTER 或遙控器的 Enter。

7. 請稍後 15-20 秒再重新進入有線區域網路頁面。網路功能表會顯示「IP 位址」、
「子網路遮罩」、「預設閘道」以及「DNS」設定。記下「IP 位址」欄位的 IP 位
址。

重要

• 如果投影機的 IP 位址並未顯示請聯絡網路管理人員。

• 如果 RJ45 連接線未連接妥當，「IP 位址」、「子網路遮罩」、「預設閘道」以及「DNS」設定會
顯示「 0.0.0.0」。請確認連接線已正確接上並再次執行上述程序。

• 如果您在待機模式下連接投影機，投影機開啟時務必確認已選擇 RJ45 訊號並取得「IP 位址」、
「子網路遮罩」、「預設閘道」以及「DNS」資訊。

若您處於非 DHCP 環境：
1. 重複上述步驟 1-4。

2. 按 選中 「DHCP」 ，然後按 / 選擇「關」。

3. 有關「IP 位址」、「子網路遮罩」、「預設閘道」以及「DNS」設定資訊，請聯絡
您的 ITS 系統管理員。

4. 按 選擇您要變更的項目，然後按投影機的 ENTER 或遙控器的 Enter。
5. 按 / 移動游標並輸入數值。

6. 按投影機的 ENTER 或遙控器的 Enter 儲存設定。若您不想儲存設定，請按投影機
的 MENU/EXIT 或遙控器的 Menu。

7. 按   選中「套用」，然後按投影機的 ENTER 或遙控器的 Enter 。

網路

IP 路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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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 如果 RJ45 連接線未連接妥當，「IP 位址」、「子網路遮罩」、「預設閘道」以及「DNS」設定會
顯示「 0.0.0.0」。請確認連接線已正確接上並再次執行上述程序。

• 如果您在待機模式下連接投影機，投影機開啟時務必確認已選擇 RJ45 訊號並取得「IP 位址」、
「子網路遮罩」、「預設閘道」以及「DNS」資訊。

無線連接

您要無線連接投影機的話，必須將 ViewSonic 無線網路卡 ( 選購 ) 插上投影機的 USB 
Type A 端子，然後只需要進行一些 OSD 設置的設定步驟。

1. 確認投影機已開機。

2. 按投影機的 MENU/EXIT 或遙控器的 Menu ，然後按 /  選中「網路」功能表。 

3. 選中「無線區域網路」，然後按投影機的 ENTER 或遙控器的 Enter 。

4. 確認「狀態」是「連線」。

5. 確認顯示「SSID」資訊。

6. 在「AP」模式下， 需要使用您電腦的無線連線工具搜尋投影機的「SSID」，然後
進行連線。之後您可以用 vsPresenter 軟體搜尋投影機。您要使用「基礎結構」模
式的話，必須將您的電腦和投影機連接到相同的 AP 路由器並以 IP 位址進行連線。

關於 AP 和基礎架構模式

在 AP 模式中，您需要使用電腦的無線連線工具來搜尋投影機的 SSID，並連線到投影
機。接著便可使用 vsPresenter 來搜尋投影機。

若要使用基礎架構模式，則應該將電腦和投影機連接到同一個 AP 路由器，並使用 IP 
位址連線。

下圖說明如何在 AP 和基礎架構模式下存取網際網路。

重要

• 若您需要瞭解更多有關AP和基礎結構模式資訊，可至3C產品賣場參考無線路由器使用說明文件。

ViewSonic 無線網路卡

(AP 模式 )

Internet

( 基礎架構模式 )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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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網頁瀏覽器控制投影機

您取得正確的 IP 位址後，投影機已開機或是待機模式下，您可任何一台連上相同區域
網路的電腦控制投影機。

重要

• 若您使用微軟 IE 瀏覽器請確認是 7.0 或更高版本。

• 本手冊的截圖僅供參考可能會和實際設計不同。

1. 請在瀏覽器的網址欄位輸入投影機的 IP 位址然後按 Enter。

2. ViewSonic 網頁控制系統主畫面會開啟。

3. 更改網頁語言，點擊下鍵出現下拉選單，然後選擇想要的語言。

4. 下載 vsPresenter，點擊「下載」。請參考第 36 頁的 「透過 vsPresenter 顯示影
像」。

5. Crestron (eControl) 頁面可顯示 Crestron eControl 使用者介面。有關詳細資訊，請
參閱第 32 頁的 「關於 Crestron 控制」。

6. 要進入管理員網頁必須輸入密碼。預設密碼是「admin」。

• 系統狀態：顯示系統資訊。

• 一般設定：可讓您更改管理員網頁的密碼。

• 畫面設定 / 影像設定：提供一些 OSD 功能表可調整投影畫面。

4

3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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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設定 / 郵件設定：可讓您設定郵件伺服器並傳送系統警告訊息給您的 ITS 管理

員。

• 網路設定：提供有線和無線網路設定。

• Presenter 設定：可讓您更改網頁控制的管理員和使用者密碼。

• 恢復出廠設定值：可讓您將系統設定還原至出廠設定值。

關於 Crestron 控制

Crestron (eControl) 網頁顯示 Crestron eControl 操作介面。eControl 網頁提供一
些虛你按鍵讓您控制投影機或調整投影畫面。

i. 這些按鍵與 OSD 功能表或遙控器上的按鍵相同。

ii. 如要切換輸入訊號，點擊您想要的訊號。
iii. 如要更改 Crestron 網頁語言，點擊下鍵出現下拉選單，然後選擇想要的語言。

重要

• 功能表按鍵亦可用於返回前一個 OSD 功能表、退出與儲存功能表設定。

• 訊號源清單依投影機適用的端子而異。

• 當您使用投影機的控制面板或遙控器更改OSD功能表設定時，網頁瀏覽器需要一些時間才會與投
影機同步變更。

iii

您可以按 / 顯

示更多按鍵。

i

i
i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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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網頁可讓您管理投影機、進行區域網路控制設定與本投影機上遠端網路操作的安
全存取。

iv. 本區僅限 Crestron 控制系統使用。設定資訊請洽 Crestron 或參考該使用手

冊。
v. 點擊下鍵出現下拉選單，然後選擇預設語言。
vi. 您可以為投影機命名、追蹤其位置與負責的人員。
vii. 您可以調整區域網路控制設定。
viii.設定後，本投影機上的遠端網路操作存取便受密碼保護。
ix. 設定後，工具網頁的存取便受密碼保護。

重要

• 為避免錯誤發生工具網頁請輸入英文字母和數字。

• 完成調整後，請按送出按鍵則資料便會儲存於投影機。

x. 按下「離開」返回遠端網路操作網頁。

iv vi

vii

viii

ix

x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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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下表輸入長度之字元限制 ( 包含空白鍵和其他標點符號鍵 )。

資訊網頁顯示此投影機的資訊與狀態。

按下「Help」按鍵後，Help Desk 視窗會出現在螢幕的右上角。您可以把訊息傳遞給
連接相同區域網路的 RoomView 軟體管理原 / 使用者。

重要

• 請使用英文字母和數字來傳送訊息。

詳細資訊請上 http://www.crestron.com 與 www.crestron.com/getroomview 網站。

類別 輸入長度 最大字元數
Crestron 控制 IP 位址 15

IP ID 2
埠 5

投影機 投影機名稱 10
位置 9
指派給 9

網路設置 DHCP ( 已啟用 ) (N/A)
IP 位址 15

子網路遮罩 15
預設閘道 15

DNS 伺服器 15
使用者密碼 已啟用 (N/A)

新密碼 20
確認 2

管理員密碼 已啟用 (N/A)
新密碼 20
確認 20

按「離開」返回
遠端操做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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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stron RoomView
在「Edit Room （編輯 Room）」頁面中，輸入投影機 OSD 功能表中顯示的 IP 位址
（或主機名稱），輸入「05」作為 IPID，輸入「41794」作為保留的 Crestron 
Control 連接埠。

關於 Crestron RoomView 的設定及指令方式，請進入下列網站以取得 RoomView 使
用指南及更多資訊：
http://www.crestron.com/features/
roomview_connected_embedded_projectors_devices/resources.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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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vsPresenter 顯示影像

下載與安裝 vsPresenter
vsPresenter 是一個執行於主電腦的應用程式。 它可以連接至一個可用的網路顯示並
透過區域網路連線將桌面內容傳輸至網路顯示。 
1. 進入網路控制主頁面。請參閱第 31 步驟 1-2。

2. 下載 vsPresenter。

3. 下載完成後，點擊執行檔將軟體安裝到您的電腦。依畫面顯示步驟完成安裝程序。

4. 開啟 vsPresenter。

使用 vsPresenter

1. 搜尋頁面讓您搜尋並連結投影機。

i. 若要連結投影機，選擇「 Directly」，輸入投影機 IP 位址，然後點擊

「Connect」。 
ii. 若要搜尋投影機，只要點擊「Search」便會列出在相同區域網路的所有投影

機。 從搜尋結果清單中點擊您要連線的投影機，然後點擊「Connect 
directly」。您也可以輸入想要連線的投影機名稱，然後點擊「Search」。

iii. 您可以連結到第 31 頁的 ViewSonic 網頁控制系統。

• 如果是第一次使用的使用者，請選擇身分為一般使用者或管理員。這兩種身分均

不需要密碼。但如果選擇管理員，則您可以設定連接到投影機時要使用的密碼。
您應該妥善保存該密碼，並在下次連線到該投影機時使用這組密碼。

• 如果有多台電腦連接到投影機，您可以按一下 1、2、3、4、L、R、全部或背景

來決定顯示區域。

2. 如果要讓投影影像靜止在螢幕上，請按一下 . 。任何後續的動作將不會出現在螢幕上，直到按下

 為止。

&

1

2

3

7

6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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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您可以從此處選擇捕捉模式。

i. 若要顯示全螢幕，點擊「 FullScreen」。
ii. 若要顯示部份螢幕，點擊「 FixedSize」。螢幕會顯示一個方框。您可以將方框

移到您要投影的區域。
iii. 若您要更改方框大小，點擊「Alterable」。

4. 基本設定頁面可讓您設置 vsPresenter。

i. 若要更改 vsPresenter 介面語言，點擊下鍵出現下拉選單，然後選擇想要的語

言，然後點擊「 Apply」。
ii. 使用者可在該頁修改寬度和長度更改捕捉模式下「FixedSize」框的尺寸參數，

然後點擊「Apply」使更改生效。 
iii. 若系統已經安裝 mirror driver，使用者可安裝 mirror driver 以便 Presenter 捕捉

影像。
iv. 若要允許出現通知訊息，點擊「Yes」，然後點擊「Apply」。
v. 該頁可查詢軟體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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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進階設定頁面可讓您設置 vsPresenter。

i. 若要調整影像品質，點擊下鍵出現下拉選單，然後選擇想要的品質狀況。選取
的影像品質越高，便需要更快的網路傳輸速度。選取 YUV 取樣格式，選項有 
YUV444 和 YUV420。與 YUV420 格式相較，YUV 444 格式效果更佳，但可能

會降低傳送及播放的速度。選取後請按一下 Apply （套用）。

ii. 若要調整捕捉速率，移動調整桿。網路頻寬也會影響效果。
iii. 選擇固定或手動類型的網路埠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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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您可以管理列在 Device Management （裝置管理）下方的已連線投影機。

• 在會議模式下：

1. 只有管理員可以進行控制。

2. 一台投影機可以顯示最多 4 個電腦螢幕。

• 您可以在 vsPresenter Management （vsPresenter 管理）下方設定電腦名稱。

• 有關圖示的詳細資料，請參閱下方：

7. 中斷連線

若要中斷與投影機的連線，請按一下「中斷連線」圖示。

重要

• 使用 vsPresenter 前務必關閉其他的虛擬網路控制程式。

圖示 說明 圖示 說明

您是一般使用者，沒有可變更
密碼的存取權限。

中斷與投影機的連線。

您是管理員，有可變更密碼的
權限。

開啟「網路控制」的網頁。

您是投影機的使用者。 投影機有其他使用者。

您是投影機的管理員。 您是投影機的一般使用者。

設定投影機的顯示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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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USB 儲存裝置顯示圖片

投影機內建了一個可用來顯示 USB 儲存裝置內成套影像的應用程式。如此便不需要透
過電腦來源。
投影機支援下列的影像格式：

• 不支援漸進式 JPEG 檔案。

• 有些 JPEG 檔案可能無法清楚顯示。

顯示 USB 儲存裝置上的影像：
1. 將 USB 儲存裝置插入 A 型 USB 插孔。

2. 投影機會自動顯示主畫面。或者也可以手動選取來源選單中的 USB A。

3. 按投影機上的 MODE/ENTER 或遙控器上的 ENTER 來顯示 USB 儲存裝置的內
容。

4. 資料夾和支援的檔案會顯示在縮圖模式下。

• 若要捲動縮圖，請使用四個方向鍵。

• 若要開啟資料夾 / 檔案，請按下 ENTER 或  Enter。
• 若要返回上一個畫面，請使用畫面右上角的向上鍵選取縮圖，然後按下 ENTER 

或 Enter。 
• 若要取得更多功能，請按下 MENU 開啟功能表。若要退出功能表，請再次按下 

ENTER 或 Enter。 
檢視縮圖時

• Next （下一個 )： 選取下一個資料夾 / 影像。

• Previous （上一個 )： 選取上一個資料夾 / 影像。

• Thumbnail/Full Screen/SlideShowSlideShow（縮圖 / 全螢幕 / 幻燈片）： 以縮圖 /
全螢幕 / 幻燈片模式來顯示選取的影像。

檔案格式 最大像素大小
JPEG 8000 x 8000

GIF/TIFF/PNG/BMP 1280 x 800
 40



• NameOrder/ExtendOrder/SizeOrder/TimeOrder（名稱順序 / 副檔名順序 / 大小順

序 / 時間順序）： 設定依檔案名稱、副檔名、檔案大小或相片拍攝時間的順序來

顯示影像。

• EXIF OFF/EXIF ON （關閉 EXIF/ 開啟 EXIF）： 設定是否要顯示影像的 EXIF 格
式。

• FileName ON/FileName OFF （顯示文件名 / 不顯示文件名）： 設定是否要顯示

文件名。

檢視幻燈片時

• Stop （停止）： 停止幻燈片。

• Next （下一個 )： 選取下一個資料夾 / 影像。

• Previous （上一個 )： 選取上一個資料夾 / 影像。

• Delay 3/Delay 4/Delay 5 (延遲3/延遲4/延遲5）： 設定兩次影像顯示之間的間隔。

• Slide Right/Slide Up/Right down/Random （向右滑動 / 向上滑動 / 向下滑動 / 隨
機）： 設定幻燈片的顯示方式。

• Repeat On/Off （開啟 / 關閉重複顯示）： 設定是否要重複顯示幻燈片。

檢視全螢幕影像時

• Thumbnail/Full Screen/SlideShow（縮圖 /全螢幕 /幻燈片）： 以縮圖 /全螢幕 /幻燈

片模式來顯示選取的影像。

• Best Fit/Actual Size （最佳大小 / 實際大小）：設定影像的顯示大小。

• EXIFDisp OFF/EXIFDisp ON （關閉 EXIF 顯示 / 開啟 EXIF 顯示）： 設定是否要
 41



顯示 EXIF 資料。

• + 90deg （旋轉 +90）： 順時針旋轉影像 90 度。

• -90deg （旋轉 -90）： 逆時針旋轉影像 90 度。

• 支援 USB 2.0 相容的 USB 儲存媒體（大容量儲存類別）。

• 強烈建議在使用 USB 硬碟時連接 AC 電源變壓器。

• 建議使用下列格式的 USB 硬碟： FAT12/FAT16/FAT32 （不支援 NTFS 格式）。

• 有些 USB 隨身碟可能無法與投影機正確運作。

• 不支援加密的 USB 隨身碟。

• 請勿將 USB 儲存裝置以外的任何裝置及其他設備連接到 USB 來進行充電， 否則可

能會造成故障。

• 投影機在同一資料夾下最多可顯示 200 個檔案。

• 檔案名稱顯示順序如下： 符號、數字、字母。

• 包含副檔名在內，投影機可以顯示最多 16 個字元的檔案名稱。

• 應用程式可正常顯示英文的檔案名稱。如果檔案名稱為其他語言，可能無法正確顯

示檔案名稱，

• 但仍然可以顯示其中的內容。

• 最多可以辨識出 USB 儲存裝置內 3 層的資料夾。影像檔縮圖顯示的優先順序如下：

• 回應時間將視切換頁面、載入及播放檔案時的影像內容而定。

A
B

C

D
E

F

G

： 目前所在目錄： A
： B 資料夾

： D 資料夾
： E 資料夾

： G 資料夾
： C 資料夾

： F 資料夾

資料夾內的檔案顯示優先順序： 
A > B > C > D > E > F。
G 資料夾： 此資料夾位於第 4 
層，因此無法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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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
此投影機需要進行適當的維護工作。您應將鏡頭保持乾淨，以免灰塵、塵土或污漬投
影在螢幕上，損壞影像品質。如果其他任何零件需要更換，請洽當地經銷商或合格的
維修人員。清潔投影機任何零件時，請先關閉投影機電源，並拔下電源插頭。

警告

• 請勿開啟投影機上的任何蓋子。機體內的危險電壓可能會導致重傷。請勿試圖自行維修此本機。
有關任何維修問題，請洽詢合格的維修人員。

清潔鏡頭
以拭鏡紙輕輕擦拭鏡頭。請勿以手指觸碰鏡頭。

清潔投影機外殼
以軟布輕輕擦拭機體。如果灰塵與污漬不易清除，請使用沾濕的軟布或沾水或中性清
潔劑的乾布拭淨。

清潔濾網蓋
濾網蓋位於投影機側邊，每使用 100 小時後應加以清潔。如果未定期清潔，便會堆積
灰塵，使得投影機無法正常通風。如此可能導致機體溫度過高，並損壞投影機。

清潔濾網蓋：

1. 關閉投影機電源，取下牆壁插座上的交流電
插頭。

2. 如圖示，取下濾網蓋。

3. 清潔濾網蓋。

• 如要清潔濾網蓋，建議您使用專為電腦或
其他辦公設備設計的小型吸塵器。

• 如果濾網蓋已被取下，請重新裝回。

4. 更換濾網蓋。

5. 裝上濾網蓋。 
6. 接上投影機電源。

備註

• 開始進行維護工作前，請先關閉投影機電源，並取下牆壁插座上的交流電源線。

• 清潔前，請確定鏡頭已冷卻。

• 請勿使用上述規定以外的清潔劑或化學藥劑。請勿使用苯或稀釋劑。

• 請勿使用化學噴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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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燈泡

隨著投影機運作時間增加，投影機燈泡亮度會遞減，且燈泡也更容易破裂。如果螢幕
顯示警告訊息，建議您更換燈泡。請勿試圖自行更換燈泡。請洽合格的維修人員進行
更換。

型號： RLC-076

備註

• 投影機關機後，燈泡的溫度極高。如果觸碰燈泡，可能會灼傷手指。如要更換燈泡，請等燈泡冷
卻至少 45 分鐘後再進行。

• 無論任何時間，請勿任意觸碰燈泡玻璃。燈泡可能會因包括觸碰燈泡玻璃等不當處理而導致爆裂。

• 燈泡的使用壽命因燈泡類型以及使用環境不同而異。因此不保證每顆燈泡的使用壽命皆同。某些
燈泡可能會故障或與同款燈泡相較下，使用壽命較短。

• 燈泡可能因震動、撞擊或因使用時數過長導致使用壽命將盡而破裂。燈泡破裂的危險因投影機與
燈泡的使用環境或條件不同而異。

• 修理或拆除燈泡時，請穿戴防護手套與護目鏡。

• 迅速來回開關投影機電源將會損壞燈泡，並降低其使用壽命。開機後，如要關機，請至少等五分鐘。

• 請勿在紙張、布料或其他可燃性物質附近操作燈泡，或者使用此類物質覆蓋燈泡。

• 請勿在含可燃性物質，如稀釋劑的環境中操作燈泡。

• 在含氧的環境中 ( 空中 ) 操作燈泡時，請保持該區域或房間完全通風。若吸入臭氧，可能會導致
頭痛、噁心、頭暈以及其他症狀。

• 燈泡中含無機水銀。若燈泡破裂，燈泡內的水銀可能會外漏。如果燈泡在操作時破裂，請立即離
開該區域，並至少使空氣流通 30 分鐘，以免吸入水銀，危害人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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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閉投影機電源。

2. 如果投影機安裝在天花板上，請將其取下

3. 拔下電源線。

4. 鬆開燈泡蓋旁的螺絲，取下燈蓋。

5. 卸下燈泡模組的螺絲，提起把手並取出模組。

6. 將新的燈泡模組裝入投影機，鎖緊螺絲。

7. 裝回燈泡蓋並鎖緊螺絲。

8. 開啟投影機電源。如果燈泡在暖機階段未亮起，請重新安裝燈泡。

9. 重設燈泡時數。請參閱〈資訊〉功能表。

備註

• 請依照當地規定棄置使用過的燈泡。

• 請確定螺絲已正確鎖緊。如未完全鎖緊螺絲，可能會導致人員受傷或意外。

• 由於燈泡是由玻璃製成，請勿使投影機摔落或刮傷玻璃。

• 請勿重複使用舊燈泡，以免燈泡爆炸。

• 更換燈泡前，請務必關閉投影機電源，並取下交流電源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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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
顯示系統 單晶片 0.65" DLP 面板
解析度 1080p (1920 x 1080)
變焦 1.5X
焦距編號 2.41 - 2.97
焦距長度 20.72 - 31mm
螢幕大小 30" - 300"
燈泡 350W
輸入端子 D-Sub 15-pin x 2、S- 端子 x 1、複合視訊 x 1、音訊輸入 

(3.5 mm 立體聲迷你端子 ) x 2、HDMI x 2、色差端子 ( 
RCA) x 1、 RCA 音訊輸入端子 ( 左 / 右 ) x 1, 3.5 mm 迷你輸
入端子 x1、 USB A 類型 x1 ( 支援韌體更新、USB 快閃磁碟
以及無線網路卡提供 USB 顯示 )、 USB 迷你 B 類型 x1 ( 支
援 USB 顯示 )

輸出端子 D-Sub 15 pin x 1、 音訊輸出 (3.5 mm 立體聲迷你端子 ) x 1
控制端子 RS-232 x 1、12-Vdc 觸發器輸出 x 1、RJ45 x 1
喇叭 10 瓦 x 2
視頻相容性 NTSC、 NTSC 4.43

PAL、  PAL-N、 PAL M
SECAM、HDTV (480i/p、 576p、720p、1080i/p)、複合視
訊

掃描頻率

水平頻率

垂直頻率

31 - 100 KHz
50 - 85 Hz

環境 操作：

溫度： 0°C 至 40°C
溼度： 10%-80%
存放：

溫度： -20°C 至 60°C
溼度： 5%-85%

電源需求 AC 100-240 V, 50 - 60 Hz, 4.3A
耗電量 450 W
尺寸 ( 寬 x 深 x 高 ) 335 x 267 x 132 mm
重量 3.86 kg (8.5 lb)
附註： 產品設計與規格如有變更，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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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
 335 mm ( 寬 ) x 267 mm ( 深 ) x 132 mm ( 高 )

吊掛架安裝

267

132

335
64.5

84.9

174

227

103

吊掛架安裝螺絲：
M4 x 8 ( 最大長度 = 8 mm)

單位：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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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LED 指示燈訊息
LED 類型 顏色 狀態 意義

電源 LED 藍色 恆亮

環保模式開啟時的待機模式。燈泡 LED 紅色 關閉

溫度 LED 紅色 關閉

電源 LED 藍色 閃爍

環保模式關閉時的待機模式。燈泡 LED 紅色 關閉

溫度 LED 紅色 關閉

電源 LED 藍色 橫亮

開機燈泡 LED 紅色 關閉

溫度 LED 紅色 關閉

電源 LED 藍色 恆亮

正常操作燈泡 LED 紅色 關閉

溫度 LED 紅色 關閉

電源 LED 藍色 閃爍
關機
( 關機後投影機需要 35 秒降溫。)燈泡 LED 紅色 關閉

溫度 LED 紅色 關閉

電源 LED 藍色 恆亮
投影機系統的風扇有問題，導致投影機無法開
機。

燈泡 LED 紅色 恆亮

溫度 LED 紅色 閃爍

電源 LED 藍色 恆亮 燈泡壽命已結束，必須盡速更換。燈泡可持續
運作直到故障為止。更換燈泡。若燈泡熄滅，
安定器可能故障。

燈泡 LED 紅色 恆亮

溫度 LED 紅色 關閉

電源 LED 藍色 恆亮
溫度過高。燈泡將會熄滅。風扇馬達正在進行
燈泡降溫。

燈泡 LED 紅色 閃爍

溫度 LED 紅色 關閉

電源 LED 藍色 關閉
點燈失敗。如果溫度過高，風扇將會進行燈泡
降溫。

燈泡 LED 紅色 恆亮

溫度 LED 紅色 恆亮

電源 LED 藍色 閃爍
關機後投影機需要 90 秒進行降溫。如果您進

行重開機，投影機會再一次關機。
燈泡 LED 紅色 關閉

溫度 LED 紅色 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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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容模式

電腦： 

視訊 :  

相容性 解析度 水平同步 [KHz] 垂直同步 [Hz]

VGA 640 x 480

24.69 50
31.5 60
37.9 72
37.5 75
43.3 85

SVGA 800 x 600

30.99 50
35.2 56
37.9 60
48.1 72
46.9 75
53.7 85

XGA 1024 x 768

39.63 50
48.4 60
56.5 70
60 75

SXGA 1280 x 1024 64 60
80 75

UXGA 1600 x 1200 47.7 60
Mac 13 640 x 480 35 67
Mac 16 832 x 624 49.72 75
Mac 19 1024 x 768 60.24 75
1080i30 1920 x 1080 33.75 60
1080i25 1920 x 1080 28.13 50

480p 720 x 480 31.47 59.94
576p 720 x 576 31.25 50

720p60 1280 x 720 45 60
720p50 1280 x 720 37.5 50

1080p60 1920 x 1080 67.5 60
1080p50 1920 x 1080 56.25 50

訊號 水平頻率 （kHz） 垂直頻率 （Hz）
1080p 1920 x 1080 67.5
1080p 1920 x 1080 56.3
1080i 1920 x 1080 33.8
1080i 1920 x 1080 28.1
720p 1280 x 720 45
720p 1280 x 720 37.5
576p 720 x 576 31.3
576i 720 x 576 15.6
480p 720 x 480 31.5
480i 720 x 480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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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難排解

將投影機送修前，請先參閱以下列出的故障情況與解決方法。如果仍無法解決問題，
請洽當地零售商或維修中心。另亦參閱〈LED 指示燈訊息〉。

開機問題

燈泡未亮起：

• 請確定電源線確實連接投影機，且另一端 連接有電源的插座。

• 再次按下電源鍵。

• 取下電源線並稍後片刻，然後重新插上電源線，再按一次電源鍵。

影像問題

如果顯示搜尋中的來源：

• 按投影機的 SOURCE ，選擇其他有效的輸入源。

• 確定外部來源的電源已開啟並已連線。

• 若為電腦連線，請確定筆記型電腦的外接視訊連接埠已啟用。請參閱電腦的操作手冊。

如果影像失焦：

• 請確定已取下鏡頭蓋。

• 顯示螢幕選單時，調整對焦環。( 影像尺寸應 不會變更；如有變更，表示您調整的是變

焦而不是對焦。)
• 檢查投影機鏡頭是否需要清潔。

如果連接電腦的影像有閃爍或不穩定現象：

• 按下投影機的 MENU 或遙控器的 Menu，進入視訊 / 音訊，調整頻率 或相位。

遙控器問題

如果遙控器無法操作：

• 請確定投影機前端的遙控器接收器沒有受到任何物體阻礙。請在有效範圍內使用遙控

器。

• 將遙控器對準螢幕或投影機前後端。

• 移動遙控器，使其更直接對準投影機前後，不要離機身過遠。
 50



RS-232 命令和組態

 D-Sub 9 pin
1 1 CD
2 RXD
3 TXD
4 DTR
5 GND
6 DSR
7 RTS
8 CTS
9 RI

傳輸速率 19200 bps
資料長度 8 位元

同位檢查 無

停止位元 1 位元

流量控制 無

開機 / 關機

開機 BE,EF,10,05,00,C6,FF,11,11,01,00,01,00
關機 BE,EF,02,06,00,6D,D2,34,00,00,00,00,00

輸入源選擇

電腦 1 BE,EF,02,06,00,BC,D3,35,00,00,00,00,00

電腦 2 BE,EF,02,06,00,8F,D3,36,00,00,00,00,00

色差 BE,EF,02,06,00,5E,D2,37,00,00,00,00,00
複合 BE,EF,02,06,00,A1,D2,38,00,00,00,00,00
S- 端子 BE,EF,02,06,00,70,D3,39,00,00,00,00,00
HDMI 1 BE,EF,02,06,00,43,D3,3A,00,00,00,00,0
HDMI 2 BE,EF,02,06,00,92,D2,3B,00,00,00,00,00
USB A BE,EF,02,06,00,D2,A1,38,00,00,00,00,00
USB B BE,EF,02,06,00,D3,70,39,00,00,00,00,00
LAN BE,EF,02,06,00,DF,43,3A,00,00,00,00,00

快速鍵

選單 BE,EF,02,06,00,C8,D7,01,00,00,00,00,00
上鍵 BE,EF,02,06,00,FB,D7,02,00,00,00,00,0
下鍵 BE,EF,02,06,00,2A,D6,03,00,00,00,00,00
左鍵 BE,EF,02,06,00,9D,D7,04,00,00,00,00,00
右鍵 BE,EF,02,06,00,4C,D6,05,00,00,00,00,00

線材明細
C1 色彩 C2
1 黑色 1
2 褐色 3
3 紅色 2
4 橘色 6
5 黃色 5
6 綠色 4
7 藍色燈 8
8 紫色 7
9 白色 9

SHELL DW SH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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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鍵 BE,EF,02,06,00,E6,D6,0F,00,00,00,00,00
同步 BE,EF,02,06,00,F2,D5,1B,00,00,00,00,00
縱橫比 BE,EF,02,06,00,C7,D2,3E,00,00,00,00,00
靜音 BE,EF,02,06,00,16,D3,3F,00,00,00,00,0
定格 BE,EF,02,06,00,D9,D8,40,00,00,00,00,00
黑屏 BE,EF,02,06,00,08,D9,41,00,00,00,00,00
訊號源 BE,EF,02,06,00,7F,D6,06,00,00,00,00,00

其他功能

DCR 開 BE,EF,02,06,00,EA,D8,43,00,00,00,00,00

DCR 關 BE,EF,02,06,00,5D,D9,44,00,00,00,00,00

ECO 開 BE,EF,02,06,00,8C,D8,45,00,00,00,00,0

ECO 關 BE,EF,02,06,00,BF,D8,46,00,00,00,00,00

增加音量 BE,EF,02,06,00,6E,D9,47,00,00,00,00,00
降低音量 BE,EF,02,06,00,91,D9,48,00,00,00,00,00
增加梯形修正 BE,EF,02,06,00,40,D8,49,00,00,00,00,00
減少梯形修正 BE,EF,02,06,00,73,D8,4A,00,00,00,00,00
恢復出廠設定 BE,EF,02,06,00,A2,D9,4B,00,00,00,00,00
燈泡已用時數歸零 BE,EF,02,06,00,15,D8,4C,00,00,00,00,00
濾網時數歸零 BE,EF,02,06,00,C4,D9,4D,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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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外線控制代碼
系統碼：83F4
格式：NEC

 

HDMI1 HDMI2 Compo

PCVideo

Swap

Default

Auto
Enter

87

82

6D 6E 6F

67 08

8183

85

84 8D

02 01 62

04 09 0B

8E0603

058F63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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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支援

關於技術支援或產品服務，請參照下表或洽詢經銷商。

注意事項：您需要產品序號。

公司名稱 地址
T=電話
F=傳真

電子郵件

優派國際
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 192 號 
9 樓

T= 886 2 2246 3456
F= 886 2 2249 1751
Toll Free= 0800 061 198

service@tw.viewsonic.com

優派香港
有限公司

香港尖沙咀東部科學館道1號 
康宏廣場南座15樓03室

T= 852 3102 2900 service@hk.viewson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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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保固
ViewSonic® 投影機

保固範圍:
ViewSonic 保證此產品在保固期內無材料和工藝方面的缺陷。如果產品在保固期內被
確認到有材料或工藝方面的缺陷，ViewSonic 將修復此產品或以同型產品替換。替換
產品或零件可能包含重新製造或整修的零件或組件。

有限三 (3) 年一般保固
本保固超過有限一 (1) 年保固，如下所述，北美及南美地區：除燈泡外，所有零件均
享有三 (3) 年保固，其中包括自消費者購買日起三 (3) 年人工檢修與一 (1) 年原廠燈泡
保固。
其他區域或國家: 請與當地經銷商或 ViewSonic 聯繫。

有限一 (1) 年高用量保固：
在高用量環境下（每日平均使用投影機超過十四 (14) 小時即屬高用量），北美及南美
地區：除燈泡外，所有零件均享有一 (1) 年保固，其中包括自消費者購買日起一 (1) 年
人工檢修與九十 (90) 天原廠燈泡保固；歐洲：除燈泡外，所有零件均享有一 (1) 年保
固，其中包括自消費者購買日起一 (1) 年人工檢修與九十 (90) 天原廠燈泡保固。
其他區域或國家: 請與當地經銷商或 ViewSonic 聯繫。
燈泡保固期則視條款和條件，以及核可標準而定。本保固僅於出廠時所安裝的燈泡。
其他另外購買的所有燈泡，保固期為九十天。

保固對象：
此保固僅對第一購買者有效。

不在保固範圍內的事項：
1. 任何序號被損毀、塗改或擦除的產品。
2. 由於以下原因造成的產品損壞、損傷或故障：

a.  意外事故、操作失當、疏忽、火災、水災、閃電或其他自然災害、未經授權的產
品修改或未遵循產品提供的說明而造成的損壞。

b. 在超出產品規格的條件下操作。
c. 以非正常用途或不在正常環境下操作產品。
d. 被未經 ViewSonic 授權的任何個人修復或嘗試修復過。
e. 由於運輸造成的損壞。
f. 搬運或安裝產品造成的損壞。
g. 產品外部之原因，例如電源不安定或電源故障。
h. 使用不符合 ViewSonic 技術規格的代用品或零件時所致。
i. 正常磨損。
j. 與產品缺陷無關的其他原因所致。

3.  搬運、安裝和設定的服務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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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獲得服務：
1. 有關如何在保固期內獲得服務的資訊，請與 ViewSonic 客戶支援聯繫 (請參閱「客

戶支援」頁) 。您需要提供您的產品的序號。
2. 若要獲得擔保之服務，您需要提供（a）原始銷售日期購買單據，（b）您的姓名、

（c）您的地址、（d）關於問題的故障說明、（e）此產品的序號。
3. 請將產品放入原來的包裝容器，攜帶產品或以預付運費的方式將產品運送至獲授權

的 ViewSonic 服務中心或 ViewSonic 公司。
4. 如需其他資訊或是最近的 ViewSonic 服務中心名稱，請與 ViewSonic 公司聯繫。

隱含保固的限制:
除了此文中說明的保固，不提供任何其他明文規定或隱含的保固，包括適銷性或特殊
目的的適用性隱含保固。

損失免責條款：
ViewSonic 的責任僅限於承擔修復或替換產品的費用。ViewSonic 將不負責承擔：
1.  由於本產品缺陷導致的任何財產損失、由於本產品使用不便導致的損失、使用本產

品導致的損失、時間損失、利潤損失、商業機會損失、商譽損失、業務關係損失、
其他商業損失，即便已被提醒會造成這樣的損失也不負責。

2. 任何其他損失，不論是意外的、繼發性的或其他損失。
3. 任何他方對客戶提出的索賠。

當地法律效力：
本保固賦予您特定的法律權利，而您也可擁有其他與當地主管機關不同的權利。部分
地方政府不允許默示保固限制及/或不允許排除意外或間接損害，因此以上限制和排除
條款有可能不適用於您。

美國、加拿大以外地區之銷售：
有關在美國和加拿大以外地區銷售之 ViewSonic 產品的擔保資訊與服務，請與 
ViewSonic 公司或您當地的 ViewSonic 經銷聯繫。
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台灣地區除外）產品保修期限按照產品保修卡相關保修條款
執行。
在歐洲或俄國的使用者，可至「支援/保固資訊」下的 www.viewsoniceurope.com 查
看完整的保固詳細資訊。

Projector Warranty Term Template In UG 
VSC_TEMP_2005

56




	介紹
	投影機功能
	包裝內容物
	投影機概觀

	使用本產品
	控制面板
	連接埠
	遙控器
	安裝電池
	遙控器操作

	連線
	連接電腦或顯示器
	連接視訊源裝置

	操作
	開啟/關閉投影機電源
	調整投影機高度
	調整投影機變焦與對焦
	調整投影機影像大小
	鎖定控制鍵
	操作功能表
	透過區域網路環境控制投影機
	透過網頁瀏覽器控制投影機
	透過vsPresenter顯示影像
	使用 USB 儲存裝置顯示圖片

	維護
	清潔鏡頭
	清潔投影機外殼
	清潔濾網蓋
	更換燈泡

	規格
	尺寸
	¶Q±æ¨[¶w¸À

	附錄
	LED 指示燈訊息
	相容模式
	疑難排解
	RS-232 命令和組態
	紅外線控制代碼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All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DFFile fals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Description <<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5b9a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53ef901a8fc7684c976262535370673a548c002000700072006f006f00660065007200208fdb884c9ad88d2891cf62535370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676562535f00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3002>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53ef5728684c9762537088686a5f548c002000700072006f006f00660065007200204e0a73725f979ad854c18cea7684521753706548679c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DAN <FEFF004200720075006700200069006e0064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72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610074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740069006c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73007500640073006b007200690076006e0069006e0067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6b006f007200720065006b007400750072006c00e60073006e0069006e0067002e002000440065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6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62006e0065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70020006e0079006500720065002e>
    /DEU <FEFF00560065007200770065006e00640065006e0020005300690065002000640069006500730065002000450069006e007300740065006c006c0075006e00670065006e0020007a0075006d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65006e00200076006f006e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2c00200076006f006e002000640065006e0065006e002000530069006500200068006f00630068007700650072007400690067006500200044007200750063006b006500200061007500660020004400650073006b0074006f0070002d0044007200750063006b00650072006e00200075006e0064002000500072006f006f0066002d00470065007200e400740065006e002000650072007a0065007500670065006e0020006d00f60063006800740065006e002e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7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6b00f6006e006e0065006e0020006d0069007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5006e006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4006500720020006800f600680065007200200067006500f600660066006e00650074002000770065007200640065006e002e>
    /ESP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63006500200065007300740061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63006900f3006e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6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3006f006e007300650067007500690072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6900f3006e00200064006500200063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200065006e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6f0072006100730020006400650020006500730063007200690074006f00720069006f00200079002000680065007200720061006d00690065006e00740061007300200064006500200063006f00720072006500630063006900f3006e002e002000530065002000700075006500640065006e00200061006200720069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64006f0073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79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
    /FRA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30065007a00200063006500730020006f007000740069006f006e00730020006100660069006e00200064006500200063007200e90065007200200064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f007500720020006400650073002000e900700072006500750076006500730020006500740020006400650073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69006f006e0073002000640065002000680061007500740065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90020007300750072002000640065007300200069006d007000720069006d0061006e0074006500730020006400650020006200750072006500610075002e0020004c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e900e90073002000700065007500760065006e0074002000ea0074007200650020006f007500760065007200740073002000640061006e0073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610069006e007300690020007100750027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74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7300200075006c007400e90072006900650075007200650073002e>
    /ITA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7a006100720065002000710075006500730074006500200069006d0070006f007300740061007a0069006f006e00690020007000650072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65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5007200200075006e00610020007300740061006d00700061002000640069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00020007300750020007300740061006d00700061006e0074006900200065002000700072006f006f0066006500720020006400650073006b0074006f0070002e00200049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74006900200070006f00730073006f006e006f00200065007300730065007200650020006100700065007200740069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900200073007500630063006500730073006900760065002e>
    /JPN <FEFF9ad854c18cea51fa529b752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e4f5c6210306b4f7f75283057307e30593002537052376642306e753b8cea3092670059279650306b4fdd3064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30c730b930af30c830c330d730d730ea30f330bf3067306e53705237307e305f306f30d730eb30fc30d57528306b9069305730663044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5308c305f0020005000440046002030d530a130a430eb306f3001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964d3067958b304f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
    /KOR <FEFF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b370c2a4d06cd0d10020d504b9b0d1300020bc0f0020ad50c815ae30c5d0c11c0020ace0d488c9c8b85c0020c778c1c4d560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c791c131d569b2c8b2e4002e0020c774b807ac8c0020c791c131b41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
    /NLD (Gebruik deze instellingen om Adobe PDF-documenten te maken voor kwaliteitsafdrukken op desktopprinters en proofers. De gemaakte PDF-documenten kunnen worden geopend met Acrobat en Adobe Reader 5.0 en hoger.)
    /NOR <FEFF004200720075006b00200064006900730073006500200069006e006e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e50020006f0070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66006f00720020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20006100760020006800f80079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0007000e500200062006f007200640073006b00720069007600650072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700072006f006f006600650072002e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65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70006e0065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730065006e006500720065002e>
    /PTB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65002000650073007300610073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e700f50065007300200064006500200066006f0072006d0061002000610020006300720069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f500650073002000640065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6500200065006d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6f0072006100730020006400650073006b0074006f00700020006500200064006900730070006f00730069007400690076006f0073002000640065002000700072006f00760061002e0020004f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9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f00640065006d0020007300650072002000610062006500720074006f007300200063006f006d0020006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6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f5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
    /SUO <FEFF004b00e40079007400e40020006e00e40069007400e4002000610073006500740075006b007300690061002c0020006b0075006e0020006c0075006f007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40065006a00610020006c0061006100640075006b006100730074006100200074007900f6007000f60079007400e400740075006c006f0073007400750073007400610020006a00610020007600650064006f007300740075007300740061002000760061007200740065006e002e00200020004c0075006f006400750074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7400200076006f0069006400610061006e00200061007600610074006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69006c006c00610020006a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3a006c006c00610020006a006100200075007500640065006d006d0069006c006c0061002e>
    /SVE <FEFF0041006e007600e4006e00640020006400650020006800e4007200200069006e0073007400e4006c006c006e0069006e006700610072006e00610020006f006d002000640075002000760069006c006c00200073006b00610070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6600f60072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73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6500720020007000e5002000760061006e006c00690067006100200073006b0072006900760061007200650020006f006300680020006600f600720020006b006f007200720065006b007400750072002e002000200053006b006100700061006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6b0061006e002000f600700070006e0061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63006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30068002000730065006e006100720065002e>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Adobe PDF documents for quality printing on desktop printers and proofers.  Created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Adobe Reader 5.0 and later.)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NA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tru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true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NA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LeaveUntagged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