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谢您购买本 Panasonic 产品。

 r 使用本产品前，请仔细阅读本说明书，并妥善保管以备查询。

 r 使用本产品前，请务必阅读“重要安全提示”（ 第 5 至 11 页）。

型号： PT-SMZ88CL
	 PT-SMZ78CL
	 PT-SMZ68CL
	 PT-SMZ58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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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安全提示

警告： 本设备在使用时必须接地。

警告： 为了避免发生火灾或触电事故，请勿让本设备淋雨或受潮。

警告：
1) 如果长时间不使用本设备，必须从电源插座上拔掉电源插头。
2) 为了避免发生触电事故，请勿打开外盖。内部没有用户能自行维修的部件。请委托专业维修人员进
行维修。

3) 请勿拆除电源插头的接地端。本设备配有三脚带接地型电源插头。该插头只能与接地型电源插座配
合使用。这是一项安全功能。如果您无法将插头插入插座，请与电工联系。切勿使接地插头失去作用。

警告：
 f 对于永久性连接式设备，应在其建筑安装布线中加装便于操作的断路装置；
 f 对于可插拔式连接设备，插座应装在设备的附近，而且应便于插拔。

警告：
此为 A级产品。在生活环境中，该产品可能会造成无线电干扰。
在这种情况下，可能需要用户对干扰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注意事项：为确保持续的符合性，请遵守随附的安装说明。其中包括在连接电脑或外围设备时使用
提供的电源线和屏蔽的接口电缆。此外，擅自变更或修改本设备可能使用户丧失操作本
设备的权利。

警告： 为降低火灾或触电危险，请勿让本产品接触雨水或湿气。

警告： 电击危险。不要打开。

显示在投影机上

带有箭头符号、位于等边三角形内的闪电图标旨在警示用户产品外壳内存在未完全隔离的
“危险电压”，其能级可能足以构成人的触电风险。

位于等边三角形内的感叹号图标旨在警示用户，在产品附带的资料中含有重要的操作和维
护（检修）说明。

警告： 投影机正在使用时，请勿看镜头发出的光。
如同任何光源，请勿凝视直射光束，RG2 GB/T 30117.5-2019。

显示在投影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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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激光的说明

本投影机是符合 GB 7247.1-2012的 3R类激光产品。
 

DPQT1359ZA

DANGER-CLASS 4 LASER RADIATION WHEN OPEN AVOID EYE OR
                   SKIN EXPOSURE TO DIRECT OR SCATTERED RADIATION
DANGER-RAYONNEMENT LASER DE CLASSE 4 - EN CAS D'OUVERTURE 
                  EXPOSITION DANGEREUSE AU RAYONNEMENT DIRECT OU 
                  DIFFUS DES YEUX OU DE LA PEAU

DPQT1362ZA

注意——打开时有 2 类激光辐射

勿直视光束

DPQT1604ZA

注意： 如果不按照本文的规定进行控制、调整或操作，可能会遭受有害辐射。

(显示在投影机内部 )

显示在投影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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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危险距离 (GB/T 30117.5-2019)
从投影镜头表面起直至达到 RG2的可达发射限值（AEL）的距离称为危险距离（HD）或安全距离。超过
RG2的可达发射限值的区域称为危险区（HZ）。
在危险区内，请勿直视投影机投射的光。即使仅短暂直视光也会损害眼睛。在危险区以外，除非刻意盯
着投影机投射的光，其他任何情况下都可视为是安全的。 

HD

D3

D4
HZ

HD

D1

D2
HZ

 r 危险等级

当危险距离不超过 1 m（39-3/8"）时，将投影机和投影镜头的组合归为危险等级 2。当危险距离超过 1 m
（39-3/8"）时，将其归为危险等级 3，用于专业用途而非消费者使用。
在危险等级 3 的情况下，在危险区内直视投影光束时，即使是短暂直视，也有可能因直接辐射而损伤眼睛。
在危险等级 2 的情况下，除非刻意盯着投影机投射的光，其他任何情况下都可安全使用而不会伤害眼睛。
本投影机与投影镜头的组合被归为危险等级 3（危险距离超过 1 m（39-3/8"））的情形如下。
 

型号 投影镜头型号 危险等级

PT-SMZ88CL

ET-ELT23C 危险等级 3
PT-SMZ78CL
PT-SMZ68CL
PT-SMZ58CL

危险距离超过 1 m（39-3/8"）的投影机与镜头组合的危险区内各尺寸如下。
（单位：m）

型号 投影镜头型号 HD*1 D1*2 D2*2 D3*2 D4*2

PT-SMZ88CL

ET-ELT23C 1.9 0.09 0.09 0.15 0.15
PT-SMZ78CL
PT-SMZ68CL
PT-SMZ58CL

*1 HD ：危险距离
*2 D1 至 D4 的值将根据镜头位移量变化。表中的各个值为最大值。

提示

 f 表中的值基于 GB/T 30117.5-2019。
 f 如有添加或更改与投影机兼容的投影镜头，恕不另行通知。

注意

 f 在危险区内，如果投影机投射的光直接照射到眼睛，视网膜会受到损害。使用投影机时，请勿进入危险区。或者，将投影机安
装在投影光无法直接照射到眼睛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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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r 电源

壁式电源插座或电路断路器应安装在设备的附近，确保在出现问题时便于插拔。如果出现以下问题，
请立即切断电源。
在这些情况下，继续使用投影机将导致火灾、触电事故或视觉损伤。

 f 如果有异物或水进入投影机内，请切断电源。
 f 如果投影机跌落或机壳受损，请切断电源。
 f 如果发现投影机冒烟、发出异味或噪音，请切断电源。
请联系指定的维修中心进行维修，切勿尝试自行维修投影机。

遇雷雨天气，请勿触摸投影机和电缆。
否则，可能会导致触电事故。

请勿损坏电源线或电源插头。
如果使用受损的电源线，可能会导致触电、短路或火灾事故。

 f 请勿损坏、改造、过分弯曲、扭转、拉扯、缠绕电源线，或者使电源线靠近发热物体，或者在电源
线上压放重物。

如有需要，请委托指定的维修中心维修电源线。

请勿使用随附电源线以外的电源线。
否则会导致触电事故或火灾。请注意：未使用规定的电源线与电源插座一侧的设备进行接地连接可能
导致触电。

将电源插头稳固插入壁式电源插座中，并确保电源连接器稳固插入投影机电源接口。
如果电源插头插入不正确，可能会导致触电或过热。

 f 请勿使用破损的电源插头或已松弛的壁式电源插座。
当手潮湿时，切勿触摸电源插头或电源连接插头。
否则，容易导致触电事故。

请勿超过壁式电源插座的负荷。
如果电源超出负荷（例如：插入过多电源转换器），可能会导致温度过高甚至引发火灾。

定期清洁电源插头，防止灰尘覆盖插头。
否则，可能会引发火灾。

 f 如果电源插头上堆积了灰尘，灰尘中的水分可能会影响绝缘效果。
 f 如果长时间不使用投影机， 请拔掉壁式电源插座上的电源插头。
请定期拔掉壁式电源插座上的电源插头，并使用干布擦拭。

 r 使用 /安装
请勿将投影机放置在地毯或海绵垫等柔软物体上。
否则，可能会使投影机机身过热，并由此引起燃烧、火灾或损坏投影机。

请勿将投影机安装在潮湿多尘或接触油烟、蒸气的场所。
在此条件下使用投影机会导致火灾、触电或部件老化。
油还可能导致塑料变形，投影机可能会跌落，例如吊装时。

请勿将投影机安装在强度不足以承受投影机全重的地方或倾斜、不稳固的表面上。
否则，可能会出现投影机跌落或翻倒的情况，并由此导致人员受伤或设备损坏。

请勿在人员通行位置安装投影机。
人员可能撞到投影机或被电源线绊倒，并可能导致火灾、触电或受伤。

请勿遮盖住进气口 /排气口。
否则，可能会导致投影机温度过高，进而引发火灾或损坏投影机。

 f 请勿将投影机置于狭窄、通风不良的场所。
 f 请勿将投影机放在台布或纸张等容易被吸入进气口的材料上。
 f 请在排气口和墙壁或其他物体间至少留有 1 m（39-3/8"）的间隙，同时在进气口和墙壁或其他物体
间至少留有 50 cm（19-11/16"）的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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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在投影机使用期间，请勿直视镜头发射出的光线，或将皮肤暴露在这种光线下。 
请勿在投影光束中使用光学装置（例如放大镜或反光镜）。
否则可能会引起灼伤或视力受损。

 f 投影机镜头会发射出强光。请勿直视此光线，或将双手暴露在这些光线的直射下。
 f 特别注意不要让儿童直视镜头。此外，当您离开投影机时，请关闭电源并拔掉电源插头。

请勿在未取下镜头盖时投射图像。
否则，可能会引起火灾。

切勿改装或拆卸投影机。
否则，高压电可能会导致火灾或触电等事故。

 f 所有检查、调试及维修工作，请委托指定的维修中心进行。
防止金属物品、易燃物或液体进入投影机内。请勿弄湿投影机。
否则，可能会造成短路或温度过高，进而引发火灾、触电等事故或投影机故障。

 f 请勿在投影机附近放置盛有液体的容器或金属物品。
 f 如果有液体进入投影机内，请咨询经销商。
 f 请特别留意儿童。

请使用 Panasonic指定的吊装支架。
使用指定吊装支架之外的其他支架会导致机器掉落事故。

 f 请在吊装支架上安装随附的安全电缆，以防止投影机跌落。
仅限由合格的技术人员执行安装工作（例如在天花板上吊装投影机）。
如果安装且固定不当，可能会导致人身伤害或触电等事故。

 r 附件

请正确使用或处置电池，并参阅以下说明。
否则，可能会造成灼伤、电池漏液、温度过高、爆炸或火灾等事故。

 f 请使用指定电池。
 f 请勿给干电池充电。
 f 请勿拆卸干电池。
 f 请勿加热电池或者将电池浸入水中或扔入火中。
 f 请勿将电池正负极与金属物品相连，如：项链或发夹。
 f 请勿将电池与金属物品一起存放或携带。
 f 请将电池存放在塑料袋里，并远离金属物品。
 f 装入电池时，请确保正负极连接正确。
 f 请勿将新旧电池或不同类型的电池混用。
 f 请勿使用外皮剥落的电池。

如果电池漏液，请勿用手直接触摸漏液，并根据需要采取以下措施。
 f 一旦皮肤或衣服接触到电池漏液，可能会导致皮肤红肿或损伤。
请立即用清水冲洗，并向医生寻求帮助。

 f 如果电池漏液进入眼睛，可能会导致失明。
在此情况下，请勿揉眼睛，应立即用清水冲洗，并向医生寻求帮助。

请勿准许儿童接触电池。
无意中吞下附件会造成身体伤害。

 f 如不慎吞服，需立即就医。
请及时取出遥控器中的废弃电池。

 f 如果任凭废弃电池留置在遥控器中，可能会导致电池漏液、内部温度异常升高甚至发生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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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r 电源

断开电源线时，务必握住电源插头和电源连接器。
如果拉扯电源线，可能会损坏电源线，进而导致火灾、短路或严重的触电事故。

如果长时间不使用投影机，请拔掉壁式电源插座上的电源插头。
否则可能会导致火灾或触电事故。

更换投影镜头之前，请务必关闭电源并从墙壁插座上拔下电源插头。
 f 意外的光投射可能会对眼睛造成伤害。
 f 如果在没有拔下电源插头的状态下更换投影镜头，可能会导致触电。

在清洁和更换组件之前，请从壁式电源插座上拔掉电源插头。
否则可能会导致触电事故。

 r 使用 /安装
请勿在投影机顶部放置任何重物。
否则，可能会造成投影机不平稳或跌落，并由此导致人员受伤或设备受损。投影机会损坏或变形。

请勿坐在投影机上。
否则可能会摔伤或损坏投影机，并造成人身伤害。

 f 请勿让儿童站立或坐在投影机上。
请勿将投影机置于温度过高的场所。
否则，可能会造成外壳或内部元件老化或造成火灾。

 f 在阳光直射或加热器附近等场所时应格外小心。
镜头移位时，请勿将手伸入光学镜头旁的开口内。
否则可能会导致受伤。

请勿在可能产生盐污染或腐蚀性气体的场所安装投影机。
否则可能因腐蚀而导致坠落。此外，腐蚀还可能造成故障。

使用投影机时，请勿站在镜头前。
这样做会造成损害并灼烧衣服。

 f 投影镜头会射出极强的光线。
使用投影机时，请勿将物品放在镜头前。 
请勿在投影镜头前放置物品遮挡投影。
这样做会损坏物品并会导致投影机功能故障。

 f 投影镜头会射出极强的光线。
在移动投影机之前，务必断开投影机上的所有电缆。
在未拔下电缆的情况下移动投影机，可能会损坏电缆，进而导致火灾或触电。

切勿将耳机插入〈音频输出〉端子。
耳机的声压过高会造成听力损伤。

将投影机安装到天花板上时，请勿使安装螺钉和电源线接触到天花板内部的金属部件。
接触天花板内部的金属部件会造成电击事故。

 r 附件

长时间不使用投影机时，请从遥控器中取出电池。
否则将会使电池泄漏、过热、起火或爆炸，这可能会引起火灾或污染周围区域。

 r 保养

请勿安装潮湿的空气过滤器组件。
否则，可能会导致触电或故障。

 f 在对空气过滤器组件进行清洁后，应彻底晾干后再重新安装。
每使用大约 20 000小时后，请咨询经销商关于清洁投影机内部的事宜。
在投影机内部积聚灰尘的情况下持续使用会导致火灾。

 f 有关清洁费用的问题， 请向经销商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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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中有害物质的名称及含量

部件名称
有害物质

铅
（Pb）

汞
（Hg）

镉
（Cd）

六价铬
（Cr（VI））

多溴联苯
（PBB）

多溴二苯醚
（PBDE）

印刷电路板 × ○ ○ ○ ○ ○
光学组件 ○ ○ ○ ○ ○ ○
投影光源 ○ ○ ○ ○ ○ ○
外壳 ○ ○ ○ ○ ○ ○

内部机械部件 × ○ ○ ○ ○ ○
遥控器 × ○ ○ ○ ○ ○
电池 ○ ○ ○ ○ ○ ○

其它附属品 ○ ○ ○ ○ ○ ○

本表格依据 SJ/T 11364 的规定编制。
○：表示该有害物质在该部件所有均质材料中的含量均在 GB/T 26572 规定的限量要求以下。
×：表示该有害物质至少在该部件的某一均质材料中的含量超出 GB/T 26572 规定的限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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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商标
 f SOLID SHINE是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的商标。
 f Windows、Internet Explorer和 Microsoft Edge是 Microsoft Corporation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注册商标或商标。
 f Mac、macOS和 Safari是 Apple Inc.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注册的商标。
 f PJLink 是在日本、美国及其他国家和地区已申请商标权的商标。
 f HDMI、HDMI 高清晰度多媒体接口以及 HDMI标志是 HDMI Licensing Administrator, Inc. 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商
标或注册商标。

 f Crestron Connected, Crestron Connected标志 , Crestron Fusion, Crestron RoomView和RoomView 是Crestron 
Electronics, Inc.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f HDBaseTTM是 HDBaseT Alliance的商标。
 f Art-NetTM Designed by and Copyright Artistic Licence Holdings Ltd
 f IOS是 Cisco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商标或注册商标，并经许可使用。
 f Android 和 Google Chrome 是 Google LLC 的商标。
 f Adobe、Acrobat和 Reader是 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在美国和 /或其他国家的注册商标或商标。
 f屏显菜单中使用的某些字体是 Ricoh位图字体，由 Ricoh Company, Ltd.制造和销售。
 f本手册中提到的所有其他名称、公司名称和产品名称均为其各自所有者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请注意，本手册中未指定 ®和 TM符号。

 r本手册中的图释
 f投影机、菜单画面 (OSD)和其他部件的图释可能与实际产品有差异。
 f计算机画面中显示的图示可能因计算机类型及其操作系统而异。

 r参考页码
 f本手册中的参考页码以（x 第 00页）表示。

 r术语
 f在本手册中，将“无线 /有线遥控装置”附件称为“遥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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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机的特性

高画质、高色彩再现性

 w 新的光学设计实现了 8 000 lm*1*2的高亮度
输出和高色彩再现性；同时，独创的图像处
理技术使图像自然逼真。

*1 PT-SMZ88CL的值。 
PT-SMZ78CL的值是 7 000 lm。 
PT-SMZ68CL的值是 6 000 lm。 
PT-SMZ58CL的值是 5 500 lm。

*2 当［图像模式］设为［标准］且［节能模式管理］中的［光功
率］设为［普通］时

设置灵活，应用场景广泛

 w 运行噪音低 *1，使观众可以专注于演示内容；
大范围镜头移位和边缘混合功能，使设置更
加灵活，应用场景更加广泛。

*1 [光功率 ]设置为 [低噪音 ]时，PT-SMZ88CL的噪音值为
27 dB，PT-SMZ78CL、PT-SMZ68CL和 PT-SMZ58CL的噪
音值为 26 dB。

设计环保

 w 与之前的 PT-SMZ77C系列相比，功耗降低。
此外，采用了可长期运行达 20 000小时 *1

的滤网，降低了总体拥有成本（TCO），减
少部件废弃。

*1 此时，亮度降低到交付时亮度的大约一半。符合 IEC62087: 
2008 Broadcast Contents标准，［光功率］设为［普通］，［动
态对比度］设为［2］，操作温度为 30 °C (86 °F)，操作高度
为海拔 700 m (2 297')且颗粒物浓度为含量 0.15 mg/m³的条
件下。

快捷操作步骤

关于详细信息，请参阅对应的页面。

1. 设置投影机。
（x 第 27页）

2. 安装投影镜头。
（x 第 35页）

3. 与外部设备连接。
（x 第 37页）

4. 连接电源线。
（x 第 42页）

5. 开启投影机。
（x 第 44页）

6. 进行初始设置。
（x 第 44页）

 f请在采购投影机后首次打开电源时执行此步
骤。

7. 选择输入信号。
（x 第 51页）

8. 调整图像。
（x 第 52页）



14 - 中文

1章 准备工作

本章说明您在使用投影机之前需要知道或检查的事项。



1章　准备工作 — 使用注意事项

中文 - 15

使用注意事项

产品用途

本产品用于将视频设备和电脑的静态 /动态图像信号投影到屏幕上。

镜头保护材料

在使用前请取下防尘海绵并将其存放备用。运输前，请将镜头移至原始设置位置，取下投影镜头并装好防尘海绵。
有关将镜头移至原始设置位置的步骤，请参阅“将镜头位置移至原始设置位置”（x 第 53页）。

防尘海绵

搬运注意事项

 f在搬运投影机时，应牢牢托住投影机的底部，避免受到过度震动或碰撞。否则可能会损坏内部元件并导致故障。
 f搬运投影机时应将可调支脚收起。否则可能会损坏可调支脚。

安装注意事项

 r请勿在室外对投影机进行设置。
投影机专门为室内使用设计。

 r请勿将投影机安装在以下位置。
 f会发生震动和撞击的地方，例如轿车或其他交通工具中：这样做可能会损坏内部元件或引起故障。
 f靠近大海或可能产生腐蚀性气体的位置：投影机可能会因腐蚀而掉落。此外，还可能会缩短元件的寿命并导致故障。
 f空调排气口附近：因使用条件而异，在极少的情况下，屏幕可能会受到排气口排出的热空气或空调排出的冷热空
气的影响而出现波动。确保不要让投影机或其他设备排出的废气或空调排出的空气直吹投影机的正面。

 f温度变化剧烈的地方，例如光源（影室灯）附近：这样做会缩短光源的寿命，或投影机因热量而变形，从而导致故障。
遵守投影机操作环境温度要求。

 f高压电线附近或马达附近：这样做可能会干扰投影机的运行。

 r请合格的技术人员或经销商进行安装工作，例如在天花板等上安装。
在天花板上或高处安装投影机时，为确保投影机性能和安全，请专业技术人员或经销商进行操作。

 r应请合格的技术人员或经销商安装 DIGITAL LINK连接所用的电缆线。
如果由于安装不当而导致无法实现电缆的传输特性，则可能会出现图像和声音中断的情况。

 r广播电台或无线电的强烈无线电波可能会导致投影机无法正常工作。
如果安装位置附近有发射强烈无线电波的设施或设备，则应将投影机安装到距离无线电波发射源足够远的位置。或
者使用金属箔片或金属管包裹连接到〈DIGITAL LINK/局域网〉端子的局域网电缆，并将两端接地。

 r聚焦调整
在刚刚开机的一段时间，高清晰投影镜头容易受到光源的光热影响，导致聚焦不稳。调整聚焦之前，建议持续投影
图像时间不少于 30分钟。

 r请勿将本投影机安装于海拔 2 700 m（8 858'）及以上位置。

 r请勿在环境温度超过 45 °C（113 °F）的位置使用投影机。
在海拔高度过高或环境温度过高的位置使用投影机可能缩短元件寿命或造成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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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可进行 360°全向投影。

360° 360°360°

竖向360° 横向360° 倾斜360°
（竖向与横向的组合）

 r安装投影机时的注意事项
 f可调支脚仅用于安装在地板上和调节角度。将其用于其他用途可能会损坏投影机。
 f安装投影机时，如果采用的不是通过可调支脚安装在地板上或通过吊装支架吊装的方式，使用四个吊装螺钉安装
孔（如图所示）将投影机固定。
在这种情况下，在投影机底部的吊装螺钉安装孔与安装表面插入垫片（金属制品），确保它们之间没有空隙。

 f使用扭矩螺丝刀或六角扭矩扳手将固定螺丝拧紧到指定的拧紧扭矩。请勿使用电动螺丝刀或冲击螺丝刀。 
（螺钉直径：M6，投影机内部的攻丝深度：12 mm (15/32")，拧紧扭矩：4 ± 0.5 N·m）

M6

12 mm (15/32")

可调支脚

吊装螺钉安装孔和可调支脚的位置

防坠绳安装孔 吊装螺钉安装孔

 f请勿将多个投影机上下堆叠。
 f请勿在顶部提供支承的情况下使用投影机。
 f请勿堵塞投影机的通风口（进气口和排气口）。
 f防止来自空调系统的冷热空气直吹投影机的通风口（进气口和排气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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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mm（19-11/16"）或更长 500 mm（19-11/16"）或更长

1 000 mm（39-3/8"）或更长

100 mm（3-15/16"）或更长

 f请勿在狭小的空间内安装投影机。
如果必须在狭小的空间内安装投影机，应单独安装空调或排风装置。通风不良时，积累的废热会触发投影机的保
护电路。

 f即使在保修期内，对于因投影机安装位置选择不当造成产品任何损坏，松下不承担任何责任。

安全

使用本产品时，请针对以下事件采取安全措施。
 f本产品导致的个人信息泄漏
 f恶意第三方未经授权对本产品执行的操作
 f恶意第三方对本产品进行干扰或阻止
采取充分的安全措施。
 f尽量设置难以猜测的密码。
 f定期更改密码。
 f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或其关联公司永远不会直接向您询问密码。接到此类询问时请勿泄露密码。
 f连接网络必须受到防火墙或其它软件的保护。

DIGITAL LINK
“DIGITAL LINK”是在 HDBaseT Alliance制定的 HDBaseTTM通信标准上加入松下的独特功能，使用双绞电缆传输
视频、音频、以太网及串行控制信号的技术。
本投影机支持选购件松下 DIGITAL LINK输出支持设备（型号：ET-YFB100C）以及基于相同 HDBaseTTM标准的其
他厂商的外围设备（如 Extron Electronics的“XTP发射器”双绞线发射器等）。有关通过本投影机使用验证的其他
厂商的设备，请访问松下网站（https://panasonic.net/cns/projector/）。注意，其他厂商的设备仅针对松下电器产业
株式会社设定的项目进行了验证，并未针对所有操作进行验证。因其他厂商设备而引起的操作或性能问题，请联系
相应的厂商。

Art-Net
“Art-Net”是一项基于 TCP/IP 协议的以太网通信协议。
通过采用 DMX 控制器和应用软件，照明和舞台系统均可藉此予以控制。Art-Net 基于 DMX512 通信协议建立。

投影机支持的应用软件

投影机支持以下应用软件。
 f LOGO 传输软件
此应用软件将投影机启动时显示的原始图像（如公司徽标）传送到投影机。
若要下载应用软件，请访问松下网站（http://prosystem.panasonic.cn/projector/download.html）。

 f Smart Projector Control
此应用软件通过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来设置和调整通过局域网连接的投影机。
有关详情或若要下载应用软件，请访问松下网站（https://panasonic.net/cns/projector/）。

 f视频显示设备监控软件
此应用软件监视和控制连接到内部网的多台显示设备（投影机或平板显示器）。
若要下载应用软件，请访问松下网站（http://prosystem.panasonic.cn/projector/downloa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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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预警监控软件
此插件软件监视内部网内显示设备和外围设备的状态，报告此类设备的异常情况，检测可能存在的异常迹象。“预
警监控软件”在“视频显示设备监控软件”中预装。若要使用此插件软件的预警功能，可在使用的 PC中安装“视
频显示设备监控软件”。通过启用预警功能，软件将通知更换显示设备易耗品、清洁显示设备各部分以及更换显示
设备元件的大致时间，从而预先进行保养。
在 PC中安装“视频显示设备监控软件”后，可在 90天内免费使用预警功能，可注册最多 2048 台显示设备。90
天后若要继续使用，需购买“预警监控软件”（ET-SWA100系列）的许可并进行激活。此外，可注册进行监视的
显示设备数量因许可类型而异。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视频显示设备监控软件”的使用说明书。

 f几何校正＆调试软件（Geometry Manager Pro）
此应用软件执行详细的校正和调整，例如不能由投影机设置实时覆盖的几何调整。
“几何校正＆调试软件”可从松下网站（https://panasonic.net/cns/projector/pass/）下载。需要注册并登录
PASS*1 进行下载。

*1 PASS ：Panasonic Professional Display and Projector Technical Support Website 
详情请访问松下网站（https://panasonic.net/cns/projector/pass/）。

存放

要存放投影机，请将其存放在干燥的房间内。

产品处理

处理产品时，请咨询当地相关部门或经销商以掌握正确的产品处理方法。此外，处理产品时请勿拆解。

使用注意事项

 r获取良好的画质
营造一个合适的环境后，您就能看到一个对比度更高的优质图像。请拉下窗帘或百叶窗遮盖窗户，并关闭屏幕附近
的所有照明，以防止室外光线或室内灯光直接照射到屏幕上。

 r请勿直接用手触摸投影镜头的表面。
如果投影镜头表面被指纹或其它物体弄脏，这些污垢将被放大投影到屏幕上。
不使用投影机时，请将选购件投影镜头随附的镜头盖安装在投影镜头上。

 rLCD液晶板
LCD液晶板采用高度精密的技术制造，但偶尔可能会有缺失或始终点亮的像素。此类现象不是故障。
此外，如果长时间投影一幅静态图像，LCD液晶板的画面中可能保持残留图像，在这种情况下投影全白色图像 1小
时或更长时间。注意可能无法完全清除残留图像。

 r投影机工作时，请勿移动投影机，也勿使其受到震动或冲击。
否则可能会缩短内部组件的使用寿命或造成故障。

 r光学部件
如果环境温度过高或环境中存在大量灰尘或香烟烟雾，即使使用不到一年时间，LCD液晶板或极化板等光学部件的
更换周期也可能会变短。有关详细信息，请咨询经销商。

 r光源
投影机的光源使用激光二极管，具有以下特性。
 f取决于操作环境温度，光源的亮度将会衰减。
温度越高，光源的亮度衰减越快。

 f光源亮度会随着使用时间变长而衰减。
如果亮度明显衰减且光源不能开启，请要求经销商清洁投影机内部或更换光源单元。

 r计算机和外部设备连接
连接计算机或外部设备时，请认真阅读本手册中关于使用电源线和屏蔽电缆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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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请确保随投影机提供了以下附件。<  >中的数字表示附件数量。

无线 /有线遥控装置 <1>
（N2QAYA000227）

电源线 <1>
（K2CZ3YY00025）

AAA/R03或 AAA/LR03电池 <2>

（用于遥控器）

注意

 f 拆开投影机包装后，请正确处理电源线帽和包装材料。
 f 请勿将随附电源线用于本投影机以外的设备。
 f 如有附件缺失，请与经销商联系。
 f 请妥善保管小部件，以防儿童触及。

提示

 f 附件部品号码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选购附件

选购附件（产品名称） 型号

投影镜头

变焦镜头 ET-ELW20C、ET-ELT22C、ET-ELT23C、ET-ELW22C、 
ET-ELS20

定焦镜头 ET-ELW21C

吊装支架
ET-PKD120HC（用于高天花板）
ET-PKD120SC（用于低天花板）
ET-PKE301BC（底座安装支架）*1

预警监控软件
（基本许可 /3年许可） ET-SWA100系列 *2

数字传输盒 ET-YFB100C
更换用过滤网组件 ET-RFM100

*1 在现有吊装支架上安装投影机（与型号：ET-PKD120HC（用于高天花板）或 ET-PKD120SC（用于低天花板）和型号 ET-PKE300BC（底座安装支架）
配合使用）时，需使用与本投影机对应的防坠绳替换原防坠绳。请咨询经销商。 
防坠套件（服务型号：DPPW1004ZA/X1）

*2 型号的后缀因许可类型而异。

提示

 f 选购附件型号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f 可在未经事先通知的情况下添加或更改与投影机兼容的选购附件。本文档中所述选购附件适用的时间截止于 2021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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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投影机

遥控器

1
2

5 5

4

6

7

8

9

10

3

12

11

13

14

25

26

15

18

16

17

20

19

21
22
23

24

正面 顶部

底部

1 电源〈v/b〉按钮
（v：待机、b：开机）
当投影机的〈主电源〉开关设为〈开〉并处于投影模式时，将投
影机设置为电源关闭状态（待机模式）。
在电源关闭（待机模式）时，将投影机设为投影模式。

2 遥控指示灯
如果按遥控器上的任何按钮，指示灯会闪烁。

3 镜头按钮（〈聚焦〉、〈变焦〉、〈移位〉）
调整聚焦、变焦和镜头移位。（x 第 52页）

4 〈菜单〉按钮 /〈返回〉按钮 /〈执行〉按钮 /asqw按钮
用于浏览菜单画面。（x 第 62页）
asqw按钮也用于在［安全］中输入密码或输入字符。

5 〈音量 -〉按钮 /〈音量 +〉按钮
调整音频输出的音量。（x 第 56页）

6 〈默认〉按钮
将所显示子菜单的内容重置为出厂默认设置。（x 第 63页）

7 输入选择按钮（〈HDMI 1〉、〈HDMI 2〉、〈HDMI 3〉、〈电脑〉、
〈DIGITAL LINK〉）
切换输入信号。（x 第 51页）

8 数字（〈0〉 - 〈9〉）按钮
用于在多投影机环境下输入 ID号或密码。

9 〈屏幕显示〉按钮
打开（显示）/关闭（隐藏）屏幕显示功能。（x 第 56页）

10 〈ID 全部〉按钮
用于在多投影机环境下使用一个遥控器同时控制所有投影机。
（x 第 60页）

11 〈ECO〉按钮
显示与 ECO管理有关的设置画面。（x 第 60、97页）

12 〈自动设置 /取消〉按钮
在投影图像期间自动调整图像显示位置。
自动调整时显示［执行中］。（x 第 56页）
也用于在数字变焦期间取消操作。

13 〈功能〉按钮
将常用操作指定为快捷按钮。（x 第 59页）

14 〈CEC〉按钮
显示 HDMI-CEC的操作画面。（x 第 60页）

15 〈测试模式〉按钮
显示测试模式。（x 第 59页）

16 〈ID 设定〉按钮
在多投影机环境下设置遥控器的 ID号。（x 第 60页）

17 〈图像校正〉按钮
用于修正投影画面的失真。（x 第 57、75页）

18 〈画面冻结〉按钮
用于暂停图像和关闭音频。（x 第 56页）

19 〈演示计数器〉按钮
操作演示计时器功能。（x 第 58页）

20 〈状态〉按钮
显示投影机信息。

21 〈数码变焦 +〉按钮 /〈数码变焦 -〉按钮
放大或缩小图像。（x 第 57页）

22 〈快门〉按钮
用于暂时关闭图像和音频。（x 第 55页）

23 〈静音〉按钮
用于暂时关闭音频。（x 第 55页）

24 〈宽高比〉按钮
调整图像的宽高比。（x 第 58页）

25 遥控信号发射器
26 遥控电缆线接口
将遥控器用作有线遥控器时，此为通过电缆连接投影机的端子。
（x 第 25页）

注意

 f 请避免遥控器跌落。
 f 请避免接触水或受潮。
 f 请勿尝试改装或拆卸遥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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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请遵守遥控器背面警示标签上的以下说明。
 g 请勿把旧电池和新电池一起使用。
 g 请勿使用不合规格的电池。
 g 确保电池安装正确。
有关其他说明，请阅读“重要安全提示”中有关电池的说明。

227

遥控器背面的警示标签

提示

 f 直接对着投影机遥控信号接收器操作遥控器时，请在距离遥控信号接收器约 30 m（98'5"）以内操作遥控器。遥控器在垂直及水平最大±30°
角度内可用，但有效控制范围可能会缩小。

 f 如果遥控器和遥控信号接收器之间有任何障碍物，可能会无法正常操作遥控器。
 f 信号将被反射出屏幕。但操作范围可能有限，因为不同的屏幕材质会产生不同的光反射损失。
 f 如果遥控信号接收器直接受到荧光等强光的照射，遥控器可能无法正常工作。使用遥控器时应远离光源。
 f 如果投影机接收到遥控信号，电源指示灯〈开（绿）/待机（红）〉将会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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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机机身

1 2 3 4 5 7 8

711 12 14 1513

169 10 9

6 7 7 7

正面 侧面

背面

17 18

19

顶部 底部

投影方向

1 遥控信号接收器（正面）
2 电源指示灯〈开（绿）/待机（红）〉
指示电源状态。

3 光源指示灯〈光源〉
指示光源状态。

4 温度指示灯〈温度〉
指示内部温度状态。

5 过滤网指示灯〈过滤网〉
指示空气过滤网组件的状态。

6 可调支脚
调整投影角度。

7 进气口
8 控制面板（x 第 23页）
9 排气口

10 连接端子（x 第 24页）
11 〈主电源〉开关
打开 /关闭主电源。

12 〈电源接口〉端子
连接随附的电源线。

13 电源线固定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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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安全锁孔
安全锁孔与 Kensington安全缆兼容。

15 遥控信号接收器（背面）
16 空气过滤网盖板
内部有空气过滤网组件。

17 亮度传感器（x 第 70页）
18 顶部滑盖
内部有安装、移除投影镜头时使用的镜头锁定杆。（x 第 35页）

19 防盗吊钩口
安装防盗电缆等。

注意

 f 请勿堵塞投影机的通风口（进气口和排气口）。
如果投影机内部冷却受到抑制，元件可能加快劣化。

 r控制面板

6

3

7

8

1

3

4

5

2

1 电源〈v/b〉按钮
（v：待机、b：开机）
当投影机的〈主电源〉开关设为〈开〉并处于投影模式时，将投
影机设置为电源关闭状态（待机模式）。
在电源关闭（待机模式）时，将投影机设为投影模式。

2 〈菜单〉按钮
显示或隐藏主菜单。（x 第 62页）
显示子菜单时，会返回到前一个菜单。

3 〈音量 -〉按钮 /〈音量 +〉按钮
调整音频输出的音量。（x 第 56页）

4 〈快门〉按钮
用于暂时关闭图像和音频。（x 第 55页）

5 〈执行〉按钮
确定并执行菜单画面中的项目。

6 〈输入信号选择〉按钮
切换输入信号。（x 第 51页）

7 〈镜头 /取消〉按钮
调整聚焦、变焦和镜头移位。（x 第 52页）
也用于在数字变焦期间取消操作。

8 asqw按钮
选择菜单画面中的一个项目、更改设置和调整等级。
还用于在［安全］菜单中输入密码或输入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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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连接端子

1 2 3 4 5

8 9

6

7 10 11 12

1 〈电脑输入〉端子
此端子用于输入 RGB信号或 YCBCR/YPBPR信号。

2 〈显示器输出〉端子
此端子输出〈电脑输入〉端子中输入的 RGB信号或 YCBCR/
YPBPR信号。

3 〈输出电压〉端子
仅用于供电的 USB端子。（DC 5 V，最大 2 A）
向无线显示适配器等装置供电时，可使用此端子。

4 〈HDMI 输入 1〉端子 /〈HDMI 输入 2〉端子 /〈HDMI 输入 3〉
端子
此端子用于输入 HDMI信号。

5 〈局域网〉端子
这是用于连接网络的局域网端子。 

6 〈DIGITAL LINK/局域网〉端子
此端子用于连接通过局域网端子传输视频信号或音频信号的设
备。此外，这是用于连接网络的局域网端子。

7 〈音频输入〉端子
这是音频输入端子。

8 〈音频输出〉端子
这是投影机输入音频信号的输出端子。

9 〈REMOTE 1 输入〉端子
使用有线遥控器控制投影机时，此端子通过电缆连接遥控器。

10 〈REMOTE 2 输入〉端子
该端子用于对使用外部控制电路的投影机进行遥控。

11 〈串口 / 多台同步输入〉端子
这是 RS-232C兼容端子，可通过连接计算机从外部控制投影机。
或者，在多投影机系统中作为多台投影机连接的端子，平衡组合
画面的对比度或实现快门效果的同步（包含淡入 /淡出动作）。

12 〈多台同步输出〉端子
在多投影机系统中作为多台投影机连接的端子，平衡组合画面的
对比度或实现快门效果的同步（包含淡入 /淡出动作）。

注意

 f 将局域网电缆直接连接到投影机时，网络连接必须是室内的。
由于噪声或电缆长度的影响，信号可能变差。

 f 要使用〈DIGITAL LINK/局域网〉端子传输以太网和串行控制信号，将［网络］菜单→［以太网类型］设为［DIGITAL LINK］或［LAN & 
DIGITAL LINK］。

 f 要使用〈局域网〉端子传输以太网信号，将［网络］菜单→［以太网类型］设为［LAN］或［LAN & DIGITAL LINK］。
 f 当［网络］菜单→［以太网类型］设为［LAN & DIGITAL LINK］时，〈DIGITAL LINK/局域网〉端子和〈局域网〉端子在投影机内部连接。请
勿使用 LAN 电缆直接连接〈DIGITAL LINK/局域网〉端子和〈局域网〉端子。构建系统时，请勿通过集线器或双绞线发射器等外围设备连接
到同一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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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遥控器

插入和取出电池

(ii)
(i)

图1 图2

1) 打开盖板。（图 1）

2) 插入电池并关闭盖板（先插入m端）。（图 2）
 f在取出电池时，按相反顺序进行上述步骤。

使用多台投影机时

同时使用多台投影机时，如果每台投影机分配有唯一的 ID号，则可以使用一只遥控器同时操作所有的投影机或分别
操作每台投影机。
通过设置 ID号使用投影机时，在初始设置完成后设置投影机机身的 ID号。然后，设置遥控器的 ID号。关于初始设置，
请参阅“初始设置画面显示后”（x 第 44页）。
投影机（投影机机身和遥控器）的出厂默认 ID号设置为［全部］，您可以使用此 ID号。根据需要设置投影机机身和
遥控器的 ID号。
有关设置遥控器 ID号的详情，请参阅“设置遥控器的 ID号”（x 第 60页）。

提示

 f 通过［投影机设置］菜单→［投影机 ID］设置投影机机身的 ID号。

通过电缆将遥控器连接到投影机

若需使用有线遥控器控制投影机，使用市售 M3立体声迷你插孔电缆将遥控器的遥控电缆线接口连接到投影机的
〈REMOTE 1 输入〉端子。
如果在使用投影机所处位置投影机与遥控器之间存在障碍物或受外部光线影响，这是一种有效的方法。
 f当有电缆连接到投影机的〈REMOTE 1 输入〉端子时，无法使用无线遥控器。

M3立体声迷你插孔电缆（市售品）

遥控器

连接遥控电缆线接口

连接端子

注意

 f 使用 15 m（49'3"）或更短的双芯屏蔽电缆。当电缆长度超过 15 m（49'3"）或电缆屏蔽不良时，可能无法操作遥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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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章 开始使用之前

本章说明使用投影机之前需要做的事情，例如设置和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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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安装模式

投影机的安装方式如下。根据安装模式在［投影机设置］菜单→［投影方法］（x 第 97页）中设置［正投 /背投］
/［地装 /吊装］。

桌面安装 /落地安装和正投 桌面安装 /落地安装和背投
（使用半透明屏幕）

菜单项目 设定值 菜单项目 设定值

［正投 /背投］ ［正投］ ［正投 /背投］ ［背投］

［地装 /吊装］ ［自动］ 或 ［地装］ ［地装 /吊装］ ［自动］ 或 ［地装］

吊装和正投 吊装和背投
（使用半透明屏幕）

菜单项目 设定值 菜单项目 设定值

［正投 /背投］ ［正投］ ［正投 /背投］ ［背投］

［地装 /吊装］ ［自动］ 或 ［吊装］ ［地装 /吊装］ ［自动］ 或 ［吊装］

竖放投影设置和正投 竖放投影设置和背投
（使用半透明屏幕）

菜单项目 设定值 菜单项目 设定值

［正投 /背投］ ［正投］ ［正投 /背投］ ［背投］

［地装 /吊装］ 根据投影图像进行设置。 ［地装 /吊装］ 根据投影图像进行设置。

提示

 f 在竖立投影设置中，屏显菜单会侧向显示。
若要竖立显示屏显菜单，请前往［显示方式选项］菜单→［显示菜单］（x 第 89页），更改［OSD旋转］设置。

 f 投影机具有内置角度传感器。在［投影机设置］菜单→［投影方法］中将［地装 /吊装］设为［自动］可自动检测投影机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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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角度传感器

投影机的内置角度传感器可检测以下范围内的安装姿态。

30°

30°

地板安装

地板安装

吊顶安装

投影方向

安装部件（选购件）

需要选购件吊装支架。吊装支架（型号：ET-PKD120HC（用于高天花板）或 ET-PKD120SC（用于低天花板））与
吊装支架（型号： ET-PKE301BC（底座安装支架））配合使用。
型号： ET-PKD120HC（用于高天花板）、ET-PKD120SC（用于低天花板）、ET-PKE301BC（底座安装支架）
在现有吊装支架上安装投影机（与型号：ET-PKD120HC（用于高天花板）或 ET-PKD120SC（用于低天花板）和
型号 ET-PKE300BC（底座安装支架）配合使用）时，需使用与本投影机对应的防坠绳替换原防坠绳。请咨询经销商。
防坠套件（服务型号：DPPW1004ZA/X1）
 f务必使用本投影机规定的吊装支架。
 f安装和设置投影机时，请参阅吊装支架的施工说明书。

注意

 f 为了确保投影机的性能和安全，必须由经销商或有资质的技术人员安装吊装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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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画面和投射距离

参照投影画面尺寸和投影距离安装投影机。可以根据屏幕尺寸和屏幕位置调整图像尺寸和图像位置。
 f下图示假定投影画面尺寸和位置均已对齐，与整个屏幕完全匹配。

SD
L (LW/LT)

L (LW/LT)

SW
SHSH

SW

H

L1

L1

投影画面

屏幕

屏幕

L（LW/LT）*1 投影距离

L1 镜头突出部分尺寸

SH 投影画面高度

SW 投影画面宽度

H 从镜头中心到投影画面下边缘的距离

SD 投影画面尺寸

*1 LW：使用变焦镜头时的最小投影距离
LT：使用变焦镜头时的最大投影距离

（单位： m）

投影镜头型号 L1尺寸（近似值）
ET-ELS20 0.002

ET-ELW21C -0.008

ET-ELW22C 0.037

ET-ELW20C 0.022

ET-ELT22C 0.023

ET-ELT23C 0.019

注意

 f 设置之前请先阅读“使用注意事项”（x 第 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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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屏调整］投影范围

［垂直梯形矫正］（从侧面观看） ［水平梯形矫正］（从上方观看）

屏幕 屏幕

垂直圆弧校正（从侧面观看） 水平圆弧校正（从上方观看）

屏幕

投影距离
圆弧半径

投影距离
圆弧半径

屏幕

圆弧中心

屏幕

投影距离
圆弧半径

圆弧中心

屏幕

投影距离
圆弧半径

投影镜头型号

仅使用［梯形矫正］*1 同时使用［梯形矫正］和［曲面矫正］ 仅使用［曲面矫正］

垂直梯形校正
角α（°）

水平梯形校正
角β（°）

垂直梯形校正
角α（°）

水平梯形校正
角β（°）

R2/L2的最小
值

R3/L3的最小
值

R2/L2的最小
值

R3/L3的最小
值

ET-ELS20 ±25 ±30 ±20 ±15 0.9 1.8 0.5 1.0

ET-ELW21C ±22 ±15 ±8 ±8 1.7 4.3 1.0 2.6

ET-ELW22C ±22 ±15 ±8 ±8 1.7 4.3 1.0 2.6

ET-ELW20C ±25 ±30 ±20 ±15 1.2 3.1 0.7 1.8

ET-ELT22C ±25 ±30 ±20 ±15 0.6 1.1 0.3 0.6

ET-ELT23C ±25 ±30 ±20 ±15 0.4 0.7 0.2 0.4

*1 同时使用［垂直梯形矫正］和［水平梯形矫正］时，如果总和超过 55°，则无法进行修正。

提示

 f 使用［显示屏调整］时，随着校正的增加，全屏聚焦可能会丢失。
 f 确保弯曲的屏幕是圆弧形状且是正圆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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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投影镜头的投影距离

列出的投影距离可能存在±5 %的误差。
使用［显示屏调整］时，会校正距离，使其小于指定的画面尺寸。

 r当屏幕宽高比为 16：10时
（单位： m）

镜头类型 变焦镜头 定焦镜头
投影镜头型号 ET-ELS20 ET-ELW22C ET-ELW20C ET-ELT22C ET-ELT23C ET-ELW21C
投射比 *1 1.61-2.76:1 0.786-0.983:1 1.21-1.66:1 2.72-4.48:1 4.44-7.12:1 0.764:1

投影画面尺寸 投影距离（L）

对角（SD） 高度
（SH）

宽度
（SW）

最小值
（LW）

最大值
（LT）

最小值
（LW）

最大值
（LT）

最小值
（LW）

最大值
（LT）

最小值
（LW）

最大值
（LT）

最小值
（LW）

最大值
（LT） 固定值

1.016（40"） 0.538 0.862 1.36 2.35 — — 1.02 1.41 2.29 3.81 3.72 6.03 0.63
1.270（50"） 0.673 1.077 1.71 2.95 — — 1.29 1.77 2.89 4.79 4.70 7.59 0.80
1.524（60"） 0.808 1.292 2.06 3.55 1.00 1.26 1.55 2.14 3.49 5.77 5.68 9.15 0.97
1.778（70"） 0.942 1.508 2.42 4.15 1.18 1.48 1.82 2.50 4.09 6.75 6.66 10.71 1.14
2.032（80"） 1.077 1.723 2.77 4.76 1.35 1.69 2.09 2.87 4.69 7.73 7.64 12.27 1.32
2.286（90"） 1.212 1.939 3.12 5.36 1.53 1.91 2.36 3.23 5.30 8.71 8.63 13.83 1.49

2.540（100"） 1.346 2.154 3.48 5.96 1.71 2.13 2.63 3.60 5.90 9.69 9.61 15.39 1.66
3.048（120"） 1.615 2.585 4.18 7.16 2.06 2.56 3.16 4.33 7.10 11.65 11.57 18.51 2.00
3.810（150"） 2.019 3.231 5.24 8.96 2.58 3.22 3.97 5.42 8.90 14.59 14.52 23.19 2.52
5.080（200"） 2.692 4.308 7.01 11.96 3.46 4.30 5.31 7.25 11.91 19.49 19.43 30.99 3.38
6.350（250"） 3.365 5.385 8.77 14.96 4.34 5.39 6.65 9.07 14.91 24.39 24.34 38.79 4.24
7.620（300"） 4.039 6.462 10.54 17.97 5.21 6.48 7.99 10.90 17.92 29.29 29.25 46.59 5.10
8.890（350"） 4.712 7.539 12.30 20.97 6.09 7.56 9.33 12.73 20.92 34.19 34.16 54.39 5.95
10.160（400"） 5.385 8.616 14.07 23.97 6.97 8.65 10.67 14.55 23.93 39.09 39.07 62.19 6.81

投影镜头型号
ET-ELS20/ET-ELW20C/
ET-ELT22C/ET-ELT23C ET-ELW22C ET-ELW21C

（固定值）
投影画面尺寸

高度位置（H）*2
对角（SD） 高度

（SH）
宽度
（SW）

1.016（40"） 0.538 0.862 -0.09 - 0.63 — 0.27
1.270（50"） 0.673 1.077 -0.11 - 0.79 — 0.34
1.524（60"） 0.808 1.292 -0.14 - 0.95 -0.08 - 0.89 0.40
1.778（70"） 0.942 1.508 -0.16 - 1.10 -0.09 - 1.04 0.47
2.032（80"） 1.077 1.723 -0.18 - 1.26 -0.11 - 1.18 0.54
2.286（90"） 1.212 1.939 -0.21 - 1.42 -0.12 - 1.33 0.61

2.540（100"） 1.346 2.154 -0.23 - 1.58 -0.13 - 1.48 0.67
3.048（120"） 1.615 2.585 -0.27 - 1.89 -0.16 - 1.78 0.81
3.810（150"） 2.019 3.231 -0.34 - 2.36 -0.20 - 2.22 1.01
5.080（200"） 2.692 4.308 -0.46 - 3.15 -0.27 - 2.96 1.35
6.350（250"） 3.365 5.385 -0.57 - 3.94 -0.34 - 3.70 1.68
7.620（300"） 4.039 6.462 -0.69 - 4.73 -0.40 - 4.44 2.02
8.890（350"） 4.712 7.539 -0.80 - 5.51 -0.47 - 5.18 2.36

10.160（400"） 5.385 8.616 -0.92 - 6.30 -0.54 - 5.92 2.69

*1 投射比基于投影 2.03 m（80"）投影画面尺寸时的数值。
*2 如果安装了定焦镜头（型号：ET-ELW21C），由于不能进行镜头位移，因此高度位置（H）变为 S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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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当屏幕宽高比为 16：9时
（单位： m）

镜头类型 变焦镜头
定焦镜
头

投影镜头型号 ET-ELS20 ET-ELW22C ET-ELW20C ET-ELT22C ET-ELT23C ET-ELW21C
投射比 *1 1.61-2.76:1 0.787-0.984:1 1.21-1.66:1 2.73-4.49:1 4.44-7.12:1 0.765:1

投影画面尺寸 投影距离（L）

对角（SD） 高度
（SH）

宽度
（SW）

最小值
（LW）

最大值
（LT）

最小值
（LW）

最大值
（LT）

最小值
（LW）

最大值
（LT）

最小值
（LW）

最大值
（LT）

最小值
（LW）

最大值
（LT） 固定值

1.016（40"） 0.498 0.886 1.40 2.42 — — 1.05 1.45 2.36 3.92 3.83 6.20 0.65
1.270（50"） 0.623 1.107 1.76 3.04 — — 1.32 1.82 2.97 4.92 4.83 7.81 0.83
1.524（60"） 0.747 1.328 2.12 3.65 1.03 1.30 1.60 2.20 3.59 5.93 5.84 9.41 1.00
1.778（70"） 0.872 1.550 2.49 4.27 1.21 1.52 1.87 2.57 4.21 6.94 6.85 11.01 1.18
2.032（80"） 0.996 1.771 2.85 4.89 1.39 1.74 2.15 2.95 4.83 7.95 7.86 12.62 1.35
2.286（90"） 1.121 1.992 3.21 5.51 1.57 1.97 2.43 3.32 5.45 8.95 8.87 14.22 1.53

2.540（100"） 1.245 2.214 3.57 6.12 1.75 2.19 2.70 3.70 6.06 9.96 9.88 15.82 1.71
3.048（120"） 1.494 2.657 4.30 7.36 2.11 2.64 3.25 4.45 7.30 11.97 11.90 19.03 2.06
3.810（150"） 1.868 3.321 5.39 9.21 2.66 3.31 4.08 5.58 9.15 15.00 14.93 23.84 2.59
5.080（200"） 2.491 4.428 7.20 12.29 3.56 4.42 5.46 7.45 12.24 20.03 19.98 31.86 3.47
6.350（250"） 3.113 5.535 9.02 15.38 4.46 5.54 6.83 9.33 15.33 25.07 25.02 39.87 4.36
7.620（300"） 3.736 6.641 10.83 18.47 5.36 6.66 8.21 11.20 18.42 30.10 30.07 47.89 5.24
8.890（350"） 4.358 7.748 12.65 21.55 6.26 7.77 9.59 13.08 21.51 35.14 35.12 55.91 6.12
10.160（400"） 4.981 8.855 14.46 24.64 7.16 8.89 10.97 14.96 24.60 40.18 40.17 63.92 7.00

投影镜头型号
ET-ELS20/ET-ELW20C/
ET-ELT22C/ET-ELT23C ET-ELW22C ET-ELW21C

（固定值）
投影画面尺寸

高度位置（H）*2
对角（SD） 高度

（SH）
宽度
（SW）

1.016（40"） 0.498 0.886 -0.12 - 0.62 — 0.25
1.270（50"） 0.623 1.107 -0.15 - 0.77 — 0.31
1.524（60"） 0.747 1.328 -0.18 - 0.93 -0.12 - 0.87 0.37
1.778（70"） 0.872 1.550 -0.21 - 1.08 -0.15 - 1.02 0.44
2.032（80"） 0.996 1.771 -0.24 - 1.24 -0.17 - 1.16 0.50
2.286（90"） 1.121 1.992 -0.27 - 1.39 -0.19 - 1.31 0.56

2.540（100"） 1.245 2.214 -0.30 - 1.55 -0.21 - 1.45 0.62
3.048（120"） 1.494 2.657 -0.37 - 1.86 -0.25 - 1.74 0.75
3.810（150"） 1.868 3.321 -0.46 - 2.32 -0.31 - 2.18 0.93
5.080（200"） 2.491 4.428 -0.61 - 3.10 -0.42 - 2.91 1.25
6.350（250"） 3.113 5.535 -0.76 - 3.87 -0.52 - 3.63 1.56
7.620（300"） 3.736 6.641 -0.91 - 4.65 -0.62 - 4.36 1.87
8.890（350"） 4.358 7.748 -1.07 - 5.42 -0.73 - 5.08 2.18

10.160（400"） 4.981 8.855 -1.22 - 6.20 -0.83 - 5.81 2.49

*1 投射比基于投影 2.03 m（80"）投影画面尺寸时的数值。
*2 如果安装了定焦镜头（型号：ET-ELW21C），由于不能进行镜头位移，因此高度位置（H）变为 S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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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当屏幕宽高比为 4：3时
（单位： m）

镜头类型 变焦镜头
定焦镜
头

投影镜头型号 ET-ELS20 ET-ELW22C ET-ELW20C ET-ELT22C ET-ELT23C ET-ELW21C
投射比 *1 1.93-3.32:1 0.947-1.18:1 1.46-2.00:1 3.28-5.39:1 5.34-8.56:1 0.922:1

投影画面尺寸 投影距离（L）

对角（SD） 高度
（SH）

宽度
（SW）

最小值
（LW）

最大值
（LT）

最小值
（LW）

最大值
（LT）

最小值
（LW）

最大值
（LT）

最小值
（LW）

最大值
（LT）

最小值
（LW）

最大值
（LT） 固定值

1.016（40"） 0.610 0.813 1.54 2.67 — — 1.16 1.60 2.61 4.33 4.24 6.85 0.72
1.270（50"） 0.762 1.016 1.94 3.35 — — 1.46 2.01 3.29 5.43 5.35 8.62 0.91
1.524（60"） 0.914 1.219 2.34 4.03 1.14 1.43 1.77 2.43 3.97 6.54 6.46 10.39 1.11
1.778（70"） 1.067 1.422 2.74 4.71 1.34 1.68 2.07 2.84 4.65 7.65 7.57 12.15 1.30
2.032（80"） 1.219 1.626 3.14 5.39 1.54 1.92 2.37 3.25 5.33 8.76 8.68 13.92 1.50
2.286（90"） 1.372 1.829 3.54 6.07 1.74 2.17 2.68 3.67 6.01 9.87 9.79 15.68 1.69

2.540（100"） 1.524 2.032 3.94 6.75 1.94 2.42 2.98 4.08 6.69 10.98 10.91 17.45 1.89
3.048（120"） 1.829 2.438 4.74 8.11 2.33 2.91 3.59 4.91 8.05 13.20 13.13 20.98 2.28
3.810（150"） 2.286 3.048 5.94 10.15 2.93 3.65 4.50 6.15 10.09 16.53 16.47 26.28 2.86
5.080（200"） 3.048 4.064 7.94 13.55 3.92 4.88 6.02 8.21 13.49 22.08 22.03 35.11 3.83
6.350（250"） 3.810 5.080 9.94 16.95 4.91 6.11 7.53 10.28 16.90 27.62 27.58 43.94 4.80
7.620（300"） 4.572 6.096 11.94 20.34 5.91 7.34 9.05 12.35 20.30 33.17 33.14 52.77 5.78
8.890（350"） 5.334 7.112 13.93 23.74 6.90 8.57 10.57 14.41 23.70 38.72 38.70 61.60 6.75
10.160（400"） 6.096 8.128 15.93 27.14 7.89 9.80 12.09 16.48 27.10 44.27 44.26 70.43 7.72

投影镜头型号
ET-ELS20/ET-ELW20C/
ET-ELT22C/ET-ELT23C ET-ELW22C ET-ELW21C

（固定值）
投影画面尺寸

高度位置（H）*2
对角（SD） 高度

（SH）
宽度
（SW）

1.016（40"） 0.610 0.813 -0.10 - 0.71 — 0.30
1.270（50"） 0.762 1.016 -0.13 - 0.89 — 0.38
1.524（60"） 0.914 1.219 -0.16 - 1.07 -0.09 - 1.01 0.46
1.778（70"） 1.067 1.422 -0.18 - 1.25 -0.11 - 1.17 0.53
2.032（80"） 1.219 1.626 -0.21 - 1.43 -0.12 - 1.34 0.61
2.286（90"） 1.372 1.829 -0.23 - 1.60 -0.14 - 1.51 0.69

2.540（100"） 1.524 2.032 -0.26 - 1.78 -0.15 - 1.68 0.76
3.048（120"） 1.829 2.438 -0.31 - 2.14 -0.18 - 2.01 0.91
3.810（150"） 2.286 3.048 -0.39 - 2.67 -0.23 - 2.51 1.14
5.080（200"） 3.048 4.064 -0.52 - 3.57 -0.30 - 3.35 1.52
6.350（250"） 3.810 5.080 -0.65 - 4.46 -0.38 - 4.19 1.91
7.620（300"） 4.572 6.096 -0.78 - 5.35 -0.46 - 5.03 2.29
8.890（350"） 5.334 7.112 -0.91 - 6.24 -0.53 - 5.87 2.67

10.160（400"） 6.096 8.128 -1.04 - 7.13 -0.61 - 6.71 3.05

*1 投射比基于投影 2.03 m（80"）投影画面尺寸时的数值。
*2 如果安装了定焦镜头（型号：ET-ELW21C），由于不能进行镜头位移，因此高度位置（H）变为 S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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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种投影镜头投影距离的计算公式

要使用本手册中未列出的投影画面尺寸，请检查投影画面尺寸 SD（m），并使用相应的公式来计算投影距离。
公式的所有单位都是 m。（通过以下计算公式得出的值略有误差。）
使用图像尺寸设置（英寸值）计算投影距离时，将英寸值乘以 0.0254，然后将其代入公式中的 SD计算投影距离。

 r变焦镜头

投影镜头型号 投射比 宽高比
投影距离（L）公式

最小值（LW） 最大值（LT）

ET-ELS20

1.61 - 2.76:1 16：10 = 1.389961 x SD - 0.054882 = 2.363976 x SD - 0.048228

1.61 - 2.76:1 16：9 = 1.428602 x SD - 0.054882 = 2.429695 x SD - 0.048228

1.93 - 3.32:1 4：3 = 1.573583 x SD - 0.054882 = 2.676260 x SD - 0.048228

ET-ELW22C

0.786 - 0.983:1 16：10 = 0.690394 x SD - 0.048460 = 0.855787 x SD - 0.045477

0.787 - 0.984:1 16：9 = 0.709587 x SD - 0.048460 = 0.879578 x SD - 0.045477

0.947 - 1.18:1 4：3 = 0.781595 x SD - 0.048460 = 0.968837 x SD - 0.045477

ET-ELW20C

1.21 - 1.66:1 16：10 = 1.055748 x SD - 0.055497 = 1.437441 x SD - 0.053400

1.21 - 1.66:1 16：9 = 1.085098 x SD - 0.055497 = 1.477402 x SD - 0.053400

1.46 - 2.00:1 4：3 = 1.195197 x SD - 0.055497 = 1.627323 x SD - 0.053400

ET-ELT22C

2.72 - 4.48:1 16：10 = 2.366220 x SD - 0.114022 = 3.858307 x SD - 0.112874

2.73 - 4.49:1 16：9 = 2.432001 x SD - 0.114022 = 3.965568 x SD - 0.112874

3.28 - 5.39:1 4：3 = 2.678780 x SD - 0.114022 = 4.367992 x SD - 0.112874

ET-ELT23C

4.44 - 7.12:1 16：10 = 3.866693 x SD - 0.212284 = 6.141575 x SD - 0.210772

4.44 - 7.12:1 16：9 = 3.974187 x SD - 0.212284 = 6.312311 x SD - 0.210772

5.34 - 8.56:1 4：3 = 4.377480 x SD - 0.212284 = 6.952874 x SD - 0.210772

 r定焦镜头（型号：ET-ELW21C）

投影镜头型号 投射比 宽高比 投影距离（L）公式

ET-ELW21C

0.764:1 16：10 = 0.676299 x SD - 0.057678

0.765:1 16：9 = 0.695100 x SD - 0.057678

0.922:1 4：3 = 0.765630 x SD - 0.057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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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移除投影镜头 (选购）
更换或移除投影镜头前，请将镜头移至原始设置位置。（x 第 53页）

注意

 f 投影机安装在天花板上或高处时，请勿安装或取下投影镜头。
 f 在关闭投影机之后再更换投影镜头。
 f 请勿触碰投影镜头的电气触点。灰尘或污物可能造成接触点故障。
 f 请勿直接用手触摸投影镜头的表面。
 f 请勿用手转动投影镜头的齿轮。否则可能会损坏马达。
 f 安装投影镜头前，请取下防尘海绵和安装在投影镜头上的镜头盖。
 f 对于因使用非松下制造的投影镜头造成产品任何损坏或故障，松下不承担任何责任。务必使用指定的投影镜头。

提示

 f 有关安装投影机镜头后聚焦、变焦和镜头移位的调整程序，请参阅“调整聚焦、变焦和镜头移位”（x 第 52页）。

安装投影镜头

按照以下步骤安装投影镜头。
如果已取下防尘海绵，从第 2) 步开始。

解锁锁定

解锁锁定
防尘海绵

顶部滑盖安装指示线

顶部滑盖 顶部滑盖拉手

镜头锁定杆

镜头锁定杆

引导槽

红点标记

引导柱

图1 图2 图3

图4 图5

1) 移除防尘海绵。（图 1）

2) 滑动顶部滑盖。（图 2）
 f将顶部滑盖滑动至可以捏住镜头锁定杆的位置。

3) 确认镜头锁定杆位于“解锁”侧。（图 3）
 f如果镜头锁定杆位于“锁定”侧（图 4），则捏住镜头锁定杆并转向“解锁”侧。（图 3）

4) 将投影镜头上的标记（红点）与投影机上的标记（红点）对准，然后插入到底。（图 3）
 f投影镜头上的红点标记与投影机上的红点标记对齐时，投影镜头上的引导槽和投影机上的引导柱处于对齐状
态。

5) 握住投影镜头，将锁定杆完全转至“锁定”侧。（图 4）
 f确保完全转动镜头锁定杆。
 f锁定投影镜头时锁定杆处于张开状态。

6) 装回顶部滑盖。（图 5）
 f将顶部滑盖与顶部滑盖安装指示线对齐，然后滑动顶部滑盖将其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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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f 将取出的防尘海绵存放在安全的地方。
 f 将投影机安装到天花板或高处时，请在将投影镜头安装至投影机后安装投影机。
 f 安装投影镜头后，打开投影机并确认［投影机设置］菜单→［镜头］→［镜头型式］设置。如果类型与投影机上安装的投影镜头不一致，请更
改设置。（x 第 53、106页）

移除投影镜头

按照以下步骤移除投影镜头。

锁定 解锁顶部滑盖

镜头锁定杆

图1 图2

顶部滑盖拉手

1) 滑动顶部滑盖。（图 1）
 f将顶部滑盖滑动至可以捏住镜头锁定杆的位置。

2) 握住投影镜头时，捏住镜头锁定杆并转向“解锁”侧。（图 2）

3) 径直取出投影镜头。（图 2）

注意

 f 将卸下的投影镜头保存在免受振动或撞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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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

连接前

 f连接前，请仔细阅读要连接的外部设备的使用说明书。
 f在连接电缆之前关闭所有设备的电源。
 f连接电缆之前，请记住以下几点。否则可能会引起故障。

 g将电缆连接到与投影机连接的设备或投影机本身时，请在执行工作之前触摸附近的任何金属物体来消除身上的
静电。

 g若非必要，请勿使用长电缆将设备连接到投影机或投影机机身。电缆越长，越容易受干扰。卷绕的电缆作用就
像天线一样，使用时更容易受到干扰。

 g连接电缆时，请先连接 GND，然后再笔直插入连接设备的连接端子中。
 f如果设备没有附带连接电缆或不作为选购件提供连接电缆，请获取用于将外部设备连接到系统所必需的任何连接
电缆。

 f如果来自于视频设备的视频信号包含过多抖动的视频信号，可能会引起屏幕图像摇动或飘动。在这种情况下必须
连接时基校正器（TBC）。

 f如果由于视频输出设置改变或其他原因，计算机或视频设备输出的同步信号中断，投影画面的色彩可能暂时中断。
 f可连接到投影机的信号包括 YCBCR/YPBPR信号、模拟 RGB信号（同步信号为 TTL电平）和数字信号。
 f某些计算机型号或显卡与投影机不兼容。
 f在使用较长电缆将设备与投影机连接时，请使用电缆补偿器。否则投影机可能无法正确投影图像。
 f有关投影机可使用的视频信号类型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兼容信号列表”（x 第 187页）。

连接示例：AV设备

音频设备 蓝光光盘播放机

提示

 f 根据输入 HDMI信号时连接的外部设备，可能需要切换［显示方式选项］菜单→［HDMI 输入］→［选择 EDID］中的设置。
 f 对于 HDMI电缆，请使用符合 HDMI标准的 HDMI High Speed电缆。但是，要输入超过 HDMI High Speed电缆支持的传输速度的以下 4K视
频信号时，请使用支持 18 Gbps高速传输的 HDMI电缆，例如获得 Premium HDMI电缆认证的电缆。
 g 具有高规格颜色深度和灰度的视频信号，例如 3840 x 2160/60p 4：2：2/36比特位或 3840 x 2160/60p 4：4：4/24比特位
输入超过 HDMI电缆支持的传输速度的视频信号时，图像可能会中断或无法投影。

 f 使用 HDMI/DVI转换电缆可将〈HDMI 输入 1〉/〈HDMI 输入 2〉/〈HDMI 输入 3〉端子连接到配有 DVI-D端子的外部设备。但某些外部设备
可能无法正常工作，并可能无法投影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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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示例：计算机

控制电脑

控制电脑

电脑

电脑

注意

 f 将投影机连接到计算机或外围设备时，请使用各设备附带的电源线以及市售屏蔽电缆。

提示

 f 根据输入 HDMI信号时连接的外部设备，可能需要切换［显示方式选项］菜单→［HDMI 输入］→［选择 EDID］中的设置。
 f 对于 HDMI电缆，请使用符合 HDMI标准的 HDMI High Speed电缆。但是，要输入超过 HDMI High Speed电缆支持的传输速度的以下 4K视
频信号时，请使用支持 18 Gbps高速传输的 HDMI电缆，例如获得 Premium HDMI电缆认证的电缆。
 g 具有高规格颜色深度和灰度的视频信号，例如 3840 x 2160/60p 4：2：2/36比特位或 3840 x 2160/60p 4：4：4/24比特位
输入超过 HDMI电缆支持的传输速度的视频信号时，图像可能会中断或无法投影。

 f 使用 HDMI/DVI转换电缆可将〈HDMI 输入 1〉/〈HDMI 输入 2〉/〈HDMI 输入 3〉端子连接到配有 DVI-D端子的外部设备。但某些外部设备
可能无法正常工作，并可能无法投影图像。

 f 如果使用带有恢复功能（最后调整值的记忆功能）的计算机对投影机进行操作，必须重新设置恢复功能来操作投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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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DIGITAL LINK的连接示例
基于通信标准 HDBaseTTM的双绞线发射器（如选购件 DIGITAL LINK输出支持设备（型号：ET-YFB100C））使用
双绞电缆传输输入的图像、音频、以太网和串行控制信号，投影机可将这些数字信号输入到〈DIGITAL LINK/局域网〉
端子。

电脑

电脑电缆
（市售）

双绞线发射器示例

HDMI电缆
（市售）

蓝光光盘播放机录像机
（配有内置TBC）

集线器

控制电脑*1

投影机连接端子

*1 控制目标是投影机或双绞线发射器。可能无法控制设备本身，视双绞线发射器而定。查看所要连接设备的使用说明书。

注意

 f 连接录像机时，务必使用以下设备之一。
 g 使用带有内置时基校正器（TBC）的录像机。
 g 使用投影机和录像机之间的时基校正器（TBC）。

 f 连接非标准脉冲信号时，图像可能会中断。此时，连接投影机与外部设备之间的时基校正器（TBC）。
 f 请合格的技术人员或经销商敷设双绞线发射器和投影机之间的电缆线。如果因安装不当而无法获得电缆传输性能，图像可能会中断。
 f 对于双绞线发射器和投影机之间的局域网电缆，请使用符合以下标准的电缆：

 g 符合 CAT5e或更高标准
 g 屏蔽型（包括连接器）
 g 直通型
 g 单线型
 g 电缆芯线直径等于或大于 AWG24（AWG24、AWG23 等）

 f 在双绞线发射器和投影机之间铺设电缆时，可使用电缆测试器或电缆分析器之类的工具，确认电缆性能符合 CAT5e或更高标准。
使用中继连接器时，也应对其进行测量。

 f 请勿在双绞线发射器和投影机之间使用集线器。
 f 使用其他厂商的双绞线发射器（接收器）连接投影机时，请勿在其他厂商的双绞线发射器和投影机之间放置另一双绞线发射器。否则可能会导
致图像中断。

 f 要使用〈DIGITAL LINK/ 局域网〉端子传输以太网和串行控制信号，将［网络］菜单→［以太网类型 ］设为［DIGITAL LINK］或［LAN & 
DIGITAL LINK］。

 f 要使用〈局域网〉端子传输以太网信号，将［网络］菜单→［以太网类型］设为［LAN］或［LAN & DIGITAL LINK］。
 f 当［网络］菜单→［以太网类型 ］设为［LAN & DIGITAL LINK］时，〈DIGITAL LINK/ 局域网〉端子和〈局域网〉端子在投影机内部连接。请
勿使用 LAN 电缆直接连接〈DIGITAL LINK/ 局域网〉端子和〈局域网〉端子。构建系统时，请勿通过集线器或双绞线发射器等外围设备连接
到同一网络。

 f 请勿用力拉扯电缆。此外，不要无故弯曲或折叠电缆。
 f 为尽可能降低噪声的影响，可拉伸双绞线发射器和投影机之间的电缆，不要将其卷绕成环状。
 f 在双绞线发射器和投影机之间敷设电缆时应远离其他电缆，尤其是电力电缆。
 f 敷设多条电缆时，应尽可能沿最短的距离并排敷设，而不要将其捆扎在一起。
 f 敷设电缆后，确认［网络］菜单→［DIGITAL LINK］→［DIGITAL LINK状态］中的［信号质量］值以绿色显示，表示质量正常。（x 第 124页）

提示

 f 根据输入 DIGITAL LINK信号时连接的外部设备，可能需要切换［显示方式选项］菜单→［DIGITAL LINK 输入］→［选择 EDID］中的设置。
 f 对于 HDMI电缆，请使用符合 HDMI标准的 HDMI High Speed电缆。如果使用不符合 HDMI标准的电缆，图像可能会中断或无法投影。
 f 选购件数字传输盒（型号：ET-YFB100C）不支持 4K 视频信号的输入和输出。
 f 对于分辨率小于等于 1 920 x 1 200点的信号，双绞线发射器与投影机之间的最大传输距离为 100 m (328'1")。对于分辨率大于 1 920 x 1 200
点的信号，最大传输距离为 50 m (164'1")。如果双绞线发射器支持远距离通信方式，则传输距离可达 150 m (492'2")。但使用远距离通信方式
传输信号，投影机最高仅可接收 1080/60p (1 920 x 1 080 点 , 点时钟频率 148.5 MHz)。如果超过此距离，图像可能会中断，或可能发生局域
网通信故障。请注意，松下不支持在最大传输距离之外使用投影机。采用长距离通信连接时，可传输的视频信号或距离可能会受到限制，视双
绞线发射器的规格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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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有关已通过投影机使用验证的其他厂商的双绞线发射器，请访问松下网站（https://panasonic.net/cns/projector/）。注意，其他厂商的设备仅针
对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设定的项目进行了验证，并未针对所有操作进行验证。因其他厂商设备而引起的操作或性能问题，请联系相应的厂商。

使用对比度同步功能 / 快门同步功能时的连接示例
通过连接来自多台投影机的投影画面构成多显示画面时，通过使用〈串口 / 多台同步输入〉端子和〈多台同步输出〉
端子同步多台投影机，可使用以下功能。
 f对比度同步功能
通过共享输入到各投影机的视频信号亮度水平，可显示对比度均衡的组合画面。
若要使用此功能，按照以下方式设置每台同步投影机的［投影机设置］菜单→［多投影机同步］。
 g将［多投影机同步］→［模式］设为除［关］之外的任何设置。
仅在一台同步投影机中将［模式］设为［主设备］。将所有其他投影机的［模式］设为［副设备］。

 g将［多投影机同步］→［对比度同步］设为［开］。
 f快门同步功能
此功能用于使指定投影机的快门操作与其他投影机同步，可同步使用快门功能的效果（包括淡出 / 淡入）操作。
若要使用此功能，按照以下方式设置每台同步投影机的［投影机设置］菜单→［多投影机同步］。
 g将［多投影机同步］→［模式］设为除［关］之外的任何设置。
仅在成为同步源的一台同步投影机中将［模式］设为［主设备］。将所有其他投影机的［模式］设为［副设备］。

 g将［多投影机同步］→［快门同步］设为［开］。

连接示例

使用对比度同步功能 / 快门同步功能时，通过菊链连接方式连接需形成环路的所有投影机。连接的投影机数量最多
为 64 台。

第一台投影机的连接端子

第四台投影机的连接端子

第二台投影机的连接端子

通信电缆（所有连接直通）

通信电缆（所有连接直通）

第三台投影机的连接端子

提示

 f 对比度同步功能和快门同步功能可同时使用。
 f 有关对比度同步功能和快门同步功能设置的详情，请参阅［投影机设置］菜单→［多投影机同步］（x 第 103页）。
 f 在连接的投影机中，如有您不希望同步的投影机，可单独将其［对比度同步］和［快门同步］设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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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章 基本操作

本章说明入门基本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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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 /关闭投影机
连接电源线

确保附送的电源线牢牢固定到投影机机身的〈电源接口〉端子，防止电源线轻易脱落。

将随附的电源线连接到投影机之前应确认〈主电源〉开关位于〈关〉侧。
有关电源线使用的详情，请参阅“重要安全提示” （x 第 5页）。

电源线安装方法

电源线固定架

图 1 图 2

图 3 图 4

1) 确认电源线固定架已抬起，以便插入电源线。（图 1）

2) 检查投影机背面的〈电源接口〉端子和电源线连接器的形状，然后按正确的方向完全插入连接器。（图 2）

3) 放下电源线固定架。（图 3）

4) 按住电源线固定架，直到电源线固定架末端卡住电源线，将电源线固定。（图 4）
 f在按住电源线固定架并使其卡住电源线的同时，从另一侧拿住电源线以避免在〈电源接口〉端子上施加过大
的力。

电源线移除方法

图 1 图 2

1) 确认投影机背面的〈主电源〉开关已设在〈关〉一侧，然后从插座中拔出电源插头。

2) 抬起固定电源线的电源线固定架。（图 1）
 f将电源线固定架卡入投影机，使其固定。

3) 在握住电源线连接器的同时，从投影机的〈电源接口〉端子拔出电源线。（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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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指示灯

指示电源的状态。操作投影机之前，请检查电源指示灯〈开（绿）/待机（红）〉的状态。
电源指示灯〈开（绿）/待机（红）〉

指示灯状态 投影机状态

熄灭 主电源关闭。

红色

点亮

电源关闭。（待机模式）
按电源〈v/b〉按钮将开始投影。
 f 投影机的设置如下。

 g［投影机设置］菜单→［节能模式管理］→［快速开机］设为［关］
 g［投影机设置］菜单→［音频设定］→［待机时输出］设为［关］

 f 当光源指示灯〈光源〉或温度指示灯〈温度〉闪烁时，投影机可能无法工作。（x 第 160页）

闪烁

电源关闭。（待机模式）
按电源〈v/b〉按钮将开始投影。
 f 投影机设为以下项目之一。功耗过高。

 g［投影机设置］菜单→［节能模式管理］→［快速开机］设为［开］
 g［投影机设置］菜单→［音频设定］→［待机时输出］设为［开］

 f 如果按以下设置投影机，当投影机进入待机模式后达到指定时间时，指示灯变为红色。
在［投影机设置］菜单→［节能模式管理］→［快速开机］→［有效期限］中设置指定时间。
 g［投影机设置］菜单→［节能模式管理］→［快速开机］设为［开］
 g［投影机设置］菜单→［音频设定］→［待机时输出］设为［关］

 f 当光源指示灯〈光源〉或温度指示灯〈温度〉闪烁时，投影机可能无法工作。（x 第 160页）

绿色 点亮 投影。

橙色 点亮
投影机正准备关闭投影机。
电源稍后将关闭。（切换为待机模式。）

提示

 f 当电源指示灯〈开（绿）/待机（红）〉以橙色点亮时，风扇保持运转以冷却投影机。
 f 关闭投影机后的大约五秒内，即使打开电源，指示灯也不会亮起。在电源指示灯〈开（绿）/待机（红）〉呈红色亮起 /闪烁后，再次打开电源。
 f 即使处于待机模式，投影机也会耗电（电源指示灯〈开（绿）/待机（红）〉呈红色亮起 /闪烁）。请参阅“待机模式功耗”（x 第 185页）了
解功耗情况。

 f 如果投影机接收到遥控信号，电源指示灯〈开（绿）/待机（红）〉将会闪烁。
 f 使用快门功能（快门：关闭）时，电源指示灯〈开（绿）/待机（红）〉呈绿色缓慢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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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投影机

开启投影机之前请先安装投影镜头。
先取下镜头盖。

2)

4)

4)

3) 1)

1) 将电源线连接到投影机上。

2) 将电源插头与插座连接。

3) 按〈主电源〉开关的〈开〉侧打开电源。
 f电源指示灯〈开（绿）/待机（红）〉以红色点亮 /闪烁，投影机进入待机模式。

4) 按电源〈v/b〉按钮。
 f电源指示灯〈开（绿）/待机（红）〉以绿色亮起，图像很快会投影在屏幕上。

提示

 f 当［投影机设置］菜单→［节能模式管理］→［待机模式］设为［节能］时，与设为［普通］相比，打开电源后需要更长时间投影才会开始。
 f 如果［投影机设置］菜单→［节能模式管理］→［快速开机］设为［开］，在投影机进入待机模式后经过指定时间之前打开电源，在电源打开
约一秒后投影图像。
在［投影机设置］菜单→［节能模式管理］→［快速开机］→［有效期限］中设置指定时间。

 f 打开电源或切换输入信号时，可能听到高频驱动声。这不是故障。
 f 如果上次使用时在投影期间按〈主电源〉开关的〈关〉侧或直接使用断路器关闭了电源，则在电源插头连接到插座的情况下，按〈主电源〉开
关的〈开〉侧或打开断路器开启电源后不久，电源指示灯〈开（绿）/待机（红）〉将以绿色点亮并投影图像。仅当［投影机设置］菜单→［开
机状态选择］设为［上次关机状态］时属于此情况。

初始设置画面显示后

购买投影机后首次开机以及在执行［投影机设置］菜单 →［初始化］→［所有用户数据］时，投影开始后将显示聚
焦调整画面，然后，显示［初始设定］画面和［管理员帐户］画面。在执行［投影机设置］菜单 →［初始化］→［网
络 /邮件］时，投影开始后将显示［管理员帐户］画面。请酌情设置。
在其他情况下，可通过菜单操作更改设置。
显示［初始设定］画面时按〈菜单〉按钮，可回到前一个画面。
按〈返回〉按钮可进行同样的操作。

聚焦调整

调整聚焦以清晰显示菜单画面。
可能还需要调整变焦和移位。
关于详细信息，请参阅“调整聚焦、变焦和镜头移位”（x 第 52页）。

1) 按asqw调整聚焦。

镜头

聚焦

调整

2) 按〈菜单〉按钮继续进行初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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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设置（显示语言）

选择要在屏幕上显示的语言。
完成初始设置后，可从［显示语种（LANGUAGE）］菜单更改显示语言。

1) 按asqw选择显示语言。

1/6

Қазақша

初始设定

选择

设置执行

2) 按〈执行〉按钮继续进行初始设置。

初始设置（安装设置）

根据安装模式在［投影方法］中设置［正投 /背投］和［地装 /吊装］。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安装模式”（x 第 27页）。
完成初始设置后，可使用［投影机设置］菜单→［投影方法］更改设置。

1) 按 qw切换设置。

2/6

执行 设置

切换

如果投影图像呈上下颠倒或镜像状态，请更改投影方法（正

投/背投、地装/吊装）。

投影方法

初始设定

正投/背投

地装/吊装

菜单选择

正投

自动

2) 按〈执行〉按钮继续进行初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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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设置（待机模式）

设置待机操作模式。出厂默认设置为［节能］，此设置可在待机时保持较低的功耗。为了在待机期间中使用网络功能，
可将此项设为［普通］。
完成初始设置后，可使用［投影机设置］菜单→［节能模式管理］→［待机模式］中更改设置。

1) 按 qw切换设置。

3/6

设定为节能时，网络功能和部分 RS-232C 指令在待机期间不

可用。

初始设定

设置

切换

待机模式 普通

执行

2) 按〈执行〉按钮继续进行初始设置。

提示

 f 购买投影机后首次开机时，显示以上初始设置画面。执行［投影机设置］菜单→［初始化］→［所有用户数据］时，显示执行之前的［待机模式］
设置。

初始设置（屏幕设置）

设置图像的屏幕格式（宽高比）和显示位置。
完成初始设置后，可从［显示方式选项］菜单→［屏幕设定］更改每个项目的设置。

1) 按 qw切换设置。

 f选择［16：10］时，请继续执行步骤 4)。

16:10

4/6

屏幕位置

针对使用的屏幕酌情设置。

初始设定

设置

切换

屏幕格式

执行

2) 按as选择［屏幕位置］。

16:9

0

4/6

屏幕位置

针对使用的屏幕酌情设置。

初始设定

设置

切换

屏幕格式

执行

菜单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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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 qw进行调整。

 f在［屏幕格式］中选择［16：9］后，可垂直调整显示位置，选择［4：3］后，可水平调整显示位置。

4) 按〈执行〉按钮继续进行初始设置。

初始设置（时区）

根据您使用投影机所在的国家或地区设置［时区］。
完成初始设置后，可使用［投影机设置］菜单→［日期和时间］更改设置。在［当地日期］和［当地时间］中显示
当前设置。

1) 按 qw切换设置。

+09:00

5/6

20XX/01/01

12 : 34 : 56

当地日期

当地时间

请根据您的国家或地区设定时区。

初始设定

设置

切换

时区

执行

2) 按〈执行〉按钮继续进行初始设置。

提示

 f 在出厂默认设置中，投影机的时区设为 +09:00（日本和韩国标准时间）。将［投影机设置］菜单→［日期和时间］→［时区］中的设置更改
为您使用投影机所在地区的时区。

初始设置（日期和时间）

设置本地日期和时间。完成初始设置后，可使用［投影机设置］菜单→［日期和时间］更改设置。
若要自动设置日期和时间，请参阅“自动设置日期和时间”（x 第 101页）。

1) 按as选择项目。

20XX

6/6

1

1

12

34

56

月

日

时

分

秒

请设置投影机内置时钟的日期和时间。

初始设定

设置

切换菜单选择

年

执行

2) 按 qw切换设置。

3) 按〈执行〉按钮。
 f确认设定值，完成初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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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显示管理员帐户设置画面

购买投影机后首次开机以及在执行［投影机设置］菜单 →［初始化］→［所有用户数据］时，投影开始后将显示聚
焦调整画面，然后，显示［初始设定］画面和［管理员帐户］画面。在执行［投影机设置］菜单 →［初始化］→［网
络 / 邮件］时，投影开始后将显示［管理员帐户］画面。
使用投影机的网络功能时，需设置管理员帐户的用户名和密码。也可以在［网络］菜单 →［管理员帐户］设置用户
名和密码。

dispadmin

管理员帐户

子菜单

菜单选择

密码设定注意事项

执行

用户名称

密码

密码确认

保存

请设置用户名和密码。

如果不设置，

则不能使用Web控制功能，

也不能通过LAN（包括Panasonic应用程序软件）

进行通讯控制。

［密码设定注意事项］

显示有关管理员帐户密码的注意事项。

1) 按as选择［密码设定注意事项］，然后按〈执行〉按钮。

 f显示［密码设定注意事项］画面。
 f按〈菜单〉按钮可以返回［管理员帐户］画面。

密码设定注意事项

返回

密码不建议重复使用。

密码不能为空。

密码建议至少由八个半角字符组成

并且至少包含以下四种类型中的三种。

     大写字母

     小写字母

     数字

     符号(~!@#$%^&*()_+\|}{][<>.,/?`)

返回

设定管理员帐户

设置管理员帐户的用户名和密码。

1) 按as选择［用户名称］，然后按〈执行〉按钮。

 f显示［用户名称］画面。
 f出厂默认用户名为“dispadmin”。

2) 按asqw选择字符，然后按〈执行〉按钮。

 f最多可输入 16 个字符。

3) 输入用户名后，按asqw选择［OK］，然后按〈执行〉按钮。
 f显示［管理员帐户］画面。

4) 按as选择［密码］，然后按〈执行〉按钮。

 f显示［密码］画面。

5) 按asqw选择字符，然后按〈执行〉按钮。

 f最多可输入 16 个字符。
 f密码不能设置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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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输入密码后，按asqw选择［OK］，然后按〈执行〉按钮。
 f显示［管理员帐户］画面。

7) 按as选择［密码确认］，然后按〈执行〉按钮。

 f显示［密码确认］画面。

8) 输入在步骤 5）中设置的密码。

9) 输入密码后，按asqw选择［OK］，然后按〈执行〉按钮。
 f显示［管理员帐户］画面。

10) 按as选择［保存］，然后按〈执行〉按钮。

 f显示确认画面。

11) 按 qw选择［执行］，然后按〈执行〉按钮。

提示

 f 有关设置密码的字符串的限制，请参阅［密码设定注意事项］(x 第 48页 )。
 f 显示［管理员帐户］画面时按〈菜单〉按钮，可在不设定管理员帐户密码的情况下执行下一步操作，但将无法使用投影机的网络功能。如需使
用网络控制功能或通过 LAN 进行通信控制时，请设置密码。

 f 若在显示［管理员帐户］画面时按〈菜单〉按钮，下次开启电源时将不会显示［管理员帐户］画面。如需使用网络功能，请在［网络］菜单 →［管
理员帐户］设置密码。

 f 管理员帐户的用户名和密码也可以通过Web控制画面的［Set up password］页面 (x 第 148页 )进行修改。
 f 非管理员权限的普通用户帐户的用户名和密码可以通过Web控制画面的［Set up password］页面 (x 第 148页 )进行设置。

进行调整和选择

调整聚焦之前，建议先对图像连续投影至少 30分钟。

1) 9) 6)
7)

4)
4)

8) 10)
2) 3)

1) 6) 8) 9) 10)

2) 3)

5)

1) 按〈聚焦〉按钮对投影画面的聚焦进行粗略调整。（x 第 52页）

2) 根据安装模式更改［投影机设置］菜单→［投影方法］的设置。（x 第 97页）
 f请参阅“浏览菜单”（x 第 62页）了解菜单画面的操作。

3) 设置［镜头型式］。
 f安装投影镜头后首次使用投影机时或更换镜头后，请确认镜头类型的设置。（x 第 53、106页）。

4) 按遥控器或控制面板上的输入选择按钮来选择输入。
 f以下为遥控器或控制面板上可使用的按钮。
遥控器：
〈HDMI 1〉按钮、〈HDMI 2〉按钮、〈HDMI 3〉按钮、〈电脑〉按钮、〈DIGITAL LINK〉按钮
控制面板：
〈输入信号选择〉按钮
 f有关输入选择操作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选择输入信号”（x 第 51页）。

5) 使用可调支脚来调整投影机的正面、背面和侧向倾斜。（x 第 54页）

6) 按〈移位〉按钮对投影画面的位置进行调整。（x 第 52页）

7) 如果输入信号为 RGB信号，按〈自动设置 /取消〉按钮自动调整投影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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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按〈变焦〉按钮调整投影画面尺寸以适合屏幕。

9) 再次按〈聚焦〉按钮调整聚焦。（x 第 52页）

10) 再次按〈变焦〉按钮调整变焦，使投影画面尺寸适合屏幕。

提示

 f 购买投影机后首次开机以及在执行［投影机设置］菜单→［初始化］→［所有用户数据］时，投影开始后将显示聚焦调整画面，然后显示［初
始设定］画面和［管理员帐户］画面。在执行［投影机设置］菜单 →［初始化］→［网络 / 邮件］时，投影开始后将显示［管理员帐户］画面。
有关详情，请参阅“初始设置画面显示后”（x 第 44页）和“当显示管理员帐户设置画面”（x 第 48 页）。

关闭投影机

1)

2)

1)4)

3)

2)

1) 按电源〈v/b〉按钮。
 f显示［关闭电源（进入待机模式）］确认画面。

2) 按 qw选择［执行］，然后按〈执行〉按钮。

（或再按一次电源〈v/b〉按钮。）
 f图像投影会停止，投影机机身上的电源指示灯〈开（绿）/待机（红）〉会点亮为橙色。（风扇继续运行。）

3) 等待数秒钟，直至投影机机身上的电源指示灯〈开（绿）/待机（红）〉以红色点亮 /闪烁。

4) 按〈主电源〉开关的〈关〉侧来关闭电源。

提示

 f 关闭投影机后的大约五秒内，即使打开电源，指示灯也不会亮起。
 f 如果投影机的主电源开启，即使按电源〈v/b〉按钮并关闭投影机电源，投影机也会耗电。
当［投影机设置］菜单→［节能模式管理］→［待机模式］设为［节能］时，使用某些功能会受到限制，但可以节约待机模式期间的功耗。

 f 投影时，如果不方便关闭 /打开投影机的〈主电源〉开关（例如吊顶安装），按〈主电源〉开关的〈关〉侧或直接使用断路器关闭电源。但在
关闭电源前刚进行的设置或调整可能不会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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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
检查外部设备连接（x 第 37页）和电源线连接（x 第 42页），然后再打开电源（x 第 44页）开始投影。选
择需投影的图像，调整投影画面的外观。

选择输入信号

可切换投影的图像输入。输入切换方式如下。
 f按遥控器上的输入选择按钮，直接指定投影图像的输入。
 f按控制面板上的〈输入信号选择〉按钮显示输入选择画面，从列表中选择投影输入。

遥控器 控制面板

使用遥控器直接切换输入

使用遥控器上的输入选择按钮可通过直接指定切换投影输入。

1) 按输入选择按钮（〈HDMI 1〉、〈HDMI 2〉、〈HDMI 3〉、〈电脑〉、〈DIGITAL LINK〉）。

〈HDMI 1〉 将输入切换至 HDMI1。
将会投影〈HDMI 输入 1〉端子输入的信号图像。

〈HDMI 2〉 将输入切换至 HDMI2。
将会投影〈HDMI 输入 2〉端子输入的信号图像。

〈HDMI 3〉 将输入切换至 HDMI3。
将会投影〈HDMI 输入 3〉端子输入的信号图像。

〈电脑〉
将输入切换至 COMPUTER。
将会投影〈电脑输入〉端子输入的信号图像。

〈DIGITAL LINK〉 将输入切换至 DIGITAL LINK。
将会投影〈DIGITAL LINK/局域网〉端子输入的信号图像。

注意

 f 图像可能无法正确投影，这取决于要播放的外部设备、蓝光光盘或 DVD光盘。
设置［图像］菜单→［系统选择］。

 f 确认投影屏幕和图像的宽高比，然后通过［位置］菜单→［宽高比］切换至最佳宽高比。

提示

 f 将选购件 DIGITAL LINK输出支持设备（型号：ET-YFB100C）连接到〈DIGITAL LINK/局域网〉端子时，每次按〈DIGITAL LINK〉按钮，将
会切换 DIGITAL LINK输出支持设备上的输入。还可以使用 RS-232C控制命令切换输入。
对于其他厂商的双绞线发射器，将投影机上的输入切换为 DIGITAL LINK，然后切换双绞线发射器上的输入。



3章　基本操作 — 投影

52 - 中文

显示输入选择画面以切换输入

通过控制面板上的〈输入信号选择〉按钮显示输入选择画面选择投影输入。

1) 按控制面板上的〈输入信号选择〉按钮。
 f显示输入选择画面。

输入选择

选择

设置执行

COMPUTER

HDMI1

HDMI2

HDMI3

DIGITAL LINK

2) 按as选择投影输入，然后按〈执行〉按钮。

提示

 f 显示输入选择画面时，按〈输入信号选择〉按钮也可切换输入。
每次按〈输入信号选择〉按钮均会切换输入。

 f 将选购件 DIGITAL LINK输出支持设备（型号：ET-YFB100C）连接到投影机上时，如果在输入选择画面中选择 DIGITAL LINK输入，按〈执行〉
按钮将显示 DIGITAL LINK输出支持设备的输入选择菜单。

 f 将选购件 DIGITAL LINK输出支持设备（型号：ET-YFB100C）连接到投影机上时，将在输入选择画面的［DIGITAL LINK］的显示部分显示在
DIGITAL LINK输出支持设备中选择的 DIGITAL LINK标志和输入名称。

调整聚焦、变焦和镜头移位

如果即使投影机和屏幕设置在正确的位置，投影到屏幕上的图像或其位置仍有偏差，请调整聚焦、变焦和镜头移位。

使用控制面板

1) 按控制面板上的〈镜头 /取消〉按钮。
 f按此按钮可以按照［聚焦］、［变焦］和［移位］的顺序更改调整画面。

2) 选择各个调整项目然后按asqw进行调整。

使用遥控器

1) 按遥控器上的镜头按钮（〈聚焦〉、〈变焦〉、〈移位〉）。
 f按〈聚焦〉按钮：调整聚焦（调整镜头聚焦位置）。
 f按〈变焦〉按钮：调整变焦（调整镜头变焦位置）。
 f按〈移位〉按钮：调整镜头位移（镜头的垂直位置和水平位置）。

2) 选择各个调整项目然后按asqw进行调整。

注 意

在镜头移位操作期间，请勿将手插入镜头周围的开放位置。
您的手可能被夹住，造成受伤。

提示

 f 按住asqw约三秒钟或更长时间可以更快地进行调整。
 f 调整聚焦之前，建议持续投影画面时间至少 30分钟。
 f 仅［聚焦］以黄色显示，即使在因没有正确聚焦导致显示字符不清晰时也可以通过颜色来识别显示的菜单项目。（出厂默认设置）
［聚焦］的显示颜色取决于［显示方式选项］菜单→［显示菜单］→［OSD颜色］的设置。
 f 在位移调整期间，通过条状比例尺显示当前位置和最大移动范围。
此外，红色条状表示超出当前位置的可移动范围。
条状比例尺下方的三角形标记表示原始设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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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镜头型号

首次使用投影机或更换投影镜头时，请确认［镜头型式］设置。如果型号与投影机上安装的投影镜头不一致，请更
改设置。

1) 按〈菜单〉按钮。
 f显示［主菜单］画面。

2) 按as选择［投影机设置］菜单，然后按〈执行〉按钮。

 f显示［投影机设置］菜单画面。

3) 按as选择［镜头］，然后按〈执行〉按钮。

 f显示［镜头］画面。

4) 按as选择［镜头型式］，然后按〈执行〉按钮。

 f显示［镜头型式］画面。

5) 按as选择镜头型号。

ET-ELS20 在投影机上安装变焦镜头（型号：ET-ELS20）时选择此项目。

ET-ELW21C 在投影机上安装定焦镜头（型号：ET-ELW21C）时选择此项目。

ET-ELW22C 在投影机上安装变焦镜头（型号：ET-ELW22C）时选择此项目。

ET-ELW20C 在投影机上安装变焦镜头（型号：ET-ELW20C）时选择此项目。

ET-ELT22C 在投影机上安装变焦镜头（型号：ET-ELT22C）时选择此项目。

ET-ELT23C 在投影机上安装变焦镜头（型号：ET-ELT23C）时选择此项目。

6) 然后按〈执行〉按钮。
 f显示［镜头校正］画面。

7) 按 qw选择［执行］，然后按〈执行〉按钮。

 f将启动镜头校正。
 f完成校正后，投影镜头将移至原始设置位置。
 f若要取消，请选择［取消］。此时，［镜头型式］设置不会更改。

注意

 f 镜头移位范围可能因投影镜头型号而异。如果［镜头型式］设置错误，可能无法正确调整镜头移位范围。有关详情，请参阅“镜头移位范围”（x 
第 54页）。

将镜头位置移至原始设置位置

若要将镜头位置移至原始设置位置，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在显示［移位］调整画面时，按遥控器上的〈默认〉按钮。
 f显示［原始设置位置］画面。

镜头

原始设置位置

执行

取消菜单

执行

2) 在显示［原始设置位置］画面时（约五秒钟）按〈执行〉按钮。
 f［执行中］显示在［原始设置位置］画面中，镜头位置返回原始设置位置。

提示

 f 镜头的原始设置位置是用于镜头更换和投影机存储的镜头位置，而不是屏幕的光学中心位置。
 f 按控制面板上的〈镜头 /取消〉按钮或遥控器上的〈移位〉按钮至少三秒钟也可以显示［原始设置位置］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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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移位范围

基于投影镜头处于原始设置位置时的投影画面位置（标准投影位置），可在各投影镜头的移位范围内对投影图像位置
进行调整。
下图为投影机安装在桌面 /地板上的镜头移位范围。

投影镜头型号 ET-ELS20/ET-ELW20C/ET-ELT22C/ET-ELT23C ET-ELW22C

镜头位移范围

投影画面宽度H

标准投影位置

投
影
画
面
高
度
V

0.35 H

0.30 H 0.30 H

0.35 H

0.
67
 V

0.
67
 V

0.
19
 V

0.
19
 V

投影画面宽度H

标准投影位置

投
影
画
面
高
度
V

0.30 H

0.25 H 0.25 H

0.30 H

0.
60
 V

0.
60
 V

0.
15
 V

0.
15
 V

提示

 f 安装选购定焦镜头（型号：ET-ELW21C）时，在标准投影位置使用投影镜头，请勿进行镜头移位调整。

调整可调支脚

将投影机安装在平坦的表面上，使投影机正面平行于屏幕表面且投影屏幕为矩形。
如果屏幕向下倾斜，伸长正面可调支脚使投影画面成为矩形。当投影机在水平方向上倾斜时，还可以使用可调支脚
将其调整为水平放置。
按照图示方向转动可调支脚可以将其伸长。按照相反的方向转动支脚可将其返回原位。

最大可调范围

可调支脚：各23 mm（29/32"）

注意

 f 如果在光源打开时调整可调支脚，注意不要用手或任何物体挡住进气口 /排气口。（x 第 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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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遥控器进行操作

使用快门功能

如果在一定期间内暂停使用投影机，例如在会议间歇期间，可以暂时关闭图像和音频。

 按钮

1) 按〈快门〉按钮。
 f图像和音频消失。
 f也可以按控制面板上的〈快门〉按钮执行此操作。

2) 再次按〈快门〉按钮。
 f图像和音频再次出现。

提示

 f 使用快门功能（快门：关闭）时，电源指示灯〈开（绿）/待机（红）〉呈绿色缓慢闪烁。
 f 可在［显示方式选项］菜单→［快门设置］（x 第 94页）中设置图像的淡入 /淡出时间。
 f 若需在使用快门功能（快门：关闭）期间输出音频，将［投影机设置］菜单→［音频设定］（x 第 107页）→［快门输出］设为［开］。
 f 如果在操作环境温度为 0 °C（32 °F）左右时使用快门功能，由于预热，光源在点亮时可能较暗。

使用静音功能

音频可以暂时关闭。

 按钮

1) 按〈静音〉按钮。
 f音频静音。

2) 再次按〈静音〉按钮。
 f音频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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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音量

调整音频输出的音量。

 按钮

1) 按遥控器上的〈音量 -〉按钮 /〈音量 +〉按钮。

〈音量 +〉 增加音量。

〈音量 -〉 降低音量。

提示

 f 也可以使用控制面板上的 qw按钮执行此操作。

使用冻结功能

无论外部设备是否在播放，均可暂停投影画面并关闭音频。

 按钮

1) 按〈画面冻结〉按钮。
 f图像冻结且音频静音。

2) 再次按〈画面冻结〉按钮。
 f图像冻结取消，音频开启。

提示

 f 视频暂停时，画面上会显示［画面冻结］。
 f 取消动态图像冻结时，图像可能暂时消失或中断。

使用屏幕显示功能

如果您不希望观看者看到屏幕显示，可以关闭屏幕显示功能（没有显示），例如菜单或输入端子名称。

 按钮

1) 按〈屏幕显示〉按钮。
 f屏幕显示消失。

2) 再次按〈屏幕显示〉按钮。
 f屏幕显示出现。

提示

 f 在屏幕显示关闭（隐藏）期间，如果按住控制面板上的〈菜单〉按钮超过三秒钟，将会打开屏幕显示。

使用自动设置功能

可自动调整输入 HDMI信号时的图像位置或输入模拟 RGB信号时的点时钟、时钟相位和图像位置。（模拟 RGB信
号是使用点结构的信号，与计算机信号类似。）
进行自动调整时，建议输入边缘带有亮白边界的图像和高黑白对比度的字符。
避免使用含有中间色调或灰度的图像，如照片和计算机图形等。

 按钮

1) 按〈自动设置 /取消〉按钮。
 f执行自动设置期间显示［执行中］。
 f顺利完成自动设置后显示［正常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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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f 即使顺利完成该操作，也可能产生时钟相位差。在这种情况下，请调整［位置］菜单→［时钟相位］（x 第 75页）。
 f 如果输入无法确定边缘的图像或较暗的图像，自动设置可能无法正确地调整。在这种情况下，请调整以下设置。

 g［ADVANCED 菜单］菜单→［输入分辨率］（x 第 79页）
 g［位置］菜单→［时钟相位］（x 第 75页）
 g［位置］菜单→［移位］（x 第 73页）

 f 根据［显示方式选项］菜单→［自动设置］（x 第 84页）调整特殊信号。
 f 可能无法进行自动调整，视计算机型号而定。
 f 对于复合同步或 SYNC ON GREEN同步信号，可能无法进行自动调整。
 f 在自动调整期间图像可能会中断几秒钟，但这不是故障。
 f 每个输入信号都需要进行调整。
 f 在自动调整操作期间可按〈菜单〉按钮或〈返回〉按钮来取消自动调整。
 f 即使输入可以进行自动设置的信号，但如果在输入动态图像时使用自动设置功能，也可能无法正确进行调整。
 f 如果［显示方式选项］菜单→［信号搜索］设为［开］，在无信号输入期间，按〈自动设置 /取消〉按钮将激活信号搜索功能。
有关信号搜索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显示方式选项］菜单→［信号搜索］（x 第 91页）。

使用显示屏调整功能

可显示［显示屏调整］菜单。
矫正当投影机安装倾斜时或屏幕倾斜或弯曲时产生的画面失真。

 按钮

1) 按〈图像校正〉按钮。
 f显示［显示屏调整］画面。

2) 按 qw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关］ 禁用显示屏调整功能。

［梯形矫正］ 调整投影图像中的任何梯形失真。

［角矫正］ 在投影图像的四个角上调整任何失真。

［曲面矫正］ 调整投影图像中的任何曲线失真。

［PC-1］
使用计算机和“几何校正＆调试软件”*1 执行校正时选择此项目。最多可以保存三个校正数据。［PC-2］

［PC-3］

*1 “几何校正＆调试软件”可从松下网站（https://panasonic.net/cns/projector/pass/）下载。需要注册并登录 PASS 进行下载。
 f按〈图像校正〉按钮也会切换项目。
 f选择［梯形矫正］、［角矫正］或［曲面矫正］时，继续进行步骤 3)。

3) 按〈执行〉按钮。
 f显示［梯形矫正］画面、［角矫正］画面或［曲面矫正］画面。

提示

 f 若需调整［梯形矫正］或［曲面矫正］，按as选择需调整的项目，然后按 qw调整此项目。
 f 若需调整［角矫正］，按as选择需调整的项目。按〈执行〉按钮将显示个别调整画面。使用asqw调整此项目。
 f 仅可启用［梯形矫正］、［角矫正］或［曲面矫正］设置中的一项。
 f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位置］菜单→［显示屏调整］（x 第 75页）。

使用数码变焦功能

（输入静态图像 RGB信号、静态图像 HDMI信号或静态图像 DIGITAL LINK信号时。）
放大图像或移动图像的放大区域。

按钮

1) 按〈数码变焦 -〉按钮 /〈数码变焦 +〉按钮。
 f通过遥控器操作执行时，不显示［画面放大］个别调整画面，显示移动画面。
 f通过菜单操作执行时，显示［画面放大］个别调整画面。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显示方式选项］菜单→［画
面放大］（x 第 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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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过以下按钮操作移动放大位置或调整放大倍率。
 f执行数码变焦期间，按遥控器上的〈自动设置 /取消〉按钮或控制面板上的〈镜头 /取消〉按钮将取消数码变焦。

操作菜单 /按钮 操作 调整内容

右上
中心
右下

左上
选择
左下

移动画面

遥控器操作按钮

按a。 图像向下移动。

按s。 图像向上移动。

按 q。 图像向右移动。

按 w。 图像向左移动。

按〈菜单〉按钮。 显示左上角。

按〈返回〉按钮。 显示右上角。

按〈执行〉按钮。 显示中心。

按〈默认〉按钮。 显示左下角。

按〈功能〉按钮。 显示右下角。

按〈数码变焦 +〉按钮。 增加放大倍率。

按〈数码变焦 -〉按钮。 降低放大倍率。

ABC

ABC

ABC ABC

ABC

ABC

ABC

ABC

ABC

ABC

a按钮 〈返回〉按钮〈菜单〉按钮

q按钮 w按钮 〈执行〉按钮

〈默认〉按钮 〈功能〉按钮s按钮

按钮操作后的画面显示位置

提示

 f 移动画面中不显示放大倍率。
 f 进行数码变焦期间，输入信号的类型改变时，数码变焦的调整值将被取消。
 f 进行数码变焦期间，将禁用冻结功能。
 f 在部分静态图像信号中，数码变焦将不起作用。

切换图像宽高比

根据输入切换图像宽高比。

 按钮

1) 按〈宽高比〉按钮。
 f每次按按钮都会更改设置。

提示

 f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位置］菜单→［宽高比］（x 第 73页）。

使用演示计时器功能

可操作演示计时器。
进行演示时，可根据指定的时间确认已逝去或还剩余的时间。

 按钮

1) 按〈演示计数器〉按钮。
 f开始计数。

2) 再次按〈演示计数器〉按钮。
 f停止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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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f 使用演示计时器时，在投影画面的右下角显示已逝去的时间或还剩余的时间。
 f 计数停止后，按〈演示计数器〉按钮时，计数将再次开始。
 f 按〈演示计数器〉按钮并保持 3秒钟或更长时间将结束演示计时器。
 f 有关设置演示计时器功能等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显示方式选项］菜单→［演示计数器］（x 第 95页）。

使用功能按钮

通过将以下功能分配给〈功能〉按钮，可将其用作简化的快捷按钮。
［副记忆］、［系统选择］、［强光感应］

 按钮

1) 按〈功能〉按钮。

提示

 f 通过［投影机设置］菜单→［功能按钮］（x 第 106页）指定功能。

显示内部测试模式

可显示十种内部测试模式以确认投影机的状态。要想显示各种测试模式，请执行以下操作。

 按钮

1) 按〈测试模式〉按钮。

2) 按 qw来选择测试模式。

提示

 f 使用菜单操作也可显示测试模式。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测试模式］菜单”（x 第 115页）。
 f 位置、尺寸和其他要素的设置不会反映在测试模式中。请确保执行各种调整之前显示输入信号。

使用状态功能

显示投影机的状态。

 按钮

1) 按〈状态〉按钮。
 f随即显示［状态］画面。

1/3

返回 退出切换

执行 发送电子邮件

自我诊断 无错误

光源温度2

光源温度1

排气温度

进入空气温度

主/副版本

光源使用时间

连续照明时间

序列号

投影机使用时间

投影机型号

状态

SW1234567

10h

10h

1h 23m

1.00 / 1.00

31°C/87°F 

31°C/87°F

31°C/87°F

31°C/87°F 

PT-SMZ88C

提示

 f 使用菜单操作也可显示投影机状态。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投影机设置］菜单→［状态］（x 第 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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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节能模式管理功能

显示与节能模式管理有关的设置画面。

 按钮

1) 按〈ECO〉按钮。

提示

 f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投影机设置］菜单→［节能模式管理］（x 第 97页）。

使用 HDMI-CEC功能
显示 HDMI-CEC操作画面。

 按钮

1) 按〈CEC〉按钮。
 f随即显示 HDMI-CEC操作画面。

提示

 f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投影机设置］菜单→［HDMI CEC］（x 第 112页）。
 f 进行数码变焦期间，如果按〈CEC〉按钮，数码变焦将被取消。

设置遥控器的 ID号
同时使用多台投影机时，如果每台投影机分配有唯一的 ID号，则可以使用一只遥控器同时操作所有的投影机或分别
操作每台投影机。
在设置投影机的 ID号后，请在遥控器上设置相同的 ID号。
投影机的出厂默认 ID号设置为［全部］。在使用单独的投影机时，请按遥控器上的〈ID 全部〉按钮。此外，即使不
知道投影机 ID，也可以按遥控器上的〈ID 全部〉按钮来控制投影机。

 按钮

1) 按遥控器上的〈ID 设定〉按钮。

2) 在 5秒钟内，使用数字（〈0〉 - 〈9〉）按钮，按下并设置投影机机身上设置的一位数或两位数的 ID号。
 f如果按〈ID 全部〉按钮，无论投影机机身的 ID号的设置如何，均可以控制投影机。

注意

 f 由于无需投影机机身也可以设置遥控器的的 ID号，因此请勿随意按遥控器上的〈ID 设定〉按钮。如果在按下〈ID 设定〉按钮后的 5秒钟内
未按数字（〈0〉 - 〈9〉）按钮，ID号将恢复为按〈ID 设定〉按钮之前的原始值。

 f 遥控器上设置的 ID号将被储存，除非被重新设置。但是如果遥控器的电池耗尽，该设置将被清除。在更换电池时请再次设定相同的 ID号。

提示

 f 当遥控器的 ID号设为［0］时，无论投影机的 ID号如何，均可控制投影机，与设为［全部］时一样。
 f 通过［投影机设置］菜单→［投影机 ID］（x 第 97页）设置投影机的 ID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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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章 设置

本章说明可以使用屏显菜单进行的设置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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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浏览
屏显菜单（菜单）用于对投影机进行各种设置和调整。

浏览菜单

操作步骤

 按钮

1) 按遥控器或控制面板上的〈菜单〉按钮。
 f随即显示［主菜单］画面。

主菜单

图像

位置

ADVANCED 菜单

显示语种(LANGUAGE)

显示方式选项

投影机设置

测试模式

登录信号一览

安全

网络

菜单选择

子菜单执行

PT-SMZ88C

2) 按as从主菜单选择项目。

 f所选中项目将以黄色高亮显示。
主菜单

图像

位置

ADVANCED 菜单

显示语种(LANGUAGE)

显示方式选项

投影机设置

测试模式

登录信号一览

安全

网络

菜单选择

子菜单执行

PT-SMZ88C

3) 按〈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所选主菜单的子菜单项目。

0

位置

移位

宽高比

变焦

时钟相位

菜单选择

子菜单

普通

显示屏调整 关

执行

实时梯形矫正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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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as选择子菜单，按 qw或〈执行〉按钮更改或调整设置。

 f每次按 qw按钮时，某些项目将按以下顺序进行切换。

A B C

 f对于某些项目，按 qw可显示有条状比例尺的个别调整画面，如下所示。

0对比度

调整

提示

 f 显示菜单画面时，按〈菜单〉按钮返回到前一个菜单。
按〈返回〉按钮可进行同样的操作。

 f 根据输入至投影机的信号，某些项目可能无法调整或某些功能可能无法使用。
在菜单画面中，用黑色文字显示无法调整或选择的项目。
如果菜单画面中的项目显示黑色字符且无法调整或设置这些项目，选择对应菜单时按〈执行〉按钮可显示造成这一问题的因素。

 f 某些菜单项目即使未输入信号也可以调整。
 f 如果在 5秒钟内未进行任何操作，个别调整画面将自动消失。
 f 关于菜单项目，请参阅“主菜单”（x 第 63页）和“子菜单”（x 第 64页）。
 f 光标颜色取决于［显示方式选项］菜单→［显示菜单］→［OSD颜色］中的设置。在出厂默认设置下，选择的项目以黄色光标显示。
 f 在竖立投影设置中，屏显菜单会侧向显示。
若要竖立显示屏显菜单，请更改［显示方式选项］菜单→［显示菜单］→［OSD旋转］的设置。

重置为出厂默认设置

如果按遥控器上的〈默认〉按钮，在菜单项目中调整的值将还原为出厂默认设置。

 按钮

1) 按遥控器上的〈默认〉按钮。

0对比度

调整

提示

 f 无法在一次操作中将所有设置都重置为出厂默认设置。
 f 若要将在子菜单项目中调整的所有设置一次性重置为出厂默认设置，请执行［投影机设置］菜单→［初始化］。
 f 即使按遥控器上的〈默认〉按钮，某些项目也无法重置为出厂默认设置。请单独调整这些项目。
 f 个别调整画面中的条状比例尺下方的三角形标记表示出厂默认设置。该三角形标记的位置因所选输入信号的种类不同可能会有差异。

当前调整值

出厂默认设置

主菜单

主菜单中有以下项目。
选中主菜单项目后，便会进入子菜单选择画面。

主菜单项目 页码

［图像］ 67

［位置］ 73

［ADVANCED 菜单］ 78

［显示语种（LANGUAGE）］ 82

［显示方式选项］ 83

［投影机设置］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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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菜单项目 页码

［测试模式］ 115

［登录信号一览］ 116

［安全］ 119

［网络］ 123

子菜单

将显示所选主菜单项目的子菜单，您可以设置和调整子菜单中的项目。

［图像］ 

子菜单项目 出厂默认设置 页码

［图像模式］ ［视频图像］*1 67

［对比度］ ［0］ 67

［亮度］ ［0］ 67

［彩色］ ［0］ 68

［色度］ ［0］ 68

［色温设定］ ［默认］*2 68

［伽马］ ［0］ 69

［强光感应］ ［自动］*2 70

［锐度］ ［+6］*2 70

［降噪］ ［关］*2 70

［动态对比度］ ［关］*2 70

［系统选择］ ［自动］*1 71

*1 取决于信号输入。
*2 取决于［图像模式］。

［位置］ 

子菜单项目 出厂默认设置 页码

［移位］ — 73

［宽高比］ ［普通］ 73

［变焦］ — 74

［时钟相位］ ［0］*1 75

［实时梯形矫正］ ［关］ 75

［显示屏调整］ ［关］ 75

*1 取决于信号输入。

［ADVANCED 菜单］ 

子菜单项目 出厂默认设置 页码

［DIGITAL CINEMA REALITY］ ［自动］*1 78

［裁切］ — 78

［输入分辨率］ — 79

［边缘混合］ ［关］ 79

［压板位置］ ［24］*1 81

［光栅位置选择］ — 81

*1 取决于信号输入。

提示

 f 出厂默认设置因所选输入端子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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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语种（LANGUAGE）］ 
详情请参见（x 第 82页）

［显示方式选项］ 

子菜单项目 出厂默认设置 页码

［颜色调整］ ［关］ 83

［颜色修正］ ［关］ 83

［屏幕设定］ — 83

［输入自动设定］ ［关］ 84

［自动设置］ — 84

［电脑  输入］ — 85

［HDMI 输入］ — 86

［DIGITAL LINK 输入］ — 87

［显示菜单］ — 89

［信号搜索］ ［开］ 91

［背景色］ ［蓝］ 92

［开机 LOGO］ ［默认 LOGO］ 92

［均一性］ — 92

［快门设置］ — 94

［演示计数器］ — 95

［画面冻结］ — 96

［画面放大］ — 96

［投影机设置］ 

子菜单项目 出厂默认设置 页码

［投影机 ID］ ［全部］ 97

［投影方法］ — 97

［节能模式管理］ — 97

［开机状态选择］ ［上次关机状态］ 100

［开机输入选择］ ［保持］ 100

［日期和时间］ — 100

［日程］ ［关］ 101

［多投影机同步］ — 103

［RS-232C］ — 104

［REMOTE2 模式］ ［默认］ 106

［功能按钮］ — 106

［镜头］ — 106

［音频设定］ — 107

［滤网计数］ — 109

［DC OUT］ ［开］ 110

［状态］ — 110

［数据克隆］ — 111

［保存所有用户数据］ — 111

［调出用户数据］ — 111

［HDMI CEC］ ［开］ 112

［初始化］ — 114

［维修密码］ — 114

［测试模式］ 
详情请参见（x 第 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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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信号一览］ 
详情请参见（x 第 116页）

［安全］ 

子菜单项目 出厂默认设置 页码

［防盗密码］ ［关］ 119

［更改防盗密码］ — 119

［显示设定］ ［关］ 119

［文本修改］ — 120

［菜单锁定］ ［关］ 120

［菜单锁定密码］ — 120

［控制设备安装］ — 120

［控制设备密码重设］ — 122

［网络］ 

子菜单项目 出厂默认设置 页码

［以太网类型］ ［LAN］ 123

［DIGITAL LINK］ — 123

［有线局域网］ — 125

［投影机名称］ — 125

［网络通信状态］ — 125

［管理员帐户］ — 126

［网络安全］ — 128

［网络控制］ — 128

［PJLink］ — 129

［Art-Net］ — 130

提示

 f 某些菜单项目对于输入至本投影机的特定信号格式可能无法调整或使用。
在菜单画面中，用黑色文字显示无法调整或选择的项目。

 f 根据所选输入，子菜单项目和出厂默认设置值会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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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菜单
在菜单画面上，从主菜单选择［图像］，然后从子菜单选择项目。
关于菜单画面的操作方法，请参阅“浏览菜单”（x 第 62页）。

［图像模式］

可以切换为适合图像源及该投影机使用环境的图像模式。

1) 按as选择［图像模式］。

2) 按 qw或〈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图像模式］个别调整画面。

3) 按 qw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视频图像］ 图像变为适合一般的动态图像。

［标准］ 图像变得适合在明亮区域中使用。

［DICOM模拟模式］ 图像变为与 DICOM第 14部分灰阶标准的图像类似。

［白板］ 图像变得适合在白板上投影。

［影院］ 图像变为适合动态图像内容。

［普通］ 图像变得适合在黑暗房间内使用。

提示

 f DICOM是“Digital Imaging and COmmunication in Medicine”的缩写，它是医学成像设备的标准。虽然使用 DICOM名称，但投影机不是医
学设备，因此显示图像不能用于诊断等医学目的。

［对比度］

可以调整颜色的对比度。

1) 按as选择［对比度］。

2) 按 qw或〈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对比度］个别调整画面。

3) 按 qw按钮调整等级。

操作 调整内容 调整范围

按 w。 屏幕变得更亮。
-31 - +31

按 q。 屏幕变得更暗。

注意

 f 若需调整［对比度］和［亮度］，请先调整［图像］菜单→［亮度］。

［亮度］

可以调整投影图像的较暗（黑色）部分。

1) 按as选择［亮度］。

2) 按 qw或〈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亮度］个别调整画面。

3) 按 qw按钮调整等级。

操作 调整内容 调整范围

按 w。 画面的较暗（黑色）部分变亮。
-31 - +31

按 q。 画面的较暗（黑色）部分变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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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

可以调整投影图像的色彩饱和度。

1) 按as选择［彩色］。

2) 按 qw或〈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彩色］个别调整画面。

3) 按 qw按钮调整等级。

操作 调整内容 调整范围

按 w。 颜色变深。
-31 - +31

按 q。 颜色变浅。

［色度］

可以调整投影图像的肤色。

1) 按as选择［色度］。

2) 按 qw或〈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色度］个别调整画面。

3) 按 qw按钮调整等级。

操作 调整内容 调整范围

按 w。 调整肤色使其逐渐变为绿色。
-31 - +31

按 q。 调整肤色使其逐渐变为红紫色。

［色温设定］

当投影图像中的白色部分变为偏蓝或偏红时，可以切换色温。

使用色温进行调整

1) 按as选择［色温设定］。

2) 按 qw或〈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色温设定］个别调整画面。

3) 按 qw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默认］ 出厂默认设置。

［用户］ 根据需要调整白平衡。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调整所需的白平衡”（x 第 68页）。

［低］/［高］ 选择一个项目使图像变得自然。

提示

 f 当［图像］菜单→［图像模式］设为［DICOM模拟模式］时，无法选择［默认］。
 f 当［显示方式选项］菜单→［颜色调整］设为除［关］之外的任何设置时，此项目固定为［用户］。

调整所需的白平衡

1) 按as选择［色温设定］。

2) 按 qw或〈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色温设定］个别调整画面。

3) 按 qw选择［用户］。

4) 按〈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色温设定］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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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as选择［白色平衡］。

6) 按〈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白色平衡］画面。

7) 按as选择［亮平衡调整］或［暗平衡调整］。

8) 按〈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亮平衡调整］或［暗平衡调整］画面。

9) 按as按钮选择［红］、［绿］或［蓝］。

10) 按 qw按钮调整等级。

项目 操作 调整内容 调整范围

［红］
按 w。 红色变深。

［亮平衡调整］：0 - +255（出厂默认设置为 +255）
［暗平衡调整］：-127 - +127（出厂默认设置为 0）

按 q。 红色变浅。

［绿］
按 w。 绿色变深。

按 q。 绿色变浅。

［蓝］
按 w。 蓝色变深。

按 q。 蓝色变浅。

提示

 f 正确调整［色温设定］。只有做出适当调整，才能正确显示所有颜色。如果调整效果看起来不合适，您可以按遥控器上的〈默认〉按钮将所选
项目的设置恢复到出厂默认设置。

更改［用户］名称

1) 按as选择［色温设定］。

2) 按 qw或〈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色温设定］个别调整画面。

3) 按 qw选择［用户］。

4) 按〈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色温设定］画面。

5) 按as选择［色温设定名称变更］。

6) 按〈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色温设定名称变更］画面。

7) 按asqw按钮选择文字，按〈执行〉按钮确定输入。

8) 按asqw选择［OK］，然后按〈执行〉按钮。
 f设置的色温名称已更改。

提示

 f 更改名称时，也会更改［用户］的显示。

［伽马］

可以切换伽玛模式。

1) 按as选择［伽马］。

2) 按 qw或〈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伽马］个别调整画面。

3) 按 qw调整等级。

操作 调整内容 调整范围

按 w。 中间色调变得更亮。
-8 - +7

按 q。 中间色调变得更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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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光感应］

即使在较亮的光线下投影图像，您也可以将图像调节为最佳亮度。

1) 按as选择［强光感应］。

2) 按 qw或〈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强光感应］个别调整画面。

3) 按 qw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自动］ 由亮度传感器检测安装环境的亮度，并自动校正图像的逼真度。

［关］ 不更正。

［1］ 将图像校正为较弱的逼真度。

［2］ 将图像校正为中等逼真度。

［3］ 将图像校正为较高的逼真度。

提示

 f 当［投影机设置］菜单［投影方法］的→［正投 /背投］设为［背投］时，无法选择［自动］。
 f 如果有物品放在投影机顶部挡住亮度传感器，可能无法正确检测亮度。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将其设为［自动］，此功能也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f 当［图像］菜单→［图像模式］设为［DICOM模拟模式］时，出厂默认值为［关］。

［锐度］

可以调节投影图像的锐度。

1) 按as选择［锐度］。

2) 按 qw或〈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锐度］个别调整画面。

3) 按 qw按钮调整等级。

操作 调整内容 调整范围

按 w。 轮廓变锐利。
0 - +15

按 q。 轮廓变柔和。

［降噪］

在输入画质变差且图像信号中出现噪点时，可以降噪。

1) 按as选择［降噪］。

2) 按 qw或〈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降噪］个别调整画面。

3) 按 qw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关］ 不更正。

［1］ 轻微更正噪音。

［2］ 适度更正噪音。

［3］ 强烈更正噪音。

注意

 f 当为噪音较低的输入信号设置此项且时，图像可能与其原始图像有所不同。在这种情况下，请将其设为［关］。

［动态对比度］

根据图像自动执行光源调整和信号补偿以产生最佳对比度的图像。

1) 按as选择［动态对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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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 qw或〈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动态对比度］个别调整画面。

3) 按 qw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关］ 禁用动态对比度功能。

［1］ 以较小程度调整光源并补偿信号。

［2］ 以较大程度调整光源并补偿信号。

[用户 ] 当输入视频信号的亮度低于特定值时，光源可设为关闭。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设置光源关闭条件”（x 第 71页）。

设置光源关闭条件

1) 按as选择［动态对比度］。

2) 按 qw或〈执行〉按钮。

 f显示［动态对比度］个别调整画面。

3) 按 qw选择［用户］。

4) 按〈执行〉按钮。
 f显示［动态对比度］画面。

5) 按as选择项目进行设置。

 f每次按 qw都会切换详细设置项目。

设置项目 详细信息

[关灯定时 ]
(设置关闭光源之前的等待时间 )

[无效 ] 不关闭光源。

[0.5s] ~ [10.0s]
当作为输入的视频信号亮度水平低于［关灯信号振幅］设置的值时，关闭光源。
从［0.5s］至［4.0s］、［5.0s］、［7.0s］或［10.0s］选择一个项目。允许以 0.5 
为增量选择［0.5s］-［4.0s］。

［关灯信号振幅］
（设置关闭光源的信号亮度水平）

[0%] ~ [5%] 设置使用［关灯定时］关闭光源的视频信号亮度水平。
允许以 1 % 为增量进行设置。（出厂设置：0 %）

提示

 f［ 关灯定时］设为［无效］时，无法设置［关灯信号振幅］。
 f 当［关灯定时］设为除［无效］之外的其他任何项目时，以下为从使用此功能关闭光源的状态到再次打开光源的条件。

 g 当输入的视频信号的亮度水平超过［关灯信号振幅］中设置的值
 g 当输入信号消失
 g 当显示屏幕显示例如菜单屏幕（OSD）或输入指南、测试模式或警告消息时

 f 投影模拟信号画面时，检测视频信号的亮度水平时信号噪声可能影响画面。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图像的亮度水平低于［关灯信号振幅］中设置
的值，投影机仍认为信号未低于设置值。

［系统选择］

本投影机将自动检测输入信号，但当输入信号不稳定时，可以手动设置系统方式。设置与输入信号相匹配的系统方式。

1) 按as选择［系统选择］。

2) 按〈执行〉按钮。

3) 按as选择系统格式。

 f可用的系统格式因输入信号而异。

端子 系统格式

〈电脑输入〉端子

576/50p信号 选择［RGB］或［YCBCR］。

640 x 480/60或 480/60p信号 选择［640x480/60］、［480/60p YCBCR］或［480/60p RGB］。

其他动态图像信号 选择［RGB］或［YPBPR］。

〈HDMI 输入 1〉端子、〈HDMI 
输入 2〉端子、〈HDMI 输入 3〉
端子、〈DIGITAL LINK/局域网〉

端子

480/60p或 576/50p信号 选择［自动］、［RGB］或［YCBCR］。

其他动态图像信号 选择［自动］、［RGB］或［YPB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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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执行〉按钮。

提示

 f 有关投影机可使用的视频信号类型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兼容信号列表”（x 第 187页）。
 f 对于连接的某些外部设备，这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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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菜单
在菜单画面上，从主菜单选择［位置］，然后从子菜单选择项目。
关于菜单画面的操作方法，请参阅“浏览菜单”（x 第 62页）。

提示

 f 将选购件 DIGITAL LINK输出支持设备（型号：ET-YFB100C）连接到〈DIGITAL LINK/局域网〉端子时，请首先从 DIGITAL LINK输出支持
设备的菜单调整位移、宽高比和时钟相位。

［移位］

在投影机和屏幕的位置正确的前提下，如果屏幕上的投影画面位置发生偏离，则垂直或水平移动画面位置。

1) 按as选择［移位］。

2) 按〈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移位］画面。

3) 按asqw调整位置。

方向 操作 调整内容

垂直（上下）调整

按a。 图像位置向上移动。

按s。 图像位置向下移动。

水平（左右）调整

按 w。 图像位置向右移动。

按 q。 图像位置向左移动。

提示

 f 对于竖立投影设置，进行“垂直（上下）调整”时，图像位置会水平移动。进行“水平（左右）调整”时，图像位置会垂直移动。

［宽高比］

可以切换图像的宽高比。
在通过［显示方式选项］菜单→［屏幕设定］→［屏幕格式］选定的屏幕范围之内切换宽高比。请先设置［屏幕格式］。
（x 第 83页）

1) 按as选择［宽高比］。

2) 按 qw或〈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宽高比］个别调整画面。

3) 按 qw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普通］ 以不改变输入信号宽高比的方式显示图像。

［环通］ 以不改变输入信号分辨率的方式显示图像。

［宽屏］ 输入标准信号时 *1，显示宽高比转换为 16：9的图像。输入宽屏信号时 *2，使用输入宽高比显示图像。

［4：3］ 输入标准信号时 *1，使用输入宽高比显示图像。输入宽屏信号时 *2，使用输入信号但以适应 4：3屏幕
的方式显示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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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扩张］
使用在［屏幕格式］中选择的屏幕范围的完整宽度显示图像。如果信号的宽高比在垂直方向上长于在［屏
幕格式］中选择的屏幕宽高比，显示的图像将缺少顶部和底部。

［垂直调整］
使用在［屏幕格式］中选择的屏幕范围的完整高度显示图像。如果信号的宽高比在水平方向上长于在［屏
幕格式］中选择的屏幕宽高比，显示的图像将缺少左侧和右侧。

［全屏］
使用在［屏幕格式］中选择的完整屏幕范围显示图像。如果输入信号的宽高比与屏幕范围的宽高比不同，
会将宽高比转换为在［屏幕格式］中选择的宽高比来显示图像。

*1 输入标准信号是指输入宽高比为 4：3或 5：4的信号。
*2 输入宽屏信号是指输入宽高比为 16：10、16：9、15：9或 15：10的信号。

提示

 f 对于某些类型的输入信号，某些尺寸模式不可用。对于 4K视频信号（3 840 x 2 160或 4 096 x 2 160分辨率），不能选择［环通］。
 f 如果选择的宽高比与输入信号不匹配，可能影响原始图像的效果。因此，选择宽高比时请注意这一点。
 f 如果在诸如咖啡店或酒店等场所使用本投影机进行商业目的的播放或公开演示时，利用宽高比调整功能或变焦功能对图像进行压缩或拉伸，请
注意您可能侵犯了受版权法保护的原版权所有者的权利。请谨慎使用本投影机的宽高比调整和变焦功能。

 f 如果将非宽屏的传统（普通）4：3图像投影到宽屏上，图像周围可能会发生变形或者部分无法看到。请在 4：3的宽高比模式下投影，放映尊
重原作者意图的图像。

［变焦］

可以调整图像尺寸。
［变焦］中的调整因［位置］菜单→［宽高比］的设置而异。

当［宽高比］设为除［普通］和［环通］之外的设置时

1) 按as选择［变焦］。

2) 按〈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变焦］画面。

3) 按as选择［联锁］。

4) 按 qw切换项目。

［关］ 设置［垂直］和［水平］变焦比率。

［开］ 使用［水平垂直］设置变焦比率。能够以相同的倍率垂直和水平放大或缩小图像。

5) 按as选择［垂直］或［水平］。

 f如果选择了［开］，请选择［水平垂直］。

6) 按 qw进行调整。

提示

 f 当［位置］菜单→［宽高比］设为［环通］时，无法设置［变焦］。

当［宽高比］设为［普通］时

1) 按as选择［变焦］。

2) 按〈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变焦］画面。

3) 按as选择［模式］。

4) 按 qw切换项目。

［部分显示］ 在通过［屏幕格式］设置的宽高比范围内放大尺寸。

［全屏显示］ 使用通过［屏幕格式］设置的完整显示区域放大或缩小尺寸。

5) 按as选择［联锁］。

6) 按 qw切换项目。

［关］ 设置［垂直］和［水平］变焦比率。

［开］ 使用［水平垂直］设置变焦比率。能够以相同的倍率垂直和水平放大或缩小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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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按as选择［垂直］或［水平］。

 f如果选择了［开］，请选择［水平垂直］。

8) 按 qw进行调整。

提示

 f 当［位置］菜单→［宽高比］设为除［普通］之外的任何设置时，不显示［模式］。

［时钟相位］

当出现图像抖动或图像轮廓模糊的情况时，可以进行调整以获得最佳图像。

1) 按as选择［时钟相位］。

2) 按 qw或〈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时钟相位］个别调整画面。

3) 按 qw进行调整。

 f调整值将在［0］与［+31］之间变化。请调整画面至干扰最小的状态。

提示

 f 可能无法进行调整，视信号而定。
 f 如果来自输入计算机的输出信号不稳定，可能不存在最优值。
 f 如果总点数出现偏差，可能不存在最优值。
 f 仅在向〈电脑输入〉端子输入 YCBCR/YPBPR信号或模拟 RGB信号时，才能调整［时钟相位］。
 f 输入数字信号时，无法调整［时钟相位］。
 f 当调整值为［+31］时，按 w将使调整值将变为［0］。当调整值为［0］时，按 q将使调整值将变为［+31］。

［实时梯形矫正］

自动调整倾斜安装投影机时发生的梯形失真。

1) 按as选择［实时梯形矫正］。

2) 按 qw选择要调整的项目。

［关］ 不自动执行实时梯形失真矫正功能。

［开］ 自动执行实时梯形失真矫正功能。

提示

 f 根据安装条件，可能无法完全矫正梯形失真。在这种情况下，请在［位置］菜单→［显示屏调整］中调整。
 f 在以下情况下无法设置［实时梯形矫正］。

 g 当［投影机设置］菜单→［投影方法］→［地装 /吊装］设为［吊装］时
 g 当［投影机设置］菜单→［投影方法］→［地装 /吊装］设为［自动］且实际安装状态为吊装时

 f 当［实时梯形矫正］和［显示屏调整］均设为［关］且［实时梯形矫正］更改为［开］时，［显示屏调整］更改为［梯形矫正］。

［显示屏调整］

更正投影图像中的各类失真。
独特的图像处理技术能在特殊屏幕形状上投影方形图像。

1) 按as选择［显示屏调整］。

2) 按 qw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关］ 不进行［显示屏调整］。

［梯形矫正］ 调整投影图像中的任何梯形失真。

［角矫正］ 在投影图像的四个角上调整任何失真。

［曲面矫正］ 调整投影图像中的任何曲线失真。

［PC-1］
使用计算机和“几何校正＆调试软件”*1 执行校正时选择此项目。最多可以保存三个校正数据。［PC-2］

［PC-3］

*1 “几何校正＆调试软件”可从松下网站（https://panasonic.net/cns/projector/pass/）下载。需要注册并登录 PASS 进行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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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梯形矫正］或［曲面矫正］

1) 按as选择［显示屏调整］。

2) 按 qw选择［梯形矫正］或［曲面矫正］。

3) 按〈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梯形矫正］或［曲面矫正］画面。

4) 按as选择要调整的项目。

5) 按 qw进行调整。

［梯形矫正］

［镜头投射率］
设置投射比。
选择与实际投影距离除以投影画面宽度后接近的值。
有关投影距离和投影画面宽度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投影画面和投射距离”（x 第 29页）。

［垂直梯形矫正］ ［水平梯形矫正］

［垂直平衡］ ［水平平衡］

根据垂直方向的镜头位移范围调整设置。 根据水平方向的镜头位移范围调整设置。

［曲面矫正］

［镜头投射率］
设置投射比。
选择与实际投影距离除以投影画面宽度后接近的值。
有关投影距离和投影画面宽度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投影画面和投射距离”（x 第 29页）。

［垂直梯形矫正］ ［水平梯形矫正］

［垂直弧形］ ［水平弧形］

［垂直平衡］ ［水平平衡］

［保持宽高比］
选择［开］在保持宽高比的情况下进行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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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角矫正］

1) 按as选择［显示屏调整］。

2) 按 qw选择［角矫正］。

3) 按〈执行〉按钮。
 f显示［角矫正］画面。

4) 按as选择要调整的项目，然后按〈执行〉按钮。

 f选择［线性］后，按 qw选择任一调整方法（［自动］或［手动］）。通常选择［自动］。
有关选择［手动］后操作的详细信息，请参阅“调整至所需的线性”（x 第 77页）。

5) 按asqw进行调整。

［角矫正］

［左上］ ［右上］ ［左下］ ［右下］

［线性］

水平方向 垂直方向

调整至所需的线性

1) 按as选择［显示屏调整］。

2) 按 qw选择［角矫正］。

3) 按〈执行〉按钮。
 f显示［角矫正］画面。

4) 按as选择［线性］。

5) 按 qw选择［手动］。

6) 按〈执行〉按钮。
 f显示［线性］画面。

7) 按asqw进行调整。

提示

 f 图像的宽高比可能因矫正值而变化。
 f 如果［显示屏调整］校正增加，画质会得更变差，使其更难以聚焦。安装投影机时应考虑使校正量最小化。
 f 使用［显示屏调整］进行各种调整时，画面尺寸也会变化。
 f 如果同时使用［显示屏调整］和［ADVANCED 菜单］菜单→［边缘混合］中的调整，在某些环境中可能无法正确调整边缘混合。
 f 进行调整时可能会出现图像瞬间消失或中断的情况，这不是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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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D 菜单］菜单
在菜单画面上，从主菜单选择［ADVANCED 菜单］，然后从子菜单选择项目。
关于菜单画面的操作方法，请参阅“浏览菜单”（x 第 62页）。

［DIGITAL CINEMA REALITY］
输入 1080/50i、1080/60i信号时，执行影院处理可以提高垂直分辨率和画质。

1) 按as选择［DIGITAL CINEMA REALITY］。

2) 按 qw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自动］ 自动检测信号，并进行视频处理。（出厂默认设置）

［关］ 不执行影院处理。

［30p 固定］ 输入 1080/60i信号时
执行强制影院处理（2：2 pulldown）。

［25p 固定］ 输入 1080/50i信号时

提示

 f 在［DIGITAL CINEMA REALITY］模式下，如果将 2：2 pulldown 以外的其他信号设为［25p 固定］或［30p 固定］，画质会变差。（垂直分辨率变差。）

［裁切］

从录像机或其他设备投影时，如果画面边缘有噪点或图像稍微超出屏幕，可以调整消隐宽度。

1) 按as选择［裁切］。

2) 按〈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裁切］调节画面。

3) 按as选择［上］、［下］、［左］或［右］。

4) 按 qw调整消隐宽度。

裁切更正 项目 操作 调整内容 调整范围

屏幕顶部 ［上］

按 q。 裁切区域向上移动。

上下 0 - 599

按 w。 裁切区域向下移动。

屏幕底部 ［下］

按 w。 裁切区域向上移动。

按 q。 裁切区域向下移动。

屏幕左侧 ［左］

按 w。 裁切区域向右移动。

左右 0 - 959

按 q。 裁切区域向左移动。

屏幕右侧 ［右］

按 q。 裁切区域向右移动。

按 w。 裁切区域向左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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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分辨率］
当出现图像抖动或图像轮廓模糊的情况时，可以进行调整以获得最佳图像。

1) 按as选择［输入分辨率］。

2) 按〈执行〉按钮。
 f显示［输入分辨率］画面。

3) 按as选择［总点数］、［显示点数］、［总行数］或［显示行数］，然后按 qw调整各个项目。

 f在各个项目中，与输入信号相对应的数值会自动显示。当画面中出现竖条或缺少区段时，请增加或减少显示
的值，一边观看画面一边将值调整至最优点。

提示

 f 如果输入全白信号，不会出现上述竖条。
 f 在自动调整期间图像可能会中断，但这不是故障。
 f 仅在向〈电脑输入〉端子输入 RGB信号时，才可调整［输入分辨率］。
 f 可能无法进行调整，视信号而定。

［边缘混合］
多画面场合使用下，通过调整画面重叠部分的亮度偏差，使拼接画面自然如一。
建议在连续投影画面 30分钟以上，图像稳定后再进行边缘混合调整。
当使用 [显示屏调整 ]校正投影图像的失真时，[黑色电平非重叠区 ]，[黑色电平边线 ]和 [黑色电平重叠区 ]的调整
区域与实际图像区域不匹配，此时不要执行 [亮度调整 ]。请在 [显示屏调整 ]设置为 [关 ]或不使用 [显示屏调整 ]
校正投影图像失真时执行 [亮度调整 ]。
1) 按as选择［边缘混合］。

2) 按 qw可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关］ 将边缘混合功能设为关。

［开］ 对边缘混合区域的倾斜使用投影机中的预设设置值。

 f选择［开］时，继续进行步骤 3)。
3) 按〈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边缘混合］画面。
4) 按as指定要更正的位置。

 f在顶部连接时：将［上］设为［开］
 f在底部连接时：将［下］设为［开］
 f在左侧连接时：将［左］设为［开］
 f在右侧连接时：将［右］设为［开］

5) 按 qw切换为［开］。

6) 按as选择［开始］或［宽］。

7) 按 qw调整起点或校正宽度。

8) 按as选择［标识］。

9) 按 qw切换为［开］。

 f将会显示用于调整图像位置的标记。对于要拼接使用的投影机，红线和绿线重合的位置为最优点。请务必将
要拼接使用的投影机的校正宽度设为相同的值。如果投影机的校正宽度不同，将无法实现最佳拼接。

最优点是这些线条重合的地方。

绿线

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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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按as选择［亮度调整］。

11) 按〈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亮度调整］画面。
 f如果在［边缘混合］画面上将［自动测试模式］设为［开］，进入［亮度调整］画面时，将显示黑色测试图案。

12) 按as选择［黑色电平非重叠区］。

13) 按〈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黑色电平非重叠区］画面。
 f如果将［联锁］设为［关］，可分别调整［红］、［绿］和［蓝］。

14) 按as选择项目，然后按 qw调整设置。

 f调整完成后，按〈菜单〉按钮返回［亮度调整］画面。

15) 按as在［黑色边线宽度］中选择［上］、［下］、［左］或［右］。

16) 按 qw设置［黑色边线宽度］调整的区域（宽度）。

17) 按as选择［上梯形区］、［下梯形区］、［左梯形区］或［右梯形区］。

18) 按 qw可在［黑色电平非重叠区］与［黑色电平边线］之间调整边缘倾斜度。

19) 按as选择［黑色电平边线］。

20) 按〈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黑色电平边线］画面。
 f如果将［联锁］设为［关］，可分别调整［红］、［绿］和［蓝］。

21) 按as选择项目，然后按 qw调整设置。

 f调整完成后，按〈菜单〉按钮返回到［亮度调整］画面。

22) 按as按钮为［黑色电平重叠区］选择［上］、［下］、［左］或［右］。

23) 按〈执行〉按钮。
 f显示［黑色电平重叠区］画面。
 f如果将［联锁］设为［关］，可分别调整［红］、［绿］和［蓝］。

24) 按as选择项目，然后按 qw调整设置。

［黑色边线宽度］（右）

投影范围 边缘混合［宽］（右）

［标识］（红色）

边缘混合［开始］（右）
（［标识］（绿色））

［黑色电平边线］
［黑色电平重叠区］（右）

［黑色电平非重叠区］

提示

 f［亮度调整］是一种功能，在使用［边缘混合］配置多显示画面时，该功能可使在重叠图像区域的黑电平中增加的亮度难以察觉。通过调整［黑
色电平非重叠区］设置校正的最佳点，以便图像重叠区域的黑色等级与非重叠区域的等级相同。如果在调整［黑色电平非重叠区］ 后，图像重
叠部分的边缘区域和非重叠部分变亮，请调整上、下、左或右的宽度。在宽度调整仅使较宽区域更黑时，调整［黑色电平边线］。

 f 使用高增益屏幕或背面投影屏幕时，有时拼接部分看起来不连续，这与观赏位置有关。
 f 同时使用水平和垂直边缘混合构成多显示画面时，请先调整［黑色电平重叠区］，然后再进行步骤 12)中的调整。调整方法与［黑色电平非重叠区］
的程序相同。

 f 如果仅使用水平或垂直边缘混合，请将［黑色电平重叠区］中的所有项目设为 0。
 f［自动测试模式］设置将随［显示方式选项］菜单→［颜色调整］→［自动测试模式］的设置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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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板位置］

当图像的黑色部分破碎或变为绿色时，可调整最优点。

1) 按as选择［压板位置］。

2) 按 qw进行调整。

指示状态 关于最优值的粗略指南 调整范围

黑色部分破碎。 最能改善黑色部分破碎处的点为最优值。
1 - 255

黑色部分为绿色。 使绿色部分变为黑色，并且最能改善破碎处的点为最优值。

提示

 f 只有在通过〈电脑输入〉端子输入信号时，才可调整［压板位置］。
 f 可能无法进行调整，视信号而定。

［光栅位置选择］

输入的图像如未使用全部可显示区域，可将图像移动到显示区域内的任意位置。

1) 按as选择［光栅位置选择］。

2) 按〈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光栅位置选择］画面。

3) 按asqw调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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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语种（LANGUAGE）］菜单
在菜单画面上，从主菜单选择［显示语种（LANGUAGE）］，然后显示子菜单。
关于菜单画面的操作方法，请参阅“浏览菜单”（x 第 62页）。

更改显示语言

可以选择屏幕显示的语言。

1) 按asqw选择显示语言，然后按〈执行〉按钮。

Қазақша

显示语种(LANGUAGE)

选择

设置执行

 f各种菜单、设置、调整画面、控制按钮名称等均显示为所选的语言。
 f可将语言更改为：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荷兰语、瑞典语、芬兰语、挪威语、丹
麦语、波兰语、匈牙利语、罗马尼亚语、捷克语、俄语、土耳其语、阿拉伯语、哈萨克语、越南语、中文、韩语、
日语或泰语。

提示

 f 在出厂默认设置中以及在执行［投影机设置］菜单→［初始化］→［所有用户数据］后，屏幕显示语言设置为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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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方式选项］菜单
在菜单画面上，从主菜单选择［显示方式选项］，然后从子菜单选择项目。
关于菜单画面的操作方法，请参阅“浏览菜单”（x 第 62页）。

［颜色调整］

同时使用多台投影机时，更正不同投影机之间的色彩差异。

1) 按as选择［颜色调整］。

2) 按 qw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关］ 不进行颜色调整。

［3色］ 调整［红］、［绿］或［蓝］这三种颜色和白［增益］。

［7色］ 调整［红］、［绿］、［蓝］、［青］、［品红］、［黄］或［白］这七种颜色。

3) 选择［3色］或［7色］，然后按〈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3色］或［7色］画面。

4) 按as选择［红］、［绿］、［蓝］或［白］（选择［7色］时为［红］、［绿］、［蓝］、［青］、［品红］、［黄］或［白］）。

5) 按〈执行〉按钮。
 f即会显示［3色：红］、［3色：绿］、［3色：蓝］或［3色：白］画面。
选择［7色］后，即会显示［7色：红］、［7色：绿］、［7色：蓝］、［7色：青］、［7色：品红］、［7色：黄］或［7
色：白］画面。

 f将［自动测试模式］设为［开］时，显示所选颜色的测试图案。

6) 按as选择［红］、［绿］或［蓝］。

 f仅当［3色］设为［白］时才能调整［增益］。

7) 按 qw进行调整。

 f调整值在 0*1到 2 048之间变化。
*1 下限值依调整的色彩而异。

提示

 f 校正调整色时的操作
更改与调整色相同的校正色时：调整色的亮度会改变。
更改校正色红色时：将对调整色增加或减少红色。
更改校正色绿色时：将对调整色增加或减少绿色。
更改校正色蓝色时：将对调整色增加或减少蓝色。

 f 由于调整需要高级技能，因此应由熟悉投影机的人员或由维修人员进行此项调整。
 f 将［自动测试模式］设为［开］可自动显示用于调整所选调整色的测试模式。
 f 按遥控器上的 <默认 >按钮，所选的调整项目将会恢复出厂默认值。
 f 当［颜色调整］设为除［关］之外的任何设置时， ［显示方式选项］菜单→［颜色修正］固定为［关］，且［图像］菜单→［色温设定］固定为［用户］。

［颜色修正］

颜色可针对各个输入信号格式进行调整和注册。

1) 按as选择［颜色修正］。

2) 按 qw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关］ 标准设置

［用户］
对于 RGB和 YCBCR/YPBPR三种信号格式中的每一种，可调整和注册红、绿、蓝、青、品红、黄六种颜色。
按〈执行〉按钮，然后进行详细设置。调整范围为 -31至 +31。

［屏幕设定］

设置屏幕尺寸。
投影画面的宽高比更改时，请针对设置的屏幕校正到最佳图像位置。针对使用的屏幕酌情设置。

1) 按as选择［屏幕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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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屏幕设定］画面。

3) 按 qw切换［屏幕格式］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屏幕格式］ 选择［屏幕位置］时的范围

［16：10］ 无法调整。

［4：3］ 在 -160至 160之间调整水平位置。

［16：9］ 在 -60至 60之间调整垂直位置。

4) 按as选择［屏幕位置］。

 f当［屏幕格式］设为［16：10］时，不能选择或调整［屏幕位置］。

5) 按 qw调整［屏幕位置］。

［输入自动设定］

设置是否自动执行信号的自动设置。
如果在会议期间频繁输入未注册的信号等，可以自动调整屏幕显示位置或信号电平，在每种情况下都无需按遥控器
上的〈自动设置 /取消〉按钮。

1) 按as选择［输入自动设定］。

2) 按 qw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关］ 将自动信号功能设为关。

［开］ 在投影期间，当图像更改为未注册的信号时，会自动执行自动设置。

［自动设置］

调整静态图像信号或宽屏（如 16：9）信号等特殊信号时，设置此功能。

使用［模式］进行设置

1) 按as选择［自动设置］。

2) 按〈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自动设置］画面。

3) 按as选择［模式］。

4) 按 qw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默认］ 标准设置。

［宽屏］ 当图像宽高比为宽屏信号（不符合［默认］设置）时，选择该项目。

［用户］ 在接收特殊水平分辨率（显示的点数）的信号时选择此项。

 f选择［默认］或［宽屏］时，请继续执行步骤 7)。
 f选择［用户］时，请继续执行步骤 5)。

5) 按as选择［显示点数］，然后按 qw使［显示点数］与信号源的水平分辨率相符。

6) 按as选择［模式］。

7) 按〈执行〉按钮。
 f执行自动调整。自动调整过程中，将显示［执行中］。完成时，会返回到［自动设置］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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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调整位置

1) 按as选择［自动设置］。

2) 按〈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自动设置］画面。

3) 按as选择［位置调整］。

4) 按 qw切换项目。

［开］ 执行自动设置时调整屏幕位置和尺寸。

［关］ 不进行自动调整。

提示

 f 除非输入包含清晰黑色和白色的静态图像，否则自动设置功能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电脑  输入］
设置〈电脑输入〉端子。

切换输入同步信号的限幅电平

1) 按as选择［电脑  输入］。

2) 按〈执行〉按钮。
 f显示［电脑  输入］画面。

3) 按as选择［同步限幅电平］。

4) 按 qw切换项目。

［低］ 将限幅电平设为［低］。

［高］ 将限幅电平设为［高］。

设置［电脑  输入］中的［EDID 模式］

1) 按as选择［电脑  输入］。

2) 按〈执行〉按钮。
 f显示［电脑  输入］画面。

3) 按as选择［EDID 模式］。

4) 按〈执行〉按钮。
 f显示［EDID 模式］画面。

5) 按 qw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默认］ 标准设置。

［屏幕调整］ 根据［屏幕格式］设置更改 EDID数据。

［用户］ 将［分辨率］和［垂直扫描频率］项目设为 EDID。

 f选择［默认］或［屏幕调整］时，请继续执行步骤 10)。

6) 按〈执行〉按钮。
 f显示［分辨率］画面。

7) 按asqw选择［分辨率］。

 f选择［1024x768p］、［1280x720p］、［1280x800p］、［1280x1024p］、［1366x768p］、［1400x1050p］、
［1440x900p］、［1600x900p］、［1600x1200p］、［1680x1050p］、［1920x1080p］、［1920x1080i］或
［1920x120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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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按〈执行〉按钮。
 f显示［垂直扫描频率］画面。

9) 按 qw选择［垂直扫描频率］。

 f将［分辨率］设为［1920x1080p］时，选择［60Hz］、［50Hz］、［30Hz］、［25Hz］或［24Hz］。
 f将［分辨率］设为［1920x1080i］时，选择［60Hz］、［50Hz］或［48Hz］。
 f将［分辨率］设为除以下之外的项目时，选择［60Hz］或［50Hz］。

 g［1920x1080p］、［1920x1080i］

10) 按〈执行〉按钮。
 f显示确认画面。

11) 按 qw选择［执行］，然后按〈执行〉按钮。

提示

 f［电脑  输入］画面中显示［分辨率］和［垂直扫描频率］中设置的内容。
 f 可能需要在计算机或视频设备上进行分辨率和垂直扫描频率设置。
 f 设置后可能需要关闭使用中的计算机、视频设备或投影机，然后再次打开。
 f 使用设置的进行分辨率和垂直扫描频率可能无法进行输出，这取决于使用的计算机或视频设备。

［HDMI 输入］
根据输入到〈HDMI 输入 1〉端子、〈HDMI 输入 2〉端子或〈HDMI 输入 3〉端子的视频信号设置此项目。

设置［HDMI 输入］中的［信号振幅］

1) 按as选择［HDMI 输入］。

2) 按〈执行〉按钮。
 f显示［HDMI 输入］画面。

3) 按as选择［HDMI1］、［HDMI2］或［HDMI3］的［信号振幅］。

4) 按 qw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自动］ 自动设置信号电平。

［64-940］ 外部设备（如蓝光光盘播放机）的 HDMI端子的信号输出到〈HDMI 输入 1〉端子、〈HDMI 输入 2〉端
子或〈HDMI 输入 3〉端子时选择此项目。

［0-1023］

使用转换电缆等，将外部设备（计算机等）DVI-D端子输出的信号输入到〈HDMI 输入 1〉端子、〈HDMI 
输入 2〉端子或〈HDMI 输入 3〉端子时，选择此项。
在计算机等设备的 HDMI端子信号输出到〈HDMI 输入 1〉端子、〈HDMI 输入 2〉端子或〈HDMI 输入 3〉
端子时也要选择此项目。

提示

 f 因连接到投影机上的外部设备的输出设置不同，投影机的最佳设置也有所不同。关于外部设备的输出，请参阅外部设备使用说明书。
 f 30 比特输入会显示 HDMI信号电平。

设置［HDMI 输入］中的 [选择 EDID ] 

1) 按 as 选择［HDMI 输入］。

2) 按〈执行〉按钮。
 f显示［HDMI 输入］画面。

3) 按as选择［HDMI1］、［HDMI2］或［HDMI3］的［选择 EDID］。

4) 按 qw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4K/60p] 切换至对应 4K 视频信号的 EDID（最大 4 096 x 2 160 点、最大垂直扫描频率 60 Hz）。

[4K/30p] 切换至对应 4K 视频信号的 EDID（最大 4 096 x 2 160 点、最大垂直扫描频率 30 Hz）。

[2K] 切换至对应 2K 或更低分辨率视频信号（最大 1 920 x 1 200 点）的 ED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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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f 当［选择 EDID］设为［4K/60p］并输入 4K视频信号时，如果投影图像不正确，请将设置切换为［4K/30p］。
 f 当［选择 EDID］设为［4K/60p］或［4K/30p］并输入 2K或更低分辨率视频信号时，如果投影图像不正确，请将设置切换为［2K］。
 f 有关［4K/60p］、［4K/30p］或［2K］的 EDID中所描述信号的详情，请参阅“即插即用兼容信号列表”（x 第 188 页）。

设置［HDMI 输入］中的［EDID 模式］

1) 按as选择［HDMI 输入］。

2) 按〈执行〉按钮。
 f显示［HDMI 输入］画面。

3) 按as选择［HDMI1］、［HDMI2］或［HDMI3］的［EDID 模式］。

4) 按〈执行〉按钮。
 f显示［HDMI1］画面、［HDMI2］画面或［HDMI3］画面。

5) 按 qw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默认］ 标准设置。

［屏幕调整］ 根据［屏幕格式］设置更改 EDID数据。

［用户］ 将［分辨率］和［垂直扫描频率］项目设为 EDID。

 f选择［默认］或［屏幕调整］时，请继续执行步骤 10)。

6) 按〈执行〉按钮。
 f显示［分辨率］画面。

7) 按asqw以选择［分辨率］。

 f选择［1024x768p］、［1280x720p］、［1280x800p］、［1280x1024p］、［1366x768p］、［1400x1050p］、
［1440x900p］、［1600x900p］、［1600x1200p］、［1680x1050p］、［1920x1080p］、［1920x1080i］或
［1920x1200p］。

8) 按〈执行〉按钮。
 f显示［垂直扫描频率］画面。

9) 按 qw以选择［垂直扫描频率］。

 f将［分辨率］设为［1920x1080p］时，选择［60Hz］、［50Hz］、［30Hz］、［25Hz］或［24Hz］。
 f将［分辨率］设为［1920x1080i］时，选择［60Hz］、［50Hz］或［48Hz］。
 f将［分辨率］设为除以下之外的项目时，选择［60Hz］或［50Hz］。

 g［1920x1080p］、［1920x1080i］

10) 按〈执行〉按钮。
 f显示确认画面。

11) 按 qw选择［执行］，然后按〈执行〉按钮。

提示

 f［分辨率］和［垂直扫描频率］中的设置在［HDMI 输入］画面中显示。
 f 可能需要在计算机或视频设备上进行分辨率和垂直扫描频率设置。
 f 设置后可能需要关闭使用中的计算机、视频设备或投影机，然后再次打开。
 f 使用设置的进行分辨率和垂直扫描频率可能无法进行输出，这取决于使用的计算机或视频设备。

［DIGITAL LINK 输入］
根据输入到〈DIGITAL LINK/局域网〉端子的视频信号设置此项目。

设置［DIGITAL LINK 输入］中的［信号振幅］

1) 按as选择［DIGITAL LINK 输入］。

2) 按〈执行〉按钮。
 f显示［DIGITAL LINK 输入］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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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as选择［信号振幅］。

4) 按 qw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自动］ 自动设置信号电平。

［64-940］ 通过双绞线发射器，将外部设备（蓝光光盘播放机等）HDMI端子输出的信号输入到〈DIGITAL LINK/
局域网〉端子时，选择此项。

［0-1023］ 通过双绞线发射器，将外部设备（如计算机等）DVI-D端子或 HDMI端子输出的信号输入到〈DIGITAL 
LINK/局域网〉端子时，选择此项。

提示

 f 最佳设置因所连接的外部设备的输出设置而异。关于外部设备的输出，请参阅外部设备的使用说明书。
 f 显示 30比特输入信号的电平。

设置［DIGITAL LINK 输入］中的［选择 EDID］

1) 按as选择［DIGITAL LINK 输入］。

2) 按 <执行 > 按钮。
 f显示［DIGITAL LINK 输入］画面。

3) 按as选择［DIGITAL LINK 输入］的［选择 EDID］。

4) 按 qw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4K/60p] 切换至对应 4K 视频信号的 EDID（最大 4 096 x 2 160 点、最大垂直扫描频率 60 Hz，且仅适用于
YPBPR 4:2:0格式 ).

[4K/30p] 切换至对应 4K 视频信号的 EDID（最大 4 096 x 2 160 点、最大垂直扫描频率 30 Hz）。

[2K] 切换至对应 2K 或更低分辨率视频信号（最大 1 920 x 1 200 点）的 EDID。

提示

 f 当［选择 EDID］设为［4K/60p］并输入 4K视频信号时，如果投影图像不正确，请将设置切换为［4K/30p］。
 f 当［选择 EDID］设为［4K/60p］或［4K/30p］并输入 2K或更低分辨率视频信号时，如果投影图像不正确，请将设置切换为［2K］。
 f 有关［4K/60p］、［4K/30p］或［2K］的 EDID中所描述信号的详情，请参阅“即插即用兼容信号列表”（x 第 188 页）。

设置［DIGITAL LINK 输入］中的［EDID 模式］

1) 按as选择［DIGITAL LINK 输入］。

2) 按〈执行〉按钮。
 f显示［DIGITAL LINK 输入］画面。

3) 按as选择［EDID 模式］。

4) 按〈执行〉按钮。
 f显示［DIGITAL LINK］画面。

5) 按 qw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默认］ 标准设置。

［屏幕调整］ 根据［屏幕格式］设置更改 EDID数据。

［用户］ 将［分辨率］和［垂直扫描频率］项目设为 EDID。

 f选择［默认］或［屏幕调整］时，请继续执行步骤 10)。

6) 按〈执行〉按钮。
 f显示［分辨率］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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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按asqw选择［分辨率］。

 f选择［1024x768p］、［1280x720p］、［1280x800p］、［1280x1024p］、［1366x768p］、［1400x1050p］、
［1440x900p］、［1600x900p］、［1600x1200p］、［1680x1050p］、［1920x1080p］、［1920x1080i］或
［1920x1200p］。

8) 按〈执行〉按钮。
 f显示［垂直扫描频率］画面。

9) 按 qw切换［垂直扫描频率］。

 f将［分辨率］设为［1920x1080p］时，选择［60Hz］、［50Hz］、［30Hz］、［25Hz］或［24Hz］。
 f将［分辨率］设为［1920x1080i］时，选择［60Hz］、［50Hz］或［48Hz］。
 f将［分辨率］设为除以下之外的项目时，选择［60Hz］或［50Hz］。

 g［1920x1080p］、［1920x1080i］

10) 按〈执行〉按钮。
 f显示确认画面。

11) 按 qw选择［执行］，然后按〈执行〉按钮。

提示

 f［分辨率］和［垂直扫描频率］中的设置在［DIGITAL LINK 输入］画面中显示。
 f 可能需要在计算机或视频设备上进行分辨率和垂直扫描频率设置。
 f 设置后可能需要关闭使用中的计算机、视频设备或投影机，然后再次打开。
 f 使用设置的进行分辨率和垂直扫描频率可能无法进行输出，这取决于使用的计算机或视频设备。

［显示菜单］

设置屏幕显示。

设置［OSD位置］
设置菜单画面（OSD）的位置。

1) 按as选择［显示菜单］。

2) 按〈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显示菜单］画面。

3) 按as选择［OSD位置］。

4) 按 qw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2］ 设置到屏幕左中部。

［3］ 设置到屏幕左下部。

［4］ 设置到屏幕中上部。

［5］ 设置到屏幕中央。

［6］ 设置到屏幕中下部。

［7］ 设置到屏幕右上部。

［8］ 设置到屏幕右中部。

［9］ 设置到屏幕右下部。

［1］ 设置到屏幕左上部。

设置［OSD尺寸］
设置菜单画面（OSD）的显示尺寸。

1) 按as选择［显示菜单］。

2) 按〈执行〉按钮。
 f显示［显示菜单］画面。

3) 按as选择［OSD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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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 qw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普通］ 通常选择此项。

［倍角］ 使用大小为设为［普通］时两倍的字体显示菜单画面。菜单画面的垂直和水平大小变为两倍。

设置［OSD旋转］
设置菜单画面（OSD）的方向。

1) 按as选择［显示菜单］。

2) 按〈执行〉按钮。
 f显示［显示菜单］画面。

3) 按as选择［OSD旋转］。

4) 按 qw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关］ 不旋转画面。

［顺时针方向］ 90°顺时针旋转画面。

［逆时针方向］ 90°逆时针旋转画面。

设置［OSD颜色］
设置菜单画面（OSD）的颜色。

1) 按as选择［显示菜单］。

2) 按〈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显示菜单］画面。

3) 按as选择［OSD颜色］。

4) 按 qw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1］ 将背景颜色设为浅蓝色，选择颜色设为黄色。

［2］ 将背景颜色设为深蓝色，选择颜色设为蓝色。

［3］ 将背景颜色设为灰色，选择颜色设为白色。

［4］ 将背景颜色设为绿色，选择颜色设为浅绿色。

［5］ 将背景颜色设为棕色，选择颜色设为粉红色。

［6］ 将背景颜色设为浅棕色，选择颜色设为皮肤色。

设置［OSD记忆］
设置保持菜单画面（OSD）光标的位置。

1) 按as选择［显示菜单］。

2) 按〈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显示菜单］画面。

3) 按as选择［OSD记忆］。

4) 按 qw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开］ 保留光标位置。

［关］ 不保留光标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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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f 即使设置［开］，电源关闭后也不能保存光标位置。

设置［输入向导］

设置是否在［OSD位置］中设置的位置显示输入指南。
输入指南画面显示当前所选的输入端子名称、信号名称、记忆号等信息。

1) 按as选择［显示菜单］。

2) 按〈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显示菜单］画面。

3) 按as选择［输入向导］。

4) 按 qw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开］ 显示输入指南。

［关］ 隐藏输入指南。

设置［报警信息］

设置显示 /隐藏警告消息。

1) 按as选择［显示菜单］。

2) 按〈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显示菜单］画面。

3) 按as选择［报警信息］。

4) 按 qw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开］ 显示警告消息。

［关］ 隐藏警告消息。

提示

 f 设置［关］后，在使用投影机期间即使检测到［温度警告］等警告状态，投影画面上也不会显示警告信息。
也不会显示提示清洁 /更换过滤网的信息。

［信号搜索］

启用 /禁用信号搜索功能。
启用信号搜索功能后，当投影机打开时，将自动选择存在输入信号的输入并开始投影。此外，按〈自动设置 /取消〉
按钮后，如果当前选择的输入没有信号，投影机将自动切换到存在输入信号的输入。

1) 按as选择［信号搜索］。

2) 按 qw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开］ 启用信号搜索功能。

［关］ 禁用信号搜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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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色］

设置在没有信号输入时投影画面的显示。

1) 按as选择［背景色］。

2) 按 qw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蓝］ 整个投影区域显示为蓝色。

［黑］ 整个投影区域显示为黑色。

［默认 LOGO］ 显示 Panasonic徽标。

［用户 LOGO］ 显示用户注册的图像。

提示

 f 若要创建和注册［用户 LOGO］图像，请使用“LOGO 传输软件”。可从松下网站（http://prosystem.panasonic.cn/projector/download.html）
下载此软件。

［开机 LOGO］
设置打开电源时的徽标显示。

1) 按as选择［开机 LOGO］。

2) 按 qw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默认 LOGO］ 显示 Panasonic徽标。

［用户 LOGO］ 显示用户注册的图像。

［无］ 禁止显示启动徽标。

提示

 f 选择［用户 LOGO］后，启动徽标的显示将持续约 15秒钟。
 f 若要创建和注册［用户 LOGO］图像，请使用“LOGO 传输软件”。可从松下网站（http://prosystem.panasonic.cn/projector/download.html）
下载此软件。

 f 如果［投影机设置］菜单→［节能模式管理］→［快速开机］设为［开］，在投影机进入待机模式后经过指定时间之前如果启动投影，将不显
示启动徽标。
在［投影机设置］菜单→［节能模式管理］→［快速开机］→［有效期限］中设置指定时间。

［均一性］

校正整个画面的亮度不均衡和色彩不均衡。

设置［用户校正］

根据需要校正整个画面的亮度不均衡和色彩不均衡。

1) 按as选择［均一性］。

2) 按〈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均一性］画面。

3) 按as选择［用户校正］。

4) 按 qw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关］ 禁用用户校正功能。

［开］ 启用用户校正功能。

 f选择 [开 ]时，请继续执行步骤 5)。

5) 按〈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均一性 :用户校正］画面。

6) 按as选择［调整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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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按 qw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1］～［8］ 选择信号电平（要调整的目标亮度）。
值变大时，整个屏幕将变暗。

 f如果在调整级别为［8］时按 w，值将变为［1］。如果在调整级别为［1］时按 q，值将变为［8］。

8) 按as选择［测试模式］。

9) 按 qw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开］ 显示测试模式。

［关］ 不显示测试模式。

10) 按as选择要执行调整的调整位置（［左上］、［右上］、［左下］、［右下］、［上］、［下］、［左］或［右］）。

11) 按〈执行〉按钮。
 f显示在步骤 10) 中选择的项目的［红］、［绿］或［蓝］调整画面。

12) 按as选择［红］、［绿］或［蓝］。

13) 按 qw按钮调整等级。

项目 操作 调整内容 调整范围

［红］
按 w。 红色变深。

-31 - +31
（出厂默认设置：0）

按 q。 红色变浅。

［绿］
按 w。 绿色变深。

按 q。 绿色变浅。

［蓝］
按 w。 蓝色变深。

按 q。 蓝色变浅。

 f若要调整各［调整级别］项目的色彩不均衡，请重复步骤 6) 至 13)。
 f若要调整各调整位置的色彩不均衡，请重复步骤 10) 至 13)。

初始化调整［用户校正］

将所选［调整级别］各调整位置的色彩不均衡设置值恢复为出厂设置值。

1) 按as选择［均一性］。

2) 按〈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均一性］画面。

3) 按as选择［用户校正］。

4) 按 qw选择［开］，并按〈执行〉按钮。

 f显示［均一性：用户校正］画面。

5) 按as选择［调整级别］。

6) 按 qw选择要初始化的［调整级别］。

7) 按as选择［初始化］。

8) 按〈执行〉按钮。
 f显示确认画面。

9) 按 qw选择［执行］，并按〈执行〉按钮。

提示

 f 若要一次性将 [用户校正 ]的设定全部初始化，选择［投影机设置］菜单→［初始化］→［所有用户数据］或者［均一性］并执行初始化。
 f［测试模式］不会被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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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变焦校正］

色彩不均衡的状态可能根据镜头的变焦位置而变化。根据镜头变焦位置的调整状态，调整该设置将色彩不均衡最小
化。

1) 按as选择［均一性］。

2) 按〈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均一性］画面。

3) 按as选择［变焦校正］。

4) 按 qw调整变焦校正。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0］ 当镜头位于广角端 (W)时，选择该项目可获得色彩不均衡的最佳校正结果。

［1］ 至［7］ 当镜头在广角端和望远端之间时，设定为 [1] 至 [7] 以获得色彩不均衡的最佳校正结果。

［8］  当镜头位于望远端 (T)时，选择该项目可获得色彩不均衡的最佳校正结果。

［快门设置］

设置快门功能的工作方式。

设置［渐现］或［渐隐］

1) 按as选择［快门设置］。

2) 按〈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快门设置］画面。

3) 按as选择［渐现］或［渐隐］。

4) 按 qw切换项目。

项目 调整内容

［渐现］
［渐隐］

［关］ 不设置淡入或淡出。

［0.5s］ - ［10.0s］
设置淡入或淡出时间。
从［0.5s］ - ［4.0s］、［5.0s］、［7.0s］或［10.0s］选择一个项目。
允许以 0.5为增量选择［0.5s］ - ［4.0s］。

提示

 f 在淡入或淡出期间按遥控器上的〈快门〉按钮将取消淡入淡出操作。
 f 淡入 /淡出不适用于音频。输出或暂停音频，与快门功能的操作关联。

设置［开机］

开启电源后，自动启用 /禁用快门功能（快门：关闭 /打开）。

1) 按as选择［快门设置］。

2) 按〈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快门设置］画面。

3) 按as选择［开机］。

4) 按 qw切换项目。

［开］ 开启电源后，在禁用快门功能（快门：打开）的情况下投影机开始投影。

［关］ 开启电源后，在启用快门功能（快门：关闭）的情况下投影机开始投影。

使用快门功能

投影机处于未使用状态超过特定时间之后，关闭图像和音频。

1) 按as选择［快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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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快门设置］画面。

3) 按as选择［快门］。

4) 按〈执行〉按钮。
 f按〈菜单〉按钮或〈返回〉按钮清除设置。

提示

 f 使用快门功能（快门：关闭）时，电源指示灯〈开（绿）/待机（红）〉呈绿色缓慢闪烁。
 f 若需在使用快门功能（快门：关闭）期间输出音频，将［投影机设置］菜单→［音频设定］→［快门输出］设为［开］。

［演示计数器］

设置和操作演示计时器功能。

设置模式

1) 按as选择［演示计数器］。

2) 按〈执行〉按钮。
 f显示［演示计数器］画面。

3) 按as选择［模式］。

4) 按 qw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计时］ 显示自计数开始后已逝去的时间。

［倒计时］ 根据［计时器］中设置的时间显示还剩余的时间。

操作倒数计时器

1) 按as选择［演示计数器］。

2) 按〈执行〉按钮。
 f显示［演示计数器］画面。

3) 按as选择［计时器］。

4) 按 qw设置时间。

 f可按 1分钟为间隔在 1分钟至 180分钟范围内设置时间。
 f出厂默认设置为 10分钟。

提示

 f 当［模式］设为［倒计时］时，可设置［计时器］。

使用演示计时器

1) 按as选择［演示计数器］。

2) 按〈执行〉按钮。
 f显示［演示计数器］画面。

3) 按as选择一个项目，然后按〈执行〉按钮。

［开始］ 开始计数。

［停止］ 停止计数。

［重新开始］ 重新开始计数。

［初始状态］ 重置计数。

［退出］ 结束演示计时器。

 f选择［开始］或［重新开始］后，在投影画面的右下角显示已逝去的时间或还剩余的时间。
 f选择［停止］后，在投影画面的右下角显示停止时已逝去的时间或还剩余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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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f 通过遥控器上的〈演示计数器〉按钮可操作演示计时器。（x 第 58页）
 f 显示已逝去的时间或还剩余的时间时，不显示［安全］菜单→［显示设定］（x 第 119页）中设置的安全信息。
 f 显示菜单画面时，不显示已逝去的时间或还剩余的时间。
 f 当［模式］设为［计时］时，开始时间为“000:00”。
 f 当［模式］设为［倒计时］时，开始时间为［计时器］中设置的值。
 f 设为［计时］时，定时器表盘将顺时针转动；设为［倒计时］时，定时器表盘将逆时针转动。

［画面冻结］

无论外部设备是否在播放，投影画面均暂停并关闭音频。

1) 按as选择［画面冻结］。

2) 按〈执行〉按钮。
 f按〈菜单〉按钮或〈返回〉按钮清除设置。

提示

 f 视频暂停时，屏幕上会显示［画面冻结］。
 f 也可使用遥控器上的〈画面冻结〉按钮执行［画面冻结］操作。（x 第 56页）

［画面放大］

（输入静态图像 RGB信号、静态图像 HDMI信号或静态图像 DIGITAL LINK信号时。）

1) 按as选择［画面放大］。

2) 按〈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画面放大］个别调整画面。

3) 按 qw调整放大倍率。

 f可按 0.1为间隔在 1.0倍至 3.0倍范围内调整放大倍率。

4) 按〈执行〉按钮。
 f显示移动画面。

5) 移动放大区域
 f关于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数码变焦功能”（x 第 57页）。

提示

 f 执行数码变焦期间，按遥控器上的〈自动设置 /取消〉按钮或控制面板上的〈镜头 /取消〉按钮将取消数码变焦。
 f 进行数码变焦期间，输入信号的类型改变时，数码变焦的调整值将被取消。
 f 进行数码变焦期间，将禁用冻结功能。
 f 在部分静态图像信号中，数码变焦将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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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机设置］菜单
在菜单画面上，从主菜单选择［投影机设置］，然后从子菜单选择项目。
关于菜单画面的操作方法，请参阅“浏览菜单”（x 第 62页）。

［投影机 ID］
投影机有 ID号设置功能，并排使用多台投影机并通过单个遥控器实现同步控制或单独控制时，可使用该功能。

1) 按as选择［投影机 ID］。

2) 按 qw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全部］ 控制投影机但未指定 ID号时选择此项。

［1］ - ［64］ 指定 ID号控制个别投影机时选择此项。

提示

 f 要指定 ID号用于单独控制，遥控器上的 ID号必须与投影机的 ID号匹配。
 f ID号设为［全部］时，无论在遥控器或计算机上指定的 ID号是什么，投影机都会工作。
如果并排安装多台投影机，且 ID号设为［全部］，将无法通过具有其他 ID号的投影机分别实施单独控制。

 f 请参阅“设置遥控器的 ID号”（x 第 98页）了解如何在遥控器上设置 ID号。

［投影方法］

根据投影机的安装状态设置投影方式。
如果屏幕显示呈镜像状态，请调整［正投 /背投］设置。
如果屏幕显示呈上下颠倒，请调整［地装 /吊装］设置。

设置［正投 /背投］

1) 按as选择［投影方法］的［正投 /背投］。

2) 按 qw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正投］ 在屏幕前方安装投影机时，选择此项。

［背投］ 在屏幕后方（使用半透明屏幕）安装时，选择此项。

设置［地装 /吊装］

1) 按as选择［投影方法］的［地装 /吊装］。

2) 按 qw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自动］
通过内置角度传感器自动检测投影机的姿态。
通常设置［自动］。

［地装］ 在桌面等上方安装投影机时，选择此项。

［吊装］
使用吊装支架（选购件）安装投影机时，选择此项。
投影画面呈镜像上下颠倒。

提示

 f 有关内置角度传感器可检测的姿态范围的信息，请参阅“角度传感器”（x 第 28页）。

［节能模式管理］

设置［节能模式管理］以降低功耗，提高光源寿命。

设置［光功率］

1) 按as选择［节能模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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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执行〉按钮。
 f显示［节能模式管理］画面。

3) 按as选择［光功率］。

4) 按 qw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普通］ 在需要较高亮度时选择此项目。光功率为 100 %，预计的运行时间约为 20 000小时 *1。

［节能］
与［普通］相比亮度降低，但选择此项目在降低亮度的同时可延长光源运行时间。光功率为 70 %，预
计的运行时间约为 24 000小时 *1。

［低噪音］ 选择此项目以低噪音运行为重。光功率为 70 %，预计的运行时间约为 20 000小时 *1。

［用户］ 选择此项目以设置所需的图像亮度。

*1 运行时间为［图像］菜单→［动态对比度］设为［2］时的估计值。
 f选择 [用户 ]时，请继续执行步骤 5)。

5) 按 as选择［光源输出］。

6) 按 qw进行调整。

操作
调整内容

调整范围
亮度 运行时间（估计）

按 w。 屏幕变得更亮。 运行时间变短。
30 %*1 - 100 %

按 q。 屏幕变得更暗。 运行时间变长。

*1 注意图像质量可能随着光输出量的减少而降低。

提示

 f 受各光源的特性、使用条件、安装环境等的影响，运行时间可能比估计的短。
 f 运行时间指在连续使用投影机的情况下光源亮度衰减一半所需的时间。运行时间仅为估计值，不是指保修期。
 f 运行时间超过 10 000小时后，可能需要更换投影机内部的元件。请咨询经销商了解详情。

设置［环境亮度感应设定］ 
设置是否启用［环境亮度感应设定］功能，根据安装位置的亮度调整光功率。

1) 按as选择［节能模式管理］。

2) 按〈执行〉按钮。
 f显示［节能模式管理］画面。

3) 按as选择［环境亮度感应设定］。

4) 按 qw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关］ 禁用环境亮度感应设定功能。

［开］ 启用环境亮度感应设定功能。

提示

 f 如果有物品放在投影机顶部挡住亮度传感器，可能无法正确检测亮度。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将［环境亮度感应设定］设为［开］，此功能也可
能无法正常工作。

设置［无信号时灯泡节能］

设置是否启用［无信号时灯泡节能］功能，在无信号期间降低光源功率。

1) 按as选择［节能模式管理］。

2) 按〈执行〉按钮。
 f显示［节能模式管理］画面。

3) 按as选择［无信号时灯泡节能］。

4) 按 qw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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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禁用［无信号时灯泡节能］功能。

［开］ 启用［无信号时灯泡节能］功能。

设置［电源控制］

如果在特定的时间内没有输入信号，此功能自动将投影机的电源设为待机状态或就绪状态。可设置待机状态或就绪
状态的选择和运行电源管理功能的时间。

1) 按as选择［节能模式管理］。

2) 按〈执行〉按钮。
 f显示［节能模式管理］画面。

3) 按as选择［电源控制］。

4) 按 qw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关机］
当信号输入消失超过 30秒后，显示倒数计时器，在经过［计时器］中设置的时间后，光源关闭并在冷
却后进入待机状态。

［关］ 禁用电源管理功能。

［待机］
当信号输入消失超过 30秒后，显示倒数计时器，在经过［计时器］中设置的时间后，光源关闭并在冷
却后进入就绪状态。
在就绪状态下，如有信号输入或操作按钮，光源将打开并开始投影。

 f选择除［关］之外的任何设置时，进至步骤 5)。

5) 按〈执行〉按钮。
 f显示［电源控制］画面。

6) 按 qw设置［计时器］的时间。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设置时间。
 f可按五分钟为间隔在 5分钟至 120分钟范围内设置运行电源管理功能的时间。

设置［待机模式］

设置待机期间的功耗以及是否启用［快速开机］功能。

1) 按as选择［节能模式管理］。

2) 按〈执行〉按钮。
 f显示［节能模式管理］画面。

3) 按as选择［待机模式］。

4) 按 qw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普通］ 在待机期间使用网络功能时，选择此项。

［节能］ 选择此项可在待机时减少功耗。

 f选择［普通］时，请继续执行步骤 5)。

5) 按as选择［快速开机］。

6) 按 qw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关］ 禁用［快速开机］功能。

［开］
在投影机进入待机模式后经过［有效期限］中设定的时间之前，启用［快速开机］。在［快速开机］有
效期间将缩短从电源打开后到投影开始所需的时间。

 f选择［开］时，请继续执行步骤 7)。

7) 按〈执行〉按钮。
 f显示［快速开机］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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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按 qw切换［有效期限］。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30分］
设置在投影机进入待机模式后禁用［快速开机］前需经过的时间。
选择所需的有效期。

［60分］
［90分］

提示

 f 当［待机模式］设为［普通］时，在待机期间可使用网络功能。
 f 当［待机模式］设为［节能］时，在待机期间不能使用网络功能和音频输出功能。此外，部分 RS-232C命令也无法使用。
 f 当［待机模式］设为［节能］时，与设为［普通］相比，打开电源后需要更长时间投影才会开始。
 f 当［投影机设置］菜单→［日程］设为［开］时，［待机模式］固定为［普通］。
 f 当［待机模式］设为［节能］时，无法设置［快速开机］。
 f 当［快速开机］设为［开］时， 在［快速开机］有效期间处于待机状态时的功耗较高。
 f 如果［快速开机］设为［开］，在投影机进入待机模式并经过［有效期限］中设置的间后，［快速开机］将被禁用。启动时间和功耗将与［快速
开机］设为［关］时相同。

 f 当［快速开机］设为［开］时，在［快速开机］有效并处于待机模式时，电源指示灯〈开（绿）/待机（红）〉呈红色闪烁。当［音频设定］中的［待
机时输出］设为［关］时，在投影机进入待机模式并经过［有效期限］中设置的时间后，电源指示灯〈开（绿）/待机（红）〉将变为红色。

 f 当［快速开机］设为［开］时， ［快速开机］有效期间的时间将计入投影机的运行时间。

［开机状态选择］

设置〈主电源〉开关设为〈开〉时的启动方法。

1) 按as选择［开机状态选择］。

2) 按 qw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上次关机状态］ 以〈主电源〉开关设为〈关〉之前的状态启动投影机。

［待机］ 启动待机状态中的投影机。

［开］ 立即开始投影。

［开机输入选择］

设置打开投影机开始投影时的输入。

1) 按as选择［开机输入选择］。

2) 按〈执行〉按钮。
 f显示［开机输入选择］画面。

3) 按asqw选择输入，然后按〈执行〉按钮。

［保持］ 保留上次选择的输入。

［COMPUTER］ 将输入设为 COMPUTER。

［HDMI1］ 将输入设为 HDMI1。

［HDMI2］ 将输入设为 HDMI2。

［HDMI3］ 将输入设为 HDMI3。

［DIGITAL LINK］ 将输入设为 DIGITAL LINK。

［输入 1］ - ［输入 10］*1 将输入设为 DIGITAL LINK，并将松下双绞线发射器的输入切换至指定输入。

*1 当选购件 DIGITAL LINK输出支持设备（型号：ET-YFB100C）连接到投影机时，将自动从［输入 1］至［输入 10］反映其输入名称。选择不
反映输入名称的项目后，此项目将被禁用。

［日期和时间］

设置投影机内置时钟的时区、日期和时间。

设置时区

1) 按as选择［日期和时间］。

2) 按〈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日期和时间］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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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as选择［时区］。

4) 按 qw切换［时区］。

手动设置日期和时间

1) 按as选择［日期和时间］。

2) 按〈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日期和时间］画面。

3) 按as选择［时间设定］。

4) 按〈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时间设定］画面。

5) 按as选择项目，然后按 qw设置本地日期和时间。

6) 按as选择［设定］，然后按〈执行〉按钮。

 f日期和时间设置将会完成。

自动设置日期和时间

1) 按as选择［日期和时间］。

2) 按〈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日期和时间］画面。

3) 按as选择［时间设定］。

4) 按〈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时间设定］画面。

5) 按as选择［NTP同步］，然后按 qw将设置更改为［开］。

6) 按as选择［设定］，然后按〈执行〉按钮。

 f日期和时间设置将会完成。

提示

 f 要自动设置日期和时间，必须将投影机连接到网络。
 f 如果在［NTP同步］设为［开］后，即与 NTP服务器同步失败，［NTP同步］将返回至［关］。如果在未设置 NTP服务器的情况下，将［NTP
同步］设为［开］，［NTP同步］将返回至［关］。

 f 通过网络浏览器访问投影机以设置 NTP服务器。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Adjust clock］页面”（x 第 101页）。
 f 执行［投影机设置］菜单→［初始化］→［所有用户数据］时，［时区］设置将重置为出厂默认值。但基于本地日期和时间设置的日期和时间（协
调世界时、UTC、Universal Time, Coordinated）将会保持，而不会初始化。

［日程］

为一周中的每一天设置执行命令的时间表。

启用 /禁用日程功能

1) 按as选择［日程］。

2) 按 qw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关］ 禁用日程功能。

［开］
启用日程功能。请参阅“如何指定程序”（x 第 102页）或“如何设置程序”（x 第 102页）了解如何
设置日程。

提示

 f 当［投影机设置］菜单→［节能模式管理］→［待机模式］设为［节能］且［日程］设为［开］时，［待机模式］设置将被强制设为［普通］。
不能设置修改为［节能］。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当［日程］设为［关］时，［待机模式］设置仍不会变回原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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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指定程序

1) 按as选择［日程］。

2) 按 qw选择［开］，然后按〈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日程］画面。

3) 选择程序并将其指定到一周的每一天。
 f按as选择一周中的某一天，然后按 qw选择程序号。
 f可将程序设置为 1号至 7号。“- - -”表示尚未设置程序号。

如何设置程序

最多可对每个程序设置 16个命令。

1) 按as选择［日程］。

2) 按 qw选择［开］，然后按〈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日程］画面。

3) 按as选择［计划编辑］。

4) 按 qw选择程序号，然后按〈执行〉按钮。

5) 按as选择命令号，然后按〈执行〉按钮。

 f可使用 qw更改页面。

6) 按as选择［时间］，然后按〈执行〉按钮。

 f投影机处于调整模式（时间闪烁）。

7) 按 qw选择“小时”或“分钟”，按as或数字（〈0〉-〈9〉）按钮设置时间，然后按〈执行〉按钮。

8) 按as选择［命令］。

9) 按〈执行〉按钮。
 f将显示［命令］详细画面。

10) 按as选择［命令］。

 f对于需要详细设置的［命令］，每次按 qw时，都会切换详细设置的项目。
 f选择［输入］时，按〈执行〉按钮，然后按asqw选择要设置的输入。

［命令］ ［命令］的详细设置 说明

［电源开］ — 开启投影机。

［待机］ — 进入待机状态。

［快速开机］
［开］ 启用［投影机设置］菜单→［节能模式管理］→［快速开机］的功能。

［关］ 禁用［投影机设置］菜单→［节能模式管理］→［快速开机］的功能。

［快门］
［开］ 禁用快门功能（快门：打开）。

［关］ 启用快门功能（快门：关闭）。

［输入］

［COMPUTER］ 将输入切换至 COMPUTER。

［HDMI1］ 将输入切换至 HDMI1。

［HDMI2］ 将输入切换至 HDMI2。

［HDMI3］ 将输入切换至 HDMI3。

［DIGITAL LINK］ 将输入切换至 DIGITAL LINK。

［输入 1］ - ［输入 10］*1 将输入切换至 DIGITAL LINK，并将松下双绞线发射器的输入切换至
指定输入。

［光功率］

［普通］ 设置为亮度优先。

［节能］ 亮度低于［普通］亮度，控制功率以延长光源寿命。

［低噪音］ 注重以较低的噪音运行，但亮度低于［普通］亮度。

［用户］ 通过［用户］中的设置控制功率。

［待机时输出（音频）］
［关］ 在待机期间停止输出音频。

［开］ 在待机期间输出音频。

［音量］ ［0］ - ［63］ 设置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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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选购件 DIGITAL LINK输出支持设备（型号：ET-YFB100C）连接到投影机时，将自动从［输入 1］至［输入 10］反映其输入名称。选择不
反映输入名称的项目后，此项目将被禁用。

11) 按〈执行〉按钮。
 f命令已确定，且n会显示在所选命令的左侧。
 f确定命令后，按〈菜单〉按钮关闭详细设置屏幕。

12) 按asqw选择［保存］，然后按〈执行〉按钮。

提示

 f 若要删除已经设置的命令，可在显示步骤 5)的画面时，按遥控器上的〈默认〉按钮，或在步骤 6)的画面上选择［删除］，然后按〈执行〉按钮。
 f 如果为相同时间设置了多个命令，将从最小的命令号开始依次执行这些命令。
 f 运行时间以当地时间为准。（x 第 100页）
 f 如果在执行［日程］中设置的命令之前，使用投影机的遥控器或控制面板或使用控制命令进行操作，则可能无法执行使用计划功能设置的命令。

［多投影机同步］

设置对比度同步功能和快门同步功能。
组合多个投影机的投影画面以构成多显示画面时，对比度同步功能通过共享各投影机的视频信号输入的亮度水平，
可显示对比度均衡的组合画面。快门同步功能用于使指定投影机的快门操作与其他投影机同步，可同步使用快门功
能的效果（包括淡出 / 淡入操作）。
使用对比度同步功能和快门同步功能时，需使用〈串口 / 多台同步输入〉端子和〈多台同步输出〉端子通过菊链连
接将用于同步的所有投影机连成环路。有关如何连接多台投影机的详情，请参阅“使用对比度同步功能 / 快门同步
功能时的连接示例”（x 第 40页）。

提示

 f 对比度同步功能和快门同步功能可同时使用。

设置对比度同步功能

1) 按as选择［多投影机同步］。

2) 按〈执行〉按钮。
 f显示［多投影机同步］画面。

3) 按as选择［模式］。

4) 按 qw可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关］ 不使用对比度同步功能和快门同步功能时选择此项目。

［主设备］

使用对比度同步功能或快门同步功能时选择此项目。
仅在一台已连接的投影机上设置此项目。
设为［主设备］的投影机将计算视频信号的亮度水平，以使每帧的整个组合画面保持最佳。所有用于对
比度同步的投影机将根据计算结果控制动态对比度功能。

［副设备］
使用对比度同步功能或快门同步功能时选择此项目。
在除设为［主设备］之外的所有已连接投影机上设置此项目。

 f选择除［关］之外的任何设置时，在［连接状态］中显示诊断结果，指示所有投影机（包括将同步的投影机）
连接是否正确以及［模式］设置是否正确。

［LINKED］ 所有投影机连接正确且设置正确。它们处于可使用对比度同步功能或快门同步功能的状态。

［NO LINK］ 投影机连接不正确或设置不正确。检查线缆连接状态以及已连接的每台投影机的设置。

5) 按as选择［对比度同步］。

6) 按 qw可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关］ 不使用对比度同步功能时选择此项目。

［开］ 使用对比度同步功能时选择此项目。

提示

 f 当满足所有以下条件时，对比度同步功能才起作用。
 g 通过菊链连接方式将所有投影机连成一个环路。（最多 64 台投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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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仅一台已连接的投影机上［模式］设为［主设备］，所有其他投影机上的［模式］设为［副设备］。
 g 进行对比度同步的投影机上［对比度同步］设为［开］。

 f 在已连接但不进行同步的投影机上［对比度同步］可设为［关］。

设置快门同步功能

1) 按as选择［多投影机同步］。

2) 按〈执行〉按钮。
 f显示［多投影机同步］画面。

3) 按as选择［模式］。

4) 按 qw可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关］ 不使用对比度同步功能和快门同步功能时选择此项目。

［主设备］
使用对比度同步功能或快门同步功能时选择此项目。
仅在成为快门操作同步源的一台投影机中设置此项目。

［副设备］
使用对比度同步功能或快门同步功能时选择此项目。
在除设为［主设备］之外的所有已连接投影机上设置此项目。

 f选择除［关］之外的任何设置时，在［连接状态］中显示诊断结果，指示所有投影机（包括将同步的投影机）
连接是否正确以及［模式］设置是否正确。

［LINKED］ 所有投影机连接正确且设置正确。它们处于可使用对比度同步功能或快门同步功能的状态。

［NO LINK］ 投影机连接不正确或设置不正确。检查线缆连接状态以及已连接的每台投影机的设置。

5) 按as选择［快门同步］。

6) 按 qw可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关］ 不使用快门同步功能时选择此项目。

［开］ 使用快门同步功能时选择此项目。

提示

 f 当满足所有以下条件时，快门同步功能才起作用。
 g 通过菊链连接方式将所有投影机连成一个环路。（最多 64 台投影机）
 g 仅一台已连接的投影机上［模式］设为［主设备］，所有其他投影机上的［模式］设为［副设备］。
 g 进行快门同步的投影机上［快门同步］设为［开］。

 f 在已连接但不进行同步的投影机上［快门同步］可设为［关］。
 f 快门同步功能的快门操作将遵循［模式］设为［主设备］的投影机上的［显示方式选项］菜单→［快门设置］的设置。
 f 如果每台已连接的输入信号未同步，使用快门同步功能时，投影机之间的快门操作时序最多可调整 1 帧。
 f 可单独操作［模式］设为［副设备］的投影机的快门功能。此时，快门操作将遵循此投影机上的［显示方式选项］菜单→［快门设置］的设置。

［RS-232C］
设置〈串口 / 多台同步输入〉端子的通信条件。详情请参阅“〈串口 / 多台同步输入〉端子 /〈多台同步输出〉端子”（x 第
178页）。

1) 按as选择［RS-232C］。

2) 按〈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RS-232C］画面。

3) 按as选择［输入选择］。

4) 按 qw切换项目。

［投影机］ 使用投影机的〈串口 / 多台同步输入〉端子进行 RS-232C通信。

［DIGITAL LINK］ 通过选购件 DIGITAL LINK输出支持设备（型号：ET-YFB100C）和〈DIGITAL LINK/局域网〉端子执
行 RS-232C通信。

5) 按as选择［通信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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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按 qw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9600］
选择适当的速度。［19200］

［38400］

7) 按as选择［奇偶校验］。

8) 按 qw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无］

选择配类条件。［偶数］

［奇数］

提示

 f［输入选择］设为［DIGITAL LINK］时，仅在相应设备（如选购件 DIGITAL LINK输出支持设备（型号：ET-YFB100C））连接到〈DIGITAL 
LINK/局域网〉端子时，才可使用串行端子进行通信。

 f 通过选购件 DIGITAL LINK输出支持设备（型号：ET-YFB100C）传输标识时，应将 DIGITAL LINK输出支持设备的“NO SIGNAL SLEEP”
的设置设为“OFF”，以防通信中断。

 f［输入选择］设为［DIGITAL LINK］时，输入通信速度固定为 9 600 bps，奇偶校验固定为“无”。

使用现有投影机的控制命令

利用投影机的〈串口 / 多台同步输入〉端子通过计算机使用之前购买松下投影机的控制命令时，设置此功能。可继
续使用现有松下投影机控制软件等。

1) 按as选择［RS-232C］。

2) 按〈执行〉按钮。
 f显示［RS-232C］画面。

3) 按as选择［仿效］。

4) 按〈执行〉按钮。
 f显示［仿效］画面。

5) 按as选择项目。

［关］ 不使用投影机的现有控制命令。

［FD350］ FD350

［FD400］ FD400

［FD/FDW500系列］ FD570系列、FDW510系列、FD560系列、FDW500系列、FD500系列

［FD/W/Z600系列］

FDZ97C系列、FDW93C系列、FDX110C系列、FDZ88C系列、FDW85C系列、FDX92C系列、
FDZ87C系列、FDW84C系列、FDX91C系列、FDZ77C系列、FDW73C系列、FDX81C系列、
FDW83系列、FDX90系列、FDZ685系列、FDZ680系列、FDZ675系列、FDZ670系列、FDW635系列、
FDW630系列、FD605系列、FD600系列、FD550系列、FDZ47、FDW43、FDX40、FRZ98C系
列、FRW93C系列、FRX110C系列、FRZ78C系列、FRZ67C系列、FRW73C系列、FRW62C系列、
FRZ68C系列、FRW63C系列、FRZ575C系列、FRZ570C系列

［L730系列］ U1X91、U1S91

［L780系列］ P1X200NT、P1X200、P1X100

［L735系列］ U1X92

［L785系列］ P1X300

［F/W系列］ PX900系列、PW880NT、PX800系列、PX700系列、BX300、BX200NT、BX100NT

［LB/W系列］ UX30系列、X30、UX20系列、X20系列、UX10系列、X20ST、BX30系列、BW10NT、BX20系列、
X600系列、X500系列、BX10系列、X300系列、X3000系列、X2800系列

［VX500系列］ BW480C、BW43C、BX55NC、BX500C系列、BX50C、BX51C、BW30、BX40NT、BX40、BX41

［EZ570系列］ SLZ67C系列、SLW73C系列、SLW63C系列、SLX70C系列、SLX60C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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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按〈执行〉按钮。
 f显示确认画面。

7) 按 qw选择［执行］，然后按〈执行〉按钮。

［REMOTE2 模式］
设置〈REMOTE 2 输入〉端子。

1) 按as选择［REMOTE2 模式］。

2) 按 qw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默认］ 在标准设置中使用〈REMOTE 2 输入〉端子的插针布局。

［用户］ 更改〈REMOTE 2 输入〉端子的设置时使用此项目。（x 第 181页）

［F/W系列］ 使用与 F/W系列兼容的〈REMOTE 2 输入〉端子设置。

 f选择［用户］时，进至步骤 3)。

3) 按〈执行〉按钮。

4) 按as在［PIN2］至［PIN8］中选择一个项目，然后按 qw切换设置。

［功能按钮］

设置遥控器上〈功能〉按钮的功能。

1) 按as选择［功能按钮］。

2) 按〈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功能按钮］画面。

3) 按as选择功能。

［无效］ 禁用〈功能〉按钮。

［副记忆］ 显示副记忆列表。（x 第 118页）

［系统选择］ 切换［系统选择］设置。（x 第 71页）

［强光感应］ 切换［强光感应］设置。（x 第 70页）

4) 按〈执行〉按钮。

［镜头］

进行关于投影镜头的设置和操作。

［镜头型式］

首次使用投影机或更换投影镜头时，请确认［镜头型式］设置。如果型号与投影机上安装的投影镜头不一致，请更
改设置。

1) 按as选择［镜头］，然后按〈执行〉按钮。

 f显示［镜头］画面。

2) 按as选择［镜头型式］，然后按〈执行〉按钮。

 f显示［镜头型式］画面。

3) 按as选择镜头型号。

ET-ELS20 在投影机上安装变焦镜头（型号：ET-ELS20）时选择此项目。

ET-ELW21C 在投影机上安装定焦镜头（型号：ET-ELW21C）时选择此项目。

ET-ELW22C 在投影机上安装变焦镜头（型号：ET-ELW22C）时选择此项目。

ET-ELW20C 在投影机上安装变焦镜头（型号：ET-ELW20C）时选择此项目。

ET-ELT22C 在投影机上安装变焦镜头（型号：ET-ELT22C）时选择此项目。

ET-ELT23C 在投影机上安装变焦镜头（型号：ET-ELT23C）时选择此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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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执行〉按钮。
 f显示［镜头校正］画面。

5) 按 qw选择［执行］，然后按〈执行〉按钮。

 f将启动镜头校正。
 f完成校正后，投影镜头将移至原始设置位置。
 f若要取消，请选择［取消］。此时，［镜头型式］设置不会更改。

注意

 f 镜头移位范围可能因投影镜头型号而异。如果［镜头型式］设置错误，可能无法正确调整镜头移位范围。有关详情，请参阅“镜头移位范围”（x 
第 54页）。

［镜头校正］

检测投影机的镜头移位限值，校正移位调整范围。

1) 按as选择［镜头］。

2) 按〈执行〉按钮。
 f显示［镜头］画面。

3) 按as选择［镜头校正］。

4) 按〈执行〉按钮。
 f显示确认画面。

5) 按 qw选择［执行］，然后按〈执行〉按钮。

 f将启动镜头校正。
 f完成校正后，投影镜头将移至原始设置位置。
 f若要取消，请选择［取消］。

提示

 f 镜头校正期间，菜单上显示［执行中］。无法在校正期间取消操作。
 f 未正确执行镜头校正时，会显示［异常退出］。
 f 镜头移位范围可能因投影镜头型号而异。如果［镜头型式］设置错误，可能无法正确调整镜头移位范围。有关详情，请参阅“镜头移位范围”（x 
第 54页）。

 f 按遥控器上的〈聚焦〉按钮 3秒钟或更长时间还会显示用于执行镜头校正的确认屏幕。

［音频设定］

设置详细的音频功能。

调整音量

1) 按as选择［音频设定］。

2) 按〈执行〉按钮。
 f显示［音频设定］画面。

3) 按as选择［音量］。

4) 按 qw按钮调整等级。

操作 调整内容 调整范围

按 w。 增加音量。
0 - 63

按 q。 降低音量。

调节左右音频平衡

1) 按as选择［音频设定］。

2) 按〈执行〉按钮。
 f显示［音频设定］画面。

3) 按as选择［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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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 qw按钮调整等级。

操作 调整内容 调整范围

按 w。 增大右侧音量。
L16 - R16

按 q。 增大左侧音量。

设置待机模式下的音频输出

1) 按as选择［音频设定］。

2) 按〈执行〉按钮。
 f显示［音频设定］画面。

3) 按as选择［待机时输出］。

4) 按 qw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关］ 音频不在待机模式下输出。

［开］ 音频在待机模式下输出。

提示

 f 当［投影机设置］菜单→［节能模式管理］→［待机模式］设为［节能］时，在待机模式下不输出音频。

设置在使用快门功能期间的音频输出

1) 按as选择［音频设定］。

2) 按〈执行〉按钮。
 f显示［音频设定］画面。

3) 按as选择［快门输出］。

4) 按 qw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关］ 在使用快门功能（快门：关闭）期间不输出音频。

［开］ 在使用快门功能（快门：关闭）期间输出音频。

设置静音模式

1) 按as选择［音频设定］。

2) 按〈执行〉按钮。
 f显示［音频设定］画面。

3) 按as选择［静音］。

4) 按 qw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关］ 音频输出。

［开］ 无音频输出。

设置为所连接设备输入

1) 按as选择［音频设定］。

2) 按〈执行〉按钮。
 f显示［音频设定］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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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as选择要在［音频输入选择］中设置的项目。

［COMPUTER］ 设置输入 COMPUTER时输出的音频。

［HDMI1］ 设置输入 HDMI1时输出的音频。

［HDMI2］ 设置输入 HDMI2时输出的音频。

［HDMI3］ 设置输入 HDMI3时输出的音频。

［DIGITAL LINK］ 设置输入 DIGITAL LINK时输出的音频。

4) 按 qw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f如果选择 [COMPUTER]，则音频输入固定为 [音频输入 ]。

［音频输入 ］ 从设定的输入端子投影画面时，输出连接到〈音频输入〉端子的音频。

［HDMI1音频输入］*1 输出到 HDMI1的音频。

［HDMI2音频输入］*2 输出到 HDMI2的音频。

［HDMI3音频输入］*3 输出到 HDMI3的音频。

［DIGITAL LINK音频输入］*4 输出到 DIGITAL LINK的音频。

*1 仅当输入信号为 HDMI1时
*2 仅当输入信号为 HDMI2时
*3 仅当输入信号为 HDMI3时
*4 仅当输入信号为 DIGITAL LINK时

［滤网计数］

检查过滤网的运行时间，设置过滤网的清洁 /更换周期。还可重置过滤网的运行时间。

1) 按as选择［滤网计数］。

2) 按〈执行〉按钮。
 f显示［滤网计数］画面。

［滤网计数］ 显示过滤网的运行时间。

［计时器］ 设置过滤网的清洁 /更换周期。

［滤网计数器复位］ 重置过滤网的运行时间。

设置［计时器］

若需定期清洁 /更换过滤网，以小时为单位设置周期。过滤网的运行时间达到设置的时间后，投影画面将显示［滤
网计数已到达设定时间。］信息，提示清洁 /更换过滤网。

1) 按as选择［滤网计数］。

2) 按〈执行〉按钮。
 f显示［滤网计数］画面。

3) 按as选择［计时器］。

4) 按 qw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关］ 若不需显示信息，则选择此项目。

［1000 小时］ - ［20000 小时］ 若需显示信息，则选择此项目。可按 1 000小时为间隔设置过滤网的清洁 /更换周期。

重置［滤网计数］

重置过滤网的运行时间。

1) 按as选择［滤网计数］。

2) 按〈执行〉按钮。
 f显示［滤网计数］画面。

3) 按as选择［滤网计数器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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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执行〉按钮。

5) 显示确认画面后，按 qw选择［执行］，然后按〈执行〉按钮。

 f［滤网计数］的显示将变为［0 小时］。

［DC OUT］
设置〈输出电压〉端子的电源功能。

1) 按as选择［DC OUT］。

2) 按 qw选择项目。

［开］ 启用电源功能。向连接到〈输出电压〉端子的外部设备供电。

［关］ 禁用电源功能。不向连接到〈输出电压〉端子的外部设备供电。

提示

 f 当［DC OUT］设为［开］时，在以下情况下，即使处于待机状态或就绪状态，仍然供电。
 g 当［投影机设置］菜单→［节能模式管理］→［待机模式］设为［普通］，然后按电源〈v/b〉按钮使投影机进入待机状态
 g 当［投影机设置］菜单→［节能模式管理］→［电源控制］设为［待机］，未检测到信号且投影机进入就绪状态

 f 如果此功能设为［开］，当连接到〈输出电压〉端子的外部设备超过额定值（DC 5 V，最大 2 A）时，将检测到错误并停止供电。此时，［DC 
OUT］中显示［错误］。显示［错误］时，请移除外部设备，然后关闭投影机主电源，之后再打开投影机。

［状态］

显示投影机的状态。

1) 按as选择［状态］。

2) 按〈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状态］画面。

3) 按 qw 切换页面。
 f每次按按钮都会更改页面。

［投影机型号］ 显示投影机的类型。

［序列号］ 显示投影机的序列号。

［投影机使用时间］ 显示投影机的运行时间。

［光源使用时间］ 显示光源的运行时间。

［连续照明时间］
显示自光源亮起后逝去的时间。
调整聚焦时，可确认光源亮起后逝去的时间。使用快门功能等方式暂时关闭光源时，将重设逝去的时间。

［主 /副版本］ 显示投影机固件的主、次版本。

［进入空气温度］*1 显示投影机的进气温度状态。

［排气温度］*1 显示投影机的排气温度状态。

［光源温度 1］*1 显示光源前面部分（位于镜头侧面）的温度状态。

［光源温度 2］*1*2 显示光源后面部分（位于排气口侧面）的温度状态。

［自我诊断］ 显示投影机的状态。

［输入］ 显示当前所选的输入端子。

［信号名称］ 显示输入信号名称。

［记忆号码］ 显示输入信号的记忆号。

［开机次数］ ［通电次数］ 显示电源接通次数。

［登录信号数］ 显示注册信号数。

［冷却控制］ 显示设定的冷却状态。

［气压］ 显示大气压力。

［REMOTE2状态］ 显示 REMOTE2 的控制状态。

［仿效］ 显示［投影机设置］菜单→［RS-232C］→［仿效］中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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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信息］

［输入］ 显示用于投影画面的输入端子。

［信号格式］ 显示输入信号的格式。

［信号频率］ 显示输入信号频率。

［同步状态］ 显示输入信号的同步极性。

［垂直同步信号脉冲宽度］ 显示输入信号的垂直同步信号脉冲宽度。

［扫描类型］ 显示输入信号的扫描类型。

［总点数］ 显示输入信号的总点数。

［显示点数］ 显示输入信号显示点数。

［总行数］ 显示输入信号的总行数。

［显示行数］ 显示输入信号显示行数。

［采样格式］ 显示输入信号的采样信息。

［信号振幅］ 显示输入信号的信号等级。

*1 温度状态会以文本色彩（绿 /黄 /红）和条状比例尺的形式显示。请在温度状态指示为绿色的情况下使用投影机。
*2 仅适用于 PT-SMZ88CL、PT-SMZ78CL。

提示

 f 显示［状态］画面时，按〈执行〉按钮，可将包含状态内容的电子邮件发送至在“［E-mail set up］页面”（x 第 144页）中设置的电子邮件地址（最
多两个地址）。

 f［信号信息］中显示或不显示某些项目，视设置或输入信号而定。
 f 如果投影机发生异常，显示［状态］画面时，按〈默认〉按钮，显示错误信息的画面。
 f 有关［自我诊断］中显示内容的详情，请参阅“［自我诊断］显示”（x 第 167页）。

［数据克隆］

执行数据克隆操作。通过局域网可将投影机的设置和调整值等数据复制到多台投影机。
关于操作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数据克隆功能”（x 第 150页）。

［保存所有用户数据］

将各项设置值作为备份保存在投影机内存中。

1) 按as选择［保存所有用户数据］。

2) 按〈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防盗密码］画面。

3) 输入防盗密码，然后按〈执行〉按钮。

4) 显示确认屏幕时，按 qw 选择［执行］，然后按〈执行〉按钮。
 f保存数据时会显示［执行中］。

提示

 f 在［安全］菜单→［更改防盗密码］中设置安全密码。
出厂默认初始密码：awsqawsq

 f 通过计算机应用程序设置的数据不包含在［所有用户数据］中。

［调出用户数据］

加载作为备份保存在投影机内存中的各项设置值。

1) 按as选择［调出用户数据］。

2) 按〈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防盗密码］画面。

3) 输入防盗密码，然后按〈执行〉按钮。

4) 显示确认屏幕时，按 qw 选择［执行］，然后按〈执行〉按钮。

提示

 f 在［安全］菜单→［更改防盗密码］中设置安全密码。
出厂默认初始密码：awsqawsq

 f 执行［调出用户数据］后，投影机进入待机模式，以反映设定值。
 f 通过计算机注册的数据不包含在［所有用户数据］中。



4章　设置 — ［投影机设置］菜单

112 - 中文

［HDMI CEC］
设置 HDMI-CEC（消费电器控制）功能。
投影机通过使用 HDMI电缆连接外部设备交换设备控制信号实现 CEC功能。使用投影机遥控器可对 CEC兼容外部
设备（以下称为 CEC兼容设备）进行操作，并控制投影机和 CEC兼容设备的开关机联动状态。
有关如何使用 CEC功能的详情，请参阅“使用 HDMI-CEC功能”。（x 第 152页）

1) 按as选择［HDMI CEC］。

2) 按 qw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开］ 启用 CEC功能。

［关］ 禁用 CEC功能。

操作 CEC兼容设备
操作连接至〈HDMI 输入 1〉端子、〈HDMI 输入 2〉端子或〈HDMI 输入 3〉端子的 CEC兼容设备。
选择 HDMI1输入、HDMI2输入或 HDMI3输入时，可对［HDMI-CEC操作］进行操作。请预先将投影机切换到与
要操作的 CEC兼容设备相应的输入。

1) 按as选择［HDMI CEC］。

2) 按 qw选择［开］。

3) 按〈执行〉按钮。
 f显示［HDMI CEC］画面。

4) 按as选择［HDMI 1］、［HDMI 2］或［HDMI 3］。
 f选择与要操作的 CEC兼容设备相应的输入。
 f如果已显示要操作的设备，请继续执行步骤 6）。

5) 按 qw切换项目。

 f多台 CEC兼容设备连接到同一输入时，可切换设备。
 f选择要操作的设备。

6) 按as选择［HDMI-CEC操作］。

7) 按〈执行〉按钮。
 f显示 HDMI-CEC操作画面。

8) 通过选择 HDMI-CEC操作画面上显示的项目来操作设备。
 f有关操作的详情，请参阅“使用 HDMI-CEC功能”。（x 第 152页）

提示

 f 如果没有 CEC兼容设备连接到〈HDMI 输入 1〉端子、〈HDMI 输入 2〉端子或〈HDMI 输入 3〉端子，[HDMI 1]、[HDMI 2]或 [HDMI 3]上将
显示 [----],不显示任何设备。

 f 按〈返回〉按钮或〈菜单〉按钮时，退出 HDMI-CEC操作画面。

更改菜单代码

调用 CEC兼容设备操作菜单的菜单代码因设备生产商而异。如果无法从 HDMI-CEC操作画面调出 CEC兼容设备
操作菜单，请修改菜单代码设置。

1) 按as选择［HDMI CEC］。

2) 按 qw选择［开］。

3) 按〈执行〉按钮。
 f显示［HDMI CEC］画面。

4) 按as选择［菜单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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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 qw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f从 [1] 到 [6]中选择菜单代码。

设置联动控制

设置投影机与 CEC兼容设备的联动控制。

［投影机 -> 设备］

设置 CEC兼容设备跟随投影机联动控制。

1) 按as选择［HDMI CEC］。

2) 按 qw选择［开］。

3) 按〈执行〉按钮。
 f显示［HDMI CEC］画面。

4) 按as选择［投影机 -> 设备］。

5) 按 qw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无效］
禁用 CEC兼容设备的电源跟随投影机联动控制。
如果不想 CEC兼容设备的电源状态跟随投影机的电源状态联动，选择此项。

［电源关］

启用关机联动控制。
关闭投影机并处于待机模式时，所有连接到〈HDMI 输入 1〉端子、〈HDMI 输入 2〉端子或〈HDMI 输入 3〉
端子的 CEC兼容设备将进入待机模式。
开机联动控制被禁用。

［电源开 /电源关］

启用开机联动控制和关机联动控制。
开启投影机并选择 HDMI1输入、HDMI2输入或 HDMI3输入进行投影，连接至所选输入的 CEC兼容
设备将会开启。
关闭投影机并处于待机模式时，所有连接到〈HDMI 输入 1〉端子、〈HDMI 输入 2〉端子或〈HDMI 输入 3〉
端子的 CEC兼容设备将进入待机模式。

［设备 -> 投影机］

设置投影机跟随 CEC兼容设备联动控制。

1) 按as选择［HDMI CEC］。

2) 按 qw选择［开］。

3) 按〈执行〉按钮。
 f显示［HDMI CEC］画面。

4) 按as选择［设备 -> 投影机］。

5) 按 qw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无效］
禁用投影机跟随 CEC兼容设备联动控制。
如果不想投影机的电源状态跟随 CEC兼容设备的电源状态联动，选择此项。

［电源开］

启用开机联动控制。
投影机处于待机状态下，若连接到〈HDMI 输入 1〉端子、〈HDMI 输入 2〉端子或〈HDMI 输入 3〉端
子的 CEC兼容设备开启或者开始播放时，投影机将开启并开始投影，并切换至 CEC兼容设备所连接
的输入。
关机联动控制被禁用。

［电源开 /电源关］

启用开机联动控制和关机联动控制。
投影机处于待机状态下，若连接到〈HDMI 输入 1〉端子、〈HDMI 输入 2〉端子或〈HDMI 输入 3〉端
子的 CEC兼容设备开启或者开始播放时，投影机将开启并开始投影，并切换至 CEC兼容设备所连接
的输入。
关闭连接到所选输入的 CEC兼容设备，投影机将进入待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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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f 如果 CEC兼容设备不支持 CEC 1.4，可能无法支持说明书中描述的联动控制。

［初始化］

将各项设置值恢复为出厂默认设置。

1) 按as选择［初始化］。

2) 按〈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防盗密码］画面。

3) 输入防盗密码，然后按〈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初始化］画面。

4) 按as选择要初始化的项目。

［所有用户数据］
将所有设定值（包括［登录信号］、［网络 /邮件］、［LOGO图像］和［均一性］）均恢复为出厂默认设置。
投影机进入待机模式，以反映设定值。

［登录信号］
删除各输入信号保存的所有设定值。
仅删除部分注册信号时，请执行“删除注册的信号”（x 第 116页）中所述的步骤。

［网络 /邮件］

将［网络］菜单下的所有设置项目和网络控制画面的［Detailed set up］操作页面下的所有设置项目返
回到出厂默认设置。
 f 网络控制画面的［Adjust clock］页面中的［Time Zone］、［Date］和［Time］项目不会返回到出厂
默认设置。

［LOGO图像］ 删除［用户 LOGO］中登录的图像。

［均一性］ 将［显示方式选项］菜单→［均一性］→［用户校正］设置设为出厂默认设置。

5) 按〈执行〉按钮。

6) 显示确认屏幕时，按 qw 选择［执行］，然后按〈执行〉按钮。

提示

 f 在［安全］菜单→［更改防盗密码］中设置安全密码。
出厂默认初始密码：awsqawsq

 f 即使执行［所有用户数据］也不会初始化以下设置。
 g［投影机设置］菜单→［节能模式管理］→［待机模式］
 g［投影机设置］菜单→［镜头］→［镜头型式］

 f 购买投影机后首次开机以及在执行［投影机设置］菜单 →［初始化］→［所有用户数据］时，投影开始后将显示聚焦调整画面，然后，显示［初
始设定］画面和［管理员帐户］画面。在执行［投影机设置］菜单 →［初始化］→［网络 /邮件］时，投影开始后将显示［管理员帐户］画面。

［维修密码］

此功能仅限服务人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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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模式］菜单
在菜单画面上，从主菜单选择［测试模式］。
关于菜单画面的操作方法，请参阅“浏览菜单”（x 第 62页）。

［测试模式］

显示投影机的内置测试模式。
位置、尺寸和其他要素的设置不会反映在测试模式中。请确保执行各种调整之前显示输入信号。

1) 按 qw切换［测试模式］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菜单画面 + 彩条（垂直）

在菜单画面显示测试模式。选择所需的测试模式。

菜单画面 + 彩条（水平）
菜单画面 + 16色调（垂直 1）
菜单画面 + 16色调（垂直 2）
菜单画面 + 16色调（水平 1）
菜单画面 + 16色调（水平 2）

菜单画面 + 聚焦
菜单画面 + 16：9/4：3高比框

架

菜单画面 + 全白
菜单画面 + 全黑

菜单画面 + 输入画面 显示菜单画面和输入信号。
不显示内部测试模式。

提示

 f 显示测试图案时，按遥控器上的〈屏幕显示〉按钮可隐藏菜单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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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信号一览］菜单
在菜单画面上，从主菜单选择［登录信号一览］。
关于菜单画面的操作方法，请参阅“浏览菜单”（x 第 62页）。

 r注册信号详细信息

A1 (1-2)

已注册地址编号（A1、A2、...L7、L8）信号时

副记忆号

记忆号码：

 f可为各副记忆设置名称（x 第 118页）。

注册新信号

输入新信号，然后按遥控器或控制面板的〈菜单〉按钮即完成注册，并显示［主菜单］画面。

提示

 f 最多可向投影机注册 96个信号，包括副记忆。
 f 记忆号码有 12页（A-L的 8个记忆，每页可注册 8个），信号会注册到可用的最小号码。如果没有可用的记忆号码，则会从旧号码开始依次覆盖。
 f 根据输入信号自动确定要注册的名称。
 f 在菜单显示的状态下，新信号一经输入即完成注册。

重命名注册的信号

可以重命名注册的信号。

1) 按asqw选择要改变其名称的信号。

2) 按〈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登录信号状态］画面。
 f显示记忆号码、输入端子、输入信号名称、频率、同步极性等。
 f按〈菜单〉按钮可返回到［登录信号一览］画面。

3) 按〈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登录信号设置］画面。

4) 按as选择［信号名称变更］。

5) 按〈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信号名称变更］画面。

6) 按asqw按钮选择文字，按〈执行〉按钮确定输入。

7) 更改名称后，按asqw选择［OK］，然后按〈执行〉按钮。
 f注册即完成并返回到［登录信号设置］画面。
 f如果按asqw选择［CANCEL］，然后按〈执行〉按钮，将不会注册更改的信号名称并使用自动注册的信号名称。

删除注册的信号

可以删除注册的信号。

1) 按asqw选择要删除的信号。

2) 按遥控器上的〈默认〉按钮。
 f随即显示［删除登录信号］画面。
 f如果要取消删除，请按〈菜单〉按钮返回到［登录信号一览］画面。

3) 按〈执行〉按钮。
 f所选信号将被删除。

提示

 f 也可以从［登录信号设置］画面上的［删除登录信号］删除注册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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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注册的信号

1) 按asqw选择要保护的信号。

2) 按〈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登录信号状态］画面。

3) 按〈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登录信号设置］画面。

4) 按as选择［锁定］。

5) 按 qw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关］ 信号未受保护。

［开］ 信号受保护。

 f［锁定］设为［开］时，在［登录信号一览］画面的右侧显示锁定图标。

XXXX

RGB2

RGB2

A3: XGA75-A3

A1: 720/60p-A1

A2: XXXXXX-A2

提示

 f［锁定］设为［开］时，信号删除、图像调整和自动设置将不可用。要执行这些操作，请将［锁定］设为［关］。
 f 即使是受保护的信号，也可以将其注册到副记忆。
 f 如果执行［初始化］，即使是受保护的信号也会被删除。

扩展信号锁入范围

1) 按asqw选择要设置的信号。

2) 按〈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登录信号状态］画面。

3) 按〈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登录信号设置］画面。

4) 按as选择［判别范围］。

5) 按 qw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窄］ 通常选择此项。

［宽屏］ 拓宽锁入范围。

 f［判别范围］设为［宽屏］时，在［登录信号一览］画面的右侧显示扩展图标。

XXXX

RGB2

RGB2

A3: XGA75-A3

A1: 720/60p-A1

A2: XXXXXX-A2

提示

 f 当所要输入的信号确定为已注册的相同的信号时，在此范围内进行切换。
 f 若要优先确定信号是已注册的相同信号，可将此功能设为［宽屏］。
 f 在要输入信号的同步频率略有变化或注册了多个信号列表等情况下使用。
 f 仅从〈电脑输入〉端子、〈HDMI 输入 1〉端子、〈HDMI 输入 2〉端子、〈HDMI 输入 3〉端子或〈DIGITAL LINK/局域网〉端子输入信号时，
才可使用此功能。

 f 设置［宽屏］时，图像可能会出现失真，因为即使信号的同步频率存在细微差异，也会被识别为相同的信号。
 f 如果要输入的信号与［宽屏］中设置的多个信号对应，将会优先处理具有高记忆号的已注册信号。例如：与记忆号 A2、A4和 B1对应的要输
入的信号将确定为 B1。

 f 删除注册信号时，也会删除设置。
 f 如果是多种类型的信号输入相同的端子，在设置设为［宽屏］时，有时无法正确确定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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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记忆

本投影机具有副记忆功能，即使按同步信号源的频率或格式识别为相同的信号，也可以注册多个图像调整数据。
使用相同信号源时，如果需要切换宽高比或调整画质（例如白平衡），可使用此功能。副记忆中包含各信号可调整的
所有数据，如在［图像］菜单中调整的图像宽高比和数据（例如［对比度］和［亮度］）。

注册到副记忆

1) 在标准画面（无菜单显示）中，按as。

 f如果未注册副记忆，则会显示副记忆注册画面。继续进行步骤 3)。
 f针对当前输入信号显示已注册副记忆一览。
 f在［投影机设置］按钮→［功能按钮］选择［副记忆］时，可使用遥控器上的〈功能〉按钮代替as。

2) 按asqw选择要在［副记忆一览］中注册的副记忆号码。

3) 按〈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信号名称变更］画面。

4) 按asqw选择［OK］，然后按〈执行〉按钮。
 f更改注册信号的名称时，请按照“重命名注册的信号”（x 第 116页）的步骤 6)和 7)进行操作。

切换到副记忆

1) 在标准画面（无菜单显示）中，按as。

 f针对当前输入信号显示已注册副记忆一览。

2) 在［副记忆一览］中按asqw选择要切换的信号。

3) 按〈执行〉按钮。
 f此时便会切换为在步骤 2)中选择的信号。

删除副记忆

1) 在标准画面（无菜单显示）中，按as。

 f随即显示［副记忆一览］画面。

2) 按asqw选择要删除的副记忆，然后遥控器上的按〈默认〉按钮。

 f随即显示［删除登录信号］画面。
 f如果要取消删除，请按〈菜单〉按钮返回到［副记忆一览］画面。

3) 按〈执行〉按钮。
 f选择的副记忆将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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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菜单
在菜单画面上，从主菜单选择［安全］，然后从子菜单选择项目。
关于菜单画面的操作方法，请参阅“浏览菜单”（x 第 62页）。
 f初次使用本投影机时
初始密码：依次按awsqawsq按钮，然后再按〈执行〉按钮。

注意

 f 选择［安全］菜单并按〈执行〉按钮时，将提示输入密码。输入预设的密码，然后继续操作［安全］菜单。
 f 如果之前已更改过密码，请输入更改后的密码，再按〈执行〉按钮。

提示

 f 在屏幕上，输入的密码以 *显示。
 f 如果前后两次输入的密码不一致，画面上会显示错误信息。此时，请再次输入密码。

［防盗密码］

将〈主电源〉开关设置到〈关〉侧，打开电源后，显示［防盗密码］画面。如果输入的密码有误，则操作仅限于电源〈v/
b〉按钮。

1) 按as选择［防盗密码］。

2) 按 qw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关］ 禁用防盗密码输入。

［开］ 启用防盗密码输入。

提示

 f 在出厂默认设置中或在执行［投影机设置］菜单→［初始化］→［所有用户数据］后，此项目设为［关］。根据需要将其设为［开］。
 f 定期更改密码，并避免使用简单易猜的密码。
 f 将此项设为［开］并将〈主电源〉开关设为〈关〉之后，将启用防盗密码。

［更改防盗密码］

更改防盗密码。

1) 按as选择［更改防盗密码］。

2) 按〈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更改防盗密码］画面。

3) 按asqw和数字（〈0〉至〈9〉）按钮设置密码。
 f最多可设置为 8位。

4) 按〈执行〉按钮。

5) 再次输入密码进行确认。

6) 按〈执行〉按钮。

提示

 f 在屏幕上，输入的密码以 *显示。
 f 采用数字作为防盗密码时，如果遥控器丢失，则需要初始化防盗密码。关于初始化的方法，请咨询经销商。

［显示设定］

在投影的图像上叠加安全消息（文本或图像）。

1) 按as选择［显示设定］。

2) 按 qw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关］ 隐藏安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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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 显示在［安全］菜单→［文本修改］中设置的文本。

［用户 LOGO］ 显示用户注册的图像。

提示

 f 若要创建和注册［用户 LOGO］图像，请使用“LOGO 传输软件”。可从松下网站（http://prosystem.panasonic.cn/projector/download.html）
下载此软件。

［文本修改］

在［显示设定］中选择［文本］后，编辑要显示的文本。

1) 按as选择［文本修改］。

2) 按〈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文本修改］画面。

3) 按asqw按钮选择文字，按〈执行〉按钮确定输入。

4) 按asqw选择［OK］，然后按〈执行〉按钮。
 f文本已更改。

［菜单锁定］

按〈菜单〉按钮显示菜单，设置是否启用菜单操作。

1) 按as选择［菜单锁定］。

2) 按 qw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关］ 启用菜单操作。

［开］ 禁用菜单操作。

提示

 f 作为出厂默认设置或执行［投影机设置］菜单→［初始化］→［所有用户数据］后，此功能设为［关］。根据需要将其设为［开］。
 f 当［菜单锁定］设为［开］时，按〈菜单〉按钮将显示［菜单锁定密码］画面。通过输入设置的菜单锁定密码启用菜单操作。在这种情况下，
将保持启用菜单操作，直到投影机进入待机模式。

［菜单锁定密码］

更改菜单锁定密码。

1) 按as选择［菜单锁定密码］。

2) 按〈执行〉按钮。
 f显示［菜单锁定密码］画面。

3) 按asqw选择字符，按〈执行〉按钮输入字符。

 f最多可输入 16个字符。

4) 按asqw选择［OK］，然后按〈执行〉按钮。
 f要取消，请选择［CANCEL］。

注意

 f 作为出厂默认设置或执行［投影机设置］菜单→［初始化］→［所有用户数据］后，初始密码为 AAAA。
 f 定期更改密码，并避免使用简单易猜的密码。
 f 如需重置密码为出厂默认设置，请与经销商联系。

［控制设备安装］

启用 /禁用控制面板和遥控器上的按钮操作。

1) 按as选择［控制设备安装］。

2) 按〈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控制设备安装］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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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as选择［控制面板］或［遥控器］。

［控制面板］ 使用控制面板设置控制限制。

［遥控器］ 使用遥控器设置控制限制。

4) 按〈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控制面板］或［遥控器］画面。

5) 按as选择［控制面板］或［遥控器］。

6) 按 qw切换项目。

 f可以通过控制面板或遥控器设置操作限制。

［有效］ 启用所有按钮操作。

［无效］ 禁用所有按钮操作。

［用户］
可单独启用 /禁用所有按钮的操作。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启用 /禁用任何按钮”（x 第 121页）。

7) 按as选择［设定］，然后按〈执行〉按钮。

 f显示确认画面。

8) 按 qw选择［执行］，然后按〈执行〉按钮。

启用 /禁用任何按钮

1) 按as选择［控制设备安装］。

2) 按〈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控制设备安装］画面。

3) 按as选择［控制面板］或［遥控器］。

4) 按〈执行〉按钮。
 f显示［控制面板］画面或［遥控器］画面。

5) 按as选择［控制面板］或［遥控器］。

6) 按 qw切换［用户］。

7) 按as选择要设置的按钮项目。

 f在［遥控器］中选择［输入信号选择键］时，按〈执行〉按钮，然后按as选择要设置的按钮。

可以设置的按钮

［控制面板］ ［遥控器］

［电源键］ 电源〈v/b〉按钮

［输入信号选择键］ 〈输入信号选择〉按钮
〈电脑〉按钮、〈HDMI 1〉按钮、〈HDMI 2〉按钮、
〈HDMI 3〉按钮、〈DIGITAL LINK〉按钮

［菜单键］ 〈菜单〉按钮

［镜头键］ 〈镜头 /取消〉按钮 镜头按钮（〈聚焦〉、〈变焦〉、〈移位〉）

［自动设定键］ — 〈自动设置 /取消〉按钮

［快门键］ 〈快门〉按钮

［屏幕显示键］ — 〈屏幕显示〉按钮

［其他键］ asqw、〈执行〉按钮 以上未列出的按钮

8) 按 qw切换项目。

［有效］ 启用按钮操作。

［无效］ 禁用按钮操作。

 f在步骤 7)中选择［输入信号选择键］后，在项目切换之后按〈菜单〉按钮可立即返回到［控制面板］画面或［遥
控器］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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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按as选择［设定］，然后按〈执行〉按钮。

 f显示确认画面。

10) 按 qw选择［执行］，然后按〈执行〉按钮。

提示

 f 如果设为［无效］，在控制面板或遥控器上执行按钮操作时，将显示［操作设定密码］画面。
输入操作设定密码。

 f 约 10秒钟未执行任何操作后，［操作设定密码］画面将消失。
 f 设置完毕后，屏幕菜单将消失。若要继续进行操作，请按〈菜单〉按钮显示主菜单。
 f 即使您将遥控器上的按钮操作设置为禁用，也会启用遥控器上的〈ID 设定〉和〈ID 全部〉按钮操作。

［控制设备密码重设］

可以更改操作设定密码。

1) 按as选择［控制设备密码重设］。

2) 按〈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控制设备密码重设］画面。

3) 按asqw按钮选择文字，按〈执行〉按钮确定输入。

4) 按asqw选择［OK］，然后按〈执行〉按钮。
 f要取消，请选择［CANCEL］。

注意

 f 在出厂默认设置中或执行［投影机设置］菜单→［初始化］→［所有用户数据］后，初始密码为“AAAA”。
 f 定期更改密码，并避免使用简单易猜的密码。
 f 关于初始化的方法，请咨询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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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菜单
在菜单画面上，从主菜单选择［网络］，然后从子菜单选择项目。
关于菜单画面的操作方法，请参阅“浏览菜单”（x 第 62页）。

［以太网类型］

设置以太网信号的传输路径。

1) 按as选择［以太网类型］。

2) 按〈执行〉按钮。
 f显示［以太网类型］画面。

3) 按as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LAN］ 仅使用〈局域网〉端子传输以太网信号时选择此项。

［DIGITAL LINK］ 仅使用〈DIGITAL LINK/局域网〉端子传输以太网信号时选择此项。

［LAN & DIGITAL LINK］ 使用〈DIGITAL LINK/局域网〉端子和〈局域网〉端子传输以太网信号时选择此项。

4) 按〈执行〉按钮。

提示

 f 当 ［以太网类型］设为［LAN］时，以太网和串行控制信号不能通过连接到 〈DIGITAL LINK/局域网〉 端子的选购件 DIGITAL LINK 输出支持设
备（型号：ET-YFB100C）进行传输。

 f 当［以太网类型］设为［LAN & DIGITAL LINK］时，〈DIGITAL LINK/局域网〉端子和〈局域网〉端子在投影机内部连接。请勿使用 LAN 电
缆直接连接〈DIGITAL LINK/局域网〉端子和〈局域网〉端子。构建系统时，请勿通过集线器或双绞线发射器等外围设备连接到同一网络。

［DIGITAL LINK］
进行与 DIGITAL LINK相关的设置和操作。

［DIGITAL LINK模式］
切换投影机〈DIGITAL LINK/局域网〉端子的通信方式。

1) 按as选择［DIGITAL LINK］。

2) 按〈执行〉按钮。
 f显示［DIGITAL LINK］画面。

3) 按as选择［DIGITAL LINK模式］。

4) 按 qw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自动］ 将通信方式自动切换到 DIGITAL LINK、长距离或以太网。

［DIGITAL LINK］ 将通信方式固定为 DIGITAL LINK。

［长距离］ 将通信方式固定为长距离。

［以太网］ 将通信方式固定为以太网。

可用通信模式

l：可用通信
—：不可用通信

设置

可用通信

视频传输（100 m
（328'1"））

视频传输（150 m
（492'2"）） 以太网 RS-232C

［自动］

对于 DIGITAL LINK l — l l

对于长距离 — l l l

对于以太网 — — l*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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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可用通信

视频传输（100 m
（328'1"））

视频传输（150 m
（492'2"）） 以太网 RS-232C

［DIGITAL LINK］ l — l l

［长距离］ — l l l

［以太网］ — — l*1 —

*1 不能通过双绞线发射器进行通信。直接将投影机与网络连接。

提示

 f 对于分辨率为 1 920 x 1 200 点或更低分辨率的信号，双绞线发射器和投影机之间的最大传输距离为 100 m（328'1"）。对于分辨率超过 
1 920 x 1 200 点的信号，最大传输距离为 50 m（164'1"）。

 f 使用长距离通信方式连接时的最大传输距离为 150 m（492'2"）。在这种情况下，投影机可接收的信号仅可达 1080/60p（1 920 x 1 080点，点
时钟频率 148.5 MHz）。

 f 如果双绞线发射器的通信方式设为长距离，当［DIGITAL LINK模式］设为［自动］时，投影机将使用长距离通信方式进行连接。
 f 即使将［DIGITAL LINK模式］设为［长距离］，如果双绞线发射器不支持长距离通信方式，则无法正确进行连接。

［DIGITAL LINK状态］
显示 DIGITAL LINK连接环境。

1) 按as选择［DIGITAL LINK］。

2) 按〈执行〉按钮。
 f显示［DIGITAL LINK］画面。

3) 按as选择［DIGITAL LINK状态］。

4) 按〈执行〉按钮。
 f显示［DIGITAL LINK状态］画面。

［连接状态］ 显示［NO LINK］、［DIGITAL LINK］、［长距离］或［以太网］。

［HDCP状态］ 显示［无信号］、［关］或［开］。

［信号质量］

［信号质量］是错误量的数值，显示颜色随该值变为绿色、黄色或红色。
接收双绞线发射器的信号时，检查信号的质量等级。
 f［最大值］/［最小值］：错误量的最大 /最小值
 f 绿色（-12 dB或更低）→标准信号质量等级。
 f 黄色（-11至 -8 dB）→可能出现画面噪音的警告等级。
 f 红色（-7 dB或更高）→同步中断或无法接收的异常等级。

［DIGITAL LINK菜单］
将选购件 DIGITAL LINK输出支持设备（型号：ET-YFB100C）连接到〈DIGITAL LINK/局域网〉端子时，显示已连
接 DIGITAL LINK输出支持设备的主菜单。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DIGITAL LINK输出支持设备的使用说明书。

提示

 f 当［网络］菜单→［DIGITAL LINK］→［EXTRON XTP］设置为［开］时，无法选择［DIGITAL LINK菜单］。

［EXTRON XTP］
对 Extron Electronics的“XTP发射器”进行连接设置。

1) 按as选择［DIGITAL LINK］。

2) 按〈执行〉按钮。
 f显示［DIGITAL LINK］画面。

3) 按as选择［EXTRON XTP］。

4) 按 qw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关］
选购件 DIGITAL LINK 输出支持设备 （型号：ET-YFB100C）连接到〈DIGITAL LINK/局域网〉端子时，
选择此项。

［开］ Extron Electronics 的“XTP 发射器”连接到〈DIGITAL LINK/局域网〉端子时，选择此项。

提示

 f 有关“XTP 发射器”的详情，请访问 Extron Electronics 的网站。URL http://www.extr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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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线局域网］

进行使用有线局域网的连接设置。

1) 按as选择［有线局域网］。

2) 按〈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有线局域网］画面。

3) 按as选择项目，然后按照菜单的操作指示更改设定。

［DHCP］
［开］

如果在要连接的投影机的网络中存在 DHCP服务器，将会自动获取
IP地址。

［关］
如果在要连接的投影机的网络中不存在 DHCP服务器，请设置［IP
地址］、［子网掩码］和［默认网关］。

［IP地址］ 不使用 DHCP服务器时，输入 IP地址。

［子网掩码］ 不使用 DHCP服务器时，输入子网掩码。

［默认网关］ 不使用 DHCP服务器时，输入默认网关地址。

4) 按as选择［保存］，然后按〈执行〉按钮。

 f显示确认画面。

5) 按 qw 选择［执行］，然后按〈执行〉按钮。

提示

 f 使用 DHCP服务器时，请确认 DHCP服务器正在运行。
 f 关于 IP地址、子网掩码和默认网关等，请向网络管理员咨询。
 f〈局域网〉端子和〈DIGITAL LINK/局域网〉端子使用相同的网络设置。
 f 当［网络］菜单→［Art-Net］→［Art-Net设置］设为［开 (2.X.X.X)］或［开 (10.X.X.X)］时，无法选择［有线局域网］。

［投影机名称］

可更改投影机的名称。使用 DHCP服务器等设备时根据需要输入主机名称。

1) 按as选择［投影机名称］。

2) 按〈执行〉按钮。
 f显示［投影机名称变更］画面。

3) 按asqw选择字符，按〈执行〉按钮输入字符。

 f最多可输入 12个字符。

4) 完成输入投影机名称后，按asqw选择［OK］，然后按〈执行〉按钮。
 f要取消，请选择［CANCEL］。

提示

 f 投影机名称的出厂默认为“Namexxxx”。xxxx 为每个产品分配的四位数字。

［网络通信状态］

显示投影机网络的状态。

1) 按as选择［网络通信状态］。

2) 按〈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网络通信状态］画面。

［DHCP］ 显示 DHCP服务器的使用状态。

［IP地址］ 显示［IP地址］。

［子网掩码］ 显示［子网掩码］。

［默认网关］ 显示［默认网关］。

［DNS1］ 显示首选 DNS服务器的地址。

［DNS2］ 显示备用 DNS服务器的地址。

［MAC地址］ 显示［MAC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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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f〈局域网〉端子和〈DIGITAL LINK/局域网〉端子使用相同的网络设置。

［管理员帐户］

设置管理员帐户的用户名和密码。

［密码设定注意事项］

显示有关管理员帐户密码的注意事项。

1) 按as选择［管理员帐户］。

2) 按〈执行〉按钮。
 f显示［管理员帐户］画面。

3) 按as选择［密码设定注意事项］，然后按〈执行〉按钮。

 f显示［密码设定注意事项］画面。
密码设定注意事项

返回

密码不建议重复使用。

密码不能为空。

密码建议至少由八个半角字符组成

并且至少包含以下四种类型中的三种。

     大写字母

     小写字母

     数字

     符号(~!@#$%^&*()_+\|}{][<>.,/?`)

返回

首次设置管理员帐户

设置管理员帐户的用户名和密码。

1) 按as选择［管理员帐户］。

2) 按〈执行〉按钮。
 f显示［管理员帐户］画面。

3) 按as选择［用户名称］，然后按〈执行〉按钮。

 f显示［用户名称］画面。
 f出厂默认用户名为“dispadmin”。

4) 按asqw选择字符，然后按〈执行〉按钮。

 f最多可输入 16 个字符。

5) 输入用户名后，按asqw选择［OK］，然后按〈执行〉按钮。
 f显示［管理员帐户］画面。

6) 按as选择［密码］，然后按〈执行〉按钮。

 f显示［密码］画面。

7) 按asqw选择字符，然后按〈执行〉按钮。

 f最多可输入 16 个字符。
 f密码不能设置为空。

8) 输入密码后，按asqw选择［OK］，然后按〈执行〉按钮。
 f显示［管理员帐户］画面。

9) 按as选择［密码确认］，然后按〈执行〉按钮。

 f显示［密码确认］画面。

10) 输入步骤 7）设置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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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输入密码后，按asqw选择［OK］，然后按〈执行〉按钮。
 f显示［管理员帐户］画面。

12) 按as选择［保存］，然后按〈执行〉按钮。

 f显示确认画面。

13) 按 qw选择［执行］，然后按〈执行〉按钮。

提示

 f 有关设置密码的字符串的限制，请参阅［密码设定注意事项］(x 第 48页 )。
 f 管理员帐户密码不能设置为空，否则本投影机的网络功能将无法使用。在使用 web控制功能或通过 LAN 进行通信控制（包括使用应用软件进
行操作）前，请设置密码。

 f 非管理员权限的普通用户帐户用户名和密码可以在网络控制屏幕的［Set up password］页面 (x 第 148页 )上进行设置。

更改管理员帐户设置

更改管理员帐户的用户名和密码。

1) 按as选择［管理员帐户］。

2) 按〈执行〉按钮。
 f显示［管理员帐户］画面。

3) 按as选择［变更前］下的［用户名称］，然后按〈执行〉按钮。

 f显示［用户名称］画面。

4) 按asqw选择字符，然后按〈执行〉按钮。

 f输入当前用户名。

5) 输入用户名后，按asqw选择［OK］，然后按〈执行〉按钮。
 f显示［管理员帐户］画面。

6) 按as选择［变更前］下的［密码］，然后按〈执行〉按钮。

 f显示［密码］画面。

7) 按asqw选择字符，然后按〈执行〉按钮。

 f输入当前密码。

8) 输入密码后，按asqw选择［OK］，然后按〈执行〉按钮。
 f显示［管理员帐户］画面。

9) 按as选择［变更后］下的［用户名称］，然后按〈执行〉按钮。

 f显示［用户名称］画面。

10) 按asqw选择字符，然后按〈执行〉按钮。

 f输入新用户名。
 f如无需修改用户名，请输入当前用户名。
 f最多可输入 16 个字符。

11) 输入用户名后，按asqw选择［OK］，然后按〈执行〉按钮。
 f显示［管理员帐户］画面。

12) 按as选择［变更后］下的［密码］，然后按〈执行〉按钮。

 f显示［密码］画面。

13) 按asqw选择字符，然后按〈执行〉按钮。

 f输入新密码。
 f最多可输入 16 个字符。
 f如果不修改密码，则输入当前密码。

14) 输入密码后，按asqw选择［OK］，然后按〈执行〉按钮。
 f显示［管理员帐户］画面。

15) 按as选择［变更后］下的［密码确认］，然后按〈执行〉按钮。

 f显示［密码确认］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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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输入在步骤 13）中设置的密码。

17) 输入密码后，按asqw选择［OK］，然后按〈执行〉按钮。
 f显示［管理员帐户］画面。

18) 按as选择［保存］，然后按〈执行〉按钮。

 f显示确认画面。

19) 按 qw选择［执行］，然后按〈执行〉按钮。

提示

 f 有关设置密码的字符串的限制，请参阅［密码设定注意事项］(x 第 48页 )。
 f 管理员帐户的用户名和密码也可以通过Web控制画面的［Set up password］页面 (x 第 148页 )进行修改。
 f 非管理员权限的普通用户帐户的用户名和密码可以通过Web控制画面的［Set up password］页面 (x 第 148页 )进行设置。

［网络安全］

对投影机进行设置以保护投影机免受通过 LAN的外部攻击和未经授权的使用。
设置 [网络安全 ]菜单须设置管理员帐户密码（x 第 126页）。

［命令保护］

对使用命令控制功能时的连接认证进行设置。

1) 按as选择［网络安全］。

2) 按〈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网络安全］画面。

3) 按 qw切换［命令保护］设置。

［有效］
在保护模式下连接投影机。
须输入管理员帐户的用户名和密码用于连接验证。

［无效］
在非保护模式下连接投影机。
不执行连接验证。

 f切换设置后，将显示确认画面。

4) 按 qw 选择［执行］，然后按〈执行〉按钮。
 f显示［命令保护］画面。

5) 按as选择［密码］，然后按〈执行〉按钮。

 f显示［密码］画面。

6) 按asqw选择字符，然后按〈执行〉按钮。

 f输入管理员帐户密码。

7) 输入密码后，按asqw选择［OK］，然后按〈执行〉按钮。
 f显示［命令保护］画面。

8) 按asqw选择［执行］，然后按〈执行〉按钮。

提示

 f [命令保护 ]设为 [无效 ]时，不执行连接验证容易受到网络威胁。设置前请知悉风险。
 f 有关如何使用命令控制功能，请参阅“通过局域网执行的控制命令”。（x 第 175页）

［网络控制］

设置本投影机的网络控制。
使用本投影机的网络功能须设置管理员帐户密码（x 第 126页）。

1) 按as选择［网络控制］。

2) 按〈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网络控制］画面。

3) 按as选择项目，然后按 qw更改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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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控制］ 使用Web浏览器控制时设为［开］。

［命令控制］
使用〈串口 / 多台同步输入〉端子控制命令格式（x 第 180页）进行控制时，请设为［开］。详情请参阅“通
过局域网执行的控制命令”（x 第 175页）。

［命令端口］ 设定命令控制中使用的端口号。

［Crestron Connected（TM)］ 设为［开］，以使用 Crestron Electronics, Inc.的 Crestron Connected进行控制。

［AMX D.D.］
设为［开］可使用 AMX Corporation的控制器进行控制。
将此功能设为［开］，可通过“AMX Device Discovery”进行检测。详情请访问 AMX Corporation的网站。
URL http://www.amx.com/

4) 按as选择［保存］，然后按〈执行〉按钮。

 f显示确认画面。

5) 按 qw 选择［执行］，然后按〈执行〉按钮。

提示

 f 管理员帐户密码不能设置为空，否则本投影机的网络功能将无法使用。在使用 web控制功能或通过 LAN 进行通信控制（包括使用应用软件进
行操作）前，请设置密码。

［PJLink］
使用 PJLink 协议设置 PJLink功能以控制和监控投影机。
使用本投影机的 PJLink功能，须设置管理员帐户密码（x 第 126页）。

提示

 f 管理员帐户密码不能设置为空，否则本投影机的网络功能将无法使用。在使用 web控制功能或通过 LAN 进行通信控制（包括使用应用软件进
行操作）前，请设置密码。

［PJLink密码］
设置设备连接到投影机时所需的安全验证密码。

1) 按as选择［PJLink］。

2) 按〈执行〉按钮。
 f显示［PJLink］画面。

3) 按as选择［PJLink密码］，然后按〈执行〉按钮。
 f显示［PJLink密码］画面。

4) 按as选择［变更前］下的［密码］，然后按〈执行〉按钮。

 f显示［密码］画面。

5) 按asqw选择字符，然后按〈执行〉按钮。

 f输入当前密码。
 f出厂默认密码为空。

6) 输入密码后，按asqw选择［OK］，然后按〈执行〉按钮。
 f显示［PJLink密码］画面。

7) 按as选择［变更后］下的［密码］，然后按〈执行〉按钮。

 f显示［密码］画面。

8) 按asqw选择字符，然后按〈执行〉按钮。

 f输入新密码。
 f最多可输入 32 个字母数字字符。

9) 输入密码后，按asqw选择［OK］，然后按〈执行〉按钮。
 f显示［PJLink密码］画面。

10) 按as选择［密码确认］，然后按〈执行〉按钮。

 f显示［密码确认］画面。

11) 输入在步骤 8）中设置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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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输入密码后，按asqw选择［OK］，然后按〈执行〉按钮。
 f显示［PJLink密码］画面。

13) 按as选择［保存］，然后按〈执行〉按钮。

 f显示确认画面。

14) 按 qw选择［执行］，然后按〈执行〉按钮。

提示

 f PJLink密码也可以在Web控制画面的［Set up password］页面（x第 148页）上进行修改。

［PJLink控制］

设置开启或禁用 PJLink协议控制功能。

1) 按as选择［PJLink］。

2) 按〈执行〉按钮。
 f显示［PJLink］画面。

3) 按as选择［PJLink控制］。

4) 按 qw 可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开］ 开启 PJLink协议控制功能。

［关］ 禁用 PJLink 协议控制功能。

［PJLink通知］

设置开启或禁用 PJLink通知功能。

1) 按as选择［PJLink］。

2) 按〈执行〉按钮。
 f显示［PJLink］画面。

3) 按as选择［PJLink通知］。

4) 按 qw 可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关］ 禁用 PJLink 通知功能。

［开］ 开启 PJLink 通知功能。

 f如果选择［开］，继续进行步骤 5)。

5) 按as选择［通知目标 IP 地址 1］或［通知目标 IP 地址 2］。
 f输入计算机 IP 地址以通知投影机状态。

［Art-Net］
设置 Art-Net功能。
使用本投影机的 Art-Net功能，须设置管理员帐户密码（x 第 126页）。

提示

 f 管理员帐户密码不能设置为空，否则本投影机的网络功能将无法使用。在使用 web控制功能或通过 LAN 进行通信控制（包括使用应用软件进
行操作）前，请设置密码。

［Art-Net设置］

进行 Art-Net功能使用设置。

1) 按as选择［Ar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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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执行〉按钮。
 f显示［Art-Net］画面。

3) 按as选择［Art-Net设置］。

4) 按 qw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关］ 禁用 Art-Net功能。

［开 (2.X.X.X)］ 启用 Art-Net功能，并将 IP地址设为 2.X.X.X。

［开 (10.X.X.X)］ 启用 Art-Net功能，并将 IP地址设为 10.X.X.X。

［开 (手动 )］ 启用 Art-Net功能，并使用在［有线局域网］中设置的 IP地址。

 f选择除［关］之外的任何设置时，继续进行步骤 5)。

5) 按〈执行〉按钮。
 f随即显示［Art-Net设置］画面。

6) 按as选择项目，然后按 qw切换设置。

［NET］ 输入投影机处理 Art-Net时所要使用的［NET］。

［SUB NET］ 输入投影机处理 Art-Net时所要使用的［SUB NET］。

［UNIVERSE］ 输入投影机处理 Art-Net时所要使用的［UNIVERSE］。

［起始地址］ 输入投影机处理 Art-Net时所要使用的［起始地址］。

7) 按as选择［保存］，然后按〈执行〉按钮。

 f显示确认画面。

8) 按 qw选择［执行］，然后按〈执行〉按钮。

提示

 f 选择［开 (2.X.X.X)］或［开 (10.X.X.X)］时，将自动计算和设置 IP地址。
 f〈局域网〉端子和〈DIGITAL LINK/局域网〉端子使用相同的网络设置。

［Art-Net CH设置］
设置信道的分配。
有关使用 Art-Net功能用于控制投影机的信道定义，请参阅“使用 Art-Net功能”（x 第 171页）。

1) 按as选择［Art-Net］。

2) 按〈执行〉按钮。
 f显示［Art-Net］画面。

3) 按as选择［Art-Net CH设置］。

4) 按 qw切换项目。

［2］ 使用标准设置中的信道分配。

［用户］ 更改信道分配。

［1］ 使用与 DZ21K系列兼容的信道分配。
DZ21K系列：DZ21K系列、DS20K系列、DW17K系列、DZ16K系列

 f选［2］或［1］时，按〈执行〉按钮显示分配到信道的功能。
 f选择［用户］时，进至步骤 5)。

5) 按〈执行〉按钮。
 f显示［通道设置］画面。

6) 按as选择要设置的信道，然后按 qw切换项目。

［光源输出］ 调节光量。

［输入选择］ 切换输入。

［镜头位置］ 移动镜头位置。

［镜头水平移位］ 调整水平方向的镜头移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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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垂直移位］ 调整垂直方向的镜头移位。

［镜头聚焦］ 调整聚焦。

［镜头变焦］ 调整变焦。

［电源］ 控制电源状态。

［快门］ 控制快门。

［渐现］ 设置淡入时间。

［渐隐］ 设置淡出时间。

［显示屏调整］ 进行屏幕校正。

［画面冻结］ 冻结投影画面，关闭音频。

［彩色］ 调整色彩饱和度。

［色度］ 调整色调。

［光栅模式］ 显示光栅图案。

［音频音量］ 调整音量。

［有效／无效］ 使用 Art-Net 功能启用 / 禁用投影机控制。

［无］ 无定义

 f还可以按as选择信道、按〈执行〉按钮显示项目列表、按asqw选择项目、再按〈执行〉按钮进行设置。
 f除［无］外，不能为多信道设置相同的项目。

［Art-Net状态］
显示分配到各信道的控制内容及该信道的接收数据。

1) 按as选择［Art-Net］。

2) 按〈执行〉按钮。
 f显示［Art-Net］画面。

3) 按as选择［Art-Net状态］。

4) 按〈执行〉按钮。
 f显示［Art-Net状态］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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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章 操作

本章说明如何使用各项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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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连接
投影机具备网络功能，通过连接到计算机可进行以下操作。
 f网络控制
通过计算机访问投影机可进行投影机的设置、调整和状态显示。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网络控制功能”（x 第 137页）。

 f Smart Projector Control
此应用软件通过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来设置和调整通过局域网连接的投影机。
有关详情或若要下载应用软件，请访问松下网站（https://panasonic.net/cns/projector/）。

 f视频显示设备监控软件
“视频显示设备监控软件”软件应用程序用于监视和控制通过内部网连接的多个显示设备（投影机或平板显示器）。
也可使用插件软件“预警监控软件”监视内网内显示设备和外围设备的状态，报告此类设备的异常情况，检测可
能存在的异常迹象。
若要下载应用软件，请访问松下网站（http://prosystem.panasonic.cn/projector/download.html）。

 f PJLink
使用 PJLink通过计算机进行投影机的操作或状态查询。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 PJLink功能”（x 第 170页）。

 f Art-Net
通过使用 Art-Net 协议的 DMX 控制器或应用软件可操作投影机的设置。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 Art-Net 功能”（x 第 171页）。

 f命令控制
使用控制命令通过计算机进行投影机的操作或状态查询。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通过局域网执行的控制命令”（x 第 175页）。

提示

 f 管理员帐户密码不能设置为空，否则本投影机的网络功能将无法使用。在使用网络控制功能或通过 LAN 进行通信控制（包括使用应用软件进
行操作）前，请设置密码。

通过有线局域网连接

投影机可通过局域网电缆接收来自于双绞线发射器的以太网信号。

通用网络连接示例

计算机

投影机

局域网电缆（直通） 局域网电缆（直通）

集线器

注意

 f 将局域网电缆直接连接到投影机时，网络连接必须是室内的。

提示

 f 通过有线局域网使用网络功能需要使用局域网电缆。
 f 连接局域网电缆发送和接收投影机〈局域网〉端子或〈DIGITAL LINK/局域网〉端子的以太网信号。
 f 使用与 CAT5或更高版本兼容的直通或交叉局域网电缆。直通和交叉电缆仅可使用其中一种或两种均可使用，因系统配置而异。请咨询网络管
理员。投影机将自动确定电缆类型（直通或交叉）。

 f 请使用长度不超过 100 m（328'1"）的局域网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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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绞线发射器网络连接示例

计算机

投影机

局域网电缆（直通） 局域网电缆（直通） 局域网电缆（直通）

集线器
双绞线发射器

注意

 f 将局域网电缆直接连接到投影机时，网络连接必须是室内的。

提示

 f 对于双绞线发射器和投影机之间的局域网电缆，请使用符合以下标准的电缆：
 g 符合 CAT5e或更高标准
 g 屏蔽型（包括连接器）
 g 直通型
 g 单线型
 g 电缆芯线直径等于或大于 AWG24（AWG24、AWG23 等）

 f 对于分辨率为 1 920 x 1 200 点或更低分辨率的信号，双绞线发射器和投影机之间的最大传输距离为 100 m（328'1"）。对于分辨率超过 
1 920 x 1 200 点的信号，最大传输距离为 50 m（164'1"）。如果双绞线发射器支持长距离通信方式，则最大传输距离可达 150 m（492'2"）。
但对于长距离通信方式，投影机可以接收的信号仅可达 1080/60p（1 920 x 1 080 点，点时钟频率 148.5 MHz）。如果超过此距离，图像可能
会中断，或可能发生局域网通信故障。

 f 在双绞线发射器和投影机之间敷设电缆时，应使用电缆测试器或电缆分析器之类工具，确认是否兼容 CAT5e或更高的电缆。
使用中继连接器时，也应对其进行测量。

 f 请勿在双绞线发射器和投影机之间使用集线器。
 f 要使用〈DIGITAL LINK/局域网〉端子传输以太网和串行控制信号，将［网络］菜单→［以太网类型］设为［DIGITAL LINK］或［LAN & 
DIGITAL LINK］。

 f 要使用〈局域网〉端子传输以太网信号，将［网络］菜单→［以太网类型］设为［LAN］或［LAN & DIGITAL LINK］。
 f 当［网络］菜单→［以太网类型］设为［LAN & DIGITAL LINK］时，〈DIGITAL LINK/局域网〉端子和〈局域网〉端子在投影机内部连接。请
勿使用 LAN 电缆直接连接〈DIGITAL LINK/局域网〉端子和〈局域网〉端子。构建系统时，请勿通过集线器或双绞线发射器等外围设备连接
到同一网络。

 f 请勿用力拉扯电缆。此外，不要无故弯曲或折叠电缆。
 f 为尽可能降低噪音的影响，可拉伸双绞线发射器和投影机之间的电缆，不要将其卷绕成环状。
 f 在双绞线发射器和投影机之间敷设电缆时应远离其他电缆，尤其是电力电缆。
 f 敷设多条电缆时，应尽可能沿最短的距离并排敷设，而不要将其捆扎在一起。
 f 敷设电缆后，确认［网络］菜单→［DIGITAL LINK］→［DIGITAL LINK状态］中的［信号质量］值以绿色显示，表示质量正常。
 f 有关已通过投影机使用验证的其他厂商的双绞线发射器，请访问松下网站（https://panasonic.net/cns/projector/）。注意，其他厂商的设备仅针
对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设定的项目进行了验证，并未针对所有操作进行验证。因其他厂商设备而引起的操作或性能问题，请联系相应的厂商。

设置投影机

1) 使用局域网电缆将投影机连接到计算机。

2) 打开投影机电源

3) 在主菜单中，选择［网络］菜单→［有线局域网］，然后按〈执行〉按钮。

4) 执行［有线局域网］设置。
 f关于详细信息，请参阅［有线局域网］（x 第 125页）。

提示

 f 若需连接到现有网络，请咨询网络管理员之后再执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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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出厂默认设置

 f作为出厂默认设置预设如下。

［DHCP］ 关

［IP地址］ 192.168.0.8

［子网掩码］ 255.255.255.0

［默认网关］ 192.168.0.1

［DNS1］/［DNS2］ 无

操作计算机

1) 打开计算机电源

2) 按照网络管理员的指示进行网络设置。
 f如果投影机使用出厂默认设置，按以下说明配置计算机的网络设置后即可使用计算机进行操作。

［IP地址］ 192.168.0.10

［子网掩码］ 255.255.255.0

［默认网关］ 192.16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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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控制功能
使用网络控制功能可在计算机上进行以下操作。
 f投影机的设定和调整
 f投影机的状态显示
 f投影机出现问题时，发送电子邮件信息。
投影机支持“Crestron Connected”，可以使用 Crestron Electronics, Inc.的以下应用软件。

 f RoomView Express
 f Crestron Fusion

提示

 f 使用电子邮件功能时必须具备与电子邮件服务器的通信功能。事先确认电子邮件可以使用。
 f“Crestron Connected”是 Crestron Electronics, Inc.的系统，可以使用计算机集中管理和控制连接到网络的多系统上的设备。
 f 有关“Crestron Connected”的详情，请访问 Crestron Electronics, Inc.的网站（仅英文版）。 
URL https://www.crestron.com/ 
从 Crestron Electronics, Inc.网站下载“RoomView Express”。（仅英文版） 
URL https://www.crestron.com/resources/get-roomview

可用于设置的计算机

必须有Web浏览器才能使用网络控制功能。事先确认Web浏览器可以使用。

操作系统 兼容的浏览器

Windows Internet Explorer 11.0, Microsoft Edge

Mac OS Safari 10.0/11.0/12.0/13.0/14.0

iOS Safari（配备 iOS 10、iOS 11、iOS 12、iOS 13、iOS 14的版本）

Android Google Chrome（配备 Android 6.0/7.0/8.0/9.0/10.0/11.0 版本）

从Web浏览器访问

1) 启动计算机上的Web浏览器。

2) 在Web浏览器的 URL输入字段中输入在投影机上设置的 IP地址。
 f如果在初始设置画面（x 第 44页）或 [网络 ]菜单→ [管理员帐户 ] （x 第 126页）中已设置管理员帐户的
用户名和密码，继续执行步骤 7）。

 f如果尚未设置管理员帐户，则显示 [Set up password]页面。

3) 在 [User name]中输入管理员帐户用户名。
 f用户名的出厂默认设置为“dispadmin”。

4) 在 [Password]中输入管理员帐户密码。
 f密码不能设置为空。
 f  建议密码至少使用八个单字节字符组成。
 f  建议密码至少包含以下四种字符类型中的三种。

 g大写字母
 g小写字母
 g数字
 g符号 (~!@#$%^&*()_+\|}{][<>.,/?`)

5) 在 [Password(Retype)]中再次输入在步骤 4）中输入的密码。



5章　操作 — 网络控制功能

138 - 中文

6) 点击 [Change]。
 f管理员帐户设置完成。

7) 在登录画面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f输入管理员帐户的用户名和密码或非管理员权限的普通用户帐户的用户名和密码。

8) 点击 [确定 ]。

注意

 f 其它已打开的窗口可能遮挡用户名和密码的输入画面。在这种情况下，将前方的窗口最小化以显示输入画面。

提示

 f 普通用户帐户的用户名和密码可以在管理员帐户的 [Set up password]中进行设置。
 f 如果使用Web浏览器控制投影机，将［网络］菜单→［网络控制］→［WEB控制］设为［开］。
 f 请勿同时启动多个Web浏览器进行设置或控制。请勿使用多台计算机设置或控制投影机。
 f 如果连续 3次输入密码错误，系统将自动锁定数分钟。
 f 投影机设置页面上的某些项目会使用Web浏览器的 JavaScript功能。如未设置Web浏览器以使用此功能，则不能进行正确的控制。
 f 如果未显示关于网络控制的屏幕，请咨询网络管理员。
 f 更新用于网络控制的画面时，屏幕可能会白屏一段时间，但这不是故障。
 f 计算机屏幕截图 
取决于使用的操作系统、Web浏览器或计算机类型，画面的大小和显示可能与本手册中的有所不同。

各帐户的权限

管理员帐户可使用所有功能。普通用户帐户可使用的功能存在限制。根据用途选择帐户。
管理员 /普通用户列中带l的功能表示此帐户可操作此功能。

项目 功能 管理员 普通用户 页码

［Status］

［Projector status］ l l 139

错误信息页面 l l 140

［Network status］ l l 140

［Access error log］ l — 140

［Mail error log］ l — 140

［Projector control］
［Basic control］ l l 141

［Detail control］ l — 141

［Detailed set up］

［Network config］ l — 142

［Adjust clock］ l — 143

［Ping test］ l — 143

［Network security］ l — 144

［E-mail set up］ l — 144

［Authentication set up］ l — 145

［ECO management set up］ l — 145

［Crestron tools］ l — 147



5章　操作 — 网络控制功能

中文 - 139

项目 功能 管理员 普通用户 页码

［Set up password］

［Administrator］的用户名 l — 148

［User］的用户名 l — 148

［Administrator］的密码 l — 148

［User］的密码 l l
148、
149

［PJLink］的密码 l — 149

项目描述

1

2
3
4
5

PT-SMZ88C

1 页面选项卡
单击此项目可切换页面。

2 ［Status］
单击此项目可显示投影机的状态。

3 ［Projector control］
如果点击此项目，则显示［Projector control］页面。

4 ［Detailed set up］
如果点击此项目，则显示［Detailed set up］页面。

5 ［Set up password］
如果点击此项目，则显示［Set up password］页面。

［Projector status］页面
点击［Status］→［Projector status］。
针对以下项目显示投影机的状态。

14

17
18

10

8
9

1
2
3
4

19 

5
6

11
12
13

16
15

7

20

PT-SMZ88C

1 ［PROJECTOR TYPE］
显示投影机的类型。

2 ［PROJECTOR NAME］
显示为投影机设置的投影机名称。

3 ［MAIN VERSION］
显示投影机固件的主版本。

4 ［POWER］
显示电源状态。

5 ［SHUTTER］
显示快门功能的状态（［CLOSE］：快门功能启用，［OPEN］：快
门功能禁用）。

6 ［LIGHT POWER］
显示［光功率］的设置状态。

7 ［PICTURE MODE］
显示［图像模式］的设置状态。

8 ［SERIAL NUMBER］
显示投影机的序列号。

9 ［OSD］
显示屏幕显示的状态。

10 ［VOLUME］
显示音量状态。

11 ［LIGHT OUTPUT］
显示［光源输出］的设置状态。

12 ［REMOTE2 STATUS］
显示〈REMOTE 2 输入〉端子的控制状态。

13 ［INPUT］
显示所选输入的状态。

14 ［INTAKE AIR TEMPERATURE］
显示投影机的进气温度状态。

15 ［EXHAUST AIR TEMPERATURE］
显示投影机的排气温度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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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LIGHT TEMPERATURE1］
显示光源 1的温度状态。

17 ［LIGHT TEMPERATURE2］（仅适用于 PT-SMZ88CL、 
PT-SMZ78CL）
显示光源 2的温度状态。

18 ［LIGHT］
显示光源的点亮状态和运行时间。

19 ［SELF TEST］
显示自我诊断信息。

20 ［PROJECTOR RUNTIME］
显示投影机的运行时间。

错误信息页面

当［Projector status］画面的［SELF TEST］显示栏中显示［Error（Detail）］或［Warning（Detail）］时，点击此
项可显示错误 /警告的内容。
 f根据错误内容，系统会进入待机状态以保护投影机。

1

2

PT-SMZ88C

1 显示错误消息
显示发生的错误 /警告的字母数字符号和内容。
有关显示的详细信息，请参阅“［自我诊断］显示”（x 第 167页）。

2 错误代码

［Network status］页面
点击［Status］→［Network status］。
显示当前的网络设定状态。

［Access error log］页面
点击［Status］→［Access error log］。
显示Web服务器的错误日志，如访问不存在的页面或通过未经授权的用户名或密码访问。

［Mail error log］页面
点击［Status］→［Mail error 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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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电子邮件发送失败时，显示电子邮件错误日志。

提示

 f［Access error log］和［Mail error log］显示最近数千次的访问 /请求。同时进行多次访问 /请求时，可能无法显示所有信息。
 f 超过一定量时，将删除［Access error log］和［Mail error log］中最早的日志。
 f 定期检查［Access error log］和［Mail error log］。

［Basic control］页面
点击［Projector control］→［Basic control］。

1
2
3
4

6

5

1 ［POWER］
关闭 /打开电源。

2 ［SHUTTER］
切换是否使用快门功能（［CLOSE］：快门功能启用，［OPEN］：
快门功能禁用）。

3 ［OSD］
关闭（隐藏）/打开（显示）屏幕显示功能。

4 ［SYSTEM］
切换系统方式。

5 投影机的屏幕显示
显示与投影机屏幕显示上出现的项目相同的项目。可以检查或更
改菜单的设置。即使屏幕显示功能设为关（隐藏）时，也会显示
此内容。

6 ［INPUT SELECT］
切换输入信号。

［Detail control］页面
点击［Projector control］→［Detail control］。

5
4
3

2

1

9

7
6

8

1 控制投影机
与使用遥控器各按钮的方式一样，单击各按钮可以控制投影机。
控制后，会更新控制页面右侧的投影机屏幕显示。

2 ［SUB MEMORY］
切换副记忆。

3 ［DAYLIGHT VIEW］
切换日光观看设置。

4 ［FREEZE］
临时暂停图像

5 ［MUTE］
切换是否使用静音功能。

6 ［STATUS］
在投影画面上显示［状态］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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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LENS］
显示［LENS］页面。

8 ［TEST PATTERN］
显示测试模式。

9 ［GET OSD］
更新控制页面右侧的投影机屏幕显示。

［LENS］页面
点击［Projector control］→［Detail control］→［LENS］。

4
5

3

2

1

1 ［HOME POSITION］
将投影镜头移至原始设置位置。

2 ［SHIFT］
单击asqw可调整镜头位移（垂直位置和水平位置）。
按住按钮约三秒钟或更长时间可以更快地进行调整。

3 ［FOCUS］
点击 qw调整聚焦。
按住按钮约三秒钟或更长时间可以更快地进行调整。

4 ［ZOOM］
点击 qw调整变焦。
点击并按住按钮约三秒钟或更长时间可以更快地进行调整。

5 ［Back］
返回到［Detail control］页面。

［Network config］页面
点击［Detailed set up］→［Network config］。
 f点击［Network config］显示［CAUTION!］屏幕。
 f单击［Next］按钮显示当前设置。
 f单击［Change］按钮显示设置更改屏幕。

1
2
3
4
5
6
7

8

1 ［PROJECTOR NAME］
输入投影机的名称。使用 DHCP服务器等设备时根据需要输入主
机名称。

2 ［DHCP ON］、［DHCP OFF］
若要使 DHCP客户端功能有效，请设为［DHCP ON］。

3 ［IP ADDRESS］
未使用 DHCP服务器时，请输入 IP地址。

4 ［SUBNET MASK］
未使用 DHCP服务器时，请输入子网掩码。

5 ［DEFAULT GATEWAY］
未使用 DHCP服务器时，请输入默认网关。

6 ［DNS1］
输入 DNS1服务器地址。
输入 DNS1服务器地址（主要）时允许的字符：
数字（0-9），句点（.）
（例如：192.168.0.253）

7 ［DNS2］
输入 DNS2服务器地址。
输入 DNS2服务器地址（次要）时可用的字符：
数字（0-9），句点（.）
（例如：192.168.0.254）

8 ［Back］、［Next］
点击［Back］按钮可返回到原始画面。单击［Next］按钮显示设
置确认画面。点击［Submit］按钮可更新设置。

提示

 f 使用浏览器的“前进”和“后退”功能时，可能会出现“网页已过期”警告消息。在这种情况下，请再次点击［Network config］，因为不保
证可以继续执行操作。

 f 如果在与局域网连接期间修改局域网设置，连接可能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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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just clock］页面
点击［Detailed set up］→［Adjust clock］。

1
2

3
4
5
6
7

Crestron tools

Network security

1 ［Time Zone］
选择时区。

2 ［Set time zone］
更新时区设置。

3 ［NTP SYNCHRONIZATION］
自动设置日期和时间时设为［ON］。

4 ［NTP SERVER NAME］
设为手动调整日期和时间时，请输入 NTP服务器的 IP地址或服
务器名称。
（若要输入服务器名称，需要设置 DNS服务器。）

5 ［Date］
输入要更改的日期。

6 ［Time］
输入要更改的时间。

7 ［Submit］
更新日期和时间设置。

提示

 f 如果设置时间后，很快出现时间不准的情况，请更换投影机内的电池。请咨询经销商。

［Ping test］页面
检查网络是否已连接到邮件服务器、POP服务器、DNS服务器等。
点击［Detailed set up］→［Ping test］。

1
2

3

4

Crestron tools

Network security

1 ［Input IP address］
输入要测试的服务器的 IP地址。

2 ［Submit］
执行连接测试。

3 已连接时的显示示例
4 未连接时的显示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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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security］页面
对投影机进行设置以保护投影机免受通过 LAN的外部攻击和未经授权的使用。
点击［Detailed set up］→［Network security］。

1
2

1 ［COMMAND PROTECT］
对使用命令控制功能时的连接认证进行设置。
［DISABLE］:在非保护状态下连接投影机。不执行连接验证。
［ENABLE］:在保护状态下连接投影机。须输入管理员帐户的用
户名和密码用于连接验证。

2 ［Submit］
更新设置。
如果在［COMMAND PROTECT］中选择［DISABLE］，点击
［Submit］，将显示确认画面。在确认画面上点击 ［OK］ 以更新设
置。

提示

 f［COMMAND PROTECT］设为［DISABLE］时，不执行连接验证容易受到网络威胁。设置前请知悉风险。
 f 有关如何使用命令控制功能，请参阅“通过局域网执行的控制命令”。（x 第 175页）

［E-mail set up］页面
发生问题或光源运行时间达到预设值时，可向之前设置的电子邮件地址（最多两个地址）发送电子邮件。
点击［Detailed set up］→［E-mail set up］。

1
2

3
4

5
6

Network security

Crestron tools

1 ［ENABLE］
选择［ENABLE］使用电子邮件功能。

2 ［SMTP SERVER NAME］
请输入电子邮件服务器（SMTP）的 IP地址或服务器名称。若要
输入服务器名称，需要设置 DNS服务器。

3 ［MAIL FROM］
请输入投影机的电子邮件地址。（最多 63个单字节字符）

4 ［MEMO］
输入投影机位置等信息以通知电子邮件发送者。（最多 63个单字
节字符）

5 ［MINIMUM TIME］
更改温度警告电子邮件的最小时间间隔。默认值为 60分钟。这
便意味着，在发送温度警告电子邮件后的 60分钟内，即使再次
出现温度警告，也不会发送电子邮件。

6 ［INTAKE AIR TEMPERATURE］
更改温度警告邮件的温度设置。在温度超过该值时发送温度警告
电子邮件。

8

7

9

8

7

Network security

Crestron tools

Network security

Crestron tools

7 ［E-MAIL ADDRESS 1］、［E-MAIL ADDRESS 2］
在发送地址栏里输入电子邮件地址。不使用两个电子邮件地址时，
请将［E-MAIL ADDRESS 2］留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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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设置发送电子邮件的条件
选择发送电子邮件的条件。
［MAIL CONTENTS］：
选择［NORMAL］或［SIMPLE］。
［ERROR］：
自我诊断中发生错误时发送电子邮件。
［INTAKE AIR TEMPERATURE］：
当进气温度达到以上栏目设定温度时，发送电子邮件。
［PERIODIC REPORT］：
对此选中复选框来定期发送电子邮件。
将按选择的日期和时间发送电子邮件。

9 ［Submit］
更新设置。

［Authentication set up］页面
发送电子邮件时，如需进行 POP认证或 SMTP认证，请设置认证项目。
点击［Detailed set up］→［Authentication set up］。

1

2

3

4

5
6

7
8

Network security

Crestron tools

1 ［Auth］
选择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指定的认证方法。

2 ［SMTP Auth］
选择 SMTP认证时，设置该项。

3 ［POP server name］
输入 POP服务器名称。
允许的字符：
英文字母和数字（A - Z, a - z, 0 - 9）
减号（-）和句点（.）

4 ［User name］
输入 POP服务器或 SMTP服务器的用户名。

5 ［Password］
输入 POP服务器或 SMTP服务器的密码。

6 ［SMTP server port］
输入 SMTP服务器的端口号。
（通常为 25）

7 ［POP server port］
输入 POP服务器的端口号。
（通常为 110）

8 ［Submit］
更新设置。

［ECO management set up］页面
可进行与投影机 ECO管理功能相关的设置。
点击［Detailed set up］→［ECO management set up］。

1
2
3
4

6

8

7

5

1 ［LIGHT POWER］
显示［光功率］设置。

2 ［AMBIENT LIGHT DETECTION］
启用（［ON］）/禁用（［OFF］）环境亮度感应设定功能。

3 ［NO SIGNAL LIGHTS-OUT］
启用（［ON］）/禁用（［OFF］）信号检测功能。

4 ［POWER MANAGEMENT］
显示［电源控制］设置。

5 ［NO SIGNAL SHUT-OFF］
选择电源管理功能工作后光源关闭前的时间。

6 ［QUIK STARTUP］
显示［快速开机］设置。

7 ［VALID PERIOD］
选择进入待机模式后关闭［快速开机］功能前的有效时间。

8 ［Submit］
更新设置。

提示

 f 有关各个设置项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投影机→［节能模式管理］的［投影机设置］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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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的电子邮件内容

设置了电子邮件时发送的电子邮件示例

确定电子邮件设置时会发送以下电子邮件。

=== Panasonic projector report(CONFIGURE) ===
Projector Type          : PT-SMZ88C
Serial No               : 123456789012

-----  E-mail setup data -----
TEMPERATURE WARNING SETUP 
MINIMUM TIME            at [ 60] minutes interval 
INTAKE AIR TEMPERATURE  Over [ 46 degC / 114 degF ] 

ERROR                   [ ON  ] 
INTAKE AIR TEMPERATURE  [ OFF ] 
PERIODIC REPORT 
Sunday    [ OFF ]  Monday    [ OFF ]  Tuesday   [ OFF ]  Wednesday [ OFF ] 
Thursday  [ OFF ]  Friday    [ ON  ]  Saturday  [ OFF ] 

00:00  [ OFF ]    01:00  [ OFF ]    02:00  [ OFF ]    03:00  [ OFF ] 
04:00  [ OFF ]    05:00  [ OFF ]    06:00  [ OFF ]    07:00  [ OFF ] 
08:00  [ OFF ]    09:00  [ OFF ]    10:00  [ OFF ]    11:00  [ OFF ] 
12:00  [ OFF ]    13:00  [ OFF ]    14:00  [ OFF ]    15:00  [ OFF ] 
16:00  [ ON  ]    17:00  [ OFF ]    18:00  [ OFF ]    19:00  [ OFF ] 
20:00  [ OFF ]    21:00  [ OFF ]    22:00  [ OFF ]    23:00  [ OFF ] 

----- Error information -----

Error code :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Intake air temperature     : 24 degC /  75 degF
Exhaust air temperature    : 31 degC /  87 degF
Light temperature1         : 25 degC /  77 degF
Light temperature2         : 25 degC /  77 degF
PROJECTOR RUNTIME        7 H
POWER ON                16 times
LIGHT RUNTIME            7 H
LIGHT ON                16 times

-------- Current status ---------
MAIN VERSION         0.16 
SUB VERSION          0.08 
LIGHT STATUS         LIGHT=OFF
INPUT                HDMI3
REMOTE2 STATUS       DISABLE 

----- Wired Network configuration -----
DHCP Client  OFF 
IP address   192.168.0.8
MAC address  68:CF:1C:17:1B:43

Fri Jan 22 16:28:55 2021

----- Mem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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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错误时发送的电子邮件示例

发生错误时会发送以下电子邮件。

=== Panasonic projector report(ERROR) ===
Projector Type          : PT-SMZ88C
Serial No               : 123456789012

----- Error information -----
H11  Intake air temp. sensor error

Error code :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1 00 00 00 00

Intake air temperature     :-100 degC / -148 degF
Exhaust air temperature    : 32 degC /  89 degF
Light temperature1         : 25 degC /  77 degF
Light temperature2         : 25 degC /  77 degF
PROJECTOR RUNTIME        6 H
POWER ON                15 times
LIGHT RUNTIME            6 H
LIGHT ON                15 times

-------- Current status ---------
MAIN VERSION         0.16 
SUB VERSION          0.08 
LIGHT STATUS         LIGHT=OFF
INPUT                HDMI3
REMOTE2 STATUS       DISABLE 

----- Wired Network configuration -----
DHCP Client  OFF 
IP address   192.168.0.8
MAC address  68:CF:1C:17:1B:43

Fri Jan 22 15:40:56 2021

----- Memo ------

［Crestron tools］页面
设置 Crestron控制系统连接投影机所需的信息。
点击［Detailed set up］→［Crestron tools］。

1
2
3
4

Network security

Crestron toolsEco management

1 ［IP Address］
设置控制系统的 IP地址。

2 ［IPID］
设置控制系统的 IPID。

3 ［Port］
设置控制系统的端口号。

4 ［Submit］
更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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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up password］页面（适用于管理员帐户）
点击［Set up password］。

1

2
3
4

1 ［Administrator］
用于更改管理员帐户的设置。

2 ［User］
用于更改普通用户帐户的设置。

3 ［PJLink］
用于更改 PJLink帐户的设置。

4 ［Next］
用于更改密码的设置。

［Administrator］

可设置管理员帐户的用户名和密码。

1

3

2

4

1 ［Account］
显示要更改的帐号。

2 ［Current］
［User name］：
输入当前用户名。
［Password］：
输入当前密码。

3 ［New］
［User name］：
输入所需的新用户名。（最多 16个单字节字符）
［Password］：
输入所需的新密码。（最多 16个单字节字符）
［Password（Retype)］：
再次输入所需的新密码。

4 ［OK］
确认密码更改。

提示

 f 如果在通过 LAN进行通信控制的应用软件（例如“视频显示设备监控软件”）中已注册了投影机，修改 ［Administrator］的用户名或密码后，
将无法与投影机通信。修改［Administrator］的用户名或密码后，更新所使用应用软件的注册信息。

［User］

可设置普通用户帐户的用户名和密码。

1

2

3

1 ［Account］
显示要更改的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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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ew］
［User name］：
输入所需的新用户名。（最多 16个单字节字符）
［Password］：
输入所需的新密码。（最多 16个单字节字符）
［Password（Retype)］：
再次输入所需的新密码。

3 ［OK］
确认密码更改。

[PJLink] 

可修改 PJLink帐户的密码。

1

2

3

1 ［Account］
显示要更改的帐号。

2 ［New］
［Password］：
输入所需的新密码。（最多 32个单字节字符）

3 ［OK］
确认密码更改。

［Set up password］（适用于普通用户帐户）
可修改普通用户帐户的密码。

1

2

4
3

1 ［Old Password］
输入当前密码。

2 ［New Password］
输入所需的新密码。（最多 16个单字节字符）

3 ［Retype］
再次输入所需的新密码。

4 ［OK］
确认密码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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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数据克隆功能
执行数据克隆操作。通过局域网可将投影机的设置和调整值等数据复制到多台投影机。

 r无法复制的数据

无法复制以下设置。在每台投影机中设置这些项目。
 f［显示方式选项］菜单→［均一性］
 f［投影机设置］菜单→［投影机 ID］
 f［投影机设置］菜单→［日期和时间］→［时间设定］
 f［投影机设置］菜单→［数据克隆］→［写保护］
 f［安全］ 菜单 →［菜单锁定］
 f［安全］菜单→［防盗密码］
 f［安全］ 菜单 →［控制设备安装］
 f［网络］ 菜单→［有线局域网］
 f［网络］ 菜单→［投影机名称］
 f［网络］ 菜单→［管理员帐户］
 f［网络］ 菜单→［网络安全］→［命令保护］
 f［网络］ 菜单→［PJLink］→［PJLink密码］
 f安全密码
 f菜单锁定密码
 f操作设定密码
 f在网络控制画面中的“［Network security］页面”（x 第 144页）
 f在网络控制画面中的“［E-mail set up］页面”（x 第 144页）
 f在网络控制画面中的“［Authentication set up］页面”（x 第 145页）
 f在网络控制画面中的“［Crestron tools］页面”（x 第 147页）
 f在网络控制画面的“［Set up password］页面”（x 第 148页）中设置的密码

提示

 f 投影机的型号不同时，数据克隆功能不起作用。例如：PT-SMZ88CL的数据可以复制到其他 PT-SMZ88CL系列的投影机，但是不能复制到 
PT-SMZ78CL投影机。数据克隆仅可在同一型号投影机之间使用。

通过局域网将数据复制到其他投影机

事先在复制目标投影机上进行如下设置。详细信息请参阅“设置［写保护］”（x 第 151页）
 f［投影机设置］菜单→［数据克隆］→［写保护］→［关］

提示

 f 使用投影机的数据克隆功能需要设置管理员帐户的密码。（x 第 126页） 
如果未为管理员帐户设置密码（空白时），则无法使用投影机的网络功能。要通过 LAN复制数据，请设置复制源投影机和复制目标投影机的密码。

1) 使用局域网电缆将所有投影机连接到集线器上。（x 第 134页）

2) 打开所有投影机

3) 在复制源投影机上，按as选择［数据克隆］。

4) 按〈执行〉按钮。
 f显示［防盗密码］画面。

5) 输入防盗密码，然后按〈执行〉按钮。
 f显示［数据克隆］画面。

6) 按as选择［选择投影机］。

7) 按〈执行〉按钮。
 f显示同一子网中的投影机列表。

8) 按as选择作为复制目标的投影机。

9) 按〈执行〉按钮。
 f若需选择多台投影机，请重复步骤 8)至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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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按遥控器上的〈默认〉按钮。
 f显示确认画面。

11) 按 qw选择［执行］，然后按〈执行〉按钮。

 f开始在投影机之间复制数据。
复制完成后，［数据克隆］画面中将显示克隆结果列表。
列表中标记的含义如下。
 g绿色：数据复制成功。
 g红色：数据复制失败。确认复制目标投影机的局域网电缆和电源状态。

 f在待机模式下，数据被复制到目标投影机。 
如果复制目标投影机处于投影模式，则显示数据克隆请求消息，然后复制目标投影机自动切换到待机模式以
开始数据复制。

12) 开启复制目标投影机电源。
 f复制的内容反映在复制目标投影机中。

提示

 f 在［安全］菜单→［更改防盗密码］中设置安全密码。 
出厂默认初始密码：awsqawsq

 f 当数据进行复制时，复制目标投影机的光源指示灯 <光源 >，温度指示灯 <温度 >和过滤网指示灯 <过滤网 >将会闪烁。请确保指示灯停止
闪烁后再开启投影机。

设置［写保护］

设置是否允许使用数据克隆功能复制数据。

1) 在复制目标投影机上，按as选择［数据克隆］。

2) 按〈执行〉按钮。
 f显示［防盗密码］画面。

3) 输入防盗密码，然后按〈执行〉按钮。
 f显示［数据克隆］画面。

4) 按as选择［写保护］。

5) 按 qw切换项目。

 f每次按按钮都会切换项目。
［关］ 允许从另一台投影机执行数据克隆功能操作。

［开］
不允许从另一台投影机执行数据克隆功能操作。
 f 设为［开］时，不可进行数据复制。如无需复制另一台投影机的数据，设为［开］以避免错误更改数据。

提示

 f 在［安全］菜单→［更改防盗密码］中设置安全密码。 
出厂默认初始密码：awsqaw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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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HDMI-CEC功能
HDMI-CEC功能使用户能够使用投影机遥控器对 CEC兼容设备进行基本操作或对投影机和 CEC兼容设备进行联动
控制。

连接 CEC兼容设备
连接 CEC兼容设备至〈HDMI 输入 1〉端子、〈HDMI 输入 2〉端子或〈HDMI 输入 3〉端子。

CEC兼容设备
蓝光光盘播放机 （示例）

CEC兼容设备
蓝光光盘播放机 （示例）

HDMI 电缆
(市售 ) 中继器

CEC兼容设备连接示例

设置投影机和 CEC兼容设备
使用 HDMI-CEC功能前，需配置投影机和 CEC兼容设备的设置。
 f CEC兼容设备：开启 HDMI-CEC功能。
 f投影机：［投影机设置］菜单→［HDMI CEC］设置为［开］。（x 第 112页）

提示

 f 开启 CEC兼容设备后，开启投影机并选择 HDMI1输入、HDMI2输入或 HDMI3输入，然后检查来自 CEC兼容设备的投影图像是否正确显示。
 f 当外部控制设备连接到〈REMOTE 2 输入〉端子并启用“接触控制”时，[HDMI CEC]菜单固定为 [关 ]，CEC功能被禁用。

使用投影机遥控器操作 CEC兼容设备
通过从 HDMI-CEC操作画面调出 CEC兼容设备操作菜单，用户可使用投影机遥控器对设备进行操作。使用遥控器
上的数字按钮 (<2>, <5>, <8>)选择在 HDMI-CEC操作画面的操作选项。
有关 HDMI-CEC操作画面，请参阅“操作 CEC兼容设备”。（x 第 112页）

1

2
3
4

(Device name)设备名称

菜单
电源
返回

HDMI-CEC操作画面

1 显示要操作的设备名称。
2 [菜单 ]
调出 CEC兼容设备的操作菜单。

3 [电源 ]
开启 /关闭设备。

4 [返回 ]
返回 CEC兼容设备操作菜单之前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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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f 如果无法从HDMI-CEC操作画面调出CEC兼容设备操作菜单，请修改菜单代码的设置。有关操作的详情，请参阅“更改菜单代码”。（x 第112页）
 f 如果无法操作 CEC兼容设备的操作菜单，可设置［投影机设置］菜单→［HDMI CEC］为［关］再设为［开］，使该情况得以改善。
 f HDMI-CEC操作画面下 ,遥控器的数字按钮只能作为数字键使用，数字按钮上的其他功能被禁用。

CEC兼容设备菜单操作
CEC兼容设备的设置菜单显示时，可使用遥控器上的asqw 按钮和〈执行〉按钮对菜单进行操作。

联动控制

通过对 ［投影机设置］菜单→［HDMI CEC］→［投影机 -> 设备］/［设备 -> 投影机］ 设置为［无效］以外的选项，
可实现以下的联动操作。

［投影机 -> 设备］的联动控制设置

 r设置为［电源关］或 [电源开 /电源关］时
 f如果投影机关闭，则投影机所连接的所有 CEC兼容设备均关闭。

 r设置为［电源开 /电源关］时
 f开启投影机并开始投影时，如果输入为 HDMI 1、HDMI 2或 HDMI 3，则连接至〈HDMI 输入 1〉端子、〈HDMI 输入 2〉
端子或〈HDMI 输入 3〉端子的 CEC兼容设备将在投影机开启时跟随开启。

[设备 -> 投影机 ]的联动控制设置

 r设置为 [电源开 ]或 [电源开 /电源关 ]时
 f CEC兼容设备开启时，若投影机处于待机状态，投影机将跟随开启并切换为 CEC兼容设备所连接的输入。
 f CEC兼容设备开始播放时，若投影机处于待机状态，投影机将开启并切换为 CEC兼容设备所连接的输入。
 f CEC兼容设备开始播放时，若投影机处于开启状态，投影机将切换为 CEC兼容设备所连接的输入。

 r设置为 [电源开 /电源关 ]时
 f连接至所选输入（HDMI 1、HDMI 2或 HDMI 3）的 CEC兼容设备关闭时，投影机将进入待机模式。

提示

 f 根据设备的状态，联动控制可能无法正常操作，例如投影机或 CEC兼容设备正在开启时。
 f 如果 CEC兼容设备不支持 CEC 1.4，可能无法支持说明书中描述的联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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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固件
可以通过连接局域网更新投影机的固件。
请查看松下网站（https://panasonic.net/cns/projector/pass/），了解可更新的固件的可用性。如果发布的版本高于当
前固件版本，则客户可以更新固件。
必须注册并登录 PASS*1 以确认可更新的固件的可用性或下载固件。
*1 PASS ：Panasonic Professional Display and Projector Technical Support Website 
详情请访问松下网站（https://panasonic.net/cns/projector/pass/）

 r可更新的固件
主版本

 r如何确认固件版本
按遥控器上的〈状态〉按钮显示［状态］画面即可确认当前固件版本。
也可在［投影机设置］菜单→［状态］中确认固件版本。

1/3

返回 退出切换

执行 发送电子邮件

自我诊断 无错误

光源温度2

光源温度1

排气温度

进入空气温度

主/副版本

光源使用时间

连续照明时间

序列号

投影机使用时间

投影机型号

状态

SW1234567

10h

10h

1h 23m

1.00 / 1.00

31°C/87°F 

31°C/87°F

31°C/87°F

31°C/87°F 

PT-SMZ88C

主版本

提示

 f 需要 LAN 电缆才能通过有线局域网连接到网络。

通过局域网更新固件

网络连接示例

计算机

投影机

局域网电缆（直通） 局域网电缆（直通）

集线器

注意

 f 将 LAN 电缆直接连接到投影机时，网络连接必须是室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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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f 需要 LAN 电缆才能通过有线局域网连接到网络。
 f 将 LAN 电缆连接到〈局域网〉端子或投影机的〈DIGITAL LINK/局域网〉端子。
 f 要使用〈局域网〉端子连接到网络，将［网络］菜单→［以太网类型］设为［LAN］或［LAN & DIGITAL LINK］。
 f 要使用〈DIGITAL LINK/局域网〉端子连接到网络，将［网络］菜单→［以太网类型］设为［DIGITAL LINK］或［LAN & DIGITAL LINK］。
 f 当［网络］菜单→［以太网类型］设为［LAN & DIGITAL LINK］时，〈DIGITAL LINK/局域网〉端子和〈局域网〉端子在投影机内部连接。请
勿使用 LAN 电缆直接连接〈DIGITAL LINK/局域网〉端子和〈局域网〉端子。构建系统时，请勿通过集线器或双绞线发射器等外围设备连接
到同一网络。

 f 使用与 CAT5 或更高兼容的直通或交叉 LAN 电缆将 LAN 电缆连接到〈局域网〉端子。可使用直通和交叉电缆的其中一种或两种，视系统配置
而定。请咨询网络管理员。投影机将自动确定电缆类型（直通或交叉）。

 f 请使用长度不超过 100 m（328'1"）的 LAN 电缆作为连接到〈局域网〉端子的 LAN 电缆。
 f 对于双绞线发射器和投影机之间的 LAN 电缆，请使用符合以下标准的电缆：

 g 符合 CAT5e 或更高标准
 g 屏蔽型（包括连接器）
 g 直通型
 g 单线型
 g 电缆芯线直径等于或大于 AWG24（AWG24、AWG23 等）

 f 双绞线发射器和投影机之间的最大传输距离通常为 100 m（328'1"）。如果双绞线发射器支持长距离通信方式，则最大传输距离可达 150 m
（492'2"）。
 f 请勿在双绞线发射器和投影机之间使用集线器。

用于更新固件的计算机

准备一台与以下操作系统兼容并且配有局域网端口的电脑。
 f Microsoft Windows 10 
Windows 10 专业版 32 位 /64 位 , Windows 10 32 位 /64 位

 f Microsoft Windows 8.1 
Windows 8.1 专业版 32 位 /64 位 , Windows 8.1 32 位 /64 位

提示

 f 在超出本节所述条件的环境中使用或使用自制计算机时，无法保证操作。
 f 即使在满足本节所述条件的环境中使用，也无法保证所有计算机上的操作。
 f 在下列情况下，与投影机的连接或固件的数据传输可能会失败。如果失败，请更改软件设置或更改Windows OS 中的［电源选项］设置，然
后再次尝试更新。
 g 安装防火墙等安全软件或局域网适配器的实用程序软件时
 g 其他软件启动或运行时
 g 当计算机进入睡眠 / 暂停状态时

获取固件

从松下网站（https://panasonic.net/cns/projector/pass/）下载此投影机的固件更新工具（zip 格式的压缩文件）。
文件名称（例）：FirmUpdateTool_MZ880_101.zip
（主版本 1.01 的 PT-SMZ88CL \ PT-SMZ78CL \ PT-SMZ68CL \ PT-SMZ58CL更新工具）

确认投影机的设置

事先确认要更新的投影机的设置。

 f［投影机设置］菜单 →［节能模式管理］→［待机模式］是否已设置为［普通］
 f［网络］菜单 →［网络控制］→［命令端口］
 f［网络］菜单 →［网络通信状态］

 g［DHCP］
 g［IP地址］
 g［子网掩码］
 g［默认网关］

 f管理员帐户的用户名和密码

确认电脑设置

确认用于更新的电脑的网络设置，并且可以通过网络连接要更新的投影机。

升级固件

1) 解压从网站下载的压缩文件。
 f生成固件更新工具（exe 格式的可执行文件）。 
文件名称（例）：FirmUpdateTool_MZ880_101.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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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击解压后生成的可执行文件
 f启动更新工具，并显示确认画面。

PT-MZ880 / MZ780 / MZ680 / SMZ58C

3) 确认投影机的状态。
 f确认要更新的投影机处于待机模式。

4) 确认连接状态。
 f确认要更新的投影机和用于更新的电脑已正确连接到局域网。

5) 点击［Next］。
 f显示许可协议画面。
 f确认许可协议的内容。

 f点击［Close］将会关闭更新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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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选择［I accept］。

7) 点击［Next］。
 f显示连接设置画面。

1.01

PT-MZ880 / MZ780 / MZ680 / SMZ58C

8) 输入投影机的设置详细信息。
 f输入要更新的投影机中设置的详细信息。

项目 内容

［IP Address］ ［网络］菜单→［网络通信状态］→［IP 地址］
［Command Port］ ［网络］菜单→［网络控制］→［命令端口］

［User Name］ 管理员帐户用户名

［Password］ 管理员帐户密码

9) 点击［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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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显示更新确认画面。

10) 点击［Start］。
 f开始更新。
 f更新时，投影机上的温度指示灯〈温度〉和光源指示灯〈光源〉交替闪烁红色。
 f可以在更新状态显示画面中确认经过的时间和粗略的进度。所需时间约为 15 分钟。

11) 确认更新完成。
 f更新完成后，将显示完成确认画面。

 f要继续更新其他投影机的固件，点击［Yes］。显示步骤 7) 中的连接设置画面。
 f要关闭更新工具，点击［No］。

12) 确认固件版本。
 f开启投影机并在［状态］画面中确认固件版本。

注意

 f 更新时，请勿断开投影机的主电源或断开 LAN 电缆。

提示

 f 在下列情况下，请关闭和打开投影机的电源并从头开始执行更新。
 g 超过 60 分钟或以上未完成更新
 g 在更新期间，由于断电等原因关闭投影机或电脑的电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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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章 保养

本章说明发生问题时的检查方法以及保养和更换组件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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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源 /温度 /过滤网指示灯
当指示灯亮起时

如果投影机内部发生问题，光源指示灯〈光源〉/温度指示灯〈温度〉/过滤网指示灯〈过滤网〉将通过点亮或闪烁，
向您发出通知。检查指示灯的状态并采取以下措施。

注意

 f 关闭投影机处理问题时，请确保遵循“关闭投影机”（x 第 50页）中的程序。

光源指示灯〈光源〉

温度指示灯〈温度〉

过滤网指示灯〈过滤网〉

光源指示灯〈光源〉

指示灯状态 红灯点亮
闪烁红色
（2次）

闪烁红色
（3次）

指示状态
光源的某些元件存在问题，光输出量降
低。

光源不亮，或在投影机使用期间光源关闭。

解决方案  f 将〈主电源〉开关置于〈关〉 （x 第 50页），然后再次打开电源。

提示

 f 如果采取措施后光源指示灯〈光源〉依然点亮，请将〈主电源〉开关设为〈关〉并联系经销商进行维修。

温度指示灯〈温度〉

指示灯状态 红灯点亮
闪烁红色
（2次）

闪烁红色
（3次）

指示状态 内部温度过高（警告）。 内部温度过高（待机状态）。 散热风扇已停止运行。

原因
 f 进气口 /排气口是否堵塞？
 f 室温是否过高？

—

解决方案

 f 移除堵塞进气口 /排气口的物体。
 f 在操作环境温度介于 0 °C（32 °F）至 45 °C（113 °F）的位置安装投影机。
 f 请勿在海拔 2 700 m（8 858'）以上的高度使用投影机。

 f 将〈主电源〉开关置于〈关〉（x 第
50页），并咨询经销商。

提示

 f 按上述方法操作后，如果温度指示灯〈温度〉依然点亮或闪烁，请联系经销商进行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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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网指示灯〈过滤网〉

指示灯状态 红灯点亮 闪烁红色

指示状态
过滤网堵塞。
环境或内部温度异常高。

没有装配空气过滤网组件。

原因  f 空气过滤网组件有没有污垢？  f 进气口 /排气口是否堵塞？  f 是否已安装空气过滤网组件？

解决方案
 f 清洁或更换空气过滤网组件。（x 第
162页）  f 移除堵塞进气口 /排气口的物体。  f 安装空气过滤网组件。

提示

 f 按上述方法操作后，如果过滤网指示灯〈过滤网〉依然点亮或闪烁，请联系经销商进行维修。
 f 如果打开投影机时未安装空气过滤网组件，过滤网指示灯〈过滤网〉呈红色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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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养 /更换
执行保养 /更换之前
 f保养或更换设备之前，请务必关闭投影机并从电源插座拔下电源插头。（x 第 42、50页）
 f关闭投影机时，请务必按照“关闭投影机”（x 第 50页）章节所述步骤进行操作。

保养

外壳

请用柔软的干布擦拭污垢和灰尘。
 f如果存在顽固污垢，请在擦拭前用水浸湿抹布并完全拧干。用干布将投影机擦干。
 f请勿使用苯、稀释剂、外用酒精、其他溶剂或厨房洗涤剂进行清洁。否则可能会损坏外壳。
 f使用经过化学处理的防尘布时，请遵循其包装中所写的指示信息。

镜头正面

请用干净柔软的抹布擦掉镜头前表面污垢和灰尘。
 f请勿使用毛绒、布满灰尘或用油 /水浸湿的抹布擦拭。
 f由于镜头易碎，擦拭镜头时，请勿过于用力。

注意

 f 如果用硬物碰撞镜头或强力擦拭镜头，可能会损坏镜头。请小心处理。

空气过滤网组件

在以下情况下保养空气过滤网组件。
 f空气过滤网布满灰尘，因此屏幕上显示更换过滤网消息，且过滤网指示灯〈过滤网〉以红色点亮。

注意

 f 确保投影机稳定，并在即使空气过滤网盖板或空气过滤网组件意外坠落但仍能确保安全的地点进行保养。
 f 更换空气过滤网组件后，重置过滤网计数器。
如果更换空气过滤网组件后未重置过滤网计数器，将显示［滤网计数已到达设定时间。］。
有关重置过滤网计数器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重置过滤网计数器”（x 第 163页）。

移除空气过滤网组件

投影机机身上的弹片 空气过滤网组件箱体和投影机的进气口空气过滤网盖板固定螺钉

图1 图2

空气过滤网盖板
空气过滤网组件卡子

1) 关闭投影机电源。
 f关闭电源时应始终遵守“关闭投影机”（x 第 50页）的步骤。

2) 取下空气过滤网盖板。（图 1）
 f使用十字头螺丝刀逆时针拧动空气过滤网盖板固定螺钉（x 1），直到其可自由转动，把一根手指放入凹陷部
位将空气过滤网盖板取下，按箭头方向将其缓慢拉出。

 f拉出空气过滤网盖板时，确保用一只手按住空气过滤网盖板。过快地拉出空气过滤网盖板可能导致空气过滤
网盖板掉落。

3) 拉出空气过滤网组件。（图 2）
 f按箭头方向向内轻轻推动空气过滤网组件的卡子，从投影机机身上的弹片上取下，然后拉出空气过滤网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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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拉出空气过滤网组件后，如果空气过滤网组件箱体和投影机的进气口附有任何异物和灰尘，请将其清除。

保养空气过滤网组件

按照上文说明的“移除空气过滤网组件”（x 第 162页）步骤事先移除空气过滤网组件。

图 1 图 2

1) 洗涤空气过滤网组件。（图 1）

i) 将空气过滤网组件浸入冷水或温水中，然后轻轻冲洗。
 f请勿使用刷子等清洁工具。
 f冲洗时，握住空气过滤网组件的架子，请勿对过滤网施加强大的压力。

ii) 每次使用清水冲洗空气过滤网组件两至三次。
 f冲洗不足可能会残留异味。

2) 干燥空气过滤网组件。（图 2）
 f将空气过滤网组件置于通风良好且几乎没有灰尘的场所自然晾干，不要暴露于阳光直射下。
 f请勿使用干燥器等烘干设备烘干。
 f待空气过滤网干燥之后，进至“安装空气过滤网组件”（x 第 163页）。

安装空气过滤网组件

1) 将空气过滤网组件装入投影机。
 f按照与“移除空气过滤网组件”（x 第 162页）中步骤 3)相反的程序安装空气过滤网组件。
 f将空气过滤网组件向内推到底，直到发出喀哒一声。

2) 安装空气过滤网盖板。
 f按照与“移除空气过滤网组件”（x 第 162页）中步骤 2)相反的程序盖上空气过滤网盖板，将其按到底，直
到发出喀哒一声。

 f使用十字头螺丝刀拧紧空气过滤网盖板固定螺钉（x 1）。

重置过滤网计数器

1) 打开投影机电源。

2) 按遥控器或控制面板上的〈菜单〉按钮。
 f显示［主菜单］画面。

3) 按as选择［投影机设置］。

4) 按〈执行〉按钮。
 f显示［投影机设置］画面。

5) 按as选择［滤网计数］。

6) 按〈执行〉按钮。
 f显示［滤网计数］画面。

7) 按as选择［滤网计数器复位］，然后按〈执行〉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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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显示确认画面后，按 qw选择［执行］，然后按〈执行〉按钮。

 f［滤网计数］的显示将变为［0 小时］。

注意

 f 清洗空气过滤网组件并使其完全晾干后，再重新装入投影机。装入湿的过滤网会导致触电或故障。
 f 请勿拆解空气过滤网组件。
 f 确保在使用投影机前已正确安装空气过滤网组件。如未安装，灰尘和污垢将侵入投影机，导致故障。
 f 请勿从进气口塞入任何物体。否则可能造成损坏。

提示

 f 如果不重置过滤网计数器就使用投影机，将无法确定实际的过滤网运行时间（计数器数值）。
 f 如果在未安装空气过滤网组件的情况下使用投影机，过滤网指示灯〈过滤网〉会以红色闪烁，且投影画面上将显示一条信息约 30秒。
 f 如果空气过滤网组件损坏或虽清洗但污垢无法清除，请更换为新的选购件更换用过滤网组件（型号：ET-RFM100）。
 f 建议在清洗两次后再更换为新的空气过滤网组件。
 f 在每次清洁后，防尘功能会有所退化。
 f 空气过滤网组件的更换周期根据使用环境而大不相同。

更换组件

空气过滤网组件

如果清洗后污垢无法清除，则应更换空气过滤网组件。
更换用过滤网组件（型号：ET-RFM100）是选购附件。若需购买此产品，请咨询经销商。

空气过滤网组件更换步骤

注意

 f 更换过滤网之前，请务必关闭投影机。
 f 安装空气过滤网组件时，确保投影机稳定，并在即使空气过滤网组件意外坠落但仍能确保安全的地点进行。

1) 取下空气过滤网组件。
 f请参阅“移除空气过滤网组件”（x 第 162页）。

2) 将选购的更换用过滤网组件（型号：ET-RFM100）安装到投影机上。
 f空气过滤网组件顶部与底部没有区别，但是正面和背面之间存在差异。使空气过滤网组件的突出部位与投影
机机身上的凹槽匹配。

 f请参阅“安装空气过滤网组件”（x 第 163页）。

注意

 f 开启投影机时，请确保已安装空气过滤网组件。如未安装，灰尘和污垢将侵入投影机，导致故障。
 f 如果在未安装空气过滤网组件的情况下使用投影机，过滤网指示灯〈过滤网〉会以红色闪烁，且投影画面上将显示一条信息约 30秒。

提示

 f 空气过滤网组件的更换周期根据使用环境而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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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请检查以下项目。请参阅对应的页面了解详细信息。

问题 检查项目 页码

无法开机。

 f 电源插头是否完全插入电源插座中？ —

 f〈主电源〉开关是否设为〈关〉？ 50

 f 墙壁插座是否供电？ —

 f 电路断路器是否断开？ —

 f 光源指示灯〈光源〉是否闪烁？ 160

 f 温度指示灯〈温度〉是否点亮或闪烁？ 160

没有图像出现。

 f 是否与外部设备连接正确？ 37

 f 输入选择设置是否正确？ 51

 f［亮度］设置是否调整为最小？ 67

 f 投影机所连接的外部设备是否正常运转？ —

 f 是否正在使用快门功能？ 55、94

 f 如果电源指示灯〈开（绿）/待机（红）〉闪烁红色，请咨询经销商。 —

图像模糊。

 f 镜头聚焦设置是否正确？ 52

 f 投影距离是否适当？ 29

 f 镜头是否有污垢？ 18

 f 投影机是否垂直于屏幕安装？ —

颜色苍白或发灰。

 f［彩色］和［色度］是否正确调整？ 68

 f 是否已正确调整连接到投影机的外部设备？ 37

 f 计算机电缆是否损坏？ —

无音频输出。

 f 外部设备是否正确连接到音频输入端子？ 24

 f 音量是否设为最低？ 56、107

 f 是否已使用静音功能？ 55、108

 f［音频设定］中的［音频输入选择］设置是否正确？ 108

 f 是否有电缆连接到〈音频输出〉端子？ 37

遥控器不响应。

 f 电池电量是否耗尽？ —

 f 电池极性是否设置正确？ 25

 f 遥控器与投影机的遥控信号接收器之间是否存在任何障碍物？ 21

 f 遥控器是否处于其有效操作范围之外？ 21

 f 是否有其他光源（如荧光灯）影响投影？ 21

 f［控制设备安装］中的［遥控器］设置是否设为［无效］？ 120

 f ID号设置操作是否正确？ 60

未出现菜单画面。  f 屏幕显示功能是否关闭（隐藏）？ 56

控制面板上的按钮不工作。  f［控制设备安装］中的［控制面板］设置是否设为［无效］？ 120

图像显示不正确。

 f［系统选择］设置是否正确？ 71

 f 录像带或其他图像源是否发生故障？ —

 f 输入的信号是否与投影机不兼容？ 187

不显示来自计算机的图像。

 f 电缆是否太长？（对于 D-Sub电缆，电缆长度应不超过 10 m（32'10"）。） —

 f 笔记本电脑上的外部视频输出是否设置无误？（例如：同时按“Fn” + “F3”键或“Fn” 
+ “F10”键可以切换外部输出设置。此操作因计算机型号而异。请参阅计算机的用户
手册。）

—

不显示来自 HDMI兼容设备
的视频或显示得混乱。

 f HDMI电缆是否连接牢固？ 37

 f 关闭并打开投影机和外部设备的电源。 —

 f 输入的信号是否与投影机不兼容？ 187

HDMI兼容设备不发出声音。  f 将已连接设备的音频设为线性 PCM。 —

无法使用 Art-Net控制投影
机。

 f 双绞线发射器和外部设备之间的连接，以及双绞线发射器和投影机之间的连接是否正
确？

—

 f 是否将［Art-Net设置］设为［关］之外的设置？ 130

 f［NET］、［SUB NET］、［UNIVERSE］和［起始地址］设置是否正确？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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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检查项目 页码

不显示 DIGITAL LINK输入图
像。

 f 电缆是否与所使用投影机的情况兼容？ 39

 f 双绞线发射器和外部设备之间的连接，以及双绞线发射器和投影机之间的连接是否正
确？

—

 f［DIGITAL LINK模式］是否设置为［自动］或［DIGITAL LINK］？是否将其设为［以
太网］？

123

 f 双绞线发射器是否不兼容输入的信号？ —

运行噪音变大。

投影机内部温度变高，内部冷却风扇速度自动加快，运行噪音变大。如果内部温度达到
异常值，指示灯将点亮或闪烁。

160

 f 环境温度是否过高？ 15

 f 空气过滤网组件有没有污垢？ 162

 f 进气口 /排气口是否堵塞？ 16

注意

 f 如果在检查上述各项目后问题仍然存在，请咨询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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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诊断］显示
在［投影机设置］菜单→［状态］→［自我诊断］中可查看［自我诊断］。
下表显示发生错误或警告时显示的字母数字符号及其详细信息。确认“操作编号”，采用“错误和警告的对应措施”
（x 第 168页）中的措施。

错误 /警告显示 详细信息 操作编号

U04 过滤网堵塞警告 6

U11 进气温度警告 1

U13 排气温度警告 1

U16 光源温度 1警告 1

U18 光源温度 2警告 1

U21 进气温度错误 1

U23 排气温度错误 1

U25 光源温度 1错误 1

U27 光源温度 2错误 1

U76 未安装过滤网警告 6

U78 过滤网堵塞错误 6

U84 〈输出电压〉端子电源错误 4

H01 更换内部时钟电池 3

H11 进气温度传感器错误 4

H13 排气温度传感器错误 4

H14 光源温度传感器 1错误 4

H16 光源温度传感器 2错误 4

F16 角度传感器错误 4

F18 气压传感器错误 4

F50 电源进气风扇警告 4

F51 电源排气风扇警告 4

F52 LCD液晶板红色风扇警告 4

F53 LCD液晶板绿色风扇警告 4

F54 LCD液晶板蓝色风扇警告 4

F55 PBS风扇警告 4

F56 荧光轮风扇警告 4

F57 光源风扇警告 4

F61 光源驱动程序通信错误 4

F90 FPGA配置错误 4

F96 镜头卡口操作错误 4

FE1 电源进气风扇错误 4

FE2 电源排气风扇错误 4

FE3 LCD液晶板红色风扇错误 4

FE4 LCD液晶板绿色风扇错误 4

FE5 LCD液晶板蓝色风扇错误 4

FE6 PBS风扇错误 4

FE7 荧光轮风扇错误 4

FE8 光源风扇错误 4

FH1 荧光轮错误 4

FL1 光源单元错误 5

提示

 f 自我诊断显示与故障的详细信息可能会不同。
 f 对于未在表中说明的错误和警告，请咨询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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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错误和警告的对应措施

操作编号 处理措施

1 操作环境温度过高。在适当的操作环境温度中使用投影机 *1。

2 操作环境温度过低。在适当的操作环境温度中使用投影机 *1。

3 需要更换电池。请咨询经销商。

4 如果在关闭再重新打开主电源后，这一显示仍不消失，则请联系经销商咨询。

5 光源不亮。如果在关闭之后再打开电源，光源仍不点亮，请向经销商咨询。

6 保养或更换过滤网。（x 第 162页）

*1 关于投影机的操作环境温度，请参阅“操作温度” （x 第 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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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章 附表

本章说明投影机的规格和售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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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信息

使用 PJLink功能
本投影机的网络功能支持 PJLink Class 1和 Class 2，可使用 PJLink协议通过计算机设定投影机或查询投影机状态。

提示

 f 使用本投影机的 PJLink功能，须设置管理员帐户密码 （x 第 126页）。

PJLink命令
本投影机支持的 PJLink命令如下表所示。
 f表中的 x字符是非具体字符。

类别 命令 控制内容 参数 /响应字符串 说明

1 POWR 控制电源
0 待机

1 电源打开

1 POWR? 查询电源状态

0 待机

1 电源打开

2 准备关闭投影机

1、2

INPT 输入选择 11 COMPUTER

INPT? 查询输入切换状态

31 HDMI1

32 HDMI2

33 HDMI3

34 DIGITAL LINK

1

AVMT 快门控制 /音频输出控制

10 快门功能已禁用（快门：打开）、静音功能已禁用

11 快门功能已启用（快门：关闭）、静音功能已禁用

20 快门功能已禁用（快门：打开）、静音功能已禁用

AVMT? 快门状态查询 /音频输出
状态查询

21 快门功能已禁用（快门：打开）、静音功能已启用（静音）

30 快门功能已禁用（快门：打开）、静音功能已禁用

31 快门功能已启用（快门：关闭）、静音功能已启用（静音）

1 ERST? 查询错误状态 xxxxxx

第 1个字节 表示风扇错误，并返回 0或 2。  f 0 = 未检测到错
误

 f 1 = 警告
 f 2 = 错误

第 2个字节 表示光源错误，并返回 0或 2。

第 3个字节 表示温度错误，并返回 0 - 2。

第 4个字节 返回 0。

第 5个字节 返回 0。

第 6个字节 表示其他错误，并返回 0 - 2。

1 LAMP? 光源状态查询 AAAA X AAAA：光源运行时间
X：0 = 光源熄灭，1 = 光源点亮

1、2 INST? 查询输入选择一览 11 31 32 33 34 —

1 NAME? 查询投影机名称 xxxxx 返回在［网络］菜单→［投影机名称］中设置的名称。

1 INF1? 查询制造商名称 Panasonic 返回制造商名称。

1 INF2? 查询产品型号

PT-SMZ88CL
PT-SMZ78CL
PT-SMZ68CL
PT-SMZ58CL

返回型号名称。

1 INF0? 查询其他信息 xxxxx 返回版本号等信息。

1 CLSS? 类信息查询 2 返回 PJLink的类。

2 SNUM ? 序列号查询 xxxxxxxxx 返回序列号。

2 SVER ? 软件版本查询 xxxxxxxxx 返回版本号。

2 INNM ? 输入端子名称查询

11 / COMPUTER
31 / HDMI1
32 / HDMI2
33 / HDMI3
34 / DIGITAL LINK

返回输入端子名称。

2 IRES ? 输入信号分辨率查询 AAAAxBBBB AAAA：水平分辨率
BBBB：垂直分辨率

2 RRES ? 建议分辨率查询 1920x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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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命令 控制内容 参数 /响应字符串 说明

2 FILT ? 过滤网运行时间查询 xxxxx 返回过滤网运行时间。

2 RFIL ? 过滤网更换型号查询 ET-RFM100 返回过滤网更换型号。

2
FREZ 冻结控制 0

1
冻结功能取消
冻结功能（停止）FREZ ? 冻结状态查询

2 LKUP 连接通知 xx:xx:xx:xx:xx:xx 可进行 PJLink通信时，通知 MAC地址。

2 SRCH 投影机搜索 ACKN=xx:xx:xx:xx:xx:xx 已连接到同一网络并可通过 PJLink通信的投影机其反馈其 MAC地
址。

PJLink安全认证
PJLink命令通信须有用于安全认证的 PJLink密码。
PJLink 密码可在［网络］菜单→ [PJLink] → ［PJLink 密码］（x 第 129页）设置，或在Web 控制画面的［Set up 
password］页面上设置。
在无安全认证的情况下使用 PJLink命令，则设置 PJLink密码为空。PJLink密码出厂默认设置为空。
 f有关 PJLink相关的规格，请访问“Japan Business Machine and Information System Industries Association”的
网站。
URL http://pjlink.jbmia.or.jp/english/

使用 Art-Net功能
由于投影机的网络功能支持 Art-Net功能，您可以通过采用 Art-Net协议的 DMX控制器和应用程序软件控制投影机
设置。

提示

 f 使用本投影机的 Art-Net功能，须设置管理员帐户密码（x 第 126页）。

通道定义

下表列出了可用于控制带 Art-Net功能的投影机的通道定义。
可以使用［网络］菜单→［Art-Net］→［Art-Net CH设置］（x 第 131页）切换信道设置。
下表列有分配给各信道的控制内容。
 f［用户］的信道分配为出厂默认设置。可以更改分配。

信道
控制内容

［2］ ［用户］ ［1］
通道 1 光源输出 光源输出 快门

通道 2 输入选择 输入选择 输入选择

通道 3 镜头位置 镜头位置 选择镜头功能

通道 4 镜头水平移位 镜头水平移位 镜头控制

通道 5 镜头垂直移位 镜头垂直移位 电源

通道 6 镜头聚焦 镜头聚焦 光源输出

通道 7 镜头变焦 镜头变焦 有效 /无效

通道 8 电源 电源 渐现

通道 9 显示屏调整 显示屏调整 渐隐

通道 10 无 无 无

通道 11 有效 /无效 有效 /无效 显示屏调整

通道 12 无 无 无

控制内容

 r光源输出

可在 100 %至 0 %之间以 256个步进值进行设置。

性能 参数 默认值

100 % 0

0… …

0 %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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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输入选择（当［Art-Net CH设置］设为［1］）

性能 参数 默认值

无操作 0-7

0

电脑 8-15

无操作 16-39

HDMI 40-47

DIGITAL LINK 48-55

无操作 56-255

 r输入选择（当［Art-Net CH设置］设为［2］或［用户］）

性能 参数 默认值

无操作 0-7

0

电脑 8-15

无操作 16-31

HDMI1 32-39

DIGITAL LINK 40-47

无操作 48-71

HDMI2 72-79

HDMI3 80-87

无操作 88-255

 r镜头位置

性能 参数 默认值

无操作 0-31

0移至原位 32-63

无操作 64-255

 r镜头水平移位、镜头垂直移位、镜头聚焦、镜头变焦

性能 参数 默认值

镜头调整

（-）高速 0-31

128

（-）低速 32-63

（-）微调 64-95

操作停止 96-159

镜头调整

（+）微调 160-191

（+）低速 192-223

（+）高速 224-255

 r选择镜头功能（当［Art-Net CH设置］设为［1］）
与镜头控制同时操作。

性能 参数 默认值

无操作 0-15

0

镜头水平移位 16-31

镜头垂直移位 32-47

镜头聚焦 48-63

镜头变焦 64-79

移至原位 80-95

无操作 96-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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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镜头控制（当［Art-Net CH设置］设为［1］）
与选择镜头功能同时操作。

性能 参数 默认值

镜头调整

（-）高速 0-31

100

（-）低速 32-63

（-）微调 64-95

操作停止 96-127

镜头调整

（+）微调 128-159

（+）低速 160-191

（+）高速 192-223

执行命令操作 224-255

 r电源

性能 参数 默认值

待机 0-63

128无操作 64-191

电源打开 192-255

 r快门

性能 参数 默认值

快门：打开，静音清除 0-63

128无操作 64-191

快门：关闭，静音 192-255

 r渐现、渐隐（当［Art-Net CH设置］设为［1］或［用户］）
与快门同时操作。

性能 参数 默认值

关 0-15

255

0.5s 16-31

1.0s 32-47

1.5s 48-63

2.0s 64-79

2.5s 80-95

3.0s 96-111

3.5s 112-127

4.0s 128-143

5.0s 144-159

7.0s 160-175

10.0s 176-191

无操作 192-255

 r显示屏调整

性能 参数 默认值

关 0-15

255

梯形矫正 16-31

曲面矫正 32-47

PC-1 48-63

PC-2 64-79

PC-3 80-95

角矫正 96-111

无操作 112-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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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画面冻结

性能 参数 默认值

无操作 0-31

128

OFF 32-95

无操作 96-159

ON 160-223

无操作 224-255

 r彩色、色度

性能 参数 默认值

无操作 0-31

0

出厂默认设置 32-63

-31 64

… …

0 128-129

… …

+31 191

无操作 192-255

 r光栅模式

性能 参数 默认值

无操作 0-15

0

OFF 16-31

白 32-47

黄 48-63

青 64-79

绿 80-95

品红 96-111

红 112-127

蓝 128-143

黑 144-159

用户 LOGO 160-175

无操作 176-255

 r［音频音量］

性能 参数 默认值

无操作 0-31

0

出厂默认设置 32-63

0 64-65

… …

63 190-191

无操作 192-255

 r有效 /无效
设为“禁用”时，所有信道的操作均被禁止。

性能 参数 默认值

禁用 0-127
0

启用 128-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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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f 使用 Art-Net功能控制投影机时，如果使用遥控器或在控制面板上操作投影机，或者通过控制命令操作投影机，DMX控制器或计算机应用程
序的设置可能不同于投影机的状态。若要将所有信道的控制状态反映到投影机上，需将信道 11的“有效 /无效”设为“禁用”，然后再设回到
“启用”。
 f 若要创建和注册用户 LOGO图像，请使用“LOGO 传输软件”。 
可从松下网站（http://prosystem.panasonic.cn/projector/download.html）下载此软件。

通过局域网执行的控制命令

可以通过〈DIGITAL LINK/局域网〉端子或〈局域网〉端子使用〈串口 / 多台同步输入〉端子的控制命令格式来控
制投影机。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控制命令”（x 第 180页）。

提示

 f 发送和接收通过 LAN执行的控制命令须设置管理员帐户密码。（x 第 126页）

在保护模式下进行连接

连接

以下是 [网络 ]菜单→ [网络安全 ]→ [命令保护 ]设置为 [有效 ]时的连接方法。

1) 获取投影机的 IP地址和端口号（初始设定值 = 1024），并发送连接投影机的请求。
 f您可以从投影机的菜单画面中获取 IP地址和端口号。

IP地址 从［网络］菜单→［网络通信状态］获取。

端口号 从［网络］菜单→［网络控制］→［命令端口］获取。

2) 检查投影机的响应。

数据段 空白 模式 空白 随机号码段 终止符号

命令示例
“NTCONTROL”
（ASCII 字符串）

‘ ’
0x20

‘1’
0x31

‘ ’
0x20

“zzzzzzzz”
（ASCII十六进制代码）

（CR）
0x0d

数据长度 9 字节 1 字节 1 字节 1 字节 8 字节 1 字节

 f模式：1 = 保护模式
 f例：保护模式中的响应（随机号码段为未定义值）
“NTCONTROL 1 23181e1e”（CR）

3) 使用 MD5算法从以下数据中生成一个 32字节的散列值。
 f“xxxxxx:yyyyy:zzzzzzzz”

xxxxxx 管理员帐户用户名

yyyyy 管理员帐户密码

zzzzzzzz 在步骤 2)中获取的 8字节随机号码

命令传输方法

使用以下命令格式进行传输。

 r传输数据

报头 数据段 终止符号

命令示例
散列值

“连接”（x 第 184页）
‘0’
0x30

‘0’
0x30

控制命令
（ASCII 字符串）

（CR）
0x0d

数据长度 32 字节 1 字节 1 字节 未定义长度 1 字节

 f例：发送电源状态获取命令（根据管理员帐户用户名、密码和获取的随机数计算的散列值）
“dbdd2dabd3d4d68c5dd970ec0c29fa6400QPW”（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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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接收数据

报头 数据段 终止符号

命令示例
‘0’
0x30

‘0’
0x30

控制命令
（ASCII 字符串）

（CR）
0x0d

数据长度 1 字节 1 字节 未定义长度 1 字节

 f例：投影机开机
“00001”（CR）

 r错误响应

字符串 控制内容 终止符号

消息

“ERR1” 未定义控制命令

（CR）
0x0d

“ERR2” 超出参数范围

“ERR3” 忙碌状态或非可接受期

“ERR4” 超时或非可接受期

“ERR5” 数据长度错误

“ERRA” 密码不匹配

数据长度 4 字节 — 1 字节

提示

 f 发送命令后，投影机将自动断开与网络的连接。此规定基于安全考虑，防止恶意第三方未经授权对本产品执行的操作。若要连续发送命令，每
次发送命令时请执行网络连接请求。有关详情，请参阅“服务器与客户端之间的通信”（x 第 177页）。

在非保护模式下进行连接

连接

以下是 [网络 ]菜单→ [网络安全 ]→ [命令保护 ]设置为 [无效 ]时的连接方法。

1) 获取投影机的 IP地址和端口号（初始设定值 = 1024），并发送连接投影机的请求。
 f您可以从投影机的菜单画面中获取 IP地址和端口号。

IP地址 从［网络］菜单→［网络通信状态］获取。

端口号 从［网络］菜单→［网络控制］→［命令端口］获取。

2) 检查投影机的响应。

数据段 空白 模式 终止符号

命令示例
“NTCONTROL”
（ASCII 字符串）

‘ ’
0x20

‘0’
0x30

（CR）
0x0d

数据长度 9 字节 1 字节 1 字节 1 字节

 f模式：0 = 非保护模式
 f例：非保护模式中的响应
“NTCONTROL 0”（CR）

命令传输方法

使用以下命令格式进行传输。

 r传输数据

报头 数据段 终止符号

命令示例
‘0’
0x30

‘0’
0x30

控制命令
（ASCII 字符串）

（CR）
0x0d

数据长度 1 字节 1 字节 未定义长度 1 字节

 f例：发送电源状态获取命令
“00QPW”（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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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接收数据

报头 数据段 终止符号

命令示例
‘0’
0x30

‘0’
0x30

控制命令
（ASCII 字符串）

（CR）
0x0d

数据长度 1 字节 1 字节 未定义长度 1 字节

 f例：投影机的电源处于待机状态
“00000”（CR）

 r错误响应

字符串 控制内容 终止符号

消息

“ERR1” 未定义控制命令

（CR）
0x0d

“ERR2” 超出参数范围

“ERR3” 忙碌状态或非可接受期

“ERR4” 超时或非可接受期

“ERR5” 数据长度错误

数据长度 4 字节 — 1 字节

提示

 f 发送命令后，投影机将自动断开与网络的连接。此规定基于安全考虑，防止恶意第三方未经授权对本产品执行的操作。若要连续发送命令，每
次发送命令时请执行网络连接请求。有关详情，请参阅“服务器与客户端之间的通信”（x 第 177页）。

服务器和客户端之间的通信

通过局域网发送 /接收命令时，请参阅下面的通信流程。
服务器：投影机

客户端：控制设备，如电脑

客户端 服务器

发送第一条命令
发送密钥
连接请求

响应第一条命令

中断

连接请求

发送密钥
发送第二条命令

响应第二条命令

中断

第一次会话

第二次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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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口 / 多台同步输入〉端子 /〈多台同步输出〉端子
投影机的〈串口 / 多台同步输入〉符合 RS-232C，因此本投影机可以连接到电脑并通过计算机进行控制。
组合多个投影机的投影画面以构成多显示画面时，通过使用〈串口 / 多台同步输入〉端子和〈多台同步输出〉端子
连接多台显示器并统一各投影机的视频信号输入亮度水平，可显示对比度平衡的组合画面。还可同步指定投影机与
其他投影机的快门操作。
有关使用对比度同步功能和快门同步功能时的投影机连接方法，请参阅“使用对比度同步功能 / 快门同步功能时的
连接示例”（x 第 40 页）

RS-232C 通信连接
当直接连接时

投影机连接端子

计算机

D-Sub 9针（公头）
通信电缆（直通）

D-Sub 9针（母头）

使用 DIGITAL LINK兼容设备连接时
DIGITAL LINK兼容设备

计算机
D-Sub 9针（母头）

投影机连接端子

DIGITAL LINK DIGITAL LINK

D-Sub 9针（公头）

通信电缆（直通）局域网电缆（直通）

提示

 f 必须根据连接方法设置［RS-232C］（x 第 104页）的目标位置。
 f 使用 DIGITAL LINK兼容设备连接时，将［投影机设置］菜单→［节能模式管理］→［待机模式］设为［普通］，可控制处于待机状态的投影机。
当［待机模式］设为［节能］时，无法在待机状态下控制投影机。

插针布局及信号名称

D-Sub 9针（母头）
外视图

插针号码 信号名称 控制内容

(1) (5)

(6) (9)

(1) — NC

(2) TXD 传输数据

(3) RXD 接收数据

(4) MULTI PROJECTOR
SYNC 用于对比度同步功能 / 快门同步功能

(5) GND 接地

(6) — NC

(7) CTS
内部连接

(8) RTS

(9) — 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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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ub 9 针（公头）
外视图

插针号码 信号名称 内容

(5) (1)

(9) (6)

(1) — NC

(2) — NC

(3) — NC

(4) MULTI PROJECTOR 
SYNC 用于对比度同步功能 /快门同步功能

(5) GND 接地

(6) — NC

(7) RTS
内部连接

(8) CTS

(9) — NC

RS-232C通信条件（出厂默认设置）

信号等级 兼容 RS-232C

同步方式 异步

波特率 9 600 bps

奇偶校验 无

字符长度 8比特

停止位 1比特

X参数 无

S参数 无

基本格式

计算机中的数据依次按照 STX、ID、命令、参数和 ETX的顺序发送传输。请根据控制详细信息添加参数。

（2个字节）

2个ID字符（2个字节）
分号（1个字节）

冒号（1个字节）
3个命令字符（3个字节）

参数（未定义长度）

开始（1个字节）

ZZ，01至64

ID指定

结束（1个字节）

基本格式（具有子命令）

参数（6个字节）*1

“+”或“–”符号（1个字节）以及设置或调整值（5个字节）

操作（1个字节）*1

“=”（设置使用参数指定的值）

子命令（5个字节）

与基本格式相同

*1 传输不需要参数的命令时，不需要（E）操作和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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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f 如果在光源开始发光后发送命令，可能会出现响应延迟或可能无法执行命令。尝试在 60秒后发送或接收任何命令。
 f 传输多条命令时，收到本投影机的响应后请务必等待至少 0.5秒，然后再发送下一条命令。传输不需要参数的命令时，冒号（:）可以省略。

提示

 f 如果无法执行命令，投影机会向计算机发送“ER401”响应。
 f 如果发送无效参数，投影机会向计算机发送“ER402”响应。
 f RS-232C中的 ID传输支持 ZZ（ALL）和 01至 64。
 f 使用指定的 ID发送命令时，仅在以下情况向计算机发送响应信号。

 g 指定 ID与本投影机 ID相匹配
 g 当投影机的［投影机设置］菜单→［投影机 ID］设为［全部］时

 f STX和 ETX为字符代码。以 16进制显示的 STX为 02，而以 16进制显示的 ETX为 03。

电缆规格

1 NC    NC 1
2 2

3 3
4 NC    NC 4
5 5
6 NC    NC 6
7 7

8 8
9 NC    NC 9

连接到计算机时

投影机
（〈串口/ 多台同步输入〉端子）

计算机
（DTE规格）

控制命令

下表列出了可通过计算机控制投影机的命令。

 r投影机控制命令

命令 控制内容 参数 /响应字符串 说明（参数）

PON 电源打开
— 若要检查电源是否打开，请使用“查询电源”命令。

POF 电源待机

QPW 查询电源
000
001

待机
电源打开

IIS 切换输入信号

RG1 COMPUTER

HD1 HDMI1

HD2 HDMI2

HD3 HDMI3

DL1 DIGITAL LINK

OSH 快门控制 0 开

QSH 查询快门状态 1 关

VSE 宽高比切换

0 普通

1 4：3

2 宽屏

5 环通

QSE 宽高比设置查询

6 全屏

9 水平扩张

10 垂直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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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 控制内容 参数 /响应字符串 说明（参数）

OCS 副记忆切换
01 - 96 副记忆号

QSB 副记忆状态查询

 r镜头控制命令

命令 副命令 内容 说明

VXX LNSI2 镜头 H移位

+00000 = 微调 1+、+00001 = 微调 1-、+00100 = 微调 2+、+00101 = 
微调 2-、+00200 = 粗略调整 +、+00201 = 粗略调整 -

VXX LNSI3 镜头 V移位

VXX LNSI4 镜头聚焦

VXX LNSI5 镜头变焦

〈REMOTE 2 输入〉端子
在远离投影机、遥控器信号无法到达的地方，使用控制板对投影机进行远程控制（接触控制）。
使用投影机连接端子中的〈REMOTE 2 输入〉端子连接到控制板。

遥控 接触控制

遥控/接触控制

待机 点亮

光源

COMPUTER HDMI3

HDMI1 DIGITAL LINK

HDMI2

在会议室等地方的安装位置 位于另一位置的远程控制板

插针布局及信号名称

D-Sub 9针
外视图

插针号码 信号名称 开路（H） 短路（L）

(1) (5)

(6) (9)

(1) GND — GND

(2) POWER OFF ON

(3) COMPUTER 其他 COMPUTER

(4) HDMI1 其他 HDMI1

(5) HDMI2 其他 HDMI2

(6) HDMI3 其他 HDMI3

(7) DLINK 其他 DLINK

(8) SHUTTER OFF ON

(9) RST/SET 遥控器控制 外部连接点控制

注意

 f 进行控制操作时，请务必使 (1)号插针及 (9)号插针短路。
 f 如果将 (1)号插针与 (9)号插针短路，则投影机控制面板及遥控器的如下按钮将禁用。对应于这些功能的 RS-232C指令和网络功能也将被禁用。

 g 电源〈v/b〉按钮、〈快门〉按钮
 f 当 (1)号针和 (9)号针短路，且 (3)号针到 (7)号针当中的任何针与 (1)号针短路时，将无法使用控制面板和遥控器上的下列按钮。对应于这些
功能的 RS-232C指令和网络功能也将被禁用。
 g 电源〈v/b〉按钮、〈输入信号选择〉按钮、〈电脑〉按钮、〈HDMI 1〉按钮、〈HDMI 2〉按钮、〈HDMI 3〉按钮、〈DIGITAL LINK〉按钮、〈快
门〉按钮

提示

 f 当［投影机设置］菜单→［REMOTE2 模式］设为［用户］，可更改插针 (2)至插针 (8)的设置。（x 第 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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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输入〉端子插针布局和信号名称

外视图 插针号码 信号名称 插针号码 信号名称

(10)(6)

(11) (15)

(1) (5)

(1) R/PR (9) +5 V

(2) G/Y (10) GND

(3) B/PB (11) GND

(4) — (12) DDC数据

(5) GND (13) SYNC/HD

(6) GND (14) VD

(7) GND (15) DDC时钟

(8) GND

〈显示器输出〉端子插针布局和信号名称

外视图 插针号码 信号名称 插针号码 信号名称

(10)(6)

(11) (15)

(1) (5)

(1) R/PR (9) —

(2) G/Y (10) GND

(3) B/PB (11) GND

(4) — (12) —

(5) GND (13) SYNC/HD

(6) GND (14) VD

(7) GND (15) —

(8) G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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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测量、测量条件和标注方法依照 ISO/IEC 21118:2020 国际标准制定。
*2 值为使用变焦镜头（型号：ET-ELS20）时的值。值因镜头而异。

规格
投影机的规格如下。

显示制式 三片式透射型 LCD面板，三基色方式

显示设备
有效显示区域尺寸 19.3 mm（0.76"）（宽高比 16：10）

像素数 2 304 000像素（1 920 x 1 200点） 

投影镜头

随附的投影镜头 选购

变焦 电动

聚焦 电动

镜头移位 电动（水平 /垂直）

更换镜头 可以

光源 激光二极管

屏幕尺寸
1.02 m（40"）至 10.16 m（400"）

1.52 m（60"）至 10.16 m（400"） 安装 ET-ELW22C镜头时

光输出 *1*2

PT-SMZ88CL 8 000 lm

当［图像模式］设为［标准］，［节能模式管理］中的［光功率］
设为［普通］时

PT-SMZ78CL 7 000 lm

PT-SMZ68CL 6 000 lm

PT-SMZ58CL 5 500 lm

PT-SMZ88CL 5 600 lm

当［图像模式］设为［标准］，［节能模式管理］中的［光功率］
设为［节能］或［低噪音］时

PT-SMZ78CL 4 900 lm

PT-SMZ68CL 4 200 lm

PT-SMZ58CL 3 850 lm

对比度 *1 3 000 000:1（当输入 HDMI信号，［图像模式］设为［标准］，［动态对比度］设为［1］或［2］时）

周边光亮比 *1 85 %

可显示扫描
频率

水平 27 kHz至 135 kHz

垂直 24 Hz至 60 Hz

输入兼容性

HDMI信号输入
动态图像信号分辨率：480/60p、576/50p至 4 096 x 2 160/60p
静态图像信号分辨率：640 x 480至 1 920 x 1 200（逐行）
点时钟频率：25 MHz至 594 MHz

DIGITAL LINK信号输入
动态图像信号分辨率：480/60p、576/50p至 4 096 x 2 160/60p
静态图像信号分辨率：640 x 480至 1 920 x 1 200（逐行）
点时钟频率：25 MHz至 297 MHz

RGB信号输入
分辨率：640 x 480至 1 920 x 1 200
点时钟频率：不超过 162 MHz
PIAS（Panasonic Intelligent Auto Scanning）系统

YCBCR/YPBPR信号输入
分辨率：480/60p、576/50p至 1 920 x 1 080
点时钟频率：不超过 148.5 MHz
SYNC/HD和 VD端子不支持 3值 SY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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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端子

〈HDMI 输入 1〉端子
〈HDMI 输入 2〉端子
〈HDMI 输入 3〉端子

HDMI x 3，HDCP 2.3兼容，Deep Color兼容

音频信号 线性 PCM（采样频率：48 kHz/44.1 kHz/32 kHz）

〈DIGITAL LINK/局域网〉
端子

RJ-45 X 1，用于网络和 DIGITAL LINK连接（符合 HDBaseTTM标准），PJLink（class 2）兼容，
100Base-TX，Art-Net兼容，HDCP 2.3兼容，Deep Color兼容

〈局域网〉端子 RJ-45 X 1，用于网络连接，PJLink（class 2）兼容，Art-Net兼容，10Base-T/100Base-TX

〈电脑输入〉端子

高密度 D-Sub 15 针（母头） × 1

RGB信号 0.7 V [p-p] 75 Ω（SYNC ON GREEN：1.0 V [p-p] 75 Ω）

SYNC/HD TTL高阻抗，兼容自动正 /负极

VD TTL高阻抗，兼容自动正 /负极

YPBPR信号 Y：1.0 V [p-p]包含同步信号，PBPR：0.7 V [p-p] 75 Ω

〈显示器输出〉端子

高密度 D-Sub 15 针（母头）× 1

RGB信号 0.7 V [p-p] 75 Ω（SYNC ON GREEN：1.0 V [p-p] 75 Ω）

SYNC/HD TTL高阻抗，正 /负极

VD TTL高阻抗，正 /负极

YPBPR信号 Y：1.0 V [p-p]包含同步信号，PBPR：0.7 V [p-p] 75 Ω

〈音频输入〉端子 M3立体声迷你插孔× 1，0.5 V [rms]，输入阻抗 22 kΩ或更高

〈音频输出〉端子 M3立体声迷你插孔× 1，0 V [rms]至 2.0 V [rms]（可变），输出阻抗 2.2 kΩ或更低

〈串口 / 多台同步输入〉端子 D-Sub 9针× 1，符合 RS-232C，用于计算机控制

〈多台同步输出〉端子 D-Sub 9针× 1

〈REMOTE 1 输入〉端子 M3立体声迷你插孔× 1，用于遥控（有线）

〈REMOTE 2 输入〉端子 D-Sub 9针 × 1，用于接触控制

〈输出电压〉端子 USB连接器（A型）x 1，仅用于供电（DC 5 V，最大 2 A）

噪音 *1

PT-SMZ88CL 34 dB
当［节能模式管理］中的［光功率］
设为［普通］或［节能］时

PT-SMZ78CL
PT-SMZ68CL
PT-SMZ58CL

32 dB

PT-SMZ88CL 27 dB
当［节能模式管理］中的［光功率］
设为［低噪音］时

PT-SMZ78CL
PT-SMZ68CL
PT-SMZ58CL

26 dB

操作环境
操作温度 0 °C（32 °F）至 45 °C（113 °F）*2

操作湿度 20 %至 80 %（无结露）

投影方式 ［正投 /背投］/［地装 /吊装］

电源要求 100 V - 240 V ~（100 V - 240 V 交流），50 Hz/60 Hz

最大功耗

PT-SMZ88CL 490 W（5.4 A - 2.6 A）
（在 200 V - 240 V 的情况下功耗为 465 W）

PT-SMZ78CL 435 W（4.8 A - 2.3 A）
（在 200 V - 240 V 的情况下功耗为 415 W）

PT-SMZ68CL 360 W（4.2 A - 2.0 A）
（在 200 V - 240 V 的情况下功耗为 345 W）

PT-SMZ58CL 350 W（3.9 A - 1.9 A）
（在 200 V - 240 V 的情况下功耗为 335 W）

*1 测量、测量条件和标注方法依照 ISO/IEC 21118:2020 国际标准制定。
*2 请勿将本投影机用于海拔 2 700 m（8 858'）及以上位置。 
操作环境温度超过以下值，可能会减少光输出，以保护投影机。
 f在海拔低于 700 m（2 297'）的高度使用投影机时：38 °C（100 °F）
 f在 700 m（2 297'）至 1 400 m（4 593'）的海拔高度使用投影机：36 °C（97 °F）
 f在 1 400 m（4 593'）至 2 100 m（6 890'）的海拔高度使用投影机：34 °C（93 °F）
 f在 2 100 m（6 890'）至 2 700 m（8 858'）的海拔高度使用投影机：32 °C（90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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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机模式功耗

约 0.5 W 当［待机模式］设为［节能］时

约 15 W
当［待机模式］设为［普通］，［音频设定］中的［待机时输出］
设为［关］，［快速开机］设置为 [关 ]且〈输出电压〉 端子不
用于供电时

约 35 W
当［待机模式］设为［普通］，［音频设定］中的［待机时输出］
设为［开］，［快速开机］设置为 [关 ]且〈输出电压〉端子用
于供电（2 A）时

PT-SMZ88CL
PT-SMZ78CL 约 115 W 当［待机模式］设为［普通］，［音频设定］中的［待机时输出］

设为［开］，［快速开机］设置为 [开 ]且〈输出电压〉端子用
于供电（2 A）时PT-SMZ68CL

PT-SMZ58CL 约 100 W

标准外形尺
寸

宽度 561 mm（22-3/32"）

高度 224 mm（8-13/16"）（支脚处于最短位置）

厚度 437 mm（17-7/32"）（不包括选购件镜头）

重量 *1

PT-SMZ88CL
PT-SMZ78CL 约 17.8 k]（39 磅）（不包括选购件镜头）

PT-SMZ68CL
PT-SMZ58CL 约 16.8 k]（37 磅）（不包括选购件镜头）

外壳
材料 模制塑料

颜色 黑色

电源线长度 3.0 m（118-1/8"）

激光类别 3R类（GB 7247.1-2012）

遥控器

电源要求 DC 3 V（AAA/R03/LR03电池 x 2）

操作范围 不超过约 30 m（98'5"）（在信号接收器正前方操作时）

重量 102 ]（3.6 盎司）（包括电池）

外形尺寸 宽度：48 mm（1-7/8"），高度：145 mm（5-23/32"），深度：27 mm（1-1/16"）

*1 平均值。各产品重量会有所差别。

提示

 f 附件与选购附件的型号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f 仅可在中国使用此投影机。请勿在中国以外使用。

尺寸

单位：mm (inch)
561 (22-3/32")

43
7 

(1
7-

7/
32

")

10
3 

(4
-1

/1
6"

)

19
0 

(7
-1

5/
32

")
34

 (1
-1

1/
32

")

470 (18-1/2")

281 (11-1/16")

326 (12-27/32")

* 产品的实际尺寸会有所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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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装支架安装注意事项

 f在天花板上安装投影机时，将吊装支架（型号：ET-PKD120HC（用于高天花板）、ET-PKD120SC（用于低天花板））
与吊装支架（型号：ET-PKE301BC（底座安装支架））配合使用。
型号： ET-PKD120HC（用于高天花板）、ET-PKD120SC（用于低天花板）、ET-PKE301BC（底座安装支架）

 f在投影机上安装吊装支架附带的防坠套件。如果需要单独的防坠套件（服务型号：DPPW1004ZA/X1），请向经销
商咨询。

 f在现有吊装支架上安装投影机（与型号：ET-PKD120HC（用于高天花板）或 ET-PKD120SC（用于低天花板）和
型号 ET-PKE300BC（底座安装支架）配合使用）时，需使用与本投影机对应的防坠绳替换原防坠绳。请咨询经销商。
防坠套件（服务型号：DPPW1004ZA/X1）

 f请有资质的技术人员来执行安装工作，例如将投影机安装到天花板上。
 f即使在保修期内，对于因使用非松下制造的吊装支架或者由于吊装支架安装位置选择不当造成投影机的任何损坏，
松下不承担任何责任。

 f未使用的产品必须由有资质的技术人员及时移除。
 f使用扭矩螺丝刀或六角扭矩扳手将螺栓拧紧到指定的拧紧扭矩。请勿使用电动螺丝刀或冲击螺丝刀。
 f请阅读吊装支架的施工说明书了解详细信息。
 f附件与选购附件的型号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r投影机固定螺钉安装孔规格（投影机底部视图）

单位：mm (inch)

M6

12 mm (15/32")

防坠绳安装孔
吊装螺钉安装孔

 r投影机固定螺钉安装孔尺寸（投影机底部视图）

Unit: mm (inch)

476 (18-3/4")
371 (14-19/32")

354 (13-15/16")
100 (3-15/16")

69 (2-23/32")

18
0 

(7
-3

/3
2"

)

19
0 

(7
-1

5/
32

")

22
3 

(8
-2

5/
32

")

25
3 

(9
-3

1/
32

")

45
 (1

-2
5/

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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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容信号列表

下表列出了本投影机兼容的视频信号。
此投影机支持兼容信号列中带l的信号。
 f以下为兼容信号列的内容。

 g COMPUTER：COMPUTER输入
 g HDMI: HDMI1/HDMI2/HDMI3输入
 g DIGITAL LINK：DIGITAL LINK输入

信号名称
（信号格式）

分辨率
（点）

扫描频率
点时钟频率

(MHz)

兼容信号

水平
(kHz)

垂直
(Hz) COMPUTER HDMI DIGITAL LINK

480/60p 720 x 480 31.5 59.9 27.0 l l l

576/50p 720 x 576 31.3 50.0 27.0 l l l

720/60p 1 280 x 720 45.0 60.0*2 74.3 l l l

720/50p 1 280 x 720 37.5 50.0 74.3 l l l

1080/60i 1 920 x 1 080i 33.8 60.0*2 74.3 l l l

1080/50i 1 920 x 1 080i 28.1 50.0 74.3 l l l

1080/24p 1 920 x 1 080 27.0 24.0*2 74.3 l l l

1080/24sF 1 920 x 1 080i 27.0 48.0*2 74.3 l l l

1080/25p 1 920 x 1 080 28.1 25.0 74.3 l l l

1080/30p 1 920 x 1 080 33.8 30.0*2 74.3 l l l

1080/60p 1 920 x 1 080 67.5 60.0*2 148.5 l l l

1080/50p 1 920 x 1 080 56.3 50.0 148.5 l l l

3840 x 2160/24p 3 840 x 2 160 54.0 24.0*2 297.0 ― l l

3840 x 2160/25p 3 840 x 2 160 56.3 25.0 297.0 ― l l

3840 x 2160/30p 3 840 x 2 160 67.5 30.0*2 297.0 ― l l

3840 x 2160/60p
3 840 x 2 160 135.0 60.0*2 297.0 ― l*3 l*3

3 840 x 2 160 135.0 60.0*2 594.0 ― l ―

3840 x 2160/50p
3 840 x 2 160 112.5 50.0 297.0 ― l*3 l*3

3 840 x 2 160 112.5 50.0 594.0 ― l ―

4096 x 2160/24p 4 096 x 2 160 54.0 24.0*2 297.0 ― l l

4096 x 2160/25p 4 096 x 2 160 56.3 25.0 297.0 ― l l

4096 x 2160/30p 4 096 x 2 160 67.5 30.0*2 297.0 ― l l

4096 x 2160/60p
4 096 x 2 160 135.0 60.0*2 297.0 ― l*3 l*3

4 096 x 2 160 135.0 60.0*2 594.0 ― l ―

4096 x 2160/50p
4 096 x 2 160 112.5 50.0 297.0 ― l*3 l*3

4 096 x 2 160 112.5 50.0 594.0 ― l ―

640 x 480/60 640 x 480 31.5 59.9 25.2 l l l

1024 x 768/50 1 024 x 768 39.6 50.0 51.9 l l l

1024 x 768/60 1 024 x 768 48.4 60.0 65.0 l l l

1280 x 800/50 1 280 x 800 41.3 50.0 68.0 l l l

1280 x 800/60 1 280 x 800 49.7 59.8 83.5 l l l

1280 x 1024/50 1 280 x 1 024 52.4 50.0 88.0 l l l

1280 x 1024/60 1 280 x 1 024 64.0 60.0 108.0 l l l

1366 x 768/50 1 366 x 768 39.6 49.9 69.0 l l l

1366 x 768/60 1 366 x 768 47.7 59.8 85.5 l l l

1400 x 1050/50 1 400 x 1 050 54.1 50.0 99.9 l l l

1400 x 1050/60 1 400 x 1 050 65.2 60.0 122.6 l l l

1440 x 900/50 1 440 x 900 46.3 49.9 86.8 l l l

1440 x 900/60 1 440 x 900 55.9 59.9 106.5 l l l

1600 x 900/50 1 600 x 900 46.4 49.9 96.5 l l l

1600 x 900/60 1 600 x 900 55.9 60.0 119.0 l l l

1600 x 1200/50 1 600 x 1 200 61.8 49.9 131.5 l l l

1600 x 1200/60 1 600 x 1 200 75.0 60.0 162.0 l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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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名称
（信号格式）

分辨率
（点）

扫描频率
点时钟频率

(MHz)

兼容信号

水平
(kHz)

垂直
(Hz) COMPUTER HDMI DIGITAL LINK

1680 x 1050/50 1 680 x 1 050 54.1 50.0 119.5 l l l

1680 x 1050/60 1 680 x 1 050 65.3 60.0 146.3 l l l

1920 x 1200/50 1 920 x 1 200 61.8 49.9 158.3 l l l

1920 x 1200/60RB 1 920 x 1 200*1 74.0 60.0 154.0 l l l

*1 兼容 VESA CVT-RB（Reduced Blanking）
*2 还支持 1/1.001x 垂直扫描频率信号。
*3 仅 YPBPR 4:2:0 格式

提示

 f 不同分辨率的信号转换为显示点数。显示点数为 1 920 x 1 200。
 f 分辨率末尾的“i”表示隔行信号。
 f 连接隔行信号时，投影的图像有时可能发生晃动。
 f 使用长距离通信方式进行 DIGITAL LINK 连接时，投影机可以接收的信号可达 1080/60p（1 920 x 1 080 点，点时钟频率 148.5 MHz）。
 f 即使是兼容信号列表中列出的信号，如果视频信号采用特殊格式记录，投影机可能无法显示此信号。

即插即用兼容信号列表

下表列出了兼容即插即用的视频信号。
即插即用兼容信号列中带 l 的信号是在投影机 EDID（扩展的显示识别数据）中描述的信号。对于即插即用兼容信
号列中不带 l 的信号，即使投影机支持这些信号，也可能无法在计算机中选择分辨率。
 f以下为与即插即用信号列中各个项目对应的输入。

 g COMPUTER：COMPUTER输入
 g HDMI: HDMI1/HDMI2/HDMI3输入
 g DIGITAL LINK：DIGITAL LINK输入

信号名称
（信号格式）

分辨率
（点）

扫描频率

点时钟频率
(MHz)

即插即用兼容信号

水平
(kHz)

垂直
(Hz) COMPUTER

HDMI DIGITAL LINK

4K/60p 4K/30p 2K 4K/60p 4K/30p 2K

480/60p 720 x 480 31.5 59.9 27.0 ― l l l l l l

576/50p 720 x 576 31.3 50.0 27.0 ― l l l l l l

720/60p 1 280 x 720 45.0 60.0*2 74.3 ― l l l l l l

720/50p 1 280 x 720 37.5 50.0 74.3 ― l l l l l l

1080/60i 1 920 x 1 080i 33.8 60.0*2 74.3 ― l l l l l l

1080/50i 1 920 x 1 080i 28.1 50.0 74.3 ― l l l l l l

1080/24p 1 920 x 1 080 27.0 24.0*2 74.3 ― l l l l l l

1080/24sF 1 920 x 1 080i 27.0 48.0*2 74.3 ― ― ― ― ― ― ―

1080/25p 1 920 x 1 080 28.1 25.0 74.3 ― l l l l l l

1080/30p 1 920 x 1 080 33.8 30.0*2 74.3 ― l l l l l l

1080/60p 1 920 x 1 080 67.5 60.0*2 148.5 ― l l l l l l

1080/50p 1 920 x 1 080 56.3 50.0 148.5 ― l l l l l l

3840 x 2160/24p 3 840 x 2 160 54.0 24.0*2 297.0 ― l l ― l l ―

3840 x 2160/25p 3 840 x 2 160 56.3 25.0 297.0 ― l l ― l l ―

3840 x 2160/30p 3 840 x 2 160 67.5 30.0*2 297.0 ― l l ― l l ―

3840 x 2160/60p
3 840 x 2 160 135.0 60.0*2 297.0 ― l*3 ― ― l*3 ― ―

3 840 x 2 160 135.0 60.0*2 594.0 ― l ― ― ― ― ―

3840 x 2160/50p
3 840 x 2 160 112.5 50.0 297.0 ― l*3 ― ― l*3 ― ―

3 840 x 2 160 112.5 50.0 594.0 ― l ― ― ― ― ―

4096 x 2160/24p 4 096 x 2 160 54.0 24.0*2 297.0 ― l l ― l l ―

4096 x 2160/25p 4 096 x 2 160 56.3 25.0 297.0 ― l l ― l l ―

4096 x 2160/30p 4 096 x 2 160 67.5 30.0*2 297.0 ― l l ― l l ―

4096 x 2160/60p
4 096 x 2 160 135.0 60.0*2 297.0 ― l*3 ― ― l*3 ― ―

4 096 x 2 160 135.0 60.0*2 594.0 ― l ― ― ― ― ―

4096 x 2160/50p
4 096 x 2 160 112.5 50.0 297.0 ― l*3 ― ― l*3 ― ―

4 096 x 2 160 112.5 50.0 594.0 ― l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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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名称
（信号格式）

分辨率
（点）

扫描频率

点时钟频率
(MHz)

即插即用兼容信号

水平
(kHz)

垂直
(Hz) COMPUTER

HDMI DIGITAL LINK

4K/60p 4K/30p 2K 4K/60p 4K/30p 2K

640 x 480/60 640 x 480 31.5 59.9 25.2 l l l l l l l

1024 x 768/50 1 024 x 768 39.6 50.0 51.9 ― ― ― ― ― ― ―

1024 x 768/60 1 024 x 768 48.4 60.0 65.0 l l l l l l l

1280 x 800/50 1 280 x 800 41.3 50.0 68.0 ― ― ― ― ― ― ―

1280 x 800/60 1 280 x 800 49.7 59.8 83.5 ― ― ― ― ― ― ―

1280 x 1024/50 1 280 x 1 024 52.4 50.0 88.0 ― ― ― ― ― ― ―

1280 x 1024/60 1 280 x 1 024 64.0 60.0 108.0 ― ― ― ― ― ― ―

1366 x 768/50 1 366 x 768 39.6 49.9 69.0 ― ― ― ― ― ― ―

1366 x 768/60 1 366 x 768 47.7 59.8 85.5 ― ― ― ― ― ― ―

1400 x 1050/50 1 400 x 1 050 54.1 50.0 99.9 ― ― ― ― ― ― ―

1400 x 1050/60 1 400 x 1 050 65.2 60.0 122.6 l l l l l l l

1440 x 900/50 1 440 x 900 46.3 49.9 86.8 ― ― ― ― ― ― ―

1440 x 900/60 1 440 x 900 55.9 59.9 106.5 ― ― ― ― ― ― ―

1600 x 900/50 1 600 x 900 46.4 49.9 96.5 ― ― ― ― ― ― ―

1600 x 900/60 1 600 x 900 55.9 60.0 119.0 l l l l l l l

1600 x 1200/50 1 600 x 1 200 61.8 49.9 131.5 ― ― ― ― ― ― ―

1600 x 1200/60 1 600 x 1 200 75.0 60.0 162.0 l l l l l l l

1680 x 1050/50 1 680 x 1 050 54.1 50.0 119.5 ― ― ― ― ― ― ―

1680 x 1050/60 1 680 x 1 050 65.3 60.0 146.3 ― ― ― ― ― ― ―

1920 x 1200/50 1 920 x 1 200 61.8 49.9 158.3 ― ― ― ― ― ― ―

1920 x 1200/60RB 1 920 x 1 200*1 74.0 60.0 154.0 l l l l l l l

*1 兼容 VESA CVT-RB（Reduced Blanking）
*2 还支持 1/1.001x 垂直扫描频率信号。
*3 仅 YPBPR 4:2:0 格式

提示

 f 不同分辨率的信号转换为显示点数。显示点数为 1 920 x 1 200。
 f 分辨率末尾的“i”表示隔行信号。
 f 连接隔行信号时，投影的图像有时可能发生晃动。
 f 使用长距离通信方式进行 DIGITAL LINK 连接时，投影机可以接收的信号可达 1080/60p（1 920 x 1 080 点，点时钟频率 148.5 MHz）。
 f 即使是兼容信号列表中列出的信号，如果视频信号采用特殊格式记录，投影机可能无法显示此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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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DVANCED 菜单］    64, 78
［安全］    66, 119
安全    17
安装模式    27
安装注意事项    15
［Art-Net］    130
［Art-Net CH设置］    131
［Art-Net设置］    130
［Art-Net状态］    132
B
搬运注意事项    15
［保存所有用户数据］    111
保护注册的信号    117
保养    162
［背景色］    92
［变焦］    74
〈变焦〉按钮
遥控器    20, 52

［边缘混合］    79
C
〈菜单〉按钮
投影机机身    23, 62
遥控器    20, 62

［菜单锁定］    120
［菜单锁定密码］    120
菜单项目    64
［裁切］    78
［彩色］    68
［测试模式］    65, 115
〈测试模式〉按钮
遥控器    20, 59

〈CEC〉按钮
遥控器    60

尺寸    185
重命名注册的信号    116
重置为出厂默认设置    63
［初始化］    114
初始设置    44
〈串口 / 多台同步输入〉端子    24, 178
D
［DC OUT］    110
［登录信号一览］    66, 116
电源按钮
投影机机身    23
遥控器    20

〈电源接口〉端子    42
电源线    42
电源指示灯    43
〈电脑〉按钮
遥控器    20, 51

［电脑  输入］    85
［调出用户数据］    111
吊装支架    186
吊装支架安装注意事项    186
［DIGITAL CINEMA REALITY］    78
DIGITAL LINK    17
〈DIGITAL LINK〉按钮
遥控器    20, 51

［DIGITAL LINK菜单］    124
［DIGITAL LINK模式］    123
［DIGITAL LINK 输入］    87
［DIGITAL LINK状态］    124
冻结功能    56
［动态对比度］    70
［对比度］    67
〈多台同步输出〉端子    24, 178
E
〈ECO〉按钮
遥控器    20, 60

F
〈返回〉按钮
遥控器    20

［防盗密码］    119
副记忆    118
附件    19
G
［伽马］    69
［更改防盗密码］    119
更换空气过滤网组件    164
更换组件    164
［功能按钮］    106
功能按钮    59
〈功能〉按钮
遥控器    20, 59

故障排除    165
关闭投影机    50
［管理员帐户］    126
［光栅位置选择］    81
光源指示灯    160
规格    183
过滤网指示灯    160
H
〈HDMI 1〉按钮
遥控器    20, 51

〈HDMI 2〉按钮
遥控器    20, 51

〈HDMI 3〉按钮    20, 51
［HDMI CEC］    112
［HDMI 输入］    86
［画面冻结］    96
〈画面冻结〉按钮
遥控器    20, 56

［画面放大］    96
I
〈ID 全部〉按钮
遥控器    20, 60

〈ID 设定〉按钮
遥控器    20, 60

J
兼容信号列表    187
［强光感应］    70
［降噪］    70
［节能模式管理］    97
〈镜头 /取消〉按钮
投影机机身    23, 52

〈静音〉按钮
遥控器    20, 55

［镜头校正］    107
〈聚焦〉按钮
遥控器    20, 52

K
［开机 LOGO］    92
［开机输入选择］    100
［开机状态选择］    100
开启投影机    44
空气过滤网组件    162
［控制设备安装］    120
［控制设备密码重设］    122
〈快门〉按钮
投影机机身    23
遥控器    20, 55

［快门设置］    94
［宽高比］    73
〈宽高比〉按钮
遥控器    20, 58

宽高比功能    58
扩展信号锁入范围    117
L
连接    37
连接电源线    42
［亮度］    67
浏览菜单    62
［滤网计数］    109
M
〈默认〉按钮
遥控器    20, 63

P
［屏幕设定］    83
〈屏幕显示〉按钮
遥控器    20, 56

屏显菜单    62
［PJLink］    129
R
〈REMOTE 1 输入〉端子    25
〈REMOTE 2 输入〉端子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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