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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感谢您购买本Panasonic产品。
使用本软件前，请仔细阅读本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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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使用许可书

作为使用本软件的条件，必须同意“软件使用许可书”所规定的内容。

用户通过使用本软件，即被视为已经同意“软件使用许可书”的条款。

zz第1条　权利
客户可以获得本软件（包括CD-ROM，使用说明书等所记录或记载的媒体信息）的使用权，但并不等于转让其版权或知识
产权。

zz第2条　第三方的使用
无论有偿或无偿，客户不得将本软件及其复制品转让给第三方，也不得让其使用。

zz第3条　限制复制
本软件的复制，仅限保管（备份）为目的。

zz第4条　使用的计算机
客户可以在其拥有或管理的多台计算机上使用本软件。

zz第5条　逆向工程、反编译或反汇编
请勿对本软件进行逆向工程、反编译或反汇编。

由于客户的逆向工程、反编译或反汇编而导致本软件出现的任何缺陷，本公司不承担责任。

另外，由于客户的逆向工程、反编译或反汇编而造成的损失，本公司及其销售店、销售代理店均不承担责任。

zz第6条　售后服务
若本软件在客户使用过程中出现问题，请向本公司投影机支持中心咨询。

本公司将告知所能了解的内容错误（程序错误）和使用方法的改良等必要信息。

另外，本软件如有更改，恕不提前通知。

zz第7条　豁免责任
本公司对本软件所承担的责任仅限上述第6条规定。
对于客户因使用本软件而蒙受的损失及第三方对客户的索赔要求，本公司及销售店、销售代理店均不承担责任。

另外，在不使用本公司投影机的情况下，本公司不保证本软件的正常运行。

zz第8条　出口管制
客户应同意 : 在未取得客户购买产品所在国家及其它要求出口或再出口管制国家的相应出口许可时，不得以任何形式将本
软件出口或再出口至非购买国以外的任何国家。

注意

zz 由于本投影机的使用或故障引起的直接、间接损害，本公司不负任何责任，敬请谅解。

zz 本公司不对因投影机的使用而导致的数据损坏承担责任。

zz 图解及画面显示有时可能会与实际情况不完全相符。

zz 一般来说，会使用Windows 10的屏幕截图来描述本手册中的操作。
zz 本软件的规格可能未经预告就给予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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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使用的通知和要求

zz 安全要求

使用本软件时，可能会有下述类型的安全问题：

zy 个人注册信息的泄漏

zy 不受信任的第三方执行的不正当操作

zy 不受信任的第三方妨碍或中止本软件的使用

对于投影机机身及所使用的计算机，请充分采取安全措施。

zy 请设置不容易破解的密码。

zy 定期更改密码。

zy 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及其相关公司绝不会向客户询问密码。  
即使被直接问及，也不要透漏您的密码。

zy 请通过防火墙等的设置，在确保安全的网络中使用。

zy 请设定所使用计算机的密码，对可登录用户进行限制。

使用无线局域网设备时的安全注意

无线局域网的优点是 :在电波可以传送的范围内，即使不使用电缆，也可以通过电波在无线接入点与计算机等设备之间交
换信息。

但是，由于无线电波可以穿透障碍物（如墙壁等）到达传播范围内的任何地方，因此当未运行安全相关设置时，有可能发生

下述的问题。

zz 监控、盗窃传输的资料

 恶意的第三方故意截获并监控传输的资料
 例如电子邮件内容、身份证号、密码或信用卡号等个人信息

zz 非法侵入系统

 恶意的第三方不经授权进入您的个人或公司网络并从事以下行为：
  获取个人信息或机密信息（信息泄漏）

  冒充某人散播虚假信息（假冒）

  改写截获的通讯内容并发送虚假信息（篡改）

  散布计算机病毒等有害程序，破坏您的资料或系统（破坏）

由于大部分无线局域网适配器和无线接入点都配有安全功能以处理此类问题，因此在运行无线局域网设备的安全相关设置

下使用时，可有效减少发生此类安全问题的概率。

某些无线局域网设备在购买时的初始状态下，并未运行有关安全方面的设置。为了减少发生安全问题的概率，在使用无线

局域网设备之前，请务必按照相应的使用说明书，运行与安全相关的所有设置。

另外，恶意的第三方可能利用无线局域网的规格，通过特殊方法破坏安全设置。

如果您在使用局域网时无法执行安全设置，请联系Panasonic投影机支持中心。

本公司要求客户完全理解不运行安全设置直接使用本软件所能带来的危险，并建议客户自己判断和负责，做好安全设置。

Plug and Share使用下列软件程序。
本软件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需在 Independent JPEG Group工作的基础上才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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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g and Share概述
Plug and Share是一种软件应用程序，允许您通过无线局域网网络中的投影机，使用USB存储设备投影计算机画面图像，而
无需像之前的应用程序一样选择投影机。

您可以通过以下两个步骤投影计算机画面。

步骤1：  将USB存储设备插入投影机，与投影机进行配对。 
“配对USB存储设备”（第8页）

步骤2：  将配对的USB存储设备插入计算机，然后启动本软件。 
“启动软件”（第10页）

步骤 2

步骤 1

zz 本软件包含以下功能。

zy 通过将USB存储设备与投影机连接和配对，本软件可消除之前应用程序所需执行的投影机选择。
zy 只需将配对的USB设备连接到计算机并启动软件准备投影。
zy 将配对的USB设备的文件复制到其他USB设备，即可同时从多台计算机连接到本投影机。

zz 本软件可使用下列两种模式。

zy 实时模式

允许通过单个投影机同时在投影画面上显示四个计算机画面。

可以通过启动器操作切换投影画面上显示的计算机画面。

“实时模式”（第13页）
zy 协调者模式

允许通过遥控器或投影机按钮操作，全屏显示最多16个同时显示的画面中的单个计算机画面。
“协调者模式”（第14页）

提示

zz 本软件也可在无法将USB存储设备连接到投影机时使用，例如当投影机安装在天花板上时。  
“如果投影机触不可及”（第9页）
zz 当投影机的无线局域网连接设置设为 [简易 ]时，实时模式下最多可通过无线局域网连接4个终端，协调者方式下可连
接最多10个终端。
zz 本软件不支持音频传输。但是，如果安装了“Wireless Manager ME”并在选项设置中启用了 [投影时影音同步传输 ]，
将会在使用本软件时从投影机输出计算机的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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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您的计算机

z�连接时必要的计算机环境
zz 首先，检查计算机是否配备内置无线局域网功能。

zz 投影机与电脑连接前，一定要检查以下的设置。

检查1 无线局域网设置

zz 无线局域网适配器被正确识别了吗?
zz 将无线局域网适配器的电源接通了吗?
zz 请事先安装无线局域网适配器的驱动程序。  
有关驱动程序的安装详情，请参阅无线局域网适配器的使用说明书。

检查2 登录用户的设置

zz 可按管理员权限进行登录吗?

检查3 计算机的设定

zz 当安装安全软件（防火墙）或联网应用软件（实用程序）时，有可能导致与投影机的连接失败。

zz 解除或关闭了防火墙拦截吗?   
 “常见问题” （第18页）

不能保证适用于所有无线局域网适配器和计算机内置无线局域网适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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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您的电脑（续页）

z�系统要求
要使用本软件，需要计算机满足以下条件：

操作系统 : Microsoft Windows 7
  Ultimate 32/64位 , Professional 32/64位 ,  

Home Premium 32/64位
  支持到SP1

Microsoft Windows 8.1
  Windows 8.1 32/64位 , Windows 8.1 Pro 32/64位

Microsoft Windows 10
  Windows 10 Home 32/64位 , Windows 10 Pro 32/64位

支持上述OS的日文版、英文版、中文版。

中央处理器 : 推荐使用 Intel Core i5或更高版本

存储器 : 1024 MB以上

局域网条件 : 需要无线局域网适配器（遵照 IEEE802.11 b/g/n/a）

显示器画面 : 高色彩（16位）以上

桌面区域 : 大于1024×768像素
小于2048×1536像素

提示

zz 不能保证适用于上述以外系统环境或自己装配的计算机。

zz 当使用在无线广域网中运行的计算机时，某些功能可能不可用。

zz 通过 IEEE802.11n进行连接时，请使用全都支持11n的无线局域网适配器、投影机、接入点。
zz 使用投影机的无线局域网连接功能时，会使用2.4 GHz / 5 GHz频带波段。有关使用无线局域网连接的注意事项和可用
无线局域网通道的信息，请参阅投影机的使用说明书。

zz 在配有可切换显卡功能的计算机上切换显卡功能之前，请务必停止图像显示。

即使符合上述条件，也不能确保所有的计算机均能使用本软件。

z�用于配对的USB存储设备
zz 使用经过FAT16或FAT32文件系统格式化的市售USB存储设备。  
需要大约30 MB的空间。
zz 不支持配有安全功能的USB存储设备。
zz 有关支持的用于配对的USB存储设备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投影机使用说明书中的“使用USB存储器”部分。
zz 有关操作用于配对的USB存储设备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投影机使用说明书中的“投影机可以使用的USB存储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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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对USB存储设备
将USB存储设备插入投影机，与投影机进行配对。
此操作可以将本软件和连接点（即投影机）上的信息文件保存到USB存储设备，只需将USB存储设备插入计算机并启动本软
件，即可在稍后连接到配对的投影机。

1 配置投影机的设置。
zz 在投影机菜单中将 [网络 /USB]  [Panasonic APPLICATION]  [配对指 ]设为 [开 ]。

2 按下遥控器上的<Panasonic APP>按钮。
zz 输入会切换到Panasonic APPLICATION，出现待机画面。

3 将要配对的USB存储设备插入<USB A (VIEWER)>接口。
zz 有关支持的用于配对的USB存储设备的详细信息，请参阅z“用于配对的USB存储设备”（第7页）。
zz 有关操作用于配对的USB存储设备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投影机使用说明书中的“投影机可以使用的USB存储器”部分。

4 当待机画面上出现确认消息时，使用按钮选择 [YES]，然后按<ENTER>按钮。
zz 配对数据（即，本软件和连接点信息文件）会保存到USB存储设备中。

5 当待机画面上出现完成消息时，移除USB存储设备。

提示

zz 使用经过FAT16或FAT32文件系统格式化的市售USB存储设备。需要大约30 MB的空间。
zz 不支持配有安全功能的USB存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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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投影机触不可及

在难以将USB存储设备连接到投影机的情况下（如将投影机安装在天花板上时），可以从网站将本软件下载到USB存储设备
上，然后使用<快捷连接>画面注册投影机以便使用。 

1 从网站下载本软件并保存到USB存储设备。
zz 按照说明在Panasonic网站下载页面 (http://prosystem.panasonic.cn/projector/download.html)下载Plug and Share。
zz 解压缩已下载的zip文件，将创建的文件夹移到USB存储设备的根目录下（即，打开USB存储设备时显示的第一个位
置）。

2 从USB存储设备启动本软件。
zz 在移到USB存储设备的文件夹中双击“PlugAndShare.exe”( )。

3 在<快捷连接>画面中选择要连接的投影机。
zz 在画面中选择网络 ID时，会创建一个连接点信息文件。之后，即可使用USB存储设备，就像已通过直接连接方式与投
影机配对一样。

zz 有关<快捷连接>画面中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快捷连接”（第15页）。
zz 有关检查网络 ID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对投影机进行确认”（第16页）。

4 启动启动器。
zz 启动器允许您执行全屏显示控制，以及控制投影的计算机画面的切换。

zz 有关启动器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启动器操作”（第11页）。

提示

zz 使用经过FAT16或FAT32文件系统格式化的市售USB存储设备。需要大约30 MB的空间。
zz 不支持配有安全功能的USB存储设备。
zz 使用投影机的无线局域网连接功能时，会使用2.4 GHz / 5 GHz频带波段。有关使用无线局域网连接的注意事项和可用
无线局域网通道的信息，请参阅投影机的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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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和退出软件

启动本软件前，请务必配置投影机的网络设置。

在投影机菜单中将 [网络 /USB]  [无线局域网 ]设为 [简易 ]，可以轻松建立无线局域网连接。
本软件也可以与5 GHz频率的 IEEE802.11a/n一起使用，或者在 [无线局域网 ]设置为 [M-DIRECT]时使用。
有关 [M-DIRECT]设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投影机使用说明书中的 [网络 /USB]菜单 [无线局域网 ]设置。

z�启动软件

1 在配对的USB存储设备中双击 。

zz 启动软件后会建立于投影机的连接，并会显示启动器。

zz 如果为投影机配置了密码，无论是启动启动器还是切换投影机，都会要求输入密码。

zz 从网站下载后第一次启动本软件时，或者在删除连接点信息文件以连接到其他投影机后启动本软件时，都会出现<快
捷连接>画面。在这种情况下，点击合适的网络 ID以选择投影机。  
“快捷连接”（第15页）

z�退出软件

1 点击启动器中 。

如果从网站下载后第一次启动本软件，或者如果通过<快捷连接>画面建立了与不同连接点的连接，则在退出本软件时将出现
是否保存连接点信息文件的确认消息。

提示

zz 如果重命名或移动USB存储设备上保存的文件夹和文件，可能无法正常操作。
zz 请勿在软件运行时移除USB存储设备。否则软件可能会异常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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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器操作

每当从已配对的连接的USB存储设备、之前已针对其通过<快捷连接>画面选择并连接投影机的连接USB存储设备、或已连
接的存储了连接点信息文件的USB存储设备启动本软件时，都会出现启动器。
启动器允许您执行投影图像控制（例如，启动 /停止图像显示）和显示系统菜单控制。
当与投影机建立连接时，会启用图像显示控制按钮的操作。

z�启动器

4

3

6

5

2

7

1

1   表示发送器名称设置和版本信息。
 “发送器名称设定”（第12页）
 “版本信息”（第12页）

2   暂停显示的图像。
这只能在图像显示期间使用。一旦使用，显示的图像即会冻结。

3   开始或恢复图像显示。

4   将当前显示的图像切换到全屏显示或分屏显示。
这只能在图像显示期间使用。

这会在协调者方式期间禁用。通过远程控制或直接控制投影机，而不是通过启动器，在不同的计算机上全屏显示图像。

5   将启动器显示最小化。

6   退出软件。

7   停止图像显示，或者切换到分屏显示。

提示

zz 用鼠标拖曳启动器可以改变其位置。

zz 将启动器显示最小化到任务栏时，可以通过点击任务栏上的 ，将启动器重新显示出来。

zz 视使用的视频播放应用程序而定，视频部分可能无法播放。

zz 本软件不支持音频传输。但是，如果安装了“Wireless Manager ME”并在选项设置中启用了 [投影时影音同步传输 ]，将
会在使用本软件时从投影机输出计算机的音频。

zz 如果通过待机模式下的投影机的启动器执行启动操作，投影机将会打开并开始图像显示。

注意

zz 当打开投影机时，请确保投影机附近没有任何人，以免投影机的光线照到人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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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器操作（续页）

z�发送器名称设定
可以在当前显示的图像上显示发送器名称。

1 点击启动器左上角以打开系统菜单。
2 在系统菜单中点击 [发送器名称设置 ...]。

3 选择 [发送器名称设置 ...]  [在投影画面上显示名称 ]复选框。

4 输入发送器名称，点击 [OK]。
zz 输入最多八个字母数字字符。

4

点击左上角红框内的区域。

z�版本信息
显示本软件的版本信息。

1 点击启动器左上角以打开系统菜单。
2 在系统菜单中点击 [版本 ]。

点击左上角红框内的区域。

z�删除连接点信息文件
如果要连接其他投影机，请执行此步骤。

删除通过配对或<快捷连接>画面创建的连接点信息文件。下次启动本软件时会出现<快捷连接>画面，可以选择要连接的投
影机。

“<快捷连接>画面”（第15页）

1 点击启动器左上角以打开系统菜单。
2 在系统菜单中点击 [删除连接目标信息文件 ]。

3 出现确认消息时，点击 [是 ]。

点击左上角红框内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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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器操作（续页）

z�实时模式
此模式允许计算机用户通过使用的投影机全屏显示计算机画面。

视连接的用户数而定，最多可在分屏显示中显示四个计算机画面，每个用户可以启用 /禁用其计算机画面的全屏显示。
此模式适用于参与者较少的会议。

1 配置投影机的设置。
在投影机菜单中将 [网络 /USB]  [Panasonic APPLICATION]  [协调者方式 ]设为 [关 ]。

2 点击启动器中 。
单击了此处的计算机的画面将全屏显示。

如果在多个计算机上执行了此操作，会出现4画面分屏显示，而在其启动器中执行了放大操作的计算机则会以全屏显示。（最
多四台计算机。）

zz 切换到全屏显示

在分屏显示期间，点击其中一个显示的计算机的启动器中的 ，可全屏显示该计算机的画面。

zz 切换到分屏显示

在全屏显示的计算机的启动器中点击 以返回分屏显示。

zz 从一台计算机的画面切换到另一台计算机的画面

当另一计算机的画面全屏显示时，点击其中一台计算机的启动器中的 ，可将全屏显示屏切换到新计算机的画面图像。

第一台设备全屏显示

开始显示 
第二台设备

分屏

 第一台设备

 第二台设备

 第二台设备

 第一台设备

第一台设备全屏显示

第二台设备全屏显示

 第一台设备

 第二台设备

提示

zz 当全屏显示另一台计算机的画面时，在启动器中点击 可能无法切换全屏显示。在这种情况下，请配置投影机的下

列设置。  
将 [菜单 ]  [网络 /USB]  [Panasonic APPLICATION]  [插入 ]设为 [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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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器操作（续页）

z�协调者模式
例如，此模式允许协调者通过远程控制或直接控制对投影机执行控制。

视连接的用户数而定，最多可在分屏显示中显示16个计算机画面，可以启用 /禁用任意用户的计算机画面的全屏显示。

1 配置投影机的设置。
在投影机菜单中将 [网络 /USB]  [Panasonic APPLICATION]  [协调者方式 ]设为 [开 ]。

2 点击启动器中 。
协调者方式待机画面中会出现正在使用的计算机的画面。

协调者方式待机画面

3 选择要全屏显示的计算机。
使用遥控器或投影机上的按钮，从待机画面中显示的图像中选择要全屏显示的计算机，然后按ENTER按钮切换
到全屏显示。

要返回待机画面，请在全屏显示下再次按ENTER按钮。

协调者方式待机画面

第一台设备全屏显示

第二台设备全屏显示

提示

zz 当投影机的无线局域网连接设置设为 [简易 ]时，通过无线局域网最多可连接10个终端，且最多可显示10个终端。
zz 本软件不支持音频传输。但是，如果安装了“Wireless Manager ME”并在选项设置中启用了 [投影时影音同步传输 ]，
将会在使用本软件时从投影机输出计算机的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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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捷连接

z� <快捷连接>画面
通过尚未配对的USB存储设备启动本软件时，会出现<快捷连接>画面。
从画面中显示的各个网络 ID中选择投影机时，可以将投影机当作已配对一样使用。
如果在退出本软件时已保存连接点信息文件，启动器将在后面的场合中启动，从而无需每次进行选择。

 “退出软件”（第10页）

显示<Check Network ID> 
画面

1

2

1   网络 ID
包含“Proj”，后面跟随4个用于识别投影机的数字。
  “对投影机进行确认”（第16页）

2   刷新按钮
刷新投影机检索结果。

z� <Check Network ID>画面
此画面显示网络 ID验证方法。
要打开<Check Network ID>画面，在<快捷连接>画面中单击 [网络 ID是指? ]。

表示不显示待机画面的投影机的网络

ID的显示位置。

关闭此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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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投影机进行确认

z�对网络 ID进行确认

1 打开投影机。
2 请按遥控器的<Panasonic APP>按钮（或投影机的<INPUT SELECT> 按钮），将输入切换到

[Panasonic APPLICATION]。
待机画面显示到投影机的投影映像中。

3 检查投影机的无线局域网设置、名称和网络 ID。
这些信息的显示位置将视投影机而定。

zz 关于显示待机画面的投影机

即使对于通常显示待机画面的投影机，如果其他用户已经显示图像，或者如果 [协调者方式 ] (第14页 )
设置为 [开 ]，则不会显示待机画面。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按<AUTOSETUP/CANCEL>按钮检查网络 ID。

• 待机画面显示实例

无线局域网连接设置

投影机名

网络 ID

z�网络状态的确认
可以在投影机菜单中确认 IP地址和其他网络设置信息。
zz 按投影机的<菜单>按钮，可在显示菜单中通过 [网络 /USB]  [网络通信状态 ]对网络的详细设置信息进行确认。



17

其
他

词汇表

术语 解释

Access point 
无线访问接入点

利用无线局域网连接计算机和网络的中继器。

只要连接到接入点，就可以访问与接入点连接的网络。

Account 
User account 
用户账户

这是指用于识别使用计算机的个人（即用户）的注册名称，包括两种帐户类型；具有管理员权限

的帐户和具有一般用户权限的帐户。具有一般用户权限的帐户无法使用某些功能和应用程序。

Account with 
administrator 
privileges 
管理员权限的帐户

可进行影响其他用户的变更的帐户。

进行显示 （盾）的操作时，即使进行操作，也会显示确认是否有问题的画面。

Firewall
防火墙

用于防范来自网络（互联网等）的非法访问、保护计算机的安全系统。

对于和网络间的数据交流进行限制，只让得到许可的数据通过，防止非法访问。

LAN 
局域网

“Local Area Network”的缩写。
是指例如公司内部等相对小范围的网络。

Logoff
登出

是指取消可以访问网络或计算机系统的状态（登录）。

也称为注销。

Logon
登录

是指成为可以访问网络或计算机系统的状态。

也称为登入。

MPEG 用于对数字视频进行有效压缩的技术。

其中的MPEG2标准拥有优秀的画质，应用于DVD-Video等。
还有压缩率低于MPEG2的MPEG1，用于Video CD。另外还有一种MPEG4标准，用于通过电
话线等低速线路传送低画质、高压缩率的影像。

Wireless LAN
无线局域网

利用电波进行无线通信的网络。

使用通用无线频率进行数据收发，因此不需要布设局域网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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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z� 无法在投影机和计算机之间建立无线局域网连接。

zz 启动本软件了吗?
必须在计算机中启动本软件才能将图像无线传输到投影机。

z� 检测出Windows防火墙。

请点击<对策内容的实施>画面的 [是 ]。
将自动实施对应内容。

要手动配置设置，请根据操作系统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Windows 7
请确认软件是否登陆到 [允许程序通过Windows防火墙 ]中。

注册：

 1.  选择 [开始 ]  [控制面板 ]。
 2.  <控制面板>画面中点击 [系统和安全 ]。
 3.  <系统和安全>画面中点击 [允许程序通过Windows防火墙 ]。
 4.  点击 [更改设置 ]更改至允许登记模式。
 5.  点击 [允许其他程序 ]，选择 [Plug and Share]，并点击 [添加 ]。
 6.  确认软件已添加到 [允许的程序和功能 ]列表中。  

确认已勾选“家庭 /工作（专用）”和“公用”复选框。
 7.  在<允许程序通过Windows防火墙通信>画面中点击 [是 ]。  

本软件将被注册到Windows防火墙的例外应用程序列表中。

Windows 8.1/Windows 10
请确认本软件是否登陆到 [允许应用通过Windows防火墙 ]中。

注册：

 1. 按下键盘上的Windows标志+ X键，点击 [控制面板 ]。
 2.  <控制面板>画面中点击 [系统和安全 ]。
 3.  <系统和安全>画面中点击 [允许应用通过Windows防火墙 ]。
 4.  点击 [更改设置 ]更改至允许登记模式。
 5.  点击 [允许其他应用 ]，选择 [Plug and Share]，并点击 [添加 ]。
 6.  确认软件已添加到 [允许的程序和功能 ]列表中。  

确认已勾选“专用”和“公用”复选框。

 7.  在<允许应用程序>画面中点击 [确定 ]。  
本软件将被注册到Windows防火墙的例外应用程序列表中。

z� 当检测出其它防火墙。

是否安装了具有防火墙功能的应用程序?
如果安装了具有防火墙功能的应用程序，有时会出现无法与投影机通信的情况。

（有时即使未启动，仅安装就能触发防火墙启动。

如果发生上述情况，必须更改防火墙的设置以便允许无线局域网连接。

有关防火墙设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应用程序的使用说明书。

z� 无线局域网的连接断开。

当图像显示被中断或通信被切断时，请在投影机列表中再次选择投影机。

如果这样仍无法与投影机通信，请关闭投影机并等待至投影机冷却（即，主机的电源监视器从橙色变为红色）后，再关闭主机

的主电源开关（如果有）。

如果没有开关，请拔掉电源线。

重新打开电源后，请再一次通过本软件选择投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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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投影期间通信被切断。

通过搭载英特尔迅驰移动技术（无线局域网）的计算机与投影机通信时，根据适配器版本的不同，可能会出现投影被取消的情

况。

z� 使用因特网的同时进行无线局域网连接。

zz 使用投影机的“简易”设置时，或者使用投影机和计算机直接通信时，会禁用因特网连接。请在使用前先退出本软件。

z� 不能进行 IEEE802.11g / IEEE802.11n连接。

zz 在含有支持 IEEE802.11b和 IEEE802.11g无线局域网适配器的环境里，通过 IEEE802.11b有可能建立连接。
zz 取决于使用环境（位置、电波状况、距离等），通过 IEEE802.11b有可能建立连接。

z� 图像显示或动画的再生很慢，不流畅。

zz 计算机中央处理器速度慢吗?   
 “系统要求”（第7页） 
图像显示和动画片播放与计算机的CPU性能有很大关系。
zz 如果周围正进行无线通信，可能会受到影响。

zz 同时启动其它的应用程序时，有可能变慢。

zz 启动本软件前，已启动Microsoft PowerPoint或Windows Media Player了吗？  
上述应用程序只有在启动本软件后才能启动。

zz 播放动态画面时，显示有可能会变慢。

z� 不能在计算机上播放DVD、MPEG2或Blu-ray Disc的内容。

zz 在本软件启动时，会有以下限制。

y  不能播放DVD、MPEG2或Blu-ray Disc的视频。
y  如果使用3D类型应用程序，可能会降低应用程序性能，可能无法显示图像，并且可能无法正常运行。
zz 退出本软件，尝试使用计算机缆线或HDMI缆线连接。  
（视使用的视频播放器而定，可能无法播放视频。）

z� 计算机操作与实际的图像显示之间存在延时。

zz 本软件可导入计算机画面、压缩数据并将数据传输到投影机。此外，在显示收到的数据之前会先在投影机上解压缩数据。  
由于这种处理时间和无线局域网环境中的各种因素，将会出现一些延迟。根据所使用的计算机性能，产生的延时不同。

z� 在图像显示期间，屏幕保护未正常显示。

zz 某些屏幕保护不能正常显示。

z� 在Windows 7中使用Windows Media Player 11时，图像显示期间声音会间断。

zz 如果使用安装了“Wireless Manager ME”的计算机，则在使用本软件时可能会从投影机输出音频，且可能发生这种现象。  
在运行Windows 7操作系统的计算机上使用Windows Media Player 11时，尽可能关闭其他应用程序。

z�“Windows Aero”变为无效。

在本软件启动期间，使“Windows Aero”为无效。

常见问题（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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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续页）

z� 当尝试从检索到的投影机显示图像时，投影机不会打开。

zz 如果将 [待机模式 ]设置设为 [节能 ]，可能无法打开投影机进行图像显示。  
在这种情况下，请执行以下操作。  
打开投影机，在菜单中将 [节能模式管理 ] → [待机模式 ]设定从 [节能 ]改为 [普通 ]。

z� 不显示无线局域网连接设定、投影机名以及网络 ID。
z� 找不到投影机。

zz 视投影机的设置而定，可能不会出现或找不到无线局域网连接设置、投影机名和网络 ID。在这种情况下，请执行以下操作。
将<INPUT>切换到<Panasonic APPLICATION>。

提示

zz 有关最新信息，请参阅Panasonic网站 (https://panasonic.net/cns/projector/)的FAQ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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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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