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线投影管理软件 ME6.0_Windows 版本 

对应的投影机  

·PT-BX55NC·PT-BW10NT·PT-BX10NT·PT-BX200NT·PT-BX300·PT-BX30NT·PT-BX40NT·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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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支持投影机型号列表请点击 

 

 

 

操作说明书请点击 

 

 

程序 

Wireless Manager ME 6.0 FAQ for Windows 

关于 Wireless Manager ME 6.0 相关问题的回答。  

问题 1：无法在投影机和计算机之间建立连接。 

 

回答： 

● 程序是否已经打开？ 

程序必须在计算机上启动后才能与投影机之间通过无线传送图像。 

● 是否建立了正确的网络设置。 

当选择了网络编号【USER1】、【USER2】、【USER3】或者【M-DIRECT】的投影机，确认是否在计算机和

投影机之间建立了正确的网络设置。 

● 点击程序上的【选项】，然后点击【信息】。 

具体操作按照说明进行。 

 

问题 2：计算机没有管理员权限。 

 

回答： 

如果登录电脑时没有管理员权限或者使用访客账户登录，将不能设定使用【S-DIRECT】，【S-MAP】，

【1】，【2】，【3】，【4】来选择投影机。（参照 23 页操作说明） 

如果有必要连接无线网络，使用网络编号【USER1】,【USER2】，【USER3】，【M-DIRECT】选择投影机。 

 

问题 3：显示“无法找到无线网络适配器”的错误提示。 

 

回答： 

● 无线网络适配器是否有效？ 

如果无线网络适配器无效，请设定为有效状态。某些计算机内置无线网卡，硬件或者软件可能关闭了无线

http://pro.panasonic.cn/pj/download/downloadfile/wxtyj_list.pdf
http://pro.panasonic.cn/pj/download/downloadfile/wuxian_Windows.pdf


网络。如果处于关闭状态，请先打开后再启动程序。（计算机如果同时使用蓝牙通信，蓝牙通信连接可能

拥有优先权，因此请更改优先权到无线局域网络。） 

● 无线网络适配器是否正确识别网络？ 

有时无线网络适配器不能正确的被计算机识别。 

确认设备管理器中无线网络适配器是否被正确识别。 

如果在设备管理器中网络适配器中显示有【？】，则无线网络适配器没有完成安装。 

查阅无线网络适配器的安装说明，再次进行安装。 

显示【设备管理器】 

Windows XP 点击【开始】-【控制面板】-【系统和维护】-【系统】。 

显示【系统设备】窗口。 

在【硬件】栏中点击【设备管理器】标签。 

Windows Vista 

点击【开始】-【控制面板】-【系统和维护】-【系统】 

显示【查看计算机基本信息】。点击【设备管理器】。  

Windows 7 

点击【开始】-【系统和安全】-【系统】显示【查看计算机基本信息】。点击【设备管理器】。 

Windows 8 

当显示 windows logo 时点击键盘上【X】，选择【控制面板】-【系统和安全】-【系统】。 

显示【查看计算机基本信息】。点击【设备管理器】。  

● “用【S-DIRECT】，【S-MAP】,【1】，【2】，【3】，【4】设定选择投影机”有时表现为升级无线

适配器驱动程序后的结果。（参照 23 页操作说明）  

查看制造商产品升级信息。 

 

问题 4：显示探测信息：“网桥建立”。 

 

回答： 

网桥是否能有效？ 

如果使用 Windows XP，Windows Vista，Windows 7 或 Windows 8，网桥可能被设置。（网桥是 Windows 

XP，Windows Vista，Windows 7，Windows 8 的功能。） 

建立无线连接网桥设定必须变更。 

如果不使用网桥，从系统中删除。 

详细内容查看网络管理员。 

<确认系统是否有网桥> 

Windows XP 

选择【开始】菜单里【连接】点击【显示全部连接】。 

确认在【网络连接】窗口中显示【网桥】。 

更改设定，按照下列设定步骤之一进行操作。 



<如何更改网桥设定> 

Windows XP 

1.选择【开始】菜单中【连接】，点击【显示全部连接】。 

2.右键点击【网桥】然后点击【性能】。 

3.在【网桥性能】窗口中钩选掉【无线网络连接】的设定标志。 

4.在【网桥性能】窗口中点击【内部协议（TCP/IP）】中的【性能】。 

5.点击【内部协议（TCP/IP）】中的【间隔设定】。 

6. 检查如下【用户设定】中的【IP 地址】和【网关】设定。 

IP 地址：10.10.11.101 

网关：255.255.0.0 

（如果上述 IP 地址已经在网络中被使用，设定 IP 地址在 10.0.0.0 到 10.255.255.255 的范围之内。） 

7.点击【OK】-【关闭】 

8.关闭【网络连接】窗口。 

<如何删除网桥> 

1. 选择【开始】菜单中【连接】，点击【显示全部连接】。 

2. 右键点击【网桥】，点击【删除】。 

Windows Vista/Windows 7 

选择【开始】菜单的【控制面板】中，选择【网络和互联网】然后点击【网络和共享中心】。 

在【网络和共享中心】窗口中选择【更改适配器设定】。 

确认【网桥】显示在【网络连接】中。 

按照以下步骤更改设定。 

<如何更改网桥设定> 

1. 在【开始】菜单中选择【控制面板】，选择【网络和互联网】，再选择【网络和共享中心】。 

2. 在【网络和共享中心】窗口中选择【更改适配器设定】。 

3. 右键点击【网桥】然后点击【性能】。 

4. 点击【用户帐户控制】中的【继续】。 

5. 在【网桥性能】窗口中钩掉【无线网络连接】的标志选项。（如果栏中没有选中，继续进行第 6 步） 

6. 点击【网桥性能】窗口中的【互联网协议版本 4（TCP/IPv4）】中的【性能】。 

7. 点击【物联网协议版本 4（TCP/IPv4）】中的【间隔设置】。 

8. 检查【用户设置】，设定如下【IP 地址】和【子网掩码】。 

IP 地址：10.10.11.101 

子网掩码：255.255.0.0 

（如果以上 IP 地址已经被使用，请设定 IP 地址在 10.0.0.0到 10.255.255.255 范围内。） 

9. 点击【OK】-【关闭】。 

10. 关闭【网络连接管理】窗口。 

11. 关闭【网络和共享中心】窗口。 

<如何删除网桥> 

1. 选择【开始】菜单中【控制面板】，再选择【网络和互联网】中【网络和共享中心】。 



2. 选择【网络和共享中心】窗口中的【更改适配器设定】。 

3. 右键点击【网桥】，点击【删除】。 

4. 点击【确认删除连接】对话框中【是】按钮。 

5. 点击【用户帐户控制】中【继续】。 

Windows 8 

显示【Windows logo】时按键盘上【X】，选择【控制面板】-【网络和互联网】，点击【网络和共享中

心】。 

选择【网络连接】窗口中【适配器设定】。 

确认【网络连接】中显示的【网桥】。 

按照以下步骤更改设定。 

<如何更改网桥设定> 

1. 显示【Windows logo】时按下键盘的【X】按键，选择【控制面板】-【网络和互联网】，点击【网络

和共享中心】。 

2. 在【网络和共享中心】窗口中【更改适配器设定】。 

3. 右键点击【网桥】再点击【性能】。 

4. 在【用户帐户控制】中点击【继续】。 

5. 在【网桥性能】窗口中钩掉【无线网络连接】的标志选项。（如果栏中没有选中，继续进行第 6 步） 

6. 点击【网桥性能】窗口中的【互联网协议版本 4（TCP/IPv4）】中的【性能】。 

7. 点击【互联网协议版本 4（TCP/IPv4）】中的【间隔设置】。 

8. 检查【用户设置】，设定如下【IP 地址】和【子网掩码】。 

IP 地址：10.10.11.101 

子网掩码：255.255.0.0 

（如果以上 IP 地址已经被使用，请设定 IP 地址在 10.0.0.0到 10.255.255.255 范围内。） 

9. 点击【OK】-【关闭】。 

10. 关闭【网络连接管理】窗口。 

11. 关闭【网络和共享中心】窗口。 

<如何删除网桥> 

1.显示【Windows logo】时按键盘上【X】，然后选择【控制面板】-【网络和互联网】，然后点击【网络

和共享中心】。 

2.选择【网络和共享中心】窗口中的【更改适配器设定】。 

3.右键点击【网桥】，点击【删除】。 

4.点击【确认删除连接】对话框中的【是】。 

5.点击【用户帐户控制】中的【继续】。 

 

问题 5：启动程序时显示<implementation of measure>窗口。 

 

回答： 



防火墙名称是否显示在“检查出程序”中？ 

当前运行的防火墙被检查出，名称显示在“检查出程序”中。 

解除防火墙阻止，点击【是】解除或关闭防火墙。 

当程序退出后，应用程序自动回复到原来的状态。 

如果勾选标志没有选择“操作总是已完成检测”的状态，检查器在下次启动程序时将自动启动。 

再次显示确认信息，在程序界面上选择【选项】-【设定】，查看“启动时显示防火墙信息”。 

 

问题 6：当 Windows 防火墙被检测出。 

 

回答： 

在【实行检测】窗口中点击【是】。 

检测自动实行。手动进行设定，选择对应的操作系统按照下列步骤进行操作。 

Windows XP 

程序是否在【开始】-【控制面板】-【安全中心】-【Windows 防火墙】-【例外】中注册。在防火墙应用

程序列表的例外中注册该程序。 

<如何注册> 

1. 点击【开始】-【控制面板】。 

2. 当控制面板打开后点击【安全中心】-【Windows 防火墙】。 

3. 当【Windows 防火墙】打开后点击【例外】栏中的【添加程序】。 

4. 打开【添加程序】后点击【无线管理器 ME6.0】。 

如果【无线管理器 ME6.0】没有显示在程序列表中，点击【浏览】选择【WM.exe】。 

5. 【无线管理器 ME6.0】显示在【程序和服务】区域。 

6. 双击【无线管理器 ME.6.0】，打开【编辑程序】窗口。 

7. 在窗口左下点击【更改范围】按钮。 

8. 当【更改范围】窗口打开，选择需要的网络。选择【任意计算机（包括在网络上的）】。 

9. 点击【OK】。 

10. 在【编辑程序】窗口中点击【OK】。 

11. 在【防火墙】窗口中点击【OK】。 

至此在 Windows 防火墙例外列表中注册了该程序。 

Windows Vista 

程序是否在【开始】-【控制面板】-【Windows 防火墙】-【允许通过防火墙程序】-【例外】栏中注册？ 

在防火墙例外程序中注册该程序。 

<如何注册> 

1. 点击【开始】-【控制面板】。 

2. 【控制面板】窗口打开后，点击【安全】栏。 

3. 点击【允许程序穿过防火墙】。 

4. 在【用户帐户控制】中点击【继续】。 

5. 在【Windows 防火墙设定】中的【例外】栏中点击【添加程序】。 



6. 【添加程序】打开后，点击【无线管理器 ME6.0】。如果在【程序】中没有显示【无线管理器

ME6.0】，点击【浏览】然后选择【WM.exe】。 

7. 【无线管理器 ME6.0】显示在【程序或端口】区域。 

8. 双击【无线管理器 ME6.0】，打开【编辑程序】窗口。 

9. 在左下方点击【更改范围】按键。 

10. 打开【更改范围】窗口后，选择需要的网络。选择【任意计算机（包含在网络上的）】。 

11. 点击【OK】。 

12. 点击【编辑程序】窗口中的【OK】。 

13. 点击【Windows 防火墙】中的【OK】。 

在 Windows 防火墙例外列表中注册了该程序。 

Windows 7 

程序是否在【开始】-【控制面板】-【系统和安全】-【允许程序穿过防火墙】中注册？ 

<如何注册> 

1． 点击【开始】-【控制面板】。 

2． 打开【控制面板】后点击【系统和安全】。 

3． 在【系统和安全】中点击【允许程序穿过防火墙】。 

4． 点击【更改设定】来更改允许注册模式。 

5． 点击【允许另一个程序】，选择【无线管理器 ME6.0】，选择【添加】。 

6． 确认程序已经添加到【允许的程序和特征】列表中。确认 HOME/WORK（独立）和公共。 

7. 在【允许穿过防火墙进行通信的程序】窗口中选择【OK】。 

至此程序已在防火墙例外列表中注册。 

Windows 8 

程序是否注册到【所有可穿过防火墙应用程序】中？ 

<如何注册> 

1. 当出现【Windows logo】时按下键盘上【X】按键，然后点击【控制面板】。 

2. 控制面板窗口中点击【系统和安全】。 

3. 在【系统和安全】窗口中点击【所有可穿过防火墙程序】。 

4. 点击【更改设定】更改允许注册模式。 

5. 点击【允许另一个程序】，点击【无线管理器 ME6.0】，然后点击【添加】。 

6. 确认程序添加到【允许程序和特征】列表中。确认私人和公共检查框已选中。 

7. 在【允许程序】中点击【OK】按键。 

程序已注册到可穿过 Windows 防火墙程序列表中。 

 

问题 7：当另一个防火墙被检查出来。 

 

回答： 

是否安装了其他防火墙控制程序？ 

如果安装了防火墙程序，可能不能和投影机进行通信。（即使程序没有运行，防火墙功能仍然以简单模式



进行着操作。） 

如果发生此种情况，必须改变防火墙设置使连接可以通过防火墙。 

查看程序用户手册中包含的防火墙设定操作。 

 

问题 8：当检测信息显示：找到无线局域网适配器功能。 

 

回答： 

如果无线适配器功能正在运行，功能名称将被显示。 

为了与投影机进行通信，必须关闭此功能。 

如果显示【Try Solution】按键，则可通过软件关闭此功能。 

实行检测 点击【Try Solution】按键，屏幕显示【implementation of a measure】，并且显示检测到的

功能名称。 

关闭无线适配器功能，点击【Yes】。 

当软件退出，关闭的无线适配器功能自动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如果检查标志没有选中“此操作已永久完成检查”，当网络下次被选择后检测将自动开启到有效状态。 

再次显示确认信息，选择程序界面上的【选项】-【设定】，检查“显示无线网适配器功能确认信息”。 

 

问题 9：与无线网络或有线网络连接失败。 

 

回答： 

如果投影中止或者通信被切断，在投影机列表中再次选择投影机。如果还是不能与投影机进行通信，关闭

投影机电源，等待投影机散热（直到电源指示灯从橘黄色变成红色），如果有请关闭主电源的开关，如果

没有则拔下电源线缆。再次打开电源，然后从软件中选择投影机。 

 

问题 10：在多屏直播模式下通信中断。 

 

回答： 

当与投影机的通信使用计算机内藏的无线网适配器，根据网络适配器版本的不同多屏直播模式可能会被释

放而出现通信中断。 

 

问题 11：使用互联网的同时建立无线局域网连接。 

 

回答： 

在可以连接互联网的无线局域网环境中，可以在连接互联网的同时通过无线网与投影机进行通信。如果具

有有线互联网连接，此投影机可允许计算机无线网应用的同时并且通过有线连接至互联网。 

怎样浏览网页并且同时与投影机连接。 

以下的情况，可同时浏览网页并且和投影机进行连接。 



（A） 设备全部通过可连接互联网的接入点连接（基础构造模式）。 

（B） 移动设备和投影机之间直接通过 WI-FI 连接，移动设备具备两个网络适配器，其中一个适配器连接

至互联网（iPhone 具有蜂窝覆盖+WI-FI 覆盖）。  

 

问题 12：不能通过 IEEE802.11g/IEEE802.11n 建立连接。 

 

回答： 

● 在支持 IEEE802.11b 和 IEEE802.11g 的无线网络环境中，可能会通过 IEEE802.11b 建立连接。 

● 在某些操作环境中，连接可能会通过 IEEE802.11b 建立。取决于位置、无线信号的状况、距离等其它

因素。 

● 某些无线网适配器仅支持通过 IEEE802.11b 的 AD HOC 连接。 

● IEEE802.11n 只能在【S-DIRECT】，【M-DIRECT】时使用，或是无线模块（型号：ET-WM200）和基础

连接（通过接入点 802.11n）时使用。 

【S-DIRECT】，【M-DIRECT】和无线模块只对应某些特定型号的投影机才能使用。详细内容，参照对应投

影机型号表。如果有此软件 CD-ROM，请查看应用程序界面中的“对应投影机型号表”。  

 

问题 13：图像显示缓慢或动画显示不流畅。 

 

回答： 

● 计算机的 CPU 是否速度慢？ 

显示图片或者动画的表现很大程度上依靠计算机的 CPU。 

● 周边环境中如果有其他无线连接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 【选项】-【设置】中的“以高画质投影（影响性能）”被选择后，屏幕显示速度可能会变慢。 

● 当其它程序同时也在运行的情况下可能速度会变慢。 

● 是否在启动软件之前打开了 Powerpoint 或者 Windows Media Player? 

如果是，请在启动本软件后再打开其他应用程序。 

● 如果程序用访客帐户打开而不是管理员权限打开，速度会明显降低。 

● 在 Windows Vista、Windows7、Windows8 中动画的显示速度可能比较慢。 

 

问题 14：DVD、MPEG2、蓝光碟片的内容不能在计算机上播放。 

 

回答： 

在程序运行时会有以下的限制。 

● DVD，MPEG2 和蓝光碟片的动画不能播放。 

● 如果使用 3D 功能的应用可能会产生问题。例如，程序性能可能下降或图像不能显示。 

● 退出程序，尝试使用 VGA 线缆或者 HDMI 线缆连接投影机。（取决于播放动画图像所使用的播放器，可

能不能播放这些内容。） 



 

问题 15：在计算机上的操作与投影机上的显示画面之间存在延迟。 

 

回答： 

此程序读取屏幕内容，压缩数据后传送给投影机。在投影机一侧，接收到的数据解压缩后进行投影。系统

会产生一定的延迟，取决于处理时间和无线环境中的一些因素。不同的计算机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延迟时

间。 

 

问题 16：不能改变图像直播的类型。 

 

回答： 

● 选择【选项】-【多屏直播】-选择使用类型“选择多屏直播类型”，点击【使用】。使用类型被改

变。 

● 在虚拟遥控器中按【多屏直播】，使用类型会被改变。 

● 在投影机的网页控制菜单中选择“多屏”，然后点击【进入】按键。 

● 当屏幕以全屏模式显示图像时不能切换使用类型。 

 

问题 17：在投影时不能从投影机上听到计算机传来的声音。 

 

回答： 

● 媒体播放器（如 Windows Media Player，Real Player 或 Quick Time）是否在此程序启动之前打开？ 

● 与多台投影机连接通信时都不能使用。 

● 在【选项】-【设定】，查看检查标志是否已经选中“投影时伴随图像产生声音”。 

Windows7 

1. 打开程序后，点击【开始】-【控制面板】-【硬件和声音】，然后选择【声音】。 

2. 确认是否把"Panasonic Projector Audio Device"设定为【默认设定】。 

3. 如果没有设定"默认设备"，选择"Panasonic Projector Audio Device"，点击【设定为默认】。 

4. 在<声音>桌面中点击【OK】。 

● 在退出此程序后默认设备设定返回到原始状态。 

 

问题 18：程序的颜色不能正确显示，文字很难看清。 

 

回答： 

● 在【选项】中选择【设定】，查看检查标志是否选中“以高画质投影（影响性能）”。 

● 设定屏幕在 16 位色或更高。 



Windows XP 

1. 点击【开始】-【控制面板】-【表现和主题】-【显示】。 

2. 在<显示性能>屏幕中点击【设定】栏，设定【颜色质量】到【16 位】或更高。 

Windows Vista/Windows 7 

1. 点击【控制面板】-【表现和个性化设置】-【屏幕分辨率】-【高级设定】。 

2. 点击【显示器】栏，设定【颜色】至【16 位】或更高。 

 

问题 19：投影中屏幕保护不能正确显示。 

 

回答： 

● 某些屏幕保护可能不能正确显示。 

● 选择【选项】-【设定】，然后选中“投影中不能屏幕保护”后，投影过程中不再显示屏幕保护。 

 

问题 20：在 Windows Vista 或者 Windows 7 系统下投影过程中使用 Windows Media Player 11 时声音发

生破音。 

 

回答： 

使用 Windows Media Player 11 时尽可能关闭其他应用程序。 

如果声音还存在问题，请使用其他播放程序。 

 

问题 21：Windows Aero 界面不能显示。 

 

回答： 

程序运行时 Windows Aero 界面不能显示。 

 

问题 22：在 Windows 8 环境下搜索不到投影机。 

 

回答： 

不会由于所使用计算机的原因而搜索不到投影机。 

如果搜索不到投影机，为投影机选择以下的设定。 

<关于投影机 PT-VX505N 或 PT-VW435N> 

使用【S-DIRECT】或【M-DIRECT】设定投影机。 

<其他投影机（具备无线功能）> 

使用【USER1】，【USER2】,【USER3】(结构模式)的设定连接接入点。 

 

 

Wireless manager ME 6.0 for Macintosh 



问题 1：不能向 MAC OS X v10.8 安装从网站下载的 Wireless manager ME 6.0 for Macintosh。 

 

回答： 

美洲狮的门卫功能保护你的 Mac 不受网络上下载的不良软件及不良软件操作的影响。如果下载的软件无法

得到开发商的认证，门卫功能将阻挡程序安装并显示信息（右侧图片）。不推荐以下操作，但是可以按照

以下步骤打开没有开发商认证的软件。 

操作步骤： 

1.从 Wireless Manager Me 6.0 for Macintosh 网页下载 Wmmac6.0.dmg。 

2.在搜寻器中，点击或者右键点击【WMMac6.0】文件夹中的【Wireless Manager】图标。选择下图所示菜

单最顶部的【Open】。 

3.点击对话框中的【Open】。 

4.安装开始。按照屏幕提示安装软件。 

 

问题 2：投影机和电脑之间无法建立无线连接。 

 

回答： 

● 软件是否已经启动？ 

软件必须启动才能通过无线方式传输图像。 

● 网络设置是否正确？ 

当选择了投影机网络号码为【USER1】，【USER2】，【USER3】或者【M-DIRECT】,检查投影机和电脑是否

正确设置了网络连接。 

● 当防火墙是【ON】状态。 

关闭防火墙然后启动软件。 

 

问题 3：当电脑没有管理员权限。 

 

回答： 

如果没有管理员权限，必须输入管理员名称和密码。 

 

问题 4：无线网络或有线网络连接丢失。 

 

回答： 

如果投影被终止或者通讯中断，从列表中再次选择投影机。如果还是不能与投影机进行通讯，关闭投影机

电源，等待直到投影机完全散热（等待主电源指示灯从橘红色变成红色），带有开关电源的请关闭主开关

电源，没有开关的请拔掉电源线缆。再次打开电源，从软件中再次选择投影机。 

 

问题 5：使用互联网的同时建立无线局域网连接。 



 

回答： 

在可连接互联网的无线局域网环境中，可以连接互联网的同时也可通过无线局域网和投影机进行通讯。 

如果具备有线网连接，投影机可允许无线应用的同时通过有线网连接互联网。 

 

问题 6：无法通过 IEEE802.11g/IEEE802.11n 建立连接。 

 

回答： 

在支持 IEEE802.11b/IEEE802.11g 的无线环境中，无线连接可能通过 IEEE802.11b 建立。在某些操作环境

下，连接可能透过 IEEE802.11b 建立。这取决与位置，无线信号状态，距离或者其他因素。 

某些无线适配器只支持通过 IEEE802.11b 建立 AD HOC 连接。 

IEEE802.11n 只在【S-DIRECT】【M-DIRECT】模式下可以应用，或使用无线模块（型号：ET-WM200）和基

础连接（802.11n 接入点）的情况下。 

【S-DIRECT】【M-DIRECT】和无线模块仅支持某些特定型号的投影机。 

详细请对照兼容型号列表。 

在投影机附件 CD-ROM 中，请看程序中兼容型号列表。 

 

问题 7：传输速率慢。 

 

回答： 

传输速率可能会在某些操作环境下变慢（取决于位置，无线信号状况或距离等因素）。避免金属物或者其

他导体接近计算机上无线局域网的天线，否则传输速率会变慢。 

 

问题 8：投影开始失败。 

 

回答： 

当计算机具备自动图形切换功能，在系统环境设定中的【节能】选项中设置了【图形自动切换】后投影启

动可能会失败。如果启动失败，请关闭此功能。 

 

问题 9：图像传输速度慢或动画显示不流畅。 

 

回答： 

计算机的 CPU 处理速度慢？ 

显示图像或者播放动画时的表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计算机的 CPU。 

周边如果有其他无线连接可能会造成有害影响。 

如果在【选项】的【设定】中选择以高画质（影响表现）投影可能会使显示速度变慢。 

当其他程序也在同时运行时可能使速度变慢。 



 

问题 10：DVD，MPEG2 或蓝光光盘不能在计算机上播放。 

 

回答： 

● 程序运行时有以下限制。 

  

● DVD，MPEG2 和蓝光光盘不能播放动画。 

  

● 如果使用 3D 方式的应用，可能会产生问题。例如，应用的表现会降低或者不能显示图像。 

  

● 退出程序，尝试用 VGA 线缆或者 HDMI 线缆连接投影机使用该程序。（取决于所用的播放器，导致有可

能不能播放。）  

 

问题 11：在计算机上的动作和在投影机上投射图像之间存在时间差。 

 

回答： 

此程序读取屏幕内容，压缩数据然后传送给投影机。在投影一侧接受到数据解压缩后投射出来。由于处理

时间和无线应用环境等因素，系统会发生一定的延迟。不同的计算机会产生不同的延迟。  

 

问题 12：不能更改直播投影的类型。 

 

回答： 

在界面上选择【选项】-【多重直播】-选择应用类型中"多重直播"，点击应用。类型进行切换。 

当【多重直播】被点击后，类型将被切换。 

通过投影机的【网络】菜单中选择【多重直播】并按【回车】键可进行多重直播的切换。 

在图像全屏状态投影图像时不能进行状态切换。 

首先停止投影图像，然后更改直播模式。  

 

问题 13：投影过程中从投影机中无法听到计算机上传来的声音。 

 

回答： 

安装此软件后，重新启动系统。 

在同时连接多部投影机时两者都不能使用。 

没有安装驱动程序则无法输出声音。 

如果在退出此程序后声音不能从内部扬声器输出，确认【系统自定义】设置中【声音】的【输出】选项中

选择【内部扬声器】。  

 



问题 14：程序的颜色显示不正确文字很难看清。 

 

回答： 

在【系统自定义】设定中【显示】选项中检查【颜色】选项的设定。 

设置【颜色】选项“大致 32000 色”或更高。 

【256 色】设定状态下无法投影图像。  

 

问题 15：不能降低显示的亮度。 

 

回答： 

检查标志处于“投影中不能屏幕保护”的状态。 

在界面上选择【选项】-【设置】，如果检查标志中选择的是“投影中不能屏幕保护”的状态，则亮度将

不能降低。  

 

软件 

FAQ PT-VW435N，PT-VX505N，PT-VX400NT 

 

关于 PT-VW435N，PT-VX505N，PT-VX400NT 相关问题的解答。 

1. 当投影机通过接入点连接无线网或有线网，程序搜索不到投影机。（Wireless Manager ME6.0, 

Panasonic Wireless Projector for iOS, etc.） 

2. 当投影机使用 USB 线缆连接 PC 时，USB 显示功能不能自动启动投影。  

检查标志处于"投影中不能屏幕保护"的状态。 

在界面上选择【选项】-【设置】，如果检查标志中选择的是"投影中不能屏幕保护"的状态，则亮度将不

能降低。  

 

问题 1： 

当投影机通过接入点连接无线网或有线网，程序搜索不到投影机。（Wireless Manager ME6.0, 

Panasonic Wireless Projector for iOS, etc.） 

 

回答： 

如果按照如下网络设定，在某些情况程序可能无法搜索到投影机。 

当使用网络编号 USER1，USER2，USER3 通过接入点连接无线网或有线网，IP 地址通过 DHCP 自动获取并设

定在 192.168.1.*。（*可能是 1 到 254 之间的任意数字） 

 

此种情况下，更改网络地址到 192.168.1.0 以外的地址。注意：为投影机和 PC 设定的网卡地址是为了网

络上认定设备的 IP 地址的一部分。 例如，如果 IP 地址是 192.168.1.100，子网掩码是 255.255.255.0，

网关地址 192.168.1.0。  



【确认投影机设定】 

1） 确认 DHCP 客户功能设定。 

● 使用有线网络 

a.显示屏面菜单 

b.选择【网络】-【有线网络】，确认 DHCP 设定为“开”。 

● 使用无线网络 

a. 显示平面菜单 

b. 选择【网络】-【无线网络】，确认网络编号设定在【USER1】，【USER2】或【USER3】。 

c. 选择【网络】-【无线网设定】，确认 DHCP 设定为“开”。 

 

2） 确认投影机 IP 地址 

a. 显示平面菜单。 

b. 选择【网络】-【网络状态】，确认有线网络和无线网络的 IP 地址。每次按下遥控器上的播放按键，

状态指示在有线网络和无线网络之间切换。 

 

【如何更改网络地址】 

如果 DHCP 服务通过宽频路由器操作运行，必须改变宽频路由器的设置。启动 DHCP 后不必改变投影机和其

他设备（如 PC和 iPhone）的设定。在改变网络设定前请与网络管理员商谈。 

 

按照给出一个设置的范例。详细设定方法，参照路由器操作说明。 

  变更前数值（例） 变更后数值（例） 

路由器 IP 地址： 192.168.1.250 192.16.2.250 

DHCP 服务器的分配起始

地址： 
192.168.1.101 192.168.2.101 

DHCP 服务器的分配截止

地址： 
192.168.1.200 192.168.2.200 

 

设定结束后，重新启动路由器。 

按照以下操作更改 DHCP 服务器 IP 地址。 

a. 关闭投影机，拔下电源线，稍后接好电源线打开投影机。 

b. 重新启动 PC 

如果是使用 iPad，iPhone或 iPod touch，关闭 Wi-Fi 设定，然后重新连接接入点。  

 

问题 2： 

使用 USB 线缆连接 PC 和投影机，USB 显示功能不能自动启动投影。 

 



回答： 

如果投影机网络设置如下，使用 USB 线缆连接 PC 和投影机在某些情况下投影机不能自动启动投影。 

 

当使用网络编号 USER1，USER2，USER3 通过接入点连接无线网络或有限网络，IP 地址手动设定为

192.168.1.*(*是 1到 254 之间的任意数字)。 

 

改变连接网络的网络地址到 192.168.1.0 以外的地址。注意：网络地址是投影机或 PC 认定的 IP 地址的一

部分。例如：如果 IP 地址是 192.168.1.100，子网掩码 255.255.255.0，网关地址 192.168.1.0。  

【确认投影机设定】 

1） 确认静态 IP 地址的设定。 

● 使用有线网络 

a. 显示屏面菜单 

b. 选择【网络】-【有线网络】，确认 DHCP 设定为“关”。 

● 使用无线网络 

a. 显示屏面菜单 

b. 选择【网络】-【无线网络】，确认网络编号设定在【USER1】，【USER2】或【USER3】。 

c. 选择【网络】-【无线网详细设定】，确认 DHCP 设定为 “关”。 

 

2） 确认投影机的 IP 地址 

a. 显示屏面菜单。 

b. 选择【网络】-【网络状态】，确认有线网络和无线网络的 IP 地址。每次点击遥控器上播放按钮，，

状态指示在有线网络和无线网络。 

c. 确认有线网络和无线网络的 IP 地址不是 192.168.1.*。  

【如何更改网络地址】 

更改投影机和其他设备的 IP 地址（例如 PC和 iPhone）。下面是设置范例。 

在操作说明书中查看更改 IP 地址的方法。 

在操作说明书中查看更改其他设备（例如 PC和 iphone）IP地址的方法。  

  变更前数值（例） 变更后数值（例） 

投影机 IP 地址： 192.168.1.100 192.168.2.100 

终端 IP 地址（PC，

iPhone 等）： 
192.168.1.101 192.168.2.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