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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的電腦設定
本投影機採用多重掃描繫統，可快速調整對應
幾乎所有的電腦輸出信號。最高可支援WUXGA
解析度。

具有多種有用的投影功能
- 本投影機的數位調焦功能使您可以在投影過程
 中隨時把焦點集中到圖像的關鍵部分。
- 內建10W喇叭讓您無需外接喇叭即可享有影音
 合一的感受。

燈泡亮度調整功能調節
您可以依使用需求調整燈泡的亮度。

開機畫面自定義功能
您可以依需求定義開機畫面。

提供多種語言選單
提供19種語言的操作：英文、法文、西班牙
文、葡萄牙文、德文、意大利文、簡體中文、
日文、韓文、俄語、芬蘭語、荷蘭語、泰文、
越南文、土耳其文、南非語、印尼文、波斯
文、阿拉伯語。。

實用的維護功能
燈泡和濾網維護功能可以確保投影機進行正確
的維護工作。

功能和設計

注意 :
  - 本手冊中的屏幕菜單和圖片可能與產品有細微的不同。  
  - 本手冊的內容如有變動，恕不另行通知。

本多媒體投影機的設計採用眾多先進技術，具有攜帶方便、經久耐用和使用簡單等特點。
本投影機具有內置多媒體功能，一個16.77百萬色，並且採用矩陣液晶顯示(LCD)技術。

安全功能
安全功能可幫助確保投影機安全。通過按鍵鎖
定功能可以鎖定頂部控制面板和遙控器的操
作。密碼鎖定功能可以防止未受權人員操作本
投影機。

Lan 網路功能
本投影機配備了有線 LAN 網絡功能。您可以通
過網絡操作和管理本投影機。有關詳細信息，請
參見第62-65頁。

自動搜尋功能
使用此功能使您只需按頂部控制面板上的AUTO
鍵，便可以執行“輸入源搜索”和“自動電腦調
整”功能。

配色版功能
當在有色牆壁上進行普通投影時，您可以在預設
的四種顏色中選擇與牆體顏色最相近的一種，從
而獲取與在白屏上投影相似的效果。

電源管理
電源管理功能可以減少耗電量並延長燈泡的使
用壽命。

Closed Caption
Closed Caption 是以字幕形式在屏幕上顯示節
目聲音或其它信息。您可以打開此功能並轉換
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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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指示
本資料和投影機採用一些圖示來說明如何安全使用本投影機。
指示及其含義說明如下。閱讀本說明書前，請務必正確理解這些指示說明。

在安裝和操作本投影機前，請完整閱讀本手冊。
本投影機提供眾多方便特性和功能。正確使用本機可使用戶充分利用這些特性，並使本機長期保
持在良好的狀態中。不正確操作不僅會縮短投影機的使用壽命，而且會導致故障、火災或其他事故。

如果您的投影機不能正常工作，請再次閱讀本手冊，並檢查操作方法和連接線，然後嘗試本手冊
“故障檢測”的解決方法。如果問題仍然存在，請與經銷商或維修中心聯繫。

投影機的燈泡為耗材，使用一段時間後，亮度會逐漸降低，亮度比新燈泡低屬正常現象。請嚴格
按照本手冊有關“開啟投影機”和“關閉投影機”的步驟進行開/ 關機，並按本用戶手冊有關“維
護和清潔”的要求定期進行維護與清潔，否則，燈泡的高溫餘熱無法散去，將大大縮短主機和燈
泡的使用壽命，甚至在短時間內損壞主機和燈泡。

 警告   若忽視本符號表示的訊息，可能會因錯誤而導致人員受傷甚至死亡。

 注意   若忽視本符號表示的訊息，可能會因錯誤操作而導致人員受傷或身體受傷。

  此符號表示此部件內有危險高壓，具有電擊風險。

 

注意： 為了避免電擊危險，請勿拆下機殼（或

後蓋）。除了更換燈泡外，用戶不可自行對

其他內部部件進行維修。如需維修，請求助

於合格的維修人員。 

注意

電擊危險
請勿打開

此符號表示此部件內有危險高壓，具
有電擊風險。

此符號表示用戶手冊中關於此部件的
重要操作和維護指示。

安全使用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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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通風口注意事項：

● 機殼的頂部、側面和背面務必留出適當的空間，以供通風  和冷卻投影機。下圖顯示的尺寸指

示了要保留的最小距離。如果將投影機放置在櫃子或類似的密閉環境中，則必須滿足最小距

離要求。

● 切勿覆蓋投影機的通風口。散熱不良將縮短投影機的使用壽命，並且會導致危險。

● 背面和底部的槽和開口用於通風，請避免設備過熱，以確保投影機穩定工作。

● 不要用布或其他物體蓋住通風口，並且切勿將投影機放置在床、沙發、地毯或類似物體的表面，

以免底部通風口被堵。

● 請勿將投影機設置在像書櫃的內置環境中，除非具備良好的通風條件。

●   請勿使任何物體透過機殼通風口落入投影機內，以免引起由於觸及危險電壓點或短路而造成

   的火災  或電擊。不要使液體濺到投影機上。

安全使用須知

注意事項

        警告

安全注意事項：

投影機必須接地。

本投影機的投影鏡頭會發出強光。不要盯著鏡頭看，以免損傷眼睛。特別要注意兒童不能直
視光束。

如果長期不使用投影機，請拔下交流電源插頭。

切勿使插座或電源線過載，以免引起火災或觸電。請勿在電源線上放置物體。不要將投影機
放置在電源線會被人踩到而造成破損的地方。

 在清潔本投影機前，請拔下電源插頭。請勿使用液體或噴霧劑等清潔劑，或者使用濕布進行
清潔。

請遵守投影機上標識的所有警告和說明，為了在雷電天氣中、無人管理或長期不使用時保護
投影機，請拔下電源插頭，以防由於雷電和電壓波動損壞投影機。

請勿使用未經製造商推薦的附件，以免引起危險。

0.7’(20cm)

1.5’(50cm)3’(1m) 3’(1m)

側面和頂部 後面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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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使用須知

        注意

投影機放置注意位置：

●  投影機須放置在合適的地方。否則，可能會引起火災。

●  為了避免火災或電擊危險，請勿將本機暴露於雨中或潮濕的地方。本投影機也不能放置在有

   水或水花潑濺的地方，花瓶等有水的物體也不能放置在投影機上面。

●  請勿將投影機放置於油煙、潮濕或煙霧環境中（例如廚房），以免導致故障或事故。如果投

   影機接觸到油或化學品，將會導致損壞。

●  請勿將投影機放置在排氣管或空調設備的附近。

●  請勿將本投影機置於散熱器或暖氣管附近。

●  請勿將本投影機放置於不平穩的貨車、支架或桌子上，以防其掉落，對兒童或成人造成傷害

   和嚴重損壞本投影機。請僅使用製造商推薦或與本機一同銷售的貨車或支架。進行壁掛或架

   裝時，請按照隨附說明書中的指示進行操作，並且應使用製造商認可的安裝組件。

●  投影機與貨車一起移動時要小心。急停、用力過度和不平坦的表面均有可能導致投影機與貨

   車一同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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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投影機使用注意事項：
● 由於液晶面板的特性，請勿長時間投影同一影像，否則面板上可能會有殘留的影像。

● 本投影機只能使用標識上標註的電源類型。如果用戶不能確定電源的類型，請諮詢經銷商或

   當地的電力公司。

● 切勿自行打開或拆下機殼進行維修，以免引起電擊或其他傷害。如需維修，請諮詢合格的維

修人員。

- 如果出現以下情況，請拔下電源插頭並請合格的維修人員進行維修：

a. 電源線或插頭損壞或出現破損。

b. 液體灑入投影機中。

c. 投影機暴露在雨或水中。

d. 如果遵循操作指示，投影機仍不能正常工作時，只能按操作指示進行調整。其他不正確

   的操作將會導致投影機受損，以致專業技術人員要付出更多工作才能將其恢復到正常狀

   態。

e. 投影機跌落或機殼損壞。

f. 如果投影機在工作中出現明顯的不良變化則表示有必要進行維修。

●  如果需要更換部件，要確保維修人員使用的是製造商認可，且與原有部件具有相同特性的更

   換件。使用未經認可的更換件有可能會引起火災、電擊或人身傷害。

● 在完成了所有維護或修理工作之後，請要求維修人員執行例行的安全檢查，以確保投影機處

   於安全的操作狀態。

安全使用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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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使用須知

空氣流通

機殼上的孔是為了通風，從而避免過熱。為了確保投影機正常工作和防止過熱，不要堵塞或覆蓋這
些孔。

通風孔

      注意

排氣孔排出熱氣。使用或安裝投影機時，請注

意以下幾點：

- 請勿在投影機附近放置易燃物或噴霧器。

- 確保排氣孔距其他物體至少 1 米。

- 請勿觸摸排氣孔的周圍，尤其是螺絲等金屬

部分。一旦投影機開始工作，這些部分會很

熱。

- 不要在機殼上放置任何東西。放在機殼上的

東西不僅會受損，而且可能會由於受熱而引

起火災。

冷卻風扇用於冷卻投影機。本投影機根據內部

溫度調整風扇轉速

排氣孔
(排出熱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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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使用須知

        注意

吊掛支架安裝注意事項：

● 吊掛支架的安裝工作應該僅由合格的技

術人員完成。

● 即使在保修期內，如果使用從未授權的經

銷商處購買的吊掛支架，在使用時造成的

危害和損壞，製造商概不負責。

● 當不使用吊架時，請立即取下。

● 確保使用扭力螺絲起子，切勿使用電動螺絲

起子或衝擊式螺絲起子。

M4x10
10mm

M4x10
10mm

正確放置投影機

應在指示的位置正確使用本投影機。不正確放置投影機可能會縮短燈泡壽命，還可能導致嚴重事故
或火災。本投影機可以再與水平面垂直的方向朝上、朝下或傾斜地投影影像。當向下傾斜地安裝投
影機時，要讓投影機的底部朝上。

注意    

●  要翻轉畫面，請將“吊掛功能”設置為“開”。

    安裝時，請避免以下情況發生。

     ● 不要左右傾斜投影機超過 20 度。             ● 請不要將投影機按照上述方式放置。

 
     ● 本投影機支援 360 度垂直投影。

100

100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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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使用須知

        注意

投影機鏡頭是電動的。

使用本投影機時請注意以下幾點：

●  當鏡頭在轉動時不要觸摸它，否則可能會

   導致手指受傷。

●  切勿讓兒童觸摸鏡頭。

        注意

搬運或運輸投影機時的注意事項：

●  不要跌落或碰撞投影機，否則會使其受損或故障。

●  請使用合適的搬運箱進行搬運。

●  不要讓快遞人員或其他運輸公司使用不合適的運輸箱。否則，可能會導致投影機受損。有

 關透過快遞人員或運輸公司運送投影機的訊息，請諮詢經銷商。

●  在投影機充分冷卻之前，不要將其放進箱子。

移動投影機：

搬運時，收起調整腳，以防鏡頭和機殼受損。若長期不使用投影機，請將其收進合適的箱子裡。

處理投影機時的注意事項：

提起或移動投影時，不要握住投影鏡頭或是投影裝飾環，以防止損壞鏡頭和投影機。

處理投影機時必須小心，不要摔落投影機，避免投影機受到強力或在機殼上放置其他物品。

不要握住鏡頭及其周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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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

隨機配備的交流電源線符合您購買投影機所在國家的相關要求。

美國 / 加拿大地區交流電源線
用於美國和加拿大的交流電源線已被列在 UL(Underwriters Laboratories) 並被 CSA 
(Canadian Standard Association) 認證。
交流電源線接地型交流電源線插頭是一種安全特性，可以確保插頭插入電源插座。不要試圖
迫害這個安全功能。如果您無法將插頭插入插座，請聯繫您的電工。

交流電源需求

英聯邦地區交流電源線
此線已經配備了一個裝有保險絲的插頭，保險絲的值標註在插頭的引腳上。如果需要更換保
險絲，必須使用相同的額定值、ASTA 認可的 BS1362 保險絲，且有 ASA 標識。如果保險絲外
殼是可拆卸的，請不要在拆卸外殼的情況下使用插頭。如果需要更換的保險絲外殼，確保它
是相同的顏色與插頭
引腳上的顏色一樣（如紅色或橙色）。保險絲外殼相關信息可以從維修手冊的部品表中獲取。
如果提供的插頭不適合您的插座，請將其切斷。
請準備適當的軟線用於修整插頭。

警告：如果將裸露軟線的插頭插在帶電的插座上是很危險的。
電源線導線按照以下標識顏色：
綠色 - 黃色 ..... 接地
藍色 ............... 中性
灰色 ............... 帶電
裝置主引線的顏色可能與您插頭端子上標識的顏色不匹配，請按以下方法處理：
綠色 - 黃色導線必須連接到標有字母 E 或有安全標識或綠色 / 綠色 - 黃色的端子上。

藍色導線必須連接到標有字母 N 或黑色的端子上。
棕色的電線必須連接到標有字母 L 或顏色為紅色的端子上。
警告：本設備必須接地。

電源插座必須安裝在設備附近，方便插拔。

FCC 注意事項

注：本設備已經過測試，發現符合 A 類數字設備的限制，根據 FCC 規則的 15 部分。這些限
制旨在提供一個住宅安裝合理的保護，防止有害的干擾。本設備會產生，使用和輻射無線電
頻率能量，如果不按照使用說明安裝，可能會干擾無線電通訊。但是，不保證在特定安裝時
不產生干擾。您可以通過打開和關閉設備確定該設備是否會干擾無線電或電視接收，用戶可
以嘗試採用以下一種或多種措施糾正干擾：
– 調整接收天線的方向或位置。
– 增加設備與接收器之間的距離。
– 設備和接收天線連接到不同電路插座上。
– 諮詢經銷商或有經驗的無線電 / 電視技術人員。
使用屏蔽電纜應符合 FCC 規則第 15 章 B 部分 A 類限制。
請不要對設備做任何改動或修改，除非有特定的指示，否則，您可能會被要求停止操作該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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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機配件

使用手冊 (CD) 電源線 遙控器

電腦纜線 快速使用指南 鏡頭保護蓋

美規 x1
歐規 x1



簡 介

本章介紹各個部件的名稱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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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分名稱和功能

前面 /上面

1  投影鏡頭

2  濾網通風孔

3  POWER 指示燈

 - 當投影機處於待機狀態時，該指示燈呈紅色長亮。
 - 在工作  期間呈綠色長亮。
 - 在電源控制模式 ( 待機 ) 時，該指示燈呈綠色閃爍。

4  STATUS 指示燈

 當投影機的內部溫度超出操作範圍時，該指示燈呈紅色閃爍。

5  FILTER 指示燈

 當防塵網需要更換時，該指示燈呈紅色亮。

6  鏡頭釋放按鈕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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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分名稱和功能

背面

1  ON/SRAND-BY 

開啟或關閉投影機

2  指示
 - 在螢幕選單中選擇項目或調整數據。
 -在數位調焦+ 模式中選取影像的顯示區域。

3  ZOOM/FOCUS

 - 進入光學變焦調整模式。
 - 進入聚焦調整模式。

4  BLANK

 暫時關閉螢幕上的影像。

5  MENU

 打開或關閉螢幕選單

1

3

4

5

6

10

9

7

8

2

6  LEN SHIFT

進入鏡頭移動模式。

7 ENTER/GEOMETRY

進入螢幕選單或確認選單中的選項。

8 INPUT

選擇輸入源。

9 排氣孔

10 調整腳

       注意

排氣孔排出熱氣，請勿在附近放置熱敏物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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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接口名稱和功能

端子
1

9

18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2 3 4 5 6 7 8

1  LAN
使用有線網路控制和操作投影機時，將網路
線連接至此。

2  VIDEO IN

 將 Video 輸出訊號連接此。

3  S-VIDEO IN

 將 Video 設備的 S-video 輸出訊號連接到此 
  。

4  COMPUTER IN 1

 將來自電腦的輸出訊號連接至此。

5  COMPUTER IN2/MONITOR OUT 

 作為顯示器輸出時，將來自 4 的訊號輸出到

其他顯示器。

6  R(PR)/G(Y)/B(PB)/H(HV)/V

- 將 RGBHV 格式（5 線製）的訊號分別接到
R/G/B/HS/VS 。

- 將色差訊號分別接入 Y、Pr、Pb 。

7 HDMI 

將 HDMI 數位輸出訊號連接至此。

8 DVI-D IN(HDCP) 

將 DVI 數位輸出訊號連接至此。

9 AUDIO 

將 2 的 AUDIO 訊號連接至此。

10 MONO(L/R)

將 3 的 AUDIO 訊號連接至此。

11 AUDIO IN1/AUDIO IN2 

將 AUDIO 輸出訊號連接此。

12 AUDIO OUT 

將 AUDIO 輸入訊號連接此。

13 SERIA 

當使用 RS232 設備控制或操作投影機時，將
串行線連接至此。

14 REMOTE IN 

使用有線遙控器時，將有線遙控器線連接
至此輸入口。插入有線遙控器後，無線遙控
不可用。

15 REMOTE OUT 

 使用此輸出口時，輸出透過有線遙控器 
連接線，連接至另一台投影機的有線遙控輸
入口。

16 AUDIO/DVI-D 

將 DVI AUDIO 訊號輸入連接至此。

17 防盜柱

18 電源線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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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射發射窗口：
投影過程中按下 LASER 鍵時， 遙控器可當做
雷射筆使用。

請勿眼睛直視雷射發射窗口或將雷射發射窗口對
准人體，以免造成人身傷害。

① POWER
打開或關閉投影機。

② LASER
投影時按下此鍵，遙控器可當做雷射筆使用 1。

③ HDMI 
選擇“HDMI”輸入源。

④ DVI 
選擇“DVI”輸入源。

⑤ PATTERN 
   選擇內置測試圖。

⑥ VGA
選擇“VGA1”輸入源。

⑦ VIEDO 
選擇“VIDEO ”輸入源。

⑧ RGBHV 
選擇“RGBHV”輸入源。

⑨ S-VIDEO 
選擇“S-VIDEO ”輸入源。

⑩ COMPONENT 
選擇“色差分量”輸入源。

⑪ INPUT
   開啟或關閉輸入選單。

⑫ AUTO 
進入自動調整模式。

⑬ 指示鍵
- 在螢幕選單中選擇項目或調整數據。
-在數位調焦+ 模式中選取影像的顯示區域。

⑭ OK 
  進入螢幕選單或選擇選單中相應選項。

⑮ MENU 
打開或關閉螢幕選單。

⑯ VOLUME + 
   增大音量。

⑰ VOLUME - 
   減小音量。

⑱ FOCUS 
進入聚焦調整模式。

   
⑲ BLANK 

暫時關閉螢幕上的影像。

⑳ IMAGE 
選擇影像模式。 

㉑ TIMER 
   使用計時器功能。

各部分名稱和功能

遙控器

⑨
⑩⑪

①

⑤

⑦
⑥

⑧

② *

③
④

⑬

⑭
⑮

⑫

⑱

⑲

㉑

㉗
㉓

㉕

⑯

⑰

⑳

㉒

㉖

㉙

㉚

㉘
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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㉒ LENS SHIFT 鍵
進入鏡頭移動模式。

㉓ FREEZE 鍵
使投影影像靜止。

㉔ KEYSTONE 鍵
   校正梯形失真。

㉕ INFO. 鍵
顯示投影機目前的影像資料

 

㉖ ZOOM 鍵
進入影像大小調整模式。

㉗ SCREEN 鍵
  選擇螢幕尺寸。

㉘ D.ZOOM+ 鍵
  數位調焦放大影像。

㉙ D.ZOOM- 鍵
數位調焦縮小影像

㉚  有線遙控輸出口
當使用有線遙控器操作投影機時，將有線遙控
器連接至此接口。

30°

30°

5m

各部分名稱和功能

遙控器操作範圍
操作時，將遙控器對準投影機的紅外線接收器。

遙控器的最大可操作範圍為投影機前或後大約 5
公尺和 60°。

⑨
⑩⑪

①

⑤

⑦
⑥

⑧

② *

③
④

⑬

⑭
⑮

⑫

⑱

⑲

㉑

㉗
㉓

㉕

⑯

⑰

⑳

㉒

㉖

㉙

㉚

㉘
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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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打開電池盒蓋。

2  裝入新電池。

3  蓋上盒蓋。

兩顆 AA 電池

注意正確的極性（+和 -），

確保電池電極與盒內接頭接觸。

為確保安全操作，請遵守以下事項：

● 使用 2顆 AA 或 LR6 型鹼性電池。

● 同時更換兩顆電池。

● 不要同時使用一顆新電池和一顆舊電池。

●  避免接觸水或其他液體。

● 不要將遙控器置於潮濕或高溫的環境中。

● 不要摔落遙控器。

● 如果電池液體漏在遙控器中，請仔細清潔電池盒，然後裝入新電池。

● 如果使用非本手冊指定類型的電池，會有爆炸的危險。

● 請按照電池上的說明或當地處理規定或指導處理用過的電池。

各部分名稱和功能

安裝遙控器電池



安裝

本章介紹投影機的安裝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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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下鏡頭

1 使用鏡頭移動功能將鏡頭移到中間位置。

2 關閉投影機，並拔下交流電源線。

3 拆下鏡頭裝飾環。

4  按住機殼頂部的鏡頭釋放鈕，同時逆時針 
轉動鏡頭，當鏡頭不能再轉動時，慢慢將
它從投影機中拉出。

安裝鏡頭

1 拆下鏡頭裝飾環。

2 使鏡頭上的紅點與投影機上的紅點對準，

將鏡頭安裝到投影機。

3 慢慢順時針轉動鏡頭，直到聽到“喀噠”
一聲。請確保鏡頭完全裝入到投影機中

安裝

鏡頭安裝
更換鏡頭或使用選配鏡頭時，請按照以下說明安裝鏡頭。有關選配鏡頭規格的詳細訊息，請諮詢
經銷商。

鏡頭釋放按鈕

注意

拆卸鏡頭時要小心，不要摔落鏡頭。

注意

安裝鏡頭時，不要按住鏡頭釋放鈕。

● 不要觸摸或拆下除鏡頭和相關部件之外的任何部件，否則可能會導致故障、觸電、火災或其它  事故。

● 在安裝或更換鏡頭之前，確保投影鏡頭的型號與投影機的型號對應。

● 有關鏡頭及其安裝的詳細訊息，請與當地經銷商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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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

鏡頭移動調整
透過電動式鏡頭移動功能，可以左右上下移動投影鏡頭。此功能使用戶可以輕鬆地調整投影影像的
位置。

* 此表是以標準鏡測量。

*當鏡頭移動為最大值時，投影畫面的四角可能會更暗。

投影位置最多可向上移動相當於
影像上下幅度 70%(WXGA)/
60%(XGA) 的距離

 鏡頭移到最上方

投影位置最多可向下移動相當於
影像上下幅度 70%(WXGA)/
60%(XGA) 的距離

鏡頭移到最下方

投影位置最多可左移到投影影像

30% 寬度的位置
鏡頭移到最左側

投影位置最多可右移到投影影像

30% 寬度的位置
鏡頭移到最右側

鏡頭移動調整範圍  

50%

10%

鏡頭移動到
中間位置

70%(WXGA)
60%(XGA)

移動範圍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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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投影機

● 室內亮度會明顯影響投影影像的效果，為了獲得最佳影像，建議限制室內光線。

● 下圖中顯示的是近似值，可能與實際尺寸不同。

安裝

30 吋

100 吋

150 吋

200 吋

300 吋

EK-501W(16:10) 單位 :cm

鏡頭型號 AH-E22010 AH-E22020 AH-E21010 AH-E23010 AH-E23020

投影尺寸 寬度 高度 距離
距離

(最小 )

距離
(最大 )

距離
(最小 )

距離
(最大 )

距離
(最小 )

距離
(最大 )

距離
(最小 )

距離
(最大 )

30 吋 64 40 51 70 99 91 168 156 278 262 464

100 吋 215 135 170 250 330 314 571 530 950 920 1580

150 吋 323 202 250 380 490 474 859 840 1430 1390 2370

200 吋 431 269 340 510 660 633 1147 1120 1910 1860 3170

300 吋 646 404 500 770 990 953 1723 1680 2870 2800 4770

EK-502X(4:3) 單位 :cm

鏡頭型號 AH-E22010 AH-E22020 AH-E21010 AH-E23010 AH-E23020

投影尺寸 寬度 高度 距離
距離

(最小 )

距離
(最大 )

距離
(最小 )

距離
(最大)

距離
(最小)

距離
(最大 )

距離
(最小 )

距離
(最大 )

30 吋 61 46 48 69 84 86 155 156 260 244 436

100 吋 203 152 160 240 310 299 537 530 900 870 1500

150 吋 305 229 240 360 470 450 811 800 1360 1320 2260

200 吋 406 305 320 480 630 602 1084 1060 1820 1770 3020

300 吋 610 457 480 730 950 906 1630 1600 2730 2660 4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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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

將交流電源線（已配備）
連接至投影機。

連接交流電源線

本投影機使用的標準電壓為 100-240V 交流電
源，它可自動適應不同的輸入電壓。本機使用
帶中性接地導線的双相電源系統。

為了避免觸電危險，不要使用任何其它類型的
電源系統。如不能確定正在使用的電源類型，
請咨詢已獲授權的經銷商或維修站。在打開投
影機前，先連接好所有的外接設備。

交流電源插座應靠近投影機且容易插拔。

注意 :

注意 : 
為了安全起見，在不使用投影機時，請拔
下交流電源線。使用交流電源線將投影機
連接至插座時，投影機處於待機模式並消
耗少許電量。

注意 :
  ●  使用不正確的電源線，可能影響產品性能，甚至可能導致電擊、火災等事故。為了保證產品
    性能及使用的安全性，請使用和原線材相同型號的電源線。
  ●  常用連接線包括交流電源線、VGA 線、音源線、VIDEO 線、RS232 控制線等。

電源線注意事項
交流電源線必須滿足使用本投影機所在國家 / 地區的要求。
請確保交流電源插頭類型與下圖一致，並且必須使用正確的交流電源線。
如果配備的交流電源線與您使用的交流電源插座不對應，請聯繫經銷商。

投影機端 連接交流電源插座端

連接到交流電源插座連接到投影機的電源線接口

接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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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連接的線：

● VGA 線                                    ● DVI 線 *
● BNC 線 *                                                              ● HDMI 線 *
 (*：本投影機不配備此線。)

用於連接的線：

● S 端子線 *                                                   ● VIDEO 線 *

● BNC 線 *   
(*：本投影機不配備此線。)

連接至電腦（數位和 RGB）

連接至 VIDEO 設備（VIDEO）

連接線時，請將投影機和外部設備的電源線從電源插座中拔出。

連結設備

投影機接口 連接線 設備

DVI-D(HDCP) DVI 線

HDMI HDMI 線

R(PR) / G(Y) /
B(PB) / H(HV) / V BNC 線

COMPUTER IN
COMPUTER OUT VGA 線

SERIAL

投影機接口 連接線 設備

S-VIDEO IN S 端子線

VIDEO ON VIDEO 線

R(PR) / G(Y) /
B(PB) / H(HV) / V BNC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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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連接的線：

● 音源線 *  
(*：本投影機不配備此線。)

連接至音源設備

連接線時，請將投影機和外部設備的電源線從電源插座中拔出。

連結設備

投影機端口 連接線 設備

S-VIDEO IN 音源線

VIDEO ON 音源線

R(PR) / G(Y) /
B(PB) / H(HV) / V

音源線

AUDIO
DVI-D

REMOVE IN/OUT 音源線



操 作

本章介紹投影機的基本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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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操作

開啟投影機

電源鍵

電源鍵

1. 開啟投影機前，請首先完成外部設備的連接（與電腦或攝影機等等）。

2. 將投影機的交流電源線連接至交流電源插座。電源指示燈呈紅色亮起。 

3. 按背面控制面板或遙控器上的電源鍵。POWER 指示燈呈綠色亮起，並且冷卻風扇開始工作。

4. 如果投影機被密碼鎖住，則密碼輸入提示框將會出現。請按以下指示輸入密碼。

輸入密碼

按指示  鍵選擇一個數字，然後按指示 鍵，輸入數字並移動光標，數字變成“*”。如果您輸入了錯

誤的數字，請按指示鍵，移動光標到需要修改的數字，然後按指示鍵，選擇正確的數字。

重覆此操作，輸入一個三位數號碼。

輸入一個三位數號碼後，將光標移動至“確定”，

按 OK 鍵，您就可以開始操作投影機。

如果您輸入的是錯誤密碼，密碼和數字（***）將

會變成紅色。請重新輸入正確的密碼。

注意 :
 ● 如果“開機畫面選擇”功能設為“關”，

則螢幕上不顯示開機畫面。

 ● 在開機畫面顯示期間，除關機外的其他所

    有操作均無效。

什麼是 PIN 碼？
密碼 (PIN) 是用於識別個人身份的安全號碼，允許知道密碼的人員操作投影機。設置
密碼可以防止未授權人員操作投影機。

密碼由一個三位數的數字構成。有關如何使用密碼鎖定投影機的操作，請參照第 48 頁
“設置”選單中的“密碼鎖定”功能。

密碼操作注意事項

如果忘記密碼，將無法打開投影機。請小心設置一個新的密碼，並將手冊保存好。如
果遺失或忘記密碼，請咨詢經銷商或維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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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閉投影機

電源鍵

電源鍵
1. 按背面控制面板或遙控器上的電源鍵，螢
   幕上出現“關機？”訊息。

2.“ 關機”字樣出現後，4秒鐘內再次按下   
電源鍵。電源指示燈持續呈紅色閃爍，   
冷卻風扇繼續工作（您可以選擇風扇的噪  
音狀態和轉速）。風扇停止轉動後才斷開
電源線。否則會影響投影機使用壽命或者
導致開不了機或開機出現異常等況狀況。

3. 當投影機已經充分冷卻到可以再次啟動，
   電源指示燈停止閃爍。

為了維護燈泡的使用壽命，一旦打開
投影機，則至少 5 分鐘後才可關閉。

不要連續使用本機。連續使用將會
縮短燈泡的使用壽命。在 24 小時內
一定要關機一次，讓投影機休息約一
個小時。

关机 ?

“關機？”會在 4秒鐘後消失。

注意：
● 當 "自動開機 "功能設為“開”時，連接交流電源線至電源插座後，投影機將會自動開啟。

● 冷卻風扇的轉速將隨本機的內部溫度而改變。

● 在投影機充分冷卻之前，不要將其放進箱子。

● 如果電源警示燈閃爍或呈紅色亮起，請參考 "指示燈狀態 "。

● POWER 指示燈閃爍表示正在冷卻燈泡，此時不能打開投影機。直到 POWER 指示燈變為紅色
   時才能重新打開投影機。

● 關閉投影機後，斷開電源線連接，風扇將立即停止工作。

● POWER 指示燈亮紅色表示可以重新開啟投影機。依風扇完全冷卻後的標準關機程序的重新
   開啟時間，會比電源關閉後立即斷開電源線的重新開啟的時間要短。

基本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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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焦 / 聚焦功能

1. 使用背面控制面板或遙控器上的 ZOOM/FOCUS 

   鍵進行變焦、聚焦調整。

2. 按指示鍵可改變畫面變焦；按指示
   鍵可調整畫面聚焦功能。也可按 ENTER 鍵選擇

   STEP 調整速度。

鏡頭移動調整

1. 使用背面控制面板上的 LENS SHIFT 鍵或遙控

   器上的 LENS SHIFT 鍵進行鏡頭移動調整。調

   整速度預設值為 FAST，也可按 ENTER 鍵選擇

   STEP 調整速度。

2. 螢幕上顯示 LENS SHIFT。按指示 鍵

   可將螢幕調整到所需位置，而不會造成影像失

   真。螢幕上下偏離鏡頭移動的中心軸最多

   WXGA 為 70%；XGA 為 60%。向左向右皆為 30%。

3. 按住背面控制面板上的LENS SHIFT 鍵或遙控器

   上的 SHIFT 鍵 5 秒以上可將鏡頭移回到中間位

   置。

自動設置功能
此功能，只需按遙控器上的 AUTO 鍵，即可自動執

行設置選單中“自動設置”的各項設置（包括“輸

入源搜尋”，“自動電腦調整”和“自動梯形校正”）。

INPUT 鍵

ZOOM/FOCUS 鍵

變焦 / 聚焦

鏡頭移動

LENS SHIFT 鍵

自動設置鍵

LENS SHIFT 鍵

FOCUS 鍵
ZOOM 鍵

设置设置

输入源搜索                                                          开

自动电脑调整                                                      开

自动梯形校正                                                      开

自动设置

设置设置

输入源搜索                                                          开

自动电脑调整                                                      开

自动梯形校正                                                      开

自动设置

ZOOM
 FOCUS

FAST
SELECT : ENTE

LENS
SHIFT
FAST

SELECT : ENTE

注意：
當鏡頭未調整時，箭頭顯示黑色。
當鏡頭移動調整時，箭頭變成紅色。

基本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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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操作

調整腳

梯形校正

可調整支腳

使用調整腳，可以將投影機抬高至 5.0 度。

旋轉調整腳並將投影機傾斜到適當的高度；要
升高投影機，請依順時針方向旋轉兩個支腳。

要降低投影機或收起調整腳，請依逆時針方向
旋轉調整腳。

用戶可以透過自動設定功能修正投影影像的梯
形失真，也可以透過遙控器或螢幕選單，手動
調節影像。

本投影機可對影像梯形失真進行 H/V 梯形校正
和四角梯形校正。

如果投影影像出現梯形失真，則按如下步驟可
以手動修正影像。

按遙控器的 KEYSTONE 鍵。梯形校正提示框顯示，
按指示鍵校正梯形失真。用戶可以儲存
梯形校正的調整值。

梯形校正鍵

H/V 梯形校正

四角梯形校正

按指示鍵縮
小上面的寬度

按指示鍵縮
小底部的寬度

按指示鍵縮
小左邊的高度

按指示鍵縮
小右邊的高度

按鍵校正
左上角梯形失真

按鍵校正
右上角梯形失真

按鍵校正
右下角梯形失真

按 鍵校正
左下角梯形失真





梯形校正


● 沒有校正時，箭頭呈白色。
● 正在進行校正的方向的箭頭變為紅色。
● 當達到最大校正值時，箭頭消失。
● 當梯形校正提示框顯示時，如果再按遙控器的梯形校正鍵，則梯形校正調整將被取消。
● 可調整範圍受輸入訊號源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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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操作

選單欄介紹

主選單

子選單

设置PC调节

自动电脑调整

相位                                                                         16

总点数                                                                       0

水平位置                                                                   0

垂直位置                                                                   0

箝位功能                                                                   1

水平画面                                                                   0

垂直画面                                                                   1

初始状态

待选模式

储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① PC 調整選單
   選擇自動電腦調整、相位、總點數、水平位置、垂直位置、箝位功能、水平畫面和垂直畫面來調
   整各項參數，使其與 VGA 輸入訊號格式對應。

② 屏幕選單
輸入源為電腦時，影像尺寸設置選項為：標準、真實、滿屏、寬屏、用戶自定義或數位變焦 
+/-。輸入源為 VIDEO 時，XGA 機型的影像尺寸設置選項為：標準、寬屏或用戶自定義；WXGA 機
型的影像尺寸設置選項為：標準、滿屏、寬屏、用戶自定義。

③ 畫質選擇選單
   可以選擇的影像模式為：動態、標準、影院、黑板（綠）、配色板或個人設定。

④ 畫面調整選單
   輸入源為電腦時，電腦畫面的調節選項為：對比度、亮度、色溫、白平衡（紅 /綠 /藍）、銳度、
   伽瑪。
   輸入源為 VIDEO 時，畫面調節選項為：對比度、亮度、色飽和度、色調、白平衡（紅 /綠 /藍）、
   銳度、伽瑪、降雜訊或逐行顯示。

⑤ 輸入源選單
   用於從 HDMI 、DVI、VGA、色差分量、S端子、視頻、RGBHV 中選擇一個輸入源。

⑥ 聲音選單 
   用於調整音量或靜音。

⑦ 設置選單
   用於設置投影機的操作配置。

⑧ 網絡選單
   網絡功能設定選單。

⑨ 信息選單
   顯示投影機的狀態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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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操作

主選單

子選單

指示鍵

確定鍵

選單鍵

選單鍵

確定鍵

指示鍵

设置PC调节

自动电脑调整

相位                                                                         16

总点数                                                                       0

水平位置                                                                   0

垂直位置                                                                   0

箝位功能                                                                   1

水平画面                                                                   0

垂直画面                                                                   1

初始状态

待选模式

储存

如何操作螢幕選單

選單操作
1.按背面控制面板或者遙控器上的MENU 鍵顯示

螢幕選單。

2.按指示鍵操作或選擇一個主選單項。
  按指示鍵或OK鍵進入子選單。

3.按指示鍵選擇所需的子選單項，然後按
  OK鍵或指示鍵設置或進入選項。

4.按指示鍵調整設定或在各選項之間
  切換，然後按OK鍵操作該項並回到子選單。

5. 按指示鍵可返回到主選單。按遙控器上的
選單鍵可退出螢幕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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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量 +/- 鍵

螢幕尺寸
選擇鍵

數位
變焦鍵

計時器鍵

無顯示鍵

靜止鍵

遙控器操作
對於一些常用操作，建議使用遙控器完成。

基本操作

螢幕尺寸選擇鍵 (SCREEN)
按遙控器上的螢幕尺寸模式選擇鍵，選擇所需的
螢幕尺寸模式。

數位變焦鍵 (D.ZOOM+/-)
按遙控器上的數位變焦鍵，進入“數位變焦”模式。
*僅供XGA, RGBHV即螢幕設定為正常或寬螢幕。

音量 +/- 鍵（VOLUME +/-）
增加或者減小音量。 

計時器鍵 (TIMER)
按遙控器上的計時器鍵。螢幕上出現計時顯示 
00:00，並開始計時 (00:00-59:59)。
要停止計時，請按計時器鍵。要取消計時功能，
請再按一次計時器鍵。

靜止鍵（FREEZE）
按遙控器上的靜止鍵，使螢幕影像靜止。要解
除靜止功能，請再按靜止鍵或其他任意鍵。

無顯示鍵 (BLANK) 
按遙控器上的無顯示鍵，影像消失，出現黑畫面。
再按無顯示鍵或其他任意鍵，影像恢複正常。
每按一次無顯示鍵，螢幕變化如下：

  黑畫面 → 正常 → 黑畫面 → 正常 → ......

02 ：02
計時顯示

如無其他按鍵操作，“無顯示”
在顯示 4秒鐘後消失。

Blank Image无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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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訊號源 (電腦 )

基本操作

按控制面板上的 INPUT 鍵，選擇 VGA、RGBHV、HDMI 或 DVI。或者按遙控器上的 VGA、
RGBHV、HDMI、DVI 鍵直接選擇 VGA、RGBHV、HDMI 或 DVI 輸入訊號源。

選單操作

1 按遙控器上的 MENU 鍵顯示螢幕選單。按鍵選擇輸入源圖示，按指示▼鍵或 OK 鍵進入輸入
  源選單。

2 按鍵選擇 VGA 1、RGBHV、HDMI 或 DVI，然後按 OK 鍵選擇輸入源。

INPUT 鍵 OK 鍵
VGA 鍵HDMI 鍵

RGBHV 鍵

OK 鍵

DVI 鍵

设置输入源

HDMI 

DVI

VGA 

色差分量

S端子

视频

RGBHV

系統 (信号格式)                                                 Auto

輸入源選單

注意：
如果“自動設置”功能中的“輸入源搜尋”選項設置為“開”，投影機將自動搜尋輸入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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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A

RGBHV

HDMI

DVI

輸入源是來自 VGA 線連接到 VGAIN
接口的電腦設備時，則選擇 VGA。

如果輸入源是來自透過 HDMI 線連接到 HDMI
端子的設備時，則選擇 HDMI 。

如果輸入源是來自透過 DVI 線連接到
DVI 端子的 DVI 訊號時，則選擇 DVI。

如果輸入源是來自透過 BNCx5 線連接到
BNC 端子的電腦設備時，則選擇 RGBHV。

輸入訊號源 (電腦 )

輸入源選擇（模擬：VGA/RGBHV）

輸入源選擇（模擬： HDMI/ DVI）

注意：
如果“自動設置”功能中的“輸入源搜尋”選項設置為“開”，投影機將自動搜尋輸入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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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訊號源 (電腦 )

系統選擇
本投影機的掃描系統和自動電腦調整功能可以自動檢測到眾多訊號格式。如果選擇電腦作為訊號
源，則本投影機將自動檢測其訊號格式，並進行自行調整，而不需要任何其他設置就可以投影正確
的影像。

投影機將顯示以下中的一種：

Auto

-----

如果投影機不能識別訊號格式表以外
的訊號，Auto 消息將出  現在“系統
訊號格式”選單符號上。“自動電腦
調整”功能將對投影機進行調整並投
影出恰當的影像。如果影像顯示不正
確，則需進行手動調整。

沒有來自電腦的訊號輸入。檢查電腦
與投影機的連接狀況。

设置输入源

HDMI 

DVI

VGA 

色差分量

S端子

视频

RGBHV

系統 (信号格式)                                                 Auto

VGA 系統選單

PC 系統選單顯示選擇的系統。

手動選擇電腦系統

1 按遙控器上的 MENU 鍵顯示螢幕選單。按指示
  鍵選擇輸入源符號，然後按指示▼鍵或
   OK 鍵進入輸入源選單。

2 按指示鍵選擇“系統（訊號格式）”，
  然後按 OK 鍵。

3 按指示鍵選擇您想要的系統訊號格式，
  然後按 OK 鍵確認。

注意：本投影機可以儲存來自自動
        電腦調整功能的數據。

注意：
當選擇 HDMI 或 DVI 時 , 電腦系統選單將無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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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訊號源 (電腦 )

自動電腦調整
“自動電腦調整”功能可以自動調整總點數、水平位置、垂直位置、水平畫面和垂直畫面位置，使
其與電腦輸入源相對應。

自動電腦調整

1  按遙控器上的MENU 鍵顯示螢幕選單。按指示
   鍵選擇PC調整符號，然後按指示▼鍵或OK
鍵，進入PC調整選單。

2  按鍵選擇“自動電腦調整”，然後按OK鍵
確認。

注意：
● 某些電腦的總點數、水平和垂直位置可以完全透過自動電腦調整功能進行調整。如果此
   功能調整後的影像不正確時，請使用手動調整。
● 如果在 PC 系統選單中選擇 480i、575i、480p、575p、720p、1035i 或 1080i，則不能
   使用自動電腦調整功能。

设置PC调节

自动电脑调整

相位                                                                         16

总点数                                                                       0

水平位置                                                                   0

垂直位置                                                                   0

箝位功能                                                                   1

水平画面                                                                   0

垂直画面                                                                   1

初始状态

待选模式

储存

设置PC调节

自动电脑调整

相位                                                                         16

总点数                                                                       0

水平位置                                                                   0

垂直位置                                                                   0

箝位功能                                                                   1

水平画面                                                                   0

垂直画面                                                                   1

初始状态

待选模式

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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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訊號源 (電腦 )

手動電腦調整
由於某些電腦使用的是特殊訊號格式，因此本投影機的掃描系統可能無法對其進行檢測。本投影
機具有手動電腦調整功能，使用戶能夠精確調整各種參數，與特殊訊號格式相對應。本投影機
具有五個獨立的存儲區域，用於存儲手動調整的參數。對於特定電腦，用戶可以隨時根據需要， 
使用存儲好的設定。

1 按 MENU 鍵顯示螢幕選單。按鍵選擇 PC 調節符號，然後按指示▼鍵或 OK 鍵。
2 按鍵選擇要調整的項目，然後按鍵或 OK 鍵。調整提示框出現。按鍵調整設定值。

相位
消除影像的閃爍現象。按指示鍵調整數據。

總點數
按指示鍵可調整一個水平周期的總點數數
目，使其與電腦影像相對應。

水平位置
按指示鍵可調整影像的水平位置。

垂直位置
按指示鍵可調整影像的垂直位置。

箝位功能
按指示鍵可調整箝位。當影像出現黑條時，
可以嘗試此調整。

水平畫面
按指示鍵可調整本投影機的水平放映面積。

垂直畫面
按指示鍵可調整本投影機的垂直放映面積。

初始狀態
要重新設置調整過的數據，請選擇初始狀態，
然後按 OK 鍵。出現一個確認提示框，選擇 "是 "。
所有數據都恢復到初始狀態。

待選模式
要刪除儲存的數據，請選擇待選模式，然後按
指示鍵或 OK 鍵。選定要刪除的模式，然後按 OK 鍵。

儲存
要儲存調整過的數據，請選擇儲存，然後按指
示鍵或 OK 鍵。從模式 1-5 中選擇要儲存的模式，然後按 OK 鍵。

设置PC调节

自动电脑调整

相位                                                                         16

总点数                                                                       0

水平位置                                                                   0

垂直位置                                                                   0

箝位功能                                                                   1

水平画面                                                                   0

垂直画面                                                                   1

初始状态

待选模式

储存

设置PC调节

自动电脑调整

相位                                                                         16

总点数                                                                       0

水平位置                                                                   0

垂直位置                                                                   0

箝位功能                                                                   1

水平画面                                                                   0

垂直画面                                                                   1

初始状态

待选模式

储存

注意：
●  如果在PC系統選單中選擇480i、575i、480p、575p、720p、1035i 或1080i，則不可以選擇

相位，總點數，箝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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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訊號源 (電腦 )

影像模式選擇
直接操作
按遙控器上的影像模式選擇鍵，選擇所需的影像模式。

選單操作

1 按遙控器上的MENU 鍵顯示螢幕選單。按鍵選擇擇影像模式符號，然後按指示▼鍵或按OK 鍵。

2 按指示鍵選擇所需的項目，然後按 OK 鍵。

動態
適合在明亮的房間裡觀看的影像模式。

標準
本機預設的正常影像模式。

影院
灰階等級更豐富，適合於觀看電影。

黑板（綠）
此影像模式適用於投影在一塊黑板（綠）上的
影像。此模式有助於提高投影在黑板（綠）上
的影像的質量。主要作用於綠色的板上，而不
是黑色的板上。

配色板
此影像模式適用於投影在紅、藍、黃或綠色的
牆面上。

個人設定
用戶在影像調整選單中預設的影像模式。

设置

动态

标准

影院

黑板(绿)

配色板                                                                   红

个人设定

图像模式

设置

动态

标准

影院

黑板(绿)

配色板                                                                   红

个人设定

图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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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訊號源 (電腦 )

畫面調整

1 按遙控器上的 MENU 鍵顯示螢幕選單。按鍵選擇畫面調整符號，然後按▼或 OK 鍵。
2 按指示鍵選擇要調整的項目，然後按指示鍵或 OK 鍵。調整提示框出現。按指示
  鍵調整設定值。

设置

对比度                                                                   32

亮度                                                                       32

色温                                                                       中

红                                                                           32

绿                                                                           32

蓝                                                                           32

锐度                                                                         8

伽玛                                                                         8

画面调整

设置

对比度                                                                   32

亮度                                                                       32

色温                                                                       中

红                                                                           32

绿                                                                           32

蓝                                                                           32

锐度                                                                         8

伽玛                                                                         8

画面调整

對比度
按指示鍵降低對比度；按指示鍵增加對比度。

亮度
按指示鍵降低亮度；按指示鍵增加亮度。

色溫
按指示鍵選擇所需的色溫（冷色、暖色、自然）。

紅
按指示鍵使紅色調變淺；按指示鍵使紅色
調變深。

綠
按指示鍵使綠色調變淺；按指示 鍵使綠色調
變深。

藍
按指示鍵使藍色調變淺；按指示鍵使藍色
調變深。

銳化
按指示鍵柔化影像，按指示鍵銳化影像。

伽瑪
按指示鍵調整灰度值，以獲得更好的對比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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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訊號源 (電腦 )

螢幕尺寸調整
本投影機具有影像螢幕尺寸重設功能，使用戶可以顯示所需的影像尺寸。
1 按遙控器上的 MENU 鍵顯示螢幕選單。按指示鍵選擇螢幕符號，然後按▼或 OK 鍵。
2 按指示鍵選擇所需的項目，然後按 OK 鍵。

標準
此功能用於使投影影像的寬高比與輸入訊號保
持一致。

真實
提供原始尺寸的影像。如果原始影像大於螢幕尺
寸 (XGA:1024x768/WXGA:1280x800)，本投影機
會自動進入影像顯示區域選擇模式。按 
鍵可選擇影像顯示區域。在調整時，箭頭變為
紅色。
達到調整極限時，箭頭消失。

寬屏
透過均勻擴大影像寬度，提供 16:9 的影像。

滿屏
提供全螢幕的影像。

用戶自定義
此功能用於手動調整螢幕比例和位置。
在用戶自定義處按鍵，螢幕上將顯示用戶自
定義；您可以按鍵選擇要調整的項目。
水平比例 / 垂直比例：調整水平 / 垂直螢幕比
例。
水平和垂直：設定為開時，寬高比被鎖定。垂
            直比例顯示為灰色，不能使用。
            調整水平比例，然後根據寬高比
            自動修改螢幕比例。
水平位置 /垂直位置：調整影像的水平 /垂直
                    位置。

设置

标准

真实

宽屏

满屏

用户自定义

数码调焦 +

数码调焦 -

屏幕

通用：保存針對所有輸入調整的比例。在通用
      處按 OK 鍵將顯示一個確認提示框。要保
      存比例，請在“是”處按 OK 鍵。當選擇
      用戶自定義，將會使用保存的比例。

初始狀態：重新設定調整過的值。在初始狀態
          處按 OK 鍵將顯示一個確認提示框。
          要重新進行設定，請在此處按OK 鍵。

數位調焦 +
選擇數位調焦 +。螢幕選單消失，顯示數位調焦。
按 OK 鍵放大影像尺寸。
按指示鍵平移影像。此影像平移功能
只能在影像大於螢幕尺寸時使用。

數位調焦 -
選擇“數位調焦 -”。螢幕選單消失，顯示“數
位調焦 -”訊息。按 OK 鍵縮小影像尺寸。
要退出“數位調焦 +/–”模式，請按 OK 鍵外
的任何鍵。
要返回原螢幕尺寸，請從“螢幕尺寸調整”選
單中選擇螢幕尺寸，或在“輸入源選擇”選單
中重新選擇輸入源，或使用OK 鍵調整螢幕尺寸。

注意：
● 本投影機不能顯示分辨率高於 1920x1200 的影像。如果電腦螢幕的分辨率高於
   1920x 1200，在連接至本投影機前請重新設置為較低的分辨率。
● 物理分辨率以外的其它影像數據將被修改為適合初始模式中的螢幕尺寸。
● 如果在 PC 系統選單中沒有檢測到訊號，則不能選擇真實、全螢幕和數位調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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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訊號源 (VIDEO 訊號 )

基本操作

按控制面板上的INPUT 鍵，選擇色差分量、S 端子或VIDEO。或者按遙控器上的COMPONENT、S-VIDEO
或 VIDEO 鍵直接選擇“色差分量”、“S 端子”、“VIDEO”。

選單操作

1 按遙控器上的 MENU 鍵顯示螢幕選單。按
  鍵選擇輸入源符號，按指示▼鍵或 OK 
  鍵進入輸入源選單。

2 按鍵選擇“色差分量”、“S 端子”、
 “VIDEO”，然後按 OK 鍵選擇輸入源。

INPUT 鍵

INPUT 鍵

確認鍵 色差分量 VIDEO

S 端子

OK 鍵

设置输入源

HDMI 1

DVI

VGA 

色差分量

S端子

视频

RGBHV

系统 (信号格式)                                              Auto

輸入源選擇選單

色差分量

S 端子

視頻

如果輸入源是來自使用分量VGA 電纜連接到Y， 
Cb/Pb,Cr/Pr 端子的視頻信號，則選擇“色差
分量”。

選擇 S-video 時，當視頻輸入信號連接到超級
視頻端子時，選擇“S 端子”。

當視頻輸入信號連接至VIDEO 端子時，選擇“視
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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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EO 系統選擇
1 按遙控器上的 MENU 鍵顯示螢幕選單。按鍵選擇輸入源符號，然後按▼或 OK 鍵。
2 按鍵選擇“色差分量”、“VIDEO”或者“S 端子”然後按 OK 鍵。
3 按鍵選擇系統，然後按 OK 鍵。按鍵選擇所需的訊號格式，然後按 OK 鍵。

VIDEO 或 S 端子

Auto
投影機可以自動檢測到輸入的 VIDEO 系統，並自
行調整至最佳狀態。如果 VIDEO 系統為 PAL-M 或
PAL-N，請手動選擇系統。

PAL/SECAM/NTSC/NTSC4.43/PAL-M/PAL-N
如果投影機不能正確再現影像，則需要在
PAL、SECAM、NTSC、NTSC 4.43、PAL-M
和 PAL-N 之中選擇一個特定的播放格式。

VIDEO 系統選單（VIDEO 或 S 端子）

VIDEO系統選單（色差分量）

輸入訊號源 (VIDEO 訊號 )

设置

Auto

1080i

1035i

720p

576p

480p

576p

480i

輸入源

系統(信號格式) 色差分量

设置輸入源

Auto

PAL

SECAM

NTSC

NTSC4.43

PAL - M

PAL - N

系統(信號格式) 色差分量

设置輸入源

Auto

PAL

SECAM

NTSC

NTSC4.43

PAL - M

PAL - N

系統(信號格式) 色差分量

设置

Auto

1080i

1035i

720p

576p

480p

576p

480i

輸入源

系統(信號格式) 色差分量色差分量

Auto
投影機可以自動檢測到輸入的分量 VIDEO 訊號，
並自行調整至最佳狀態。

分量 VIDEO 訊號格式
如果投影機不能正確再現影像， 則需要在
480i、575i、480p、575p、720p、1035i 和
1080i 之中選擇一個特定的訊號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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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模式選擇
選單操作

1 按遙控器上的 MENU 鍵顯示螢幕選單。按鍵選擇畫質選擇符號，然後按▼鍵或 OK 鍵。
2 按鍵選擇所需的項目，然後按 OK 鍵。

輸入訊號源 (VIDEO 訊號 )

设置

动态

标准

影院

黑板(绿)

配色板                                                                   红

个人设定

图像模式

  動態 適合在明亮的房間裡觀看的影像模式。

  標準 本機預設的影像模式。

  影院 生動影像模式。

  黑板（綠）
提高投影在黑板（綠）上的影像品質。 
( 適用於綠色的板上，而不是黑色的板上。)

  配色板 適用於投影在紅、藍、黃或綠色的牆面上。

  個人設定 用戶在影像調整選單中設定的影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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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訊號源 (VIDEO 訊號 )

畫面調整
1 按遙控器上的 MENU 鍵顯示螢幕選單。按鍵選擇畫面調整符號，然後按▼或 OK 鍵確認。
2 按鍵選擇需要調整的選項，然後按或 OK 鍵確認
3 按鍵直接調整設定值，按 OK 鍵確認；或調整提示框出現，按鍵調整設定值。

设置画面调整

对比度                                                                       32

亮度                                                                           32

色饱和度                                                                   32

色调                                                                           32

红                                                                               32

绿                                                                               32

蓝                                                                               32

锐度                                                                             8

伽玛                                                                             8

降噪                                                                            开

逐行显示                                                                    L1

  對比 按指示鍵降低對比；按指示鍵增加對比。

  亮度 按指示鍵降低亮度；按指示鍵增加亮度。

  飽和度 按指示鍵減少飽和度，按指示鍵增加色飽和度。

  色調 按指示鍵將影像調整至合適的色調。

  白平衡（紅） 按指示鍵使紅色調變淺；按指示鍵使紅色調變深。

  白平衡（綠） 按指示鍵使綠色調變淺；按指示鍵使綠色調變深。

  白平衡（藍 ) 按指示鍵使藍色調變淺；按指示鍵使藍色調變深。

  銳利度 按指示鍵柔化影像，按指示鍵銳化影像。

  伽瑪 按指示鍵調整灰階，以獲得更好的對比平衡。

  降噪 此功能可減少螢幕的雪花干擾，啟用選項功能得到更平滑清晰的畫面。

  逐行顯示

隔行 VIDEO 訊號可以顯示為漸進影像。您可以根據下列訊號選擇其一：
關 ................. 不啟用。
L1 ................. 投影動態影像。
L2 ................. 投影靜止影像。
優質影像 ......用於觀看電影。利用此功能, 投影機能對影像進行高質量還原, 
            減少影像的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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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準 此功能用於使投影圖像的寬高比與輸入信號保持一致。

   寬屏 通過均勻擴大圖像寬度提供寬高比（16:9）的圖像。

用戶自定義 此功能用於手動調整螢幕比例和位置。

在用戶自定義處按鍵，屏幕上將顯示用戶自定義；您可以按指示
鍵選擇要調整的項目。

水平比例/ 垂直比例：調整水平/ 垂直螢幕比例。設定為“開”時，寬高比被
                     鎖定。垂直比例顯示為灰色，不能使用。調整水平比例
                    ，然後根據寬、高比自動修改螢幕比例。
水平位置/ 垂直位置：調整圖像的水平/ 垂直位置。
通用： 儲存針對所有輸入調整的比例。在通用處按OK鍵將顯示一個確認提示

框。要儲存自定的比例，請在“是”處按OK鍵。如果選擇用戶自定義，
將會使用儲存的比例。

初始狀態：重新設定調整過的值。在初始狀態處按OK鍵將顯示一個確認提示
          框。要重新進行設定，請在“是”處按OK 鍵。

輸入訊號源 (VIDEO 訊號 )

螢幕尺寸調整
本投影機具有影像螢幕尺寸重設功能，使用戶可以顯示所需的影像尺寸。
1 按遙控器上的 MENU 鍵顯示螢幕選單。按鍵選擇螢幕符號，然後按▼或 OK 鍵。
2 按鍵選擇所需的項目，然後按 OK 鍵。

设置屏幕

标准

宽屏

用户自定义
螢幕鍵

注意：
● 如果沒有檢測到訊號，將會自動設定為常態， 並且調整提示框消失。
● 根據輸入訊號限制水平比例 / 垂直比例和水平位置 / 垂直位置的調整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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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投影機具備“設置”選單，您可按以下描述設置其它功能。

1. 按遙控器上的MENU 鍵顯示螢幕選單。按鍵，選擇“設置”，然後按▼鍵或OK 鍵進入子選單項。
2. 按指示鍵，選擇所需的項目，然後按指示鍵或 OK 鍵進入選定的項目。
3. 按指示鍵選擇所需的項目，然後按 OK 鍵。

選單位置
此功能用於改變顯示螢幕選單的位置。選擇選單
設置，然後按選擇鍵。每按一次選擇鍵，螢幕位
置
變化如下：

左上方→ 右上方→ 中央→ 左下方→ 
右下方→左上方→ .....

半透明
此功能用於改變顯示螢幕選單的透明度。按▲▼ 
指示鍵選擇關、高、中或低。

背景色
此功能用於改變顯示螢幕選單的背景色。按 
▲▼ 指示鍵選擇 0~6。

設定

设置设置1 / 3

语言                                                                        中文

菜单设置

自动设置

梯形校正

蓝色背景                                                                    开

开机画面显示                                                            开

开机画面

吊顶                                                                            关

背投                                                                            关

遥控器

电源控制                                                                休眠
⑩
⑪

①

⑤

⑦
⑥

⑧

②
③
④

⑨

①語言

本投影機提供多種語言，您可以根據需求任意選擇。

②選單設置

按指示鍵選擇選單設置符號，然後按 OK 鍵或指示鍵。

设置设置

菜单位置

半透明                                                                关

背景色                                                                 0

菜单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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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设置设置

输入源搜索                                                          开

自动电脑调整                                                      开

自动梯形校正                                                      开

自动设置

③自動設置

按遙控器上的 AUTO 鍵，即可執行“輸入源搜尋”、“自動電腦調整”和“自動梯形校正”。這些
功能設置可依如下步驟轉換：

輸入源搜尋
此功能自動檢測輸入訊號。當找到訊號時停止
搜尋。按指示鍵選擇以下一個選項：

關 ........... 不使用輸入源搜尋功能。
  開 ............ 啟動輸入源搜尋功能。此功能自
            動檢測輸入訊號，當找到訊號
            時停止搜尋。

自動電腦調整
開 .............. 按遙控器上的 AUTO 鍵後，自動電
           腦調整功能隨即開啟。
關 .............. 取消自動電腦調整。

自動梯形校正
關 .............. 禁用自動梯形校正功能。
自動 ........... 始終根據投影機的斜率自動進行梯
           形校正。
手動輸入 ... 按下遙控器上的 AUTO 鍵後啟動此
           功能。

注意：

– 只能檢查到最後一次選擇的輸入源。

–  進行輸入源搜尋時按下控制面板上的INPUT 鍵，則輸入源搜尋將停止並回到上一次使用的輸入訊號。

– “輸入源搜尋”、“自動電腦調整”無法同時設為“關”。

– 某些電腦的細微同步、總點數、水平和垂直位置可以完全透過“自動電腦調整功”能進行調整。

   如果此功能調整後的影像不正確時，請使用手動調整。



50

此功能用於在拔出交流電源後儲存或重設投影影像的梯形校正。按指示鍵可在各選項之間
切換。

梯形校正 .............. 儲存 / 初始狀態
H/V 梯形校正 ....... 按鍵校正水平和垂
                 直方向上的梯形失真。
四角梯形校正 ....... 按鍵校正螢幕四角
                 的梯形失真。校正角變化順
                                  序如下：
                    左上角 → 右上角 →
                   右下角 →左下角→ ...
                 按鍵校正左上角梯形失
                 真；按鍵校正右上角梯
                 形失真；按鍵校正右下
                 角梯形失真；按鍵校正
                 左下角梯形失真。

設定

设置设置

梯形校正                                                         存储

H/V梯形校正

四角梯形校正

梯形校正

⑤藍色背景

⑥開機畫面顯示

④梯形校正

選擇在檢測不到輸入訊號時，投影機的螢幕背景色。按指示鍵可在各選項之間切換。
開 ............. 開啟投影藍色背景。
關 ............. 關閉藍色背景。

此功能決定是否顯示開機畫面
開 ............ 顯示開機畫面。
關 ............ 不顯示開機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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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開機畫面

開機畫面（“開機畫面”和“密碼保護”設置）
此功能透過開機畫面選擇、密碼保護、更改開
機畫面密碼功能預置螢幕開機畫面。

開機畫面選擇
此功能透過以下選項中確定開機時的顯示：
    標準 .......... 顯示出廠預設開機畫面。
    關 ............. 不顯示開機畫面。

截圖
此功能用於截取被投影的圖像，並將其用作
開機畫面。選擇“截圖”，然後按 OK鍵。
確認對話框出現，選擇“是”截下投影圖形。

密碼保護
此功能用於防止未經授權的人更改螢幕開機畫
面。

關 ............ 螢幕開機畫面可以透過“開機畫
          面”選單隨意更改。
開 ............ 如果不知道開機畫面密碼，則不
          能對螢幕開機畫面進行更改。

如果要更改開機畫面密碼設置，請按 OK 鍵，
然後顯示“開機畫面密碼”提示框。按照以下
步驟輸入一個開機畫面密碼。

按指示鍵選擇一個數字，然後按指示鍵，輸入此數字並移動光標。數字變成“*”。如果
您輸入錯誤的數字，按指示鍵，移動光標到需要修改的數字，然後按指示鍵，選擇正確
的數字。

重複此操作，輸入一個三位數號碼。

輸入一個三位數號碼後，將光標移動至確定。按選擇鍵，您就可以開始操作投影機。

如果您輸入的是錯誤的開機畫面密碼，則開機畫面密碼和數字 (***) 將會變成紅色。請重新輸
入正確的開機畫面密碼。

按選擇鍵，密碼提示框出現，輸入正確的密碼，然後按指示左右鍵在“開”和“關”之間切換。

更改開機畫面密碼
開機畫面密碼可以更改為您想要的三位數字。按選擇鍵，選擇變更開機畫面密碼。開機畫面密碼提
示框顯示，然後按指示鍵輸入正確的密碼。“新開機畫面密碼”提示框顯示。設置一個新的開
機畫面密碼，確認對話框顯示，選擇“是”，設置新的開機畫面密碼。

務必牢記並保存好新的開機畫面密碼。如果忘記密碼則無法再更改開機畫面密碼設置。

设置设置

开机画面选择                                                    标准

截图

密码保护                                                            关

更改开机画面密码

开机画面

注意：
在更改開機畫面密碼後，請記下新的開機畫
面密碼，並妥善保管。如果丟失或忘記該密碼，
將無法再更改開機畫面密碼。

⑧吊頂

此功能用於吊掛安裝的投影機投影影像。
開 .............. 投影機倒轉狀態。
自動 .......... 投影機自動識別正立或倒轉狀態。
關 .............. 投影機正立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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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控器
指定遙控器使用碼可避免一支遙控器同時操控
多台同款投影機。

遙控器代碼提供 0~9 共 10 組代號可選擇。預設
值為 0。

投影機和遙控器的代碼必須相同才可以使用遙
控器操控投影機功能。例如：若投影機遙控器
器的代碼設定為 7，那個遙控器控制代碼也必須
是 7方可相互使用。

變更投影機的代碼：選擇設置中的遙控器設定。
變更遙控器的代碼：同時按住 OK 鍵即欲設定的
代碼5秒。設定成功時遙控器上的指示燈會閃燈。

设置设置

遥控器

遥控感应

遥控器

設定

⑪電源控制

⑨背投

⑩遙控器

為了減小耗電量並維持燈泡的使用壽命，如果在一定時間內不使用投影機，電源控制功能會關閉投
影燈泡。選擇以下選項其中之一：

休眠..........  燈泡充分冷卻後，電源指示燈變為綠色閃爍。在此期間，如果重新連接輸入訊號或按
背面控制面板或遙控器上的任意鍵，投影燈泡會重新點亮。

關機..........當燈泡充分冷卻後，電源將關閉。
關 .............關閉電源控制功能。
計時器....... 如果輸入訊號中斷且超過30 秒  鐘不按任何按鍵時，計時器顯示“無訊號”消息。倒

計時開始，直至燈泡關閉。按指示鍵設置計時器（1 至30 分鐘）。
倒數計時...設置時間(0~30分鐘)後待倒數完畢投影機將從正常模式轉變為待機模式。按下電源鍵
          或其他按鍵，投影機將會從待機模式轉變為正常操作狀態。

遙控感應
設置投影機感應器遙控器的位置。

正面.....選擇遙控感應位置在投影機正面。
背面.....選擇遙控感應位置在投影機背面。
兩者.....選擇正面與背面的皆可遙控。

此功能設為開時，可以使影像左 / 右翻轉。此功能用於將影像投影到投影螢幕的背面。

注意：

待機出廠初始設定為：5 分鐘。倒數計時初始設定為 30 分鐘。

注意：

● 若投影機和遙控器的代碼不同，則遙控器無法

   操作投影機功能。若發現遙控器無法操控投影

   機，請先確認投影機和遙控器的代碼是否一致。

● 若遙控器長時間處於無電的狀況則控制代碼將

   會恢復為預設值 0。 

指示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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⑭Closed caption

Closed Caption 是節目聲音或其他訊息的螢幕顯示版本。如果輸入源訊號包含Closed Caption，則可以
打開此功能並轉換頻道。按指示鍵選擇關、CC1、CC2、CC3 或 CC4。

如果Closed Caption 不清晰，您可以把文字顏色從原始色改為白色。

您可以使用此功能改變螢幕亮度。

標準 ............... 正常亮度。

節能模式 ....... 較低亮度，減少燈泡電能消
             耗，從而延長燈泡的使用壽
             命。

此功能使您可以設置內部訊號。

注意：

只能在下列情況中選擇 Closed Caption ：

●  輸入源為複合VIDEO訊號或S 端子，且訊號格式為NTSC 制。
●  系統在VIDEO系統選擇中必須設為NTSC 或Auto。
●  Closed Caption 符號在此功能不可用時顯示為灰色。
●  當顯示螢幕選單和Timer 時，無法顯示Closed Caption。

⑮燈泡模式 ⑯測試圖

⑫自動開機

⑬待機狀態

當此功能設為“開”時，只要將交流電源線連接至電源插座，投影機即可自動開機。

设置设置2/3

自动开机                                                           开

待机状态                                                           经济模式

Closed caption

灯泡模式

测试图                                                         12

安全

快速冷却                                                     关

高海拔                                                         关

防尘网

异常日志

出厂设定

⑬
⑭
⑮

⑫

⑱
⑲

㉑

⑯
⑰

⑳

㉒

透過網路操作投影機時可以使用此功能。

經濟模式....... 在不透過網路使用投影機時選擇經濟模式。經濟模式下，關閉投影機後，其網路功
能，RS232C和MONITOR OUT 不能使用。

網絡.............. 在關閉投影機後依然對網路功能供電。您可以通過網路開關投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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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此功能提供“按鍵鎖定”和“密碼鎖定”功能，
用於確保投影機操作的安全性。

按鍵鎖定
此功能鎖定控制面板或遙控器按鍵，防止
未經授權人員操作投影機。
選擇按鍵鎖定按指示鍵選擇所需的項目。

關 ................... 不鎖定。
投影機 ............ 鎖定控制面板操作。使
              用遙控器解鎖。
遙控器 ............ 鎖住遙控器操作。使用
              控制面板解鎖。

如果意外鎖住控制面板，而身邊又沒有遙控器，
或遙控器出現故障，請聯繫經銷商或維修中心。

設定

⑰安全

设置设置

按键锁定

密码锁定                                                              关

密码变更                                                             

安全

密碼鎖定
此功能防止未授權人員操作投影機，並提供以
安全設置選項：

關 ........... 不鎖定。
開 ............ 每次打開投影機時，都需要輸入密碼。

如果要更改密碼鎖定設置或密碼（三位數），則必須輸入密碼。出廠設置的初始密碼為“111”。如
果要更改密碼鎖定設置，請按選擇鍵，然後顯示密碼提示框。

輸入密碼
按指示鍵選擇一個數字，然後按指示鍵，輸入此數字並移動光標。數字變成“*”。如果
您輸入錯誤的數字，按指示鍵，移動光標到需要修改的數字，然後按指示鍵，選擇正確
的數字。

重複此操作，輸入一個三位數號碼。

輸入一個三位數號碼後，將光標移動至確定。按選擇鍵，您就可以開始操作投影機。

如果您輸入的是錯誤的開機畫面密碼，則開機畫面密碼和數字 (***) 將會變成紅色。請重新輸入
正確的開機畫面密碼。

更改開機畫面密碼
開機畫面密碼可以更改為您想要的三位數字。按選擇鍵，選擇變更開機畫面密碼。開機畫面密碼提
示框顯示，然後按指示鍵輸入正確的密碼。“新開機畫面密碼”提示框顯示。設置一個新的開
機畫面密碼，確認對話框顯示，選擇“是”，設置新的開機畫面密碼。

⑱快速冷卻

關閉投影機後，冷卻風扇的運作有如下選擇。
關 .......... 正常運作。
開 ......... 比正常運作快，且聲音大，冷卻需要的時間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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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设置

防尘网                                                         1     小时

计时器                                                     200     小时

滤网计数器复位

防尘网

此功能用於設置防塵網清潔的周期。

當投影機到達用戶設定的清潔時間時，螢幕上會出現防塵網警告符號，通知用戶需要清潔投影機防塵網。
清潔防塵網後，確保選擇初始狀態並設置計時器。在重設防塵網計數後，防塵網警告符號才會關閉。

防塵網：防塵網使用時間。
計時器：防塵網清潔週期。
濾網計數器復位：濾網後計數清零。

此功能可以記錄投影機使用過程中出現的異常
操作，以便用於故障診斷。日誌列表顯示最近
的9 條警告訊息，警告訊息按時間先後順序排列。

除用戶開機畫面、密碼鎖定、鎖定開機畫面密碼、燈泡使用時間和防塵網計數外，此功能可以將所有設
定值恢復為出廠設定值。

本投影機在“設置”選單中提供風扇控制功能。根據下列使用投影機的海拔狀態選擇冷卻風扇的運行速度。

關......... 正常速度。在使用投影機時，如果週圍環境的海拔不高，將此功能設置為“關”。
開 ........ 比“關”模式快。在高海拔地區使用此投影機時，風扇冷卻效果有所減弱，請選擇此模

式。

⑲高海拔

注意：

在1400 米以上的海拔地區操作投影機時，請將高海拔模式設置為“開”。

注意：

執行“出廠設置”功能時，所有警告日誌記錄均

將被刪除。

⑳防塵網

㉑異常日誌

㉒出廠設置

设置设置3 / 3

光圈                                                                    开 

灯泡使用时间
㉓此功能用於改變影像的對比度。

開 .... 開啟光圈功能，增加影像對比度。
關 .... 關閉光圈功能。

㉓光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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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機訊息顯示
訊息選單用於檢測投影影像訊號和投影機操作狀態。

按指示鍵選擇訊息符號。 “訊息”選單顯示。

見如下顯示的訊息。

设置信息

输入源                                                   视频

                                                               Auto

水平频率                                                - - - -         KHz

垂直频率                                                - - - -         Hz

屏幕                                                        标准

语言                                                        中文

灯泡模式

灯泡使用时间                                         0   H

电源控制                                                 关

                                                                 5  Min

按键锁定

①

⑤

⑦
⑥

⑧

②
③
④

⑨

① 輸入源 顯示所選的輸入源和當前的訊號格式。

② 水平頻率 以 KHz 顯示輸入訊號的水平頻率；沒有訊號時顯示 ---KHz。

③ 垂直頻率
以 Hz 顯示輸入訊號的垂直頻率；沒有訊號時顯示 ---Hz。使用逐行顯
示時，頻率 (Hz) 數加倍。

④ 螢幕 顯示所選螢幕模式。

⑤ 語言 顯示語言種類。

⑥ 燈泡模式 顯示所選的燈泡模式。

⑦ 燈泡使用時間 顯示燈泡的總操作時間。

⑧ 電源控制 顯示電源控制模式。

⑨ 按鍵鎖定 顯示“關”、“遙控器”或“投影機”。



維 護

本章主要介紹投影機的日常維護，確保機器能長時間保持最佳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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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維護

狀態指示燈
狀態指示燈顯示投影機保護功能的狀態。檢查狀態指示燈和電源指示燈的狀態，以給予良好的保養。

注意
在異常狀態時要切斷交流電源線，否則可能會導致火災或電擊。

投影機關閉，狀態指示燈呈紅色閃爍。

投影機關閉，狀態指示燈呈紅色亮起。

狀態指示燈
呈紅色閃爍

當投影機的內部溫度超過正常溫度時，投影機為了保護內部組件將自動關閉。投影機處於冷卻狀態
時，電源指示燈閃爍。當投影機充分冷卻後（恢復到正常操作溫度），按待機鍵打開投影機。

檢查以下項目：
– 是否提供適當的空間給投影機通風？檢查安裝狀況，查看  通風口是否堵塞。
– 投影機是否安裝在空調設備的通風口附近？將投影機安裝在遠離空調設備通風口的位置。
– 防塵濾網是否潔淨？請定期清潔防塵濾網。

當投影機檢測到異常狀況時，將自動關閉以保護其內部組件，並且狀態指示燈呈紅色亮起。此時，
拔掉交流電源線並重新連接，然後重新開啟投影機進行檢查。如果投影機仍關閉並且狀態指示燈呈
紅色亮起，則拔掉交流電源線，聯繫維修站進行檢查和維修。

注意：

投影機內部溫度恢復至正常後，警告指示燈仍繼

續閃爍。重新開啟投影機，狀態指示燈停止閃爍。

狀態指示燈
呈紅色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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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機沾染污物或影像的顯示效果變糟時，請進行清潔。

注意
在清潔之前拔掉交流電源線。

注意：
取下防塵網後，不要操作投影機。灰塵將附著在鏡頭組件上，有損影像品質。
切勿將小物件放入通風口。否則，可能會導致投影機故障。

清潔投影鏡頭
將非研磨性的照相機鏡頭清潔劑塗在一塊乾淨
的布上，然後輕輕擦拭鏡頭，或使用鏡頭清潔
紙或吹風機清潔鏡頭。

避免使用過多的清潔劑。研磨性清潔劑、溶劑
或其他粗糙的化學製品會劃傷鏡頭。

清潔防塵網
防塵網用於防止投影機內部鏡頭組件的表面堆

積灰塵。如果防塵網被灰塵等堵塞，將降低冷

卻風扇的效力，導致投影機內部熱量聚積，縮

短投影機的使用壽命。如果“防塵網警告”

符號在螢幕上出現則應立即清潔防塵網。

請按下列步驟清潔防塵網：

1 關閉投影機，從電源插座拔下交流電源線。

2 拆下 2顆螺絲釘，取出進氣格柵後即可拿出防塵

  網。

3 用刷子輕輕清潔防塵網。

4 將防塵網重新裝好，確保其完全插入投影機。

清潔投影機機殼
用乾淨的軟布輕輕擦拭投影機表面。當污垢嚴
重時，使用少量的中性清潔劑塗於一塊柔軟乾
淨的布上，輕輕擦拭。避免使用過多的清潔劑。
研磨性清潔劑、溶劑或其他粗糙的化學製品會
劃傷機殼表面。

當不使用投影機時，將投影機放進包裝中，以
免灰塵堆積或被劃傷。

防塵網支架

防塵網

進氣格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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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MENU 鍵顯示螢幕選單。按指示鍵選擇
“設置”選單符號，然後按指示鍵或OK 鍵。

2  按指示鍵選擇“防塵網”，然後按指示
鍵或OK 鍵。按指示鍵選擇：“防塵網計
數器復位”，然後按OK 鍵。“濾網計數重新
設定？ ”訊息顯示。選擇“是”繼續。

3 另一個對話框顯示，請選擇“是”，重設防
  塵網使用時數。

■建議

我們建議避免在有灰塵/ 煙霧的地方操作投影機。
在這些地方使用投影機，將會降低影像的品質。
如果在有灰塵或煙霧的環境中使用，灰塵會堆積
在鏡頭、液晶板或投影機內部的鏡頭組件上。如
果發現上述情況，請與銷售商或維修中心聯繫，
進行正確的清潔。

注意：
務必在清潔或更換防塵網後重設防
塵網使用時數。

燈泡更換符號

重設防塵濾網使用時數

设置设置

防尘网                                                         1     小时

计时器                                                     200     小时

滤网计数器复位

防尘网

燈泡更換
當達到投影燈泡的使用壽命時，螢幕上出現燈
泡更換符號請立即更換同型號的燈泡。燈泡更換
指示燈閃爍的時間根據燈泡模式而不同。 燈泡更換

注意

如果等到燈泡不亮時才更換，燈泡可能已經破裂。當更換吊掛安裝的投影機的燈泡時，
應始終假設燈泡已破裂，因此在更換時應站在燈泡蓋旁邊而非其下方。輕輕移開燈
泡蓋。小塊玻璃碎片可能會在燈泡蓋打開時掉出。如果玻璃碎片落入眼中或口中，
應立即就醫。

注意

由於投影機內部溫度很高， 因此在打開燈泡蓋之前至少應讓投影機冷卻 45 分鐘。

注意

為保證安全，請更換相同型號的燈泡。不要將燈泡摔落或觸摸玻璃燈泡！以免玻璃
破碎造成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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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以下步驟更換燈泡：

1. 關閉投影機，並拔下交流電源線。讓投影機冷卻至少 45 分鐘。

2. 鬆開燈泡蓋上的螺絲，打開燈泡蓋。

3. 鬆開用於固定燈泡的 3顆螺絲。握住把手，拔出燈泡。

4. 換上新的燈泡，鎖緊 3顆螺絲。確保燈泡安裝正確。合上燈泡蓋，鎖緊螺絲。

5. 接好投影機的交流電源線，開啟投影機。

燈泡操作注意事項

本投影機使用高壓燈泡，因此必須小心、正確地進行操作。
否則可能會導致事故、傷害或發生火災。

● 燈泡的壽命因使用環境而不同。不能保證所有燈泡的壽命相同。因此，有時某隻燈泡的壽命
  會比其他燈泡短。
●  如果投影機指示需要更換燈泡（即燈泡更換指示燈亮起），則在投影機關閉並冷卻後，立即

用一隻新的燈泡更換。（請嚴格按照本手冊上的燈泡更換指示步驟進行操作）。如果在燈泡
更換指示燈亮起以後還繼續使用燈泡，將會增加燈泡爆裂的危險。

●  燈泡由於受到外界的衝擊、震動而可能發生爆裂；由於使用壽命將至，會引起亮度降低。爆
裂的危險程度因投影機和燈泡使用的環境和狀態而不同。

如果燈泡爆裂，請採取下列安全措施 :
如果燈泡爆裂，請立即斷開投影機電源。聯繫已獲授權的維修中心來檢測  投影機，並更換燈泡。
此外，必須仔細檢查，確保投影機周圍的碎片清除乾淨。任何發現的碎片都必須清理乾淨。除了
已獲授權並經培訓的技術人員和熟悉投影機維修的人員，其他任何人都不得檢測投影機的內部。
否則，我們不對由此造成的後果負責。



網路控制使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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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控制使用
功能：該功能適用於區域網中電腦對投影機的遠程控制。

準備階段
1 所需設備：投影機，電腦，網路線；
2 連接過程：
  用直連或交叉網路線將投影機連接到區域網中的路由器或交換機。若直接連接投影機和電
  腦，使用直連網線不能連接上，建議使用交叉網線。
3 電腦開機，投影機插上電源線後，區域網接口和電腦接口的指示燈不停閃爍。

使用步驟
1 打開投影機。
2 獲取網路位址，DHCP 設置為開，自動獲取 IP 位址。（若熟悉網路的人員，可透過將
   DHCP 設置為關，手動設置 IP 位址。）
3 進入網路選單設置

  （1）按遙控器或頂部控制面板上的
       MENU 鍵，按指示鍵選擇網路
       符號。

  （2）按 ENTER 鍵或按指示鍵進入網
       路選單。

  （3）按指示鍵選擇網路設定，
       然後按選擇鍵。

  （4）按選擇鍵，按指示
      鍵將 DHCP 設置為“開”，然
      後按選擇鍵。

  （5）按指示鍵選擇【確定】，
      按選擇鍵，出現【請稍等 ...】
      畫面，等其消失。

網路控制使用說明

设置网络

网络设定

网络设定状态

设置网络

网络设定

网络设定状态

确 定              取 消

LAN                                  网络设定

DHCP                      關

IP 地址                         192 .  168  .   1  .  100

子网掩码                        255 .  255  .  255 .  0

  网 关                         192 .  168  .  1   .  1

   DNS                            192 .  168  .  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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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請在下列的的頁面中設置選項：主頁、網絡控制設定、投影機狀態和控制、郵件提醒設定、和安
   全設置。

5. 然後在同一局域網內的電腦中打開瀏覽器，如 IE。在地址欄輸入 IP 地址（剛確認的 IP 地址），
   格式如下：http://IP 地址 /。

密碼設置如右側圖面。

更改網路控制參數。

4. 查看網路的 IP 地址。進入網路選單，選擇網路設定狀態，按 OK 鍵，查看網路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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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機狀態和控制：
檢查投影機目前的狀況與更改設定。

郵件提醒設定：
設置電子郵件，當投影機發出指定警示時可通
知的人員

安全設置：
可登錄設定、修改密碼。
(預設值是沒有設定密碼 )



附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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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 解决方法

不開機 - 將投影機電源插頭插入交流電源插座。
- 確認電源指示燈是否呈紅色亮起。
- 直到電源指示燈變為紅色時才能重新打開投影機。電源指示燈呈
  紅色亮起表示可以重新開啟投影機。
- 檢查投影燈泡。
- 不要鎖定投影機的“按鍵鎖定”功能。

不顯示開機畫面 - 確定未在顯示功能中選擇關或關閉倒數計秒。

開機畫面與標準設定不同 - 確定在“開機畫面”功能中沒有選擇用戶或關。

輸入訊號自動切換（或不自
動切換）

- 確定正確調整輸入源搜尋功能。

投影機啟動時按下輸入鍵，
出現一個非輸入模式符號

- 這是更換燈泡符號或防塵網警告符號。

出現一個非輸入模式或燈泡
模式的符號

- 這是更換防塵網警告符號。

影像不清晰 - 調整投影機的焦距。
- 提供合適的投影距離。
- 檢查投影鏡頭是否需要清潔。
- 將投影機從較冷的溫度環境移至較熱的溫度環境時可能會導致
  投影鏡頭上出現霧氣凝結。如果發生此情况，要等到凝結消失
  才可能打開投影機。

影像左 / 右翻轉
影像上 / 下翻轉

- 檢查“吊頂 / 背投”功能。
- 檢查“吊頂”功能。

影像不夠亮 - 檢查對比度或亮度的調節是否合適。
- 檢查影像模式選擇是否合適。
- 檢查燈泡亮度調節功能。
- 檢查燈泡更換指示燈。如果指示燈呈黄色亮起，則表示燈泡的使用壽
  命將盡。請立即更換同型號的燈泡。

無影像 - 檢查電腦或影像設備與投影機的連接。
- 檢查來自電腦的輸入訊號是否正確。與某些筆記型電腦連接時，
  通常需要改變其顯示器輸出的設置。請參見電腦用戶手冊進行
  設置。
- 開啟投影機後約 30 秒鐘才能顯示影像。
- 檢查輸入訊號、色彩系統、影像系統或電腦系統模式。
- 確定溫度沒有超出指定的操作溫度 (41˚F–104˚F[5˚C–40˚C])。
- 使用無顯示功能時，影像無法顯示。按遙控器上的無顯示鍵或
  其他按鍵。

故障檢測
在請求經銷商或維修中心幫助之前，請再次檢查下列各項：



68

附錄

顏色異常 - 檢查輸入訊號、色彩系統、影像系統或電腦系統模式。
- 確定未在“畫質選擇”選單上選擇黑板。

有些顯示在操作中看不到 - 檢查顯示功能。

自動電腦調整功能無效 - 檢查輸入源訊號。自動電腦調整功能在選擇 480p, 576p, 
  720p, 480i, 576i ，1080i 或 1080p 時無效。

設定值無法在電源關閉後保存 - 確定在調整設定後選擇了“儲存”。某些設定在未選擇“儲存”
  的情况下無法保存。

電源管理無效 - 當靜止或無顯示功能運行時，電源管理功能無效。

自動設定無法正常工作 - 確定自動設定的所有功能中未選擇“關”。
- 確定在吊掛功能中未選擇“開”。

影像變形或消失 - 檢查並調整電腦調整選單或螢幕選單。

在開機後出現密碼提示框 - 設定了密碼鎖定。

遙控器無法作動 - 檢查電池。
- 確保投影機與遙控器之間沒有障礙物。
- 確保使用遙控器時不會離投影機太遠。最大的操作範圍是 5公尺。
- 確保遙控器代碼和投影機代碼一致。
- 在設定選單中解除遙控器的按鍵鎖定。

指示燈亮或閃爍 - 根據指示燈和投影機狀態檢查投影機狀態。

螢幕上顯示驚嘆號 - 操作無效，請正確操作。

控制面板不工作 - 在設定選單下的安全選項中解除控制面板的按鍵鎖定。 

無法解除鎖定開機畫面密碼、
按鍵鎖定和密碼鎖定

- 請與經銷商或維修中心聯繫。

– 確保將投影機正確連接至外接設備。
– 確保將所有設備連接至交流電源插座，並且電源已經開啟。
– 如果投影機無法投影所連接電腦的影像，請重新啟動電腦。

警告：
本投影機操作時使用高壓。請勿打開機殼。
如遵循上述方法操作後，問題仍然存在，請聯繫銷售商或維修中心。請告知型號並說明問題。我
們會告知您如何獲得維修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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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燈狀態
檢查指示燈，以了解投影機狀態

指示燈

投影機狀態
POWER STATUS FILTER

投影機處於關閉狀態（交流電源線沒有插入）。

   投影機處於待機狀態 , 按待機鍵開啟投影機。

投影機處於正常狀態。

投影機準備進行待機或投影燈泡正在冷卻。要到燈泡完全冷卻，並

且電源指示燈停止閃爍後才可打開投影機。

投影機處於休眠模式。

投影機偵測到異常並且無法正常開機，再次連接電源前請重新連結投影機。

若依然無法排除問題，請聯絡經銷商或是維修中心進行維修和檢測。並不

要讓投影機繼續運行，否則可能會影起電擊或火災。

投影機偵測到燈泡異常和冷卻。

投影機偵測到異常並切換代待機模式。

?
內部溫度過高，投影機不能被開啟。當投影機完全冷卻，溫度恢復

正常後，電源指示燈呈紅色亮起，此時可以開啟投影機（警告指示

燈持續閃爍）。

? 投影機完全冷卻，並且溫度恢復正常。

燈泡蓋未確實關閉。

防塵網需要清潔。

......紅色 ......亮 ......關

......綠色閃爍 ......紅色閃爍

附錄

...... 綠色

........ 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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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容電腦規格
本投影機基本能接收所有 DCLK 在 160MHz 以下的模擬電腦訊號格式，DCLK 在 140MHz 以下的數字電
腦訊號。
詳細分辨率和對應場頻如下列表。

輸入源 訊號格式 分辨率 場頻（Hz）

PC 

VGA 

640x480 60

640x480 68

640x480 72

640x480 75

640x480 85

SVGA

800x600 56

800x600 60

800x600 72

800x600 75

800x600 85

MAC 16 832x624 75

XGA

1024x768 60

1024x768 70

1024x768 75

1024x768 85

MXGA 1152x864 75Hz

WXGA

1280x768 60

1280x768 75

1280x768 85

1280x800 60

1280x800 75

1280x800 85

1366x768 60

QVGA
1280x960 60

1280x960 85

SXGA

1280x1024 60

1280x1024 75

1280x1024 85

SXGA+
1400x1050 60

1400x1050 75

UXGA 1600x1200 60

WSXGA+ 1680x1050 60

WUXGA 1920X1200 60

Component

480i 720x480i 60

576i 720x576i 50

483p 720x483p 60

576p 720x576p 50

720p 1280x720 50

720p 1280x720 60

1080i 1920x1080i 50

1080i 1920X1080i 60

輸入源 訊號格式 分辨率 場頻（Hz）

HDMI

VGA 

640x480 60

640x480 68

640x480 72

640x480 75

640x480 85

SVGA

800x600 56

800x600 60

800x600 72

800x600 75

800x600 85

MAC 16 832x624 75

XGA

1024x768 60

1024x768 70

1024x768 75

1024x768 85

XGA+ 1152x864 75

WXGA

1280x768 60

1280x768 75

1280x768 85

1280x800 60

1280x800 75

1280x800 85

1366x768 60

QVGA
1280x960 60

1280x960 85

SXGA

1280x1024 60

1280x1024 75

1280x1024 85

SXGA+
1400x1050 60

1400x1050 75

UXGA 1600x1200 60

WSXGA+ 1680x1050 60

WUSGA+ 1920X1200 60

Video/S-video
NTSC NTSC -
PAL PAL -

SECAM SECAM -

注意：

此規格如有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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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TER IN / MONITIOR OUT 端子 (D-sub 15)

5 1234

10 9 678

15 14 13 1112

1 Red (Input/output) 9 -----
2 Green(Input/output) 10 Grounding (field synchronizing)
3 Blue(Input/output) 11 Grounding
4 ----- 12 DDC data

5 Grounding
(line synchronizing) 13 Horizontal synchronizing

(compound sync.)input/output

6 Grounding(red) 14 Vertial synchronizing input/ output

7 Grounding(green) 15 DDC Clock

8 Grounding(blue)

SERIAL 端子 (D-SUB-9)
1 ----- 6 -----
2 RXD 7 -----
3 TXD 8 -----
4 ----- 9 -----
5 GND

LAN 端子

1 TX + 5 -----
2 TX - 6 -----
3 ----- 7 RX +
4 ----- 8 RX -

HDMI 端子（HDMI Type A 19)
1 TMDS Data2+ 11 TMDS Clock Shield
2 TMDS Date2 Shield 12 TMDS Clock-
3 TMDS Date2- 13 CEC
4 TMDS Date1+ 14 Reserved(N.C. on device)
5 TMDS Datel Shield 15 SCL
6 TMDS Datel- 16 SDA
7 TMDS Date0+ 17 DDC/CEC Ground
8 TMDS Date0 Shield 18 +5V Power
9 TMDS Date0- 19 Hot Plug Detect
10 TMDS Clock+

DVI 端子（DVI-D,24)
1 TMDS Date 2- 13 -----
2 TMDS Date 2+ 14 +5V Power

3 TMDS Date 2 Shield 15 Ground (for +5V)

4 ----- 16 Hot Plug Detect

5 ----- 17 TMDS Data 0-

6 DDC Clock 18 TMDS Data 0+

7 DDC Date 19 TMDS Date 0 Shield
8 ----- 20 -----
9 TMDS Date 1- 21 -----
10 TMDS Date 1+ 22 TMDS Clock Shield
11 TMDS Date 1 Shield 23 TMDS Clock +
12 ----- 24 TMDS Clock -

端子配置

8765432 1

1

2468

9 7 5 3

1012141618

19 17 15 1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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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put

PC adjust

Image select

Screen
(Computer 

signals)

Image adjust
(Computer 

signals)VGA

RGBHV

Component

HDMI

DVI

Video

S-video

Auto PC adj.

Contrast

Dynamic

Normal

Display area H

Sharpness

Display area V

Gamma

Ok?/Yes/No

Where to free?

Where to store?

Mode 1~5

Mode 1~5

Total dots

Color temp.

Cinema

Mode free

Horizontal

Red

Blackboard (Green)

Full
Aspect
Scale H
Scale V
H&V On/Off
Position H
Position V
Common Ok?/Yes/No

Ok?/Yes/NoReset

Red/Blue/Yellow/Green

Vertical

Green

Colorboard

Custom 

Clamp

Blue

User Image

0~31

0-63
0-63
High/Mid/Low
0-63
0-63
0-63
0-15
0-15

Reset

Store

Free

Stored

Fine sync

Brightness

Normal

True

Digital zoom +

Wide

Digital zoom -

Sound Volume

Mute On/Off

0-25

選單樹狀結構

Image adjust
(VIDEO signals)

Contrast

Sharpness

Noise reduction
Gamma

Progressive

Color 
Tint 
Red
Green
Blue

0-63
0-63
0-63
0-63
0-63
0-63
0-63
0-15

On/Off

Off
L1
L2
Film

0-15

Brightness

Screen
(Video 

signal)

Normal

Aspect
Scale H
Scale V
H&V On/Off

Position H
Position V
Common Ok?/Yes/No

Ok?/Yes/NoReset

Custom 
W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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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sed caption

Test pattern

Cooling fast

Warning log
Factory default
IRIS

High land
Filter counter Filter counter

Off/100H/200H/300H
Filter counter reset
Timer

Off/On
Off/On

Yes/No

Yes/No
On/Off

H

Security

Closed caption(Off/CC1/CC2/CC3/CC4)

Off/1-12

Setting Language 19 languages provided

Input search

Blue Back

Remote Control

Display

Ceiling

Logo

Rear

Auto PC adj.
Auto Keystone

Menu position
On/Off

On/Off

On/Off

Off

Code 0-9
Both/Front/Back

On/Off

Off/On/Auto
Off/On

On/Off
On/Off

0-6
Translucent
Background Color

Logo select

Remote Control
RC sensor

Logo PIN code lock
Capture

Logo PIN code change

Power management

On start

Lamp control

H/V Keystone

Default/User/Off

Ready
Shut down

Timer(1-30 Min)
Ready countdown(0-30 Min)

Off

OSD setting

Auto setup

Keystone Keystone

Corner

Reset
Store

On/Off

Color(Color/white)
Normal/Eco

PIN code change
Off/On

Off

PIN code lock

Key lock
Projector
Remote Control

Network Network setting

IP address

MAC address

H-sync freq.
V-sync freq.
Screen
Language
Lamp status

Power management
Lamp counter

Key lock

IP address

Subnet
Gateway
DNS

LAN

Set

Network information

DHCP

Cancel

On/Off

Information Input 

Standby mode Network/Eco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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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規格
Mechanical properties
 Dimensions (W×H×D ) 481mmx179mmx418mm

Net Weight 9.98Kg 
Adjustable foot 5˚

LCD resolution
LCD system 0.79" TFT, active matrix, 3-panel (EK-502X)

0.75" TFT active matrix, 3-panel (EK-501W)
LCD resolution 1024X768 (EK-502X) /1280X800(EK-501W)

Compatible signals
Color standard PAL, SECAM, NTSC, NTSC4.43, PAL-M and PAL-N
HDTV signal 480i, 480p, 575i, 575p, 720p, 1035i and 1080i
Scanning frequency Horizontal frequency: 15 kHz–100 KHz; Vertical frequency: 48–85 Hz

Optical elements
Image size (diagonal lines) 40"-300" 
Projection distance 4:3 1.17m-9.06m(W) 2.15m-16.41m(T)
(with Standard Lens) 16:10 1.23m-9.53m(W) 2.25m-17.23m(T)
Lens (Standard Lens) F=1.8~2.6, f=24.0~43.2mm; Electric zooming and focusing; Zoom times: 1.8
Lamp power 350W (Normal)/264W(ECO)
Contrast Ratio 2500:1 with IRIS @ lens shift 1:1
Aspect Ratio 4:3 (EK-502X) / 16:10 (EK-501W)

Terminal
S-Video S-Video Mini Din 4pin x1
BNC/VIDEO BNC x 5 (G or Video/Y, B or Pb/Cb, R or Pr/Cr, HV and V)
VGA IN Mini D-sub 15 pin x1
MONITOR OUT Mini D-sub 15 pin x1
DVI Digital (DVI-D) 24 pin x1
HDMI HDMI x1
AUDIO IN 3.5mm  Mini Type Stereo x3
Wired remote control input terminal/ Mini Jack, 3.5mm x1
Wired remote control output terminal Mini Jack, 3.5mm x1
CONTROL terminal D-sub 9 pin x1
LAN terminal 100 Base-TX (100Mbps)/10 Base-T (10Mbps), RJ45

Power
Voltage and power consumption AC 100–240 V (Max 7A), 50/60 Hz
Fuse 10A/250V
Internal speaker 10W RMS 8ohm, *1

Operating Environment
Operating temperature 41˚F-104˚F (5˚C-40˚C)
Storage Temperature 14˚F-140˚F (-10˚C-60˚C)
High land 2000 m

Remote control
Battery AA  or  LR6 1.5V  ALKALINE TYPE x 2
Operating Range 16.4' (5 m)/±30
Dimensions 48mm (W) x 26mm (H) x 160mm (D)
Net Weight 67g (including batteries)

Accessories                                           
Owner's Manual(CD)
Quick Start Guide
Remote control 
AC power cord
VGA cable

● 此規格如有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 液晶面板是以最高標準製作。 99.99% 的像素有效。但由於液晶面板性能的原因，有極小的一部分像素（0.01% 或更少）可能無效。



75

附錄

鏡頭功能 超短定焦鏡頭 短焦鏡頭 標準鏡 長焦鏡頭 超長焦鏡頭

鏡頭型號 AH-E22010 AH-E22020 AH-E21010 AH-E23010 AH-E23020
縮放比 /對焦 定焦 /電動 1.3 倍 / 電動 1.8 倍 / 電動 1.35 倍 / 電動 1.36 倍 / 電動

數值孔徑 (F) 1.8 2.0 - 2.6 1.8 - 2.6 2.2 - 2.8 2.2 - 2.8

焦距 12.414 19.3 - 24.9 24.0 - 43.2 45.6 - 73.8 70.3 - 119.5

投射比 (EK-501W) 0.8:1 1.2 - 1.6:1 1.6 - 2.8:1 2.7 - 4.6:1 4.5 - 7.7:1

投射比 (EK-502X) 0.8:1 1.2 - 1.5:1 1.5 - 2.7:1 2.6 - 4.4:1 4.3 - 7.3:1

產品中有毒有害物質和元素及含量標注

零部件名稱

有毒有害物質的元素

鉛

（Pb）

汞

（Hg）

鎘

（Cd）

六价鉻

(Cr6+)

多溴聯苯

(PBB)

多溴二苯醚

(PBDE)

光學部件 *  ○ ○ ○ ○ ○
實裝電氣部件 **  ○ ○ ○ ○ ○
框體、結構部件  ○ ○ ○ ○ ○
燈泡組件   ○ ○ ○ ○
電池 ○ ○ ○ ○ ○ ○
其他（遙控器、線材及其

他）
 ○ ○ ○ ○ ○

包裝 ○ ○ ○ ○ ○ ○
本表格依據 SJ/T 11364 的規定編製

○: 表示該零部件所有均質材料中的有毒有害物質含量未超過 GB/T 26572 標準中規定的《限量要求》。

×: 表示該零部件中至少一種均質材料中的有毒有害物質含量超過 GB/T 26572 標準中規定的《限量

   要求》。

備註：
* ：光學部件是指光學玻璃、顯示設備、反射透鏡等。

** ：實裝電氣部件是指電路板、內置線材、FAN、電源、傳感器等。



76

附錄

外型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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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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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3

70

21
7

n 145.9

單位：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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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 92688-2132, U.S.A.
Tel: +1 800-242-3454

+1 949-457-0200
Fax: +1 800-457-3454

+1 949-457-7878
E-Mail: usa@eiki.com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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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adian Bra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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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1 800-563-3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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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420 241-41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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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Tel: +86 21-3251-3993
Service Hot line: +86 21-3251-3995
Fax: +86 21-3251-3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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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11, Nouvelle Industrial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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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81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Darul Ehsan, Malaysia
Tel: +60 3-6157-9330
Fax: +60 3-6157-1320
E-Mail: sales@eiki.my

Ocea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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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61 03-8530-7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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