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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选购 AVIO产品。

为正确使用投影仪，请务必仔细阅读本说明书。

阅读完毕后，请将此说明书与保修单一起妥善保管好。

iP-01投影仪的特色
•	 多功能的四合一型投影仪，适用于多媒体时代。

1	 可以进行文件、样本及其他各种印刷资料的投影。印刷资料可直接投影不用制作 OHP胶片。
2	 电脑显示屏图像的投影。
	 使用电脑可进行详细的展示。

3	 也可投影录像带、DVD及其他设备。使视觉上的展示更具魅力。
4	 如果使用闪存盘，能够在不使用电脑 (PC) 的情况下用于演示。

	 * 仅有 iP-01UE 型号具有本功能。

•	 简单易懂，任何人都可操作
只需简单地按一个操作按钮即可进行图像资料、电脑显示屏或是录像画面等投影种类的切换。

•	 设计上考虑到节省资源，效率高成本低廉
不需制作 OHP胶片。这将减少很多不必要的时间及资金。

•	 彩色图像鲜明
包含高分辨率的 315 万像素的单板彩色 CMOS 照相机。它能够使用全色 1677 万色，真实准确地再现彩色文件，包括彩色样图

精细的中间色。

•	 不用变换屏幕尺寸即可放大显示
当投影的文件尺寸较小不适合投影，例如样本或时打印的文字等，iP-01不用变换屏幕尺寸即可将文件放大到容易看的尺寸。

•	 提供缩小或放大 PC屏幕的显示功能
屏幕可将大于 1024  768dots的显示缩小至 1024  768 dots并确保丝毫不改变其质量。例如 640  480高画质屏幕也能
放大至 1024  768 dots。
*	有关支持的分辨率信息，请参照本手册 C-21 页。

有关注册商标

NEC和 PC-9800系列是 NEC公司的商标。
IBM及 PC／ AT是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Macintosh 及 Power Book 是苹果电脑公司的注册商标。
Windows是美国微软公司的注册商标。
DLP®和 DLP标识是 Texas仪器的注册商标。
Adobe、Adobs 标识和 Acrobat是 Adobe系统的商标。

警告及安全注意事项

警告标志

为提醒用户注意安全，在说明书及产品上使用如下标志。在操作投影仪之前，请务必明确这些标志的含义。

警告	 如忽视此警告将会导致生命危险或重大人身事故发生。

小心	 如忽视此警告将会导致设备的故障或破损。

注意	 这是提醒当操作投影仪时应当留心。

	 此标志为提醒用户高压有可能导致触电。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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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需要用户对其干扰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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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	有关投影仪的使用∶

•	 本投影仪预期供成人使用，特别在初中以下的学生需使用本投影仪时，为安全起见，我们要求由成人陪同使用投影仪。

●	如果发生异常时∶

•	 如发现冒烟或异味或异常声响时，请立刻拔下电源线。

	 异常时如果继续使用非常危险。请将投影仪交给购买商进行修理。

●	避免将投影仪放在危险区域

•	 请确认在投影仪的通气孔处没有金属类或易燃性材料。

•	 不要将装有水的任何东西放在投影仪的上面或旁边。

●	如有异物进入投影仪内时∶

•	 如有异物例如水或金属进入投影仪内时，请立刻拔下电源线。

	 异物进入投影仪内时如果继续使用的话非常危险。请交给购买商的修理服务中心进行修理。

●	不要取下框架

•	 不要取下框架。因在里面有高电压成分。如触摸这些部分将会导致电源短路或造成设备破损。

●	安全操作电源线

•	 不要在电源线上放置任何重物。

	 电源线受伤会导致电线破损、火灾或触电。

•	 拔下电源插头时不要拉电源线。

	 拉电源线将会导致电源线破损或引起火灾及电源短路。要将电源线从插座里拔时一定要手拿插头。

•	 注意不要损坏电源线。如果电源线破损（例如电线芯暴露或被切割），请立刻与购买商的销售服务中心联络进行更换。如果

持续使用破损的电源线会引起火灾或触电。

•	 不要窥探镜头

•	 在操作投影仪时不要窥探镜头，否则从镜头里射出的强光线会伤害眼睛。

•	 不要将脸靠近通风口

•	 不要将脸靠近通风口，因为如果投影灯破裂，气体中含有的粒子和水银会进入眼睛或口腔，引起伤害。

	 ( 如果异物进入眼内，请到就近医院接受医疗检查。)	

•	 不要将投影仪放在不稳定处

•	 不要将投影仪放在不稳定处，例如不稳定的桌子或斜面上。

	 以免投影仪掉下或翻转导致损坏。

•	 如果投影仪未处于水平安装状态，不要打开投影仪的灯。

•	 如果投影仪未进行水平定向，而是倒转、正面朝上或朝下，侧放，都不要打开投影仪的灯，否则会引起火灾或灯泡破裂。

•	 不要使用规定以外的任何电压

•	 不要使用规格以外的任何电压，否则会引起火灾或触电。

•	 不要敲击玻璃表面

•	 不要敲击扫描仪上的玻璃表面，否则将会使玻璃破碎而导致受伤。

•	 不要登上投影仪。不要在其上面放置重物。

・	不要登上投影仪，或者在其上面放置重物。如果不遵守会引起损坏或故障。
	 根据情况，玻璃表面可能会破裂而引起受伤。

•	 不要触摸通气孔或灯泡罩

•	 在操作投影仪时或操作完切断电源之后的一段时间内，通气孔、灯泡罩及周边表面温度非常高。在完全冷却之前请不要触摸。

•	 投影仪的排气口区域附近非常热。不要将投影仪放置在不耐热的桌面上、书桌垫等物品上面，因为桌子会褪色，书桌垫会翘曲。

•	 不要在前面遮挡镜头

•	 在操作期间不要在前面遮挡镜头。

	 如任何东西放在镜头的前面或用手遮挡镜头，从镜头射出的强光将会引起火灾或燃烧。

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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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措施

 小心

•	 安装

•	 避免将投影仪安装在如下不安全处∶

　-	不耐热的桌面等物品上。

　-	振动强烈处

　-	冒烟或有水蒸气处

　-	阳光直射或电热器附近 ( 高于 35℃／ 95°F)

　-	潮湿阴暗处

　-	极其寒冷处 ( 低于 O℃ /32°F)

　-	从周围的设备里产生强磁场或电场处

　-	不稳定的表面

•	 根据安装环境 ( 例如∶靠墙或者受到空调器的气流影响 )，从前面排出的热空气可能引起热浪效果，投影图像会摇曳。

•	 不要堵塞通气孔

•	 不要用布或其他东西堵塞通气孔。

	 当将任何东西放在设备周围时，务必确保在设备及通气孔之间的距离至少要保持在 10cm／ 4英寸以上。防止纸张或布堵

塞住位于设备下方的通气孔。如果堵塞，机体内温度将会上升而导致功能异常。

•	 不要碰撞投影仪

•	 在操作或移动投影仪时，避免碰撞投影仪，否则会导致短路而引起破损。

•	 投影仪的保养

•	 为防止发生事故危险，在清扫投影仪之前务必将电源插头拔下。

•	 擦拭镜头表面时，使用商业吹风机或镜头清洁纸。

•	 用手纸或手帕擦拭会损坏镜头。

	 清扫框架、操作面板及玻璃表面时，请用软布轻轻擦拭。如果特别脏时，可以把中性洗涤剂与水混合，然后将布浸在里面，

擦拭时拧干水后进行。去除赃物后，再用干布擦干。

•	 千万不要使用任何挥发性气体，例如轻质汽油或稀料等擦拭投影仪。

	 表面质量可能变化，标记可能剥落。

	 如果使用化学药剂布的话，请参照具体使用方法。

•	 禁止划磨玻璃表面

•	 注意不要用坚硬或尖锐的东西划磨扫描仪的玻璃表面。

	 刮玻璃表面将会使投影仪画像受损。

•	 电池

•	 把电池装入遥控器时，请注意极性（正负极），按指示正确安装。如果电池方向搞错会导致破裂或漏电，引起火灾以至人身

事故，还会污染整个周围的环境。

•	 不得使用不同规格的电池。电池使用不正确会导致破裂或漏电，引起火灾或人身伤亡事故。

•	 不要对电池进行加热、解体、燃烧或将其浸在水中，否则电池会破裂或漏电而导致火灾及伤害。

・结露
・	骤然将投影仪搬倒温差大的地点会引起主机结露。
	 在结露的状态下投影会引起故障。

•	 服务及清扫

•	 由于内在因素，每年至少应该由厂商清扫一次。如果投影仪内存有赃物或长时间不清扫的话，会引起火灾或导致误操作。

最好是在雨季来临之前进行清扫。清扫为有偿服务请谅。

•	 长时间不使用投影仪时∶

・如长时间不使用投影仪时，为安全起见请拔掉电源电缆。
•	 废物处理

•	 如果把投影仪作为废物处理时，请按照各地政府机构的有关规定执行。

•	 投影仪的运送

•	 运送投影仪时，应该使用特定的包装箱。如果使用其他包装箱发生事故或损坏时，厂家概不负责。

•	 同一包装箱不能使用两次以上。多次使用会降低包装箱的吸振性而导致破损或事故。

•	 倾斜架应在完全放好后才可以运送投影仪。

•	 如需要新的包装箱时请与厂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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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措施

•	 灯泡破裂时

•	 此投影仪使用 AC型新超高压灯泡，使用时很少发生灯泡破裂现象。当灯泡超过使用寿命 2000小时（参照 C-43和 C-45页）

有可能导致灯泡破裂，因而设备会自动强行关闭。

注意下列事项

•	 当灯泡破裂时会发出异样响声，这是由于高压水银灯泡内部极高的压力引起。

	 此时由灯泡破裂时产生的玻璃和其他材料碎片，可能从通风口释放到外面的危险。

	 在使用过程中不要将脸靠近通风口附近 ( 投影仪的前面、侧面及后面 )。

•	 灯泡破裂时，气体从灯泡内部挥发到通风口外面，类似白色的烟雾；但是不产生热量，也不会引起火灾。注意灯泡内部的

气体中含有水银，灯泡破裂时应采取适当措施，包括打开门窗。万一有人吸入气体，请立即求医。

善后处理

•	 如果在使用过程中，灯泡在产品内破裂，灯泡的碎片会散落在装置里面。此时，不要更换灯泡，而将此产品请购买的商店，

销售代理商或其他有关部门修理。灯泡破裂后，用户千万不要擅自更换灯泡，否则灯泡的碎片等会导致伤害。

•	 灯泡的更换

•	 在更换灯泡之前务必确认灯泡呈关闭状态，并且在风扇停止拔掉电源后至少应该等待一小时以上。

	 如果在操作时或在关闭电源后立刻更换灯泡的话，有可能因过热而受伤。

	 具体参照 C-46页	“灯泡组件的更换”的有关步骤。

•	 灯泡组件的废物应按照当地政府有关处理家用荧光灯管的相应措施办理。

•	 清扫通风的入口和出口。

•	 如需清扫通风的入口和出口，在冷却风扇停止后，从电源插座上拔出电源插头，如果冷却风扇仍在旋转时拔插头，会导致伤害。

	 关于通风入口和出口的清扫步骤资料，请阅读 C-49 页上的“清扫进风口和通风口”。

•	 避免功能异常或事故

•	 调整投影仪呈水平状态之后使用。

	 在倾斜状态下使用，投影仪有可能会翻转而导致发生人身事故。

	 具体参照 C-24页“调整倾斜”的有关步骤。

•	 避免如下事项

•	 不要在投影仪上放置任何重物。

•	 不要踩在投影仪、支架及底座上。不要在其上方挂东西或凉衣服。

	 否则将会导致投影仪翻转并导致发生人身事故。

	 特别注意不要让小孩靠近。

•	 把投影仪放在带有脚轮的支架上使用时，务必把脚轮锁定，否则不得使用支架。

	 以免导致投影仪的移动或翻转而导致发生人身事故。

•	 在灯泡打开／关闭一分钟内，不要再次关闭／打开灯泡。因为在打开后产生高压。打开 / 关闭灯泡太频繁将会导致灯泡恶

化或破裂从而影响其准确操作。

•	 不要在镜头盖盖住的状态进行投影。

•	 不要在拆下空气过滤片的状态下使用投影仪。否则将会导致破损和故障。

•	 不要通过抓取调焦圈以提起投影仪，否则会导致故障或损坏。

•	 从投影仪上断开电源线后，应间隔 5秒以上才能再次接通电源。

•	 投影仪的移动

应在固定位置使用本机。

•	 在握住把手移动投影仪时，应该注意玻璃表面。

•	 万一文件罩插入不够，在移动时有可能会变松或脱落。

•	 应避免摆动或粗暴使用。

•	 电源线及插头的注意事项

•	 不要将电源线靠近电热器。

	 否则将会使电源线的表皮熔化而引起火灾或触电。

•	 不要用湿手插入或拔下电源电源线，否则将会导致触电。

•	 务必进行接地，电源线插入插座以前必须接地。

	 仅将电源线连接或插入接地端子，不要连接到其他部位。

•	 在移动投影仪前，务必确保所有电源线都已经拔下，没有任何电源线与设备相连，并且，防盗锁呈取下状态。

	 如果在装置尚与电源线相连的状态下移动投影仪的话，会导致电源线破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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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灯泡盖螺丝及两个灯泡设备螺丝外，不要取下任何螺丝，以免触电。

•	 有关投影灯泡和其他光学部件

•	 例如光源灯的光学零件，风扇以及色轮是需要定期更换的零件 ( 即定期更换的零件 )。

	 当连续长时间使用投影仪时 ( 每天 5小时以上 )，使用一年不到就可能需要更换这些零件。

	 请注意，如果使用投影仪的场所有烟雾或多尘，可能会缩短定期更换零件的周期。关于详细情况，请咨询客户支持中心。

•	 请让脸孔远离排风口。

・	如果灯泡破裂，灰尘会侵入您的眼睛或口腔。请务必让脸孔远离排风口。否则，会引起受伤。
( 如果异物侵入眼睛，请眼科医生诊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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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STANDBY
LAMP/COVER TEMP

FREEZE OFF
FREEZE

PORTRAIT

INPUT

镜头盖

电源连接线 (3 m)

遥控器 
使用元币形电池 :CR2025

(在遥感器内部 )

iP-01 Important Information
(重要信息 )

CD-ROM
iP-01 使用说明书

闪存盘

* 仅对 iP-01UE型号提供闪存盘。

电脑线缆 (2 m)

在使用之前，请将薄膜拿下。

Important Information

核对部件及部件名称

核对所提供的部件

对所提供的部件进行核对。

iP-01U
投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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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对部件及部件名称

各部件名称及功能 (投影仪 )

遥控器红外传感器

镜头盖

调焦圈

使用此圈进行调整焦点。

参照 C-24页

放映镜头

图像从这里被显示。

*注意在使用前请取下镜头盖。

焦距调节杠

拧转进行调节屏幕尺寸。

参照 C-24页

文件盖

将需要被读解的文件或

打印资料放在盖下。

参照 C-33页

操作板

通常操作所需的按键

集中在这里。

参照 C-13页

调节支脚

支脚用来调节投影仪的水平角度 ,以及左右平衡。
向左旋转加长支脚 ,向右旋转缩短支脚。参照 C-24

页

排风口

空气从这里被排出。

照明装置罩

(在投影仪下 )
投影仪的照明装置安装在内部。

参照 C-46页

ON/STANDBY
LAMP/COVER TEMP

FREEZE OFF
FREEZE

PORTRAIT

INPUT

进风口

空气由此被吸入。

输入连接器面板

包括电脑、视频和闪存盘 *等连接器。
* 仅用于 iP-01UE。

调节杠

用来调节支脚。参照 C-24页

	注意

• 在操作投影仪时，请勿阻碍镜头的前部。在操作时，从镜头投射出强烈的光线。阻碍镜头的前部会引起
火灾或烫伤。

• 在投影时，请务必卸下镜头盖。如不遵守会使镜头盖变形。
• 灯泡破裂时，气体和其他材料的颗粒可能从通风口释放到外面，因此不要让脸靠近通风口或进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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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对部件及部件名称

扬声器

(单声 )

防盗锁

请参照下记注意事项

遥控器红外传感

器

电源输入连接口

将电源连接线插入 ,接通电源。
参照 C-23页

	注意 • 灯泡破裂时，气体和其他材料的颗粒可能从通风口释放到外面，因此不要让脸靠近通风口或进风口。

ON/STANDBY
LAMP/COVERTEMP

FREEZE OFF
FREEZE

PORTRAIT

INPUT

进风口

空气由此被吸入。

把手

文件投影部分

将希望以 OHP方式进行投影的

文件或打印资料放置在此。

参照 C-33页

7mm

3mm

注意

关于防盗锁

防盗锁可与钢丝及其他保险钢丝连用。

关于本产品的详细介绍 ,请与下记厂家联系。

Kensington Computer Products Group

电话∶ (650)572-2700

传真∶ (650)267-2800

URL: http://www.kensingt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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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对部件及部件名称

各部件名称及功能 (输入端口 )

1. 电脑 /视频 (D端子输出 )视频输入接口
使用 RGB转换线缆，此接口用来连接电脑的模拟 RGB输
入接口或录像机的 D接口输出 (另行出售 )参照 C-18和
22页。

2. V (视频接口 )
此接口用来连接影像 (NTSC/PAL/SECAM) 
参照 C-22页

3.PC/VIDEO音频输入插座
这是 PC/VIDEO的音频输入插座 (支持立体声 )
为了输出电脑的音频，使用 (市售的 )立体声小插头到 RCA
立体声转换电缆。

参照 C-16和 20页。

注∶

从单声道扬声器输出左右声道声音。

不管 PC/VIDEO模式设置如何，在输入音频时便输出声音。
(在OHP模式时不输出声音。)

4.USB连接器 (插座 )
该连接器用于插入闪存盘。

*仅用于 iP-01UE。

1 2 3 4

闪存盘的插入和取出

插入闪存盘

将其笔直地插入 USB连接器 (插入到底 )。
 *仅插入闪存盘，没有别的。

取出闪存盘

* 将输入改变成不是OHP的设定后，拔出闪存盘。

注 :
我们的选购件闪存盘可保证操作。

其他闪存盘不能保证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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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对部件及部件名称

各部件名称及功能 (操作板 )

1. ON/SANTDBY显示器 (开 /待机显示器 )
在待机时显示器亮红灯 ,当投影仪灯点亮时 , 显示器灯变为
绿色。参照 C-23页

2. LAMP/COVER显示器 (投影灯 /罩显示器 )
在投影过程中显示器为绿色。如果空气过滤器或照明装置

罩没有复元时 ,显示器为红色。
• 在投影灯开始进行照明操作时 ,显示器会闪 6秒后变为
绿色。

• 当投影灯操作失败时 ,显示器会闪绿光。(在投影灯关
闭时显示器的闪光间隔要长于显示器在其他状态下的闪

光。)
• 关闭投影灯后显示器会继续闪 60秒 ,然后完全消失。
• 当投影灯的使用时间累计超过 1,900小时 ,显示器会闪
红灯 ;当使用时间超过2,000小时 ,显示器会持续亮红灯。

参照 C-44页

3. TEMP显示器 (温度显示器 )
当内部温度急剧上升 ,显示器会闪红灯 ,大约为 10秒。之
后变为持续红灯表示。

参照 C-44页

显示器表示一览表

4. ON/STANDBY键 (电源键 )
用来控制投影仪的电源开关 (待机状态 )
• 当投影仪灯关闭时 ,只有此键有效。
参照 C-23页

5. INPUT键 (输入选择键 )
按此键以切换至输入。

输 入 进 行 下 列 切 换 ∶ OHP → PC → VIDEO 或
OHP→ VIDEO(D4)→ VIDEO
参照 C-25页。

6. PORTRAIT 键
当选择OHP时∶改变投影图像的方向到 0°和 90°，显示
转换后的屏幕与宽度相配。

7. FREEZE OFF键（凝固关）键
解除静止图像方式。

当移动文件时，被用来检查投影屏幕。

参照 C-29页

8. FREEZE/CAPTURE键 (凝固 /采集键 )
将投影屏幕的图像定为静止图像。

当选择OHP时∶如果插入闪存盘，则保存信息到闪存盘。
* 如果不插入闪存盘，则不能保存图像，因为仅显示静止
的图像。

* 仅用于 iP-01UE.
参照 C-28页

ON/STANDBY
LAMP/COVER

TEMP

FREEZE OFF FREEZE/CAPTUREPORTRAITINPUT

1 2

3 4 5 6 7 8

显示器状态
代表意义

电源未接通

待机

投影操作待机

结束投影待机

投影

投影灯罩未关

投影灯烧坏

投影灯使用时间超过 2,000小时
内部问题

温度毛病

通风毛病

投影灯使用时间超过 1,900小时
温度出现异常

正常状态

警报响。

由于警报，
电源被切
断。

温度

关

关

关

关

关

红灯

关

闪红灯

投影灯 / 罩

关

关

闪绿灯

绿灯

红灯

关

闪红灯

绿灯

开 / 待机

关

红灯

绿灯

绿灯

红灯

红灯

绿灯

绿灯

	关橘黄灯红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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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对部件及部件名称

各部位名称及功能 (遥控器 )

1. ON/STANDBY键 (电源键 )
接通或切断 (待机状态 )投影仪的电源。
• 当投影仪灯关闭时 ,只有此键有效。
参照 C-23页

2. MUTE键 (无声键 )
在短时间内无需关闭投影灯可以将投影屏幕变为空白一片。

再按键一次恢复投影屏幕。

参照 C-32页

3. VOLUME键 (声音键 )
当选择电脑或影像时 ,用来调整音量。
此外，在显示履历图像的过程中， VOLUME + 向前翻页，
VOLUME – 向后翻页。
参照 C-31页

4. BRIGHT键 (亮度键 )
用来调整投影屏幕的亮度。

参照 C-27页

5. ZOOM键 (焦距键 )
用来调整投影屏幕的放大。

参照 C-26页

6. MENU键 (菜单键 )
打开或关闭菜单的显示。

参照 C-35页

7. SCROLL键 (旋转键 )
在菜单上进行对所选项目或调整的设定。当显示焦距时移动

焦距，当指针被显示时移动指针。

参照 C-26页，C-27页，C-29页和 C-32页

8. POINTER/SET键 (指针 /设定键 )
菜单被表示时，此键可前进到下一阶段处理。对所选项目进

行最后决定。参照 C-34页。当菜单没有被显示时，此键可
显示指针，再按一次键指针就会消失。

9. ROTATION键
当选择 OHP时，投影屏幕的方向转换到 0°和 90°，显
示转换后的屏幕与宽度配合。

参照 C-25页

10. FREEZE/CAPTURE键
将投影屏幕的图像制作成为静止图像。

当选择 OHP时∶如果插入闪存盘，则数据会保存在闪存盘
内。

* 如果不插入闪存盘，则不能存储图像，因为只显示静止
图像。

* 仅用于 iP-01UE。
参照 C-28页

11. FREEZE OFF键 (键 )
解除静止图像方式。

当移动文件时，被用来检查投影屏幕。

参照 C-29页

12. OHP键（悬吊式投影仪键）
将投影仪转换到OHP输入。参照 C-25页

13. PC键 (电脑键 )
将投影仪转换到电脑输入。参照 C-25页

14. VIDEO键 (影像键 )
将投影仪转换到影像输入。参照 C-25页

15. THUMBNAIL键 (姆指甲按钮键 )
在闪存盘上采集的静止图像显示为拇指甲图标。

参照 C-29页
* 仅用于 iP-01UE。

1

3

4

6

11

12
13
14

5

2

9

10

15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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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对部件及部件名称

遥控器的操作

• 使用遥控器时，请在距投影仪的遥控器红外传感器 (设置在前部及后部 )7m以内，在不超过左右各 10度的范围内进行操作。
请注意根据电池的所剩量，距离有可能会缩短。

• 如果在遥控器与红外传感器之间有障碍物的情况下，遥控器不能实行操作。

更换电池

1

如图所示，将带有＋符号的电池面向上面插入。

一手固定遥控器，用圆珠笔的笔头或其他尖锐物体插入遥

控器背面的小孔。

注意使用锥子会有在遥控器的表面留下擦痕的危险。

从上方压尖锐物体，向外拉电池套，然后取下电池套。2

3

再将整个电池套恢复到原来形状。4

在使用投影仪之前

在使用之前请先取下隔离薄膜。薄膜是在运送过程中为了保护遥控器而事先贴

置的。

Insulation sheet

注意 :更换电池时，请购买 CR2025型元币电池。使用其他型号的电池，例如 CR2032，在取出电池时会造成困难。

	注意

遥控器的保管

• 小心不要撞击遥控器，例如从桌上投下。如此做会损坏遥控器而造成不能实行操作。
• 注意不要接触水或其他液体。如果遥控器本体粘有水请马上擦干。
• 避免直接暴露在高温或蒸汽中。若在较长时间内不使用遥控器的话请取出电池。
• 对电池请不要进行拆解，不要将电池扔到火里。
• 对使用过的电池，请遵照地区所定规则进行处理。
• 如果在接近萤光灯的地方使用遥控器，遥控器有可能会失效，或操作效果不佳。
• 请将电池放在儿童不可以直接接触的地方保管。如果儿童不慎吞下电池，请立刻与医生联系接受治疗。
• 请细心保管遥控器。有数项功能只有通过遥控器才能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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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6°

投影仪使用步骤

1 考虑放置地点和投影屏幕尺寸

决定屏幕及投影仪的安放位置。

将投影仪放在牢固并且平稳的桌上。

2 连接输入装置

请与电脑 /影像装置进行连接。
与电脑连接→参照 C-18页
与影像装置连接→参照 C-22页

3 接通电源线，打开电源开关。

接通电源→参照 C-23页
切断电源→参照 C-23页

4 打开电脑或影像装置的电源

5 正确调整屏幕上的投影图像

→参照 C-17页

6 选择输入装置

→参照 C-25页

7 调整图像或影像

调整图像直到所要求的最佳状态。

→参照 C-42〜 43页

关于投影距离及屏幕尺寸的详细资料请参照 C-17页。

利用投影仪的调节支脚将投影调整到理想的高度。

调节支脚可以升高或降使投影图像的位置。调整角度为 0度到 7度。
调节支脚→参照 C-24页

0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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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下表决定在各种条件下投影仪所要求的投影屏幕尺寸及屏幕类型。

投影距离从镜头前算起在 0.67米与 6.1米之间。请在此范围内进行设定。

投影距离和屏幕尺寸

广角 :	 使用变焦镜头调整投影图像尺

寸，投影图像的尺寸会变为最大。

远距离 :	使用变焦镜头调整投影图像尺

寸，投影图像的尺寸会变为最小。

B

A

投影屏幕尺寸

当变焦杆在远距离侧上最大时

当变焦杆在广角侧上最大时

200英寸 (约 4.0 x 3.0 m) 

300 英寸 (约 6.0 x 4.5 m) 

100英寸 (约 2.0 x 1.5 m)

80英寸 (约 1.6 x 1.2 m) 

60英寸 (约 1.2 x 0.9 m) 

投影距离表

投影屏幕尺寸
(英寸 )对角 投影屏幕尺寸

A∶ 投影距离 (m) B: 投影底边的
高度 (mm) 高度 (mm) 

广角 远距离

300 6.0×4.5m 6.1 − 661 4572
200 4.0×3.0m 4.1 4.9 441 3048
100 2.0×1.5m 2.0 2.4 220 1524
80 1.6×1.2m 1.6 1.9 176 1219
60 1.2×0.9m 1.2 1.5 132 914
40 0.8 1.0 88 609.6

	注意

安装位置

• 不要将投影仪放置在高温或低温的地方。操作环境气温为 : 0度至 35度。

• 放置屏幕避免直接暴露到直射阳光或其他直接照明灯。当灯光直射到屏幕时 ,屏幕会显示白色 ,很难观看。
在明亮的房间内 ,应该将窗帘拉下 , 保持屏幕附近黑暗。

• 不要将投影仪放置于潮湿 ,充满灰尘 ,油烟的地方。会导致灰尘贴付在镜头或其他光学部件从而降低了
投影图像质量。

• 不要将投影仪放在不通风或靠近通风不好的地方。因为会造成投影仪内部温度上升 ,引起火灾或其他事
故。(排气口位于投影仪的前部 ,进气口在侧边。)

• 不要将投影仪放置在被支承或摇摆的地点。
• 在操作投影仪时，请勿阻碍镜头的前部。在操作时，从镜头投射出强烈的光线。阻碍镜头的前部会引起
火灾或烫伤。

• 在投影时，请务必卸下镜头盖。如不遵守会使镜头盖变形。
• 请不要将投影仪放置在用热敏材料制成的桌子或书桌垫上。桌子可能会退色，书桌垫可能会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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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连接要点

• 为了保护本投影仪及其他所连接的装置 ,在进行连接操作时请切断各装置的电源。
• 关于装置连接的情报及使用方法 ,请阅读装置作业说明书。
• 于笔记本连接时 ,在笔记本 LCD屏幕上的图像有可能不会准确的出现在投影屏幕上。关掉笔记本的显示

会改善情况。关掉笔记本显示的方法根据制造笔记本的厂家会有所别。详细方法请阅读笔记本的操作说

明书。

• 根据电脑的型号或设定有可能无法进行连接作业。详细情报请与购买代理店联系。
• 当连接 USB线缆时，不能投影电脑的图像。应连接电脑的连接线。

与电脑的连接方法

基本连接

与电脑连接

注意 :
• 在连接电脑线缆后，在电脑上设定外部输出和电脑屏幕显示设置。
• 没有设定外部输出时，“当前无电脑信号输入”出现在屏幕上。
• 在 15分钟或更长的时间没有信号输入的情况下，灯会自动关闭。
 (本功能仅在自动关机设置为“ON”时起作用。参照 C-43页。)

连接电脑
的 RGB输
出器

连接电脑的
音频输出器

插入连接线 ,拧紧两边的
螺丝。

注意 :
• 输入连接器→参照 C-10页

电脑连接线 (提供 )

立体声小插头至 RCA音频线
(可购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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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电脑的连接方法

5 4 3 2 1

10 9 8 7 6

15 14 13 12 11

连接苹果机

・ 当监视器输出设定为 VGA端口 (小型 D-SUB15芯 )时，安装主机附属的电脑线缆。  
• 当监视器的输出为音频口或 DVI口，则需要任意的苹果影像连接线。
• 由于 iP浏览器不支持Macintosh，请不要连接 USB。
 *仅在 iP-40SE上具有 iP观察器功能。

电脑输入连接口

电脑输入连接口使用 15-pin 小型 D-SUB连接器。
请参照下表中，Pin与其所对应的信号输入。

电脑输入连接口

注意∶投影仪用 RGB(15-pin)输入连接器使模拟种类。不可以与电脑的数码输出类型连接。

y GND

u GND

i GND

o NC

!0 GND

!1 NC

!2 SDA (DDC2B)

!3 H.SYNC

!4 V.SYNC

!5 SCL (DDC2B)

q RED VIDEO

w GREEN VIDEO

e BLUE VIDEO

r GND

t 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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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电脑的连接方法

当电脑图像没有被投影时，或有投影但图像不正确时，请参照下记事项。

● 图像未被投影
当电脑外部的输出信号未输入到 iP-01时，在 iP-01的屏幕上会显示“当前无电脑信号输入”。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请检查下述事项。

1 重新起动电脑。

 若在起动电脑后再与 iP-01连接的话，电脑有可能没有辨认到 iP-01的连接。当 iP-01没有被辨认时，来自电脑的外部输出信

号则无法被输出，所以才没有图像被投影。

2 检查电脑的功能

 为了将外部输出连接器的信号输出，根据笔记本的制造厂家，有一些会要求另外的操作。当没有进行这种操作时，笔记本的

外部输出信号则无法被输出。

 请参考所使用的笔记本操作说明书，进行操作而输出外部输出连接器的信号。

(操作例 )

IBM	PC/AT与	DOS/V电脑

按〔Fn〕键 + ” 〔F1〕到〔F12〕中任何键。”(请注意操作方法根据电脑型而不同 )”
Nr系列后的 PC98笔记本 ( 不包括 PC-98NX):

按“Suspend Resume”键。

电脑连接问题的对应表

制造厂家 连接外部输出方法 制造厂家 连接外部输出方法

IBM Fn+f7 DELL Fn+f8

NEC
平衡输出 东芝 Fn+f5
从任务条中更换 松下 Fn+f3
Fn+f3 富士通 Fn+f10

HP
(以往的 COMPAQ)

Fn+f4 三菱 Fn+f5

夏普 Fn+f5 苹果
用系统环境设置检查镜像→显示→调
整挡片

SONY Fn+f7

电脑图像没有被投影

● 电脑屏幕的图像没有问题，但是无法正确投影
请检查电脑的功能。

即使图像正确地出现在笔记本的 LCD屏幕上，但是被投影的图像有可能不正确。
极少例子是由于笔记本的制约，同时显示设定 (即外部输出信号的输出与电脑屏幕显示为同时 )使得信号大大超过了 iP-01可
以对应的范围，从而无法正确投影。

如果是这种情况，即使调整 iP-01也是无法获得正确的投影。
在一些情况下，取消同时显示并进行只输出外部输出信号的操作，电脑屏幕会被 iP-01正确地投影。细节请参照所使用笔记本
的使用介绍说明书。

* 当显示该图标时，左或右键会允许输入转换。
* 上述的公司名称及产品名称为其代表公司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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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是”的信号为带支持。请注意根据电脑的型号，如果在投影屏幕上出现跳动或红色，请进行将“图像调整”→“同

步调整”的操作。→请参照 C-40页

输入信号支持一栏表 (电脑影像输入连接器 )

与电脑的连接方法

信号名称
解像度

(水平×垂直 )
水平频率 
(kHz)

垂直频率
(Hz) 支持

NTSC RGB - - 15.7 60 No

PAL/SECAM RGB - - 15.6 50 No

PC-98 Normal*1 640 400 24.8 56 Yes

PC-98 Hi 640 400 31.5 70 Yes

VGA-GR1 640 480 31.5 60 Yes

VGA-GR2*1 640 400 31.5 70 Yes

VGA-GR3*1 640 350 31.5 70 Yes

VGA-TX1*1 720 350 31.5 70 Yes

VGA-TX2*1 720 400 31.5 70 Yes

640×480 72Hz 640 480 37.8 72 Yes

640×480 75Hz 640 480 37.5 75 Yes

640×480 85Hz 640 480 43.2 85 Yes

Mac13"RGB 640 480 35.0 66 Yes

800×600 56Hz 800 600 35.1 56 Yes

800×600 60Hz 800 600 37.8 60 Yes

800×600 72Hz 800 600 48.0 72 Yes

800×600 75Hz 800 600 46.8 75 Yes

Mac16"RGB 832 624 49.7 74 Yes

1024×768 43Hz 1024 768 35.5 43 No

1024×768 60Hz 1024 768 48.3 60 Yes

1024×768 70Hz 1024 768 56.4 70 Yes

1024×768 75Hz 1024 768 60.0 75 Yes

1024×768 85Hz 1024 768 68.7 85 Yes

MAC19"1024×768 1024 768 60.2 75 Yes

1280×768 60Hz 1280 768 47.7 60 Yes

MAC21"1152×864 1152 870 68.7 75 Yes

1280×800 60Hz 1280 800 49.7 60 Yes

1280×960 60Hz 1280 960 60.0 60 Yes

1280×960 85Hz 1280 960 85.9 85 No

1280×1024 60Hz 1280 1024 64.0 60 Yes

1280×1024 75Hz 1280 1024 80.0 75 Yes

1280×1024 85Hz 1280 1024 91.1 85 Yes

1600×1200 60Hz 1600 1200 75.0 60 Yes

1600×1200 65Hz 1600 1200 81.3 65 No

1600×1200 70Hz 1600 1200 87.5 70 No

1600×1200 75Hz 1600 1200 93.8 75 No

1600×1200 85Hz 1600 1200 106.3 85 No

• 当输入信号的解像度低于 1024×768时图像会被扩大显示 ;当解像度高于 1024×768时，图像被缩小显示。
• 需要梯形矫正时，上述带※信号的有可能无法正确投影。使用这些信号并进行梯形矫正，在进行设定时请检查图像，确认图
像不会受到坏影响。

• 支持 D1～ D4视频信号型式 (D1∶ 525i(480i)、D2-525p(480p)、D3∶ 1125i(1080i))、D4∶ 750p(72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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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影像设备连接

录影带或影碟中的影像被投影到大屏幕上。

注意 :
• 若视频信号中有大量杂质，显示的图像有可能只是单色。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视频选择”菜单上进行设定与
输入视频对应的信号

• 在 15分钟或更长的时间没有信号输入的情况下，灯会自动关闭。
 (本功能仅在自动关机设置为“ON”时起作用。参照 C-43页。)

D端子 /RGB转换线缆

(选项∶型号名称 IPC-D/VGA)

iP-01投影仪连接口板

与影像的输出

口连接

与音频的输

出口连接

录像机 影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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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P/COVER
TEMP

INPUT
ON/STANDBY

接通及切断电源

接通电源

1 接通电源线

投影仪会显示待机状态，并且 ON/STANDBY 显示器为
红色。

2 按 ON/STADNBY键 ( )

切断电源

1 按 ON/STANDBY键 ( )

在投影屏幕上会出现“再次按电源 (ON/STANDBY)键，关闭电源”的指示。

2 再按电源键 ( ) 1次。
关闭照明灯。

・灯泡 /灯罩发光二极管闪烁绿色，然后切断电源一次，冷却结束。
ON/STANDBY 显示器
• 照明灯关闭后，在 ON/STANDBY显示器仍然闪绿色时再次按电源键，照明灯也不会被打开。

 如果希望打开照明灯时，请一定在 ON/STANDBY显示器变为红色后，再按电源键。

3 切断电源连线

在操作板上的 ON/STANDBY显示器指示灯会完全消失。

当 LAMP/COVER发光二极管闪绿光时，也能断开电源线 (即直接断开电源功能 )。

投影仪为可以使用状态。

ON/STANDBY
LAMP/COVER

TEMP

电源插座

投影仪操作 遥控器操作

通风扇转动，照明灯点亮，ON/STANDBY 显示器为绿色。照明 /罩的显示
器为绿色。

• 在按电源键后，如果显示器出现红色，表明投影仪有故障。→参照 C-50
页

• 在按电源键之前，请检查镜头盖是否取下。

投影仪操作 遥控器操作

ON/STANDBY
LAMP/COVER

TEMP

	注意

•当投影灯发光时不要断开电源线。
•在使用了闪存盘后，务必在拔出后保存，不要保持闪存盘插入状态。
• 投影仪在长时间不使用时，从电源插座上拔出投影仪的电源插头。
• 在刚拔出投影仪的电源插头后，需要再重新插入电源插座的间隔时间大约需要 1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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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STANDBY
LAMP/COVER TEMP

FREEZE OFF
FREEZE

PORTRAIT

INPUT

ON/STANDBY
LAMP/COVER TEMP

FREEZE OFF
FREEZE

PORTRAIT

INPUT

ON/STANDBY
LAMP/COVER TEMP

FREEZE OFF
FREEZE

PORTRAIT

INPUT

ON/STANDBY
LAMP/COVER TEMP

FREEZE OFF
FREEZE

PORTRAIT

INPUT

调整投影图像

调整投影图像

调整屏幕上的投影图像

• 如果图像在屏幕上偏向左或右，请在水平方向移动投影仪。(将投影仪的
镜头与屏幕的中央对准。)

• 如果图像在屏幕上向上或向下偏，使用投影仪的支脚进行上下高度调整。
• 如果图像有倾斜，请调整右或左支脚。
• 如果出现梯形失真，用菜单操作的 KEYSTONE进行调整，参照 C-36
和 42页。

调整焦点 /焦距
使用投影仪的焦点 /焦距杠调整投影图像。

调整倾斜

使用投影仪的支脚可调整屏幕图像的位置及倾

斜。

按左 -右倾斜调节杠，升高投影仪的前部。当
高度达到理想的位置放开调节杠。旋转调节杠

的最底部，可以进行微调整。向左旋转支脚升

高，向右旋转支脚缩短。

图像尺寸依投影距离而定。参照 C-17页。

正确角度

	注意

• 请不要单独升高一侧的支脚，造成投影仪的极度倾斜。导致投影仪打滑或翻下造成事故及破损。
• 移动投影仪时，请先将支脚恢复原位。
• 在投影仪的侧面和底部的通风孔用强吸取力吸入冷气。如果布片和纸张贴在通风口外部，会导致故障和
破损。

• 依据投影仪放置地方表面的材料不同，橡皮制支脚有可能会弄脏放置表面。

ON/STANDBY
LAMP/COVER TEMP

FREEZE OFF
FREEZE

PORTRAIT

INPUT

POWER

升高 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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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选择 90度旋转时

正常操作

本章对投影仪的直接操作及遥控器键的使用进行说明。

关于使用菜单进行操作的情报，请参看 C-36页“菜单操作方法”和 C-38页“菜单说明”。

选择输入

从投影仪上直接操作

使用 INPUT SELECT键 (输入选择键 )进行选择。
每 次 按 键， 输 入 按 照 OHP → PC → VIDEO 或

OHP→ VIDEO(Component)→ VIDEO的顺序进行切

换。

遥控器操作

使用 INPUT SELECT键 (输入选择键 )进行选择。

当接通投影仪的电源时，会出现输入选择图标 ([OHP、PC或 VIDEO]或 [OHP、VIDEO(Component)或 VIDEO])。

(当电脑输入设定为 RGB时 )

(当电脑输入设定为组合时 )

*关于 PC输入的选择，参照 C-38页。

注意 :
• 开机后最先的输入方式为前次使用关机时的输入方式。
• 当显示该图标时，左或右键会允许输入转换。

改变投影图像的方向 只在 OHP输入时有效

将当前投影的图像方向改变到 0º和 90°
变换的图像根据屏幕的横向轴进行显示。

投影仪操作

按 PORTRAIT键。

遥控器操作

按 ROTATION键。

• 按 ROTATION键以便显示旋转选择图标。随着变换图像，显示消失。

OHP PC VIDEO

OHP VIDEO 
（组合）

VIDEO

ON/STANDBY
LAMP/COVER

TEMP

FREEZE OFF FREEZE/CAPTUREPORTRAITINPUT

ON/STANDBY
LAMP/COVER

TEMP

FREEZE OFF FREEZE/CAPTUREINPUT PORTR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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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操作

看被删掉的部分

从投影仪上直接操作

从主机的控制板不能进行拉动。

遥控器操作

按 PORTAIT键 (肖像键 )
按 SCROLL（）键 (旋转（）键 )，向上或向下
拉动图像。

• 按焦距 (–)键，可以在垂直方向在可投影范围内显示图像的大部分。没有被显示
的部分通过 SCROLL () 键 (旋转（）键 )显示。A

B
C

扩大及缩小投影图像

此操作可以对投影图像进行扩大或缩小处理。

从投影仪上直接操作

从主机的控制板不能进行扩大 /缩小。

遥控器操作

按焦距键之一。

(+):扩大投影图像
(–):缩小投影图像

　（＋）：投写画面を拡大します。
　（－）：拡大した投写画面を縮小します。

注意 :当投影图像的方向改变时，即使焦距性能在使用中，改变后的图像也要被调整适应宽度，
与通常改变方向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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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操作

亮度调整

注意 :
• 当显示亮度调整棒时，如果不进行操作达几秒钟，亮度调整棒会消失。

亮度调整棒

从投影仪上直接操作

从主机的控制板不能调整亮度。

遥控器操作

使用 BRIGHTNESS键 (亮度键 )(+/-)进行调整
 (+) :投影图像变明

  (–) :投影图像变暗

按照下记方法进行手动亮度调整。

移动屏幕

从投影仪上直接操作

从主机的控制板不能进行拉动。

遥控器操作

按 SCROLL () 键 (旋转（）键 )

移动方向有 4种 (上，下，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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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操作

储存投影图像 / 静止图像操作
当插入闪存盘时

按 FREEZE/CAPTURE键，将OHP文件作为OHP履
历图像，自动存入闪存盘。

投影的图像变成静止的显示。

* 按静止的 IMAGE/CAPTURE(图像 /采集 )键，当变
焦成 OHP文件时，在文件清单屏幕上会暂时显示全
部 OHP文件；然而，当投影全屏幕时，按静止 IM-
AGE/CAPTURE (图像 /采集 )键时的变焦情况会存
储下来。

* 只有 iP-01UE型号具有该功能。

从投影仪上直接操作

按静止的 FREEZE/CAPTURE键。

遥控器操作

按静止的 FREEZE/CAPTURE键。

在图像采集时显示出图标。显示的图标根据当前使用的存储器容量而不同。

图标 存储器容量

用闪存盘保
存

采集的履历图像低于所使用的存储器容量 33%

使用的存储器容量 33%-66%以下

使用的存储器容量超过 66%

禁止保存

只有在选择OHP以及
插入闪存盘时才有效

ON/STANDBY
LAMP/COVER

TEMP

FREEZE OFFPORTRAITINPUT FREEZE/CAPTURE

文件保存在闪存盘上

采集的图像用MMPJxxxx (从 0001 到 1,000之间的 xxxx)的文件名保存在 XXXAVMPJ ( XXX 在 100 至 499之间 )文件夹，
位于“DCIM”文件夹内。
每个文件夹最多存储 1,000个图像，超过 1,000个图像自动创建新文件夹。

自动保存文件

如果要在图像数字达到 1,000以前，将图像保存到新文件夹，在电脑上创
建一个文件夹，其名称为闪存盘当前存在的名称为“XXX AVMPJ”的数字
XXX上加 1。
接下来所采集的图像会保存到具有最大 XXX数字的闪存盘的文件夹。

例如∶当前文件夹是“100AVMPJ”， 创建“101AVMPJ”使图像自动保存
到文件夹“101AVMPJ”， 反映这是最大数字。

* 如果所存储的单张图像是 500KB，在 2GB的闪存盘内能够存放大约
4,000个图像。(每个图像的大小根据已经保存的图像而不同。)

* 我们的选购件闪存盘可保证操作。
 其他闪存盘不能保证操作。
* 为安全起见，请对所使用的闪存盘制作备份。
* 闪存盘的初始化根据菜单屏幕执行。(参照 C-38)
* 使用投影仪不能执行上述自动保存文件的操作。
 请在电脑上执行操作。
* 务必使用 FAT 32执行闪存盘的初始化 (格式化 )。
* 如果有大量的记载图像，其保存 /播放的速度可能变慢。

文件结构

DCIM 100AVMPJ

Folder

MMPJ0001.JPG

101AVMPJ

102AVMPJ

499AVMPJ

MMPJ0002.JPG

MMPJ0003.JPG

MMPJ1000.JPG

Folder Folder文件夹 文件夹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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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止图像操作
未插入闪存盘时

每次按下凝固 /采集按钮，当前放映的图像会凝固（固定的显示）。

注意 :
• 在静止图像显示时，FREEZE LED呈绿色。
• 当图像被投影时，按 FREEZE/CAPTURE键可以以相同的焦距，大小及位置将活动的图像进行固定。
• 对OHP方式的静止图像，再按 FREEZE/CAPTURE键可以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 当显示静止图像时，如果按主机或OHP、电脑上的 INPUT键，或者按遥控器上的 VIDEO键，则电脑或影像的静止图像便取消，
改变输入。在OHP模式时，静止图像被保留。

取消显示静止图像
从投影仪上直接操作

按 FREEZE OFF键（凝固关键）

遥控器操作

按 FREEZE OFF键（凝固关键）

从投影仪上直接操作

除 FREEZE/CAPTURE以外的任何其他键会取消操作。

遥控器操作

除 FREEZE/CAPTURE以外的任何其他键会取消操作。

正常操作

ON/STANDBY
LAMP/COVER

TEMP

FREEZE/CAPTUREPORTRAITINPUT FREEZE OFF

当OHP输入时

当电脑 / 视频输入时

使用闪存盘的图像进行演示

使用投影仪演示保存在闪存盘内的履历图像。

使用闪存盘的图像进行演示 *
* 我们的选购件闪存盘可保证操作。
 其他闪存盘不能保证操作。
 根据闪存盘的类型，处理速度可能比较缓慢。
* 只有 iP-01UE型号具有该功能。
* 不要将其他装置制作的文件放入文件夹，否则会引起故障。
* 如果按遥控器的 THUMBNAIL键，文件夹图像变成灰色，请按 FREEZE OFF键再试一次。

1 准备资料
将闪存盘插入投影仪，参照 C-12页。
• 使用 iP-01工具，能够转换不是用投影仪采集的图像，然后可以用投影仪演示该图像。

2 打开文件夹列表
按遥控器的 THUMBNAIL键。
主机的 FREEZE/CAPTURE发光二极管点亮橙色。(指示履历模式 )。
• 1立刻能够显示 16个文件夹。

主机操作

REEZE/CAPTURE发光

二极管 ( 橙色 )

遥控器操作文件夹光标 ( 红色 )

文件夹图像 (拇指甲 )
如果不存在标题文件，在缩小尺

寸的屏幕上显示第一个文件夹。

图像文件就在这些文件之中。

图像文件就放在里面。

文件夹列表显示

数字是为了说明，实际上显示数字 1-16。

F-2 F-3 F-4

F-5 F-6 F-7

F-1
显示文件夹中图像，包括

用主机保存的图像。

ON/STANDBY
LAMP/COVER

TEMP

FREEZE OFFPORTRAITINPUT FREEZE/CAP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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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 F-3 F-4

F-5 F-6 F-7

F-1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3 选择一个文件夹
按遥控器的旋转 (▲ ▼◀▶)键，将文件夹光标置于希望投影的文件夹
图像上。

当文件夹图像数目超过 16个时，按旋转键转换到另一页。

遥控器操作

F-2 F-3 F-4

F-5 F-6 F-7

F-1

4 打开文件列表
按遥控器的 SET/POINTER键，打开文件列表。
•	 在文件夹列表上显示的图像是文件列表中第一个图像。

遥控器操作

正常操作

注意 :
经过转换并且以垂直方向保存的图像，即使在缩小尺寸的屏幕上进行水平显示时，也是以垂直方向投影。

5 选择一个文件
按遥控器的旋转 (▲▼◀▶)键，将光标移动到希望投影的缩小图像上。
当缩小的图像数字超过 16个图像时，按旋转 ▼键显示第 17的缩小图
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光标

遥控器操作

注意 :
不显示不能用主机重放的图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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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全屏投影
按遥控器的 SET/POINTER键。
光标位置上的缩小图像在投影仪的全屏上投影。 

7 选择其它图像
按遥控器的 THUMBNAIL键，返回到文件列表显示。要显示文件夹中另
外的图像，按 (▲▼◀▶)旋转键
如需返回到文件夹表，再次按 THUMBNAIL键。
从以上的第 3步开始操作，选择希望的图像。

8 投影 /结束 OHP图像
按遥控器的 FREEZE OFF键或者 OHP键。

关于拔除闪存盘的资料，参照 C-12页。

注意 :
• 当使用电脑对闪存盘上的图像数据进行操作时，从闪存盘上复制数据
进行处理，以防止操作后在投影仪上不能读出。

在进一页时，在菜单上选择“Next”。
也能够用遥控器的 VOLUME + 和 VOLUME – 键改变操作。
* 当变焦为最小时，按 SCROLL◀键，转换到显示图像的前一个，按

SCROLL▶键，转换到下一个图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遥控器操作

用投影仪操作

REEZE/CAPTURE发
光二极管 (不发光 )

遥控器操作

遥控器操作

在屏幕上操作

正常操作

ON/STANDBY
LAMP/COVER

TEMP

FREEZE/CAPTUREPORTRAITINPUT FREEZE OFF

从投影仪上直接操作

不可以从投影仪的操作板上进行音量调节。

遥控器操作

使用 VOLUME键（声音键）(+/-)进行调节。
音量调节棒

音量调整 只有在计算机和影像输入时才有效

注意∶当显示音量调整棒时，如果不进行操作达

几秒钟，音量调整棒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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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操作

显示指针

可以在现有的投影图像中显示指针。

消除投影图像及音频

不须关闭照明灯，次操作可以消除投影图像及音频。

从投影仪上直接操作

此操作无法从投影仪上直接进行操作。

遥控器操作

按MUTE键（无音键）。

从投影仪上直接操作

此操作无法从投影仪上直接进行操作。

遥控器操作

按 POINTER/SET键 (指针 /设定键 )。
再按 1次，可以从屏幕中使显示的指针消失

Moving the Pointer

从投影仪上直接操作

从主机的控制板不能进行拉动。

遥控器操作

按 SCROLL () 键 (旋转（）键 )。

关于指针的形状，颜色，大小请参照 C-38页

注意∶

如果当显示指针时调整亮度，指针会暂时消失，一旦亮度调整棒消失，指针会再次出现。

在梯形校正期间，当显示指针时，指针颜色可能会变为条纹，这并非故障。

请注意，在 PC/Video模式的静止图像情况中不能显示指针。

注意 :在图像 /音频消失一段时间后 (大约30分钟 )，屏幕上会显示出是否需要关闭投影仪的画面。选择“是”，投影仪会变为待机状态。
若选择“不”，会再 1次消除图像 /音频。
如果上述画面出现后，30秒钟内没有进行任何操作的话，投影仪会自动进入待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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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P操作方法

投影文件或印刷物的最大投影尺寸为高 216mm，宽
288mm。
因此，如果放 A4(高 210mm，宽 297.5mm)的纸张在投影
仪上，投影效果为下图所示 (带斜线的部分为可投影部分 )。

加文件盖

为了适应各种条件文件盖的方向接口可以自由进行调整，改变

到投影仪的另 1侧。

投影文件的准备

按图所示，请将要希望投影的文件放置于投影仪上，并关闭文件盖。

注意 :
• 在文件盖没有被关闭的时候，也可以对文件进行投影。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外界不必要的东西也会同时被投影，造成图像不易
分辨。

• 在投影仪上放置有光泽的纸张 (诸如杂志封面 )或黑色纸张，内部萤光灯泡会对其反射，让人不易看清投影文件的边缘。

读取投影文件的投影范围

关于其他OHP的操作机能请参照以下页数 :
● 改变输入到OHP→参照 C-25页
● 改变投影图像到静止图像→参照 C-28页
● 捕捉投影图像→参照 C-28页
● 看所捕捉图像→参照 C-29页

注意 :当移动文件盖时，请用双手进行操作。

水平方向文件的上部

垂直方向文件的上部

在斜线以外的部分将不会被投影，所以请根据要求请移动文件。

* 当放置的摄影物镜比较大时，读出范围可能略微减小。

A4纸

297mm(纸尺寸 )

288(投影尺寸 )

21
6m

m
(投
影
尺
寸

)

21
0m

m
(纸
尺
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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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构造

调整／设置设定项目及内容将会根据输入的选择而发生变化。并且在菜单上显示出给予相应方式的信息。

光标 ·荧光屏 图像调整 设置设定

注意 :
•  即使未关闭文件盖，文件仍然能够被投影，在这种情况下，不必要的项目可能会被投影而难于观看图像。

光标 ·荧光屏
图画调整 设置设定

OHP输入

光标 ·荧光屏 历史记录菜单

指针形状选择
显示缩图号码页

(仅限于缩图显示 )
红 梯形失真

鼠标指针颜色 清除所有历史记录 蓝 语言选择

鼠标指针大小 清除一页历史记录 彩色模式 投影模式

USB闪存卡格式 经济模式

自动关机

灯泡使用时间

输入信号

电脑输入 (RGB)

指针形状选择 对比度 梯形失真

鼠标指针颜色 亮度 语言选择

鼠标指针大小 红 投影模式

电脑输入 蓝 经济模式

清晰度 自动关机

纵横比

彩色模式 灯泡使用时间

同步调整 输入信号

电脑输入 (组合 )

指针形状选择 对比度 梯形失真

鼠标指针颜色 亮度 语言选择

鼠标指针大小 色彩密度 投影模式

电脑输入 色相 经济模式

清晰度 自动关机

纵横比

彩色模式 灯泡使用时间

同步调整 输入信号

影像输入

指针形状选择 对比度 梯形失真

鼠标指针颜色 亮度 语言选择

鼠标指针大小 色彩密度 投影模式

色相 经济模式

清晰度 自动关机

纵横比

彩色模式 灯泡使用时间

选择影像信号 输入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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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操作方式

菜单操作中所使用按钮的名称及功能

NENU（菜单）键
用于关闭和打开菜单的显示。

指针键 /设定
在结束设定和调整

后最后使用。

SCROLL（旋转）  键
欲设定和调整项目内容，使用此按钮

进行菜单名称及项目名称的选择。

菜单部分的名称及功能

调整条

通过条的点数增加或减少显示出

调整的状况。

子菜单

选择一个项目时，将转换到子菜单。

光标 (蓝色亮光 )
欲设定和调整时用于选择项

目。

将设定及调整项目回到标准设定

（出厂时没有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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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的操作方式

菜单操作方式

此部分说明实际的操作方式。在此举例说明书使用遥控器进行“梯形失真”的调整。

1 按“MENU (菜单 )”按钮后显示出菜单。

2 用滚动按钮选择到“设置设定”处。

每按一次滚动		按钮，会依次显示出“光标 ·荧光屏”	→“图像调整”	→“设置设定”的信息。按滚动		按钮，
则将返回到前一个显示。

3 使用 SCROLL ▼ 键或 SET/POINTER键显示详细的菜单，然后选择“梯形失真”。

移动光标并选择“梯形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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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操作方式

4 当检查投影图像时，使用 SCROLL(旋转)键进行调整。

SCROLL (旋转 )  按钮∶ 每按一次光标数值减少。
 （低于色阶区域的投影图像将变

窄。）

SCROLL (旋转 )  按钮∶ 每按一次光标数值增加。
 （高于色阶区域的投影图像将变

窄。）

5 按 MENU (菜单 )键关闭菜单。

止此完成了“梯形失真”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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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说明

光标 ·荧光屏

选择指针的形状、色彩密度和大小。

 指针形状选择 .................从箭头和水平的两种类型中选择指
针的形式。

 鼠标指针颜色 .................从三种色彩（红、白、蓝）中选择
指针的色彩密度。

 鼠标指针大小 .................能够以 3个级别改变指针的大小 (例
∶大、中、小 )

 USB闪存卡格式 ............将删除闪存盘中所有数据。
* 仅用于 iP-01UE.

●电脑输入 ........................选择输入信号 (RGB或组合影像 )。
RGB∶将此项用于电脑上的投影图
像。

组合 *∶将此项用于 D1到 D4影像
的投影。

During PC/Component video input

During Video input

During OHP input

仅限于电脑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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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缩图号码页 ..............将显示进行确认的屏幕。选择“全
部刪除”，然后按SET/POINTER键，
将删除文件夹中所有数据，当前显

示的文件都已经保存在该文件夹中。

但是不会删除其他文件夹。

●清除一页历史履历 ...........删除目前显示的履历记录，显示下
一页履历记录。

只有从闪存盘选择的显示图像投影时才显示下列项目。

●返回前一页履历记录  下一履历页
设定光标，然后使用遥控器上的◄
键以选择 “上一履历记录”，使用►
键以选择“下一履历记录”。

返回前一页履历记录∶投影仪切换

至目前投影的履历记录前的存储器

内存的履历记录。

下一履历页∶投影仪切换至目前投

影的履历记录后的存储器内存的履

历记录。

* 仅用于 iP-01UE。

菜单说明

履历菜单                         *只有在插入闪存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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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说明

图像调整

进行有关投影图像的设置与调整。

当 OHP输入被选择时
 红
（红色调整） ........................在 -50至 50的范围内调整红色的深度。

 蓝
（蓝色调整） ........................在 -50至 50的范围内调整蓝色的深度。

当电脑输入被选择时

 对比度 ...........................在 -50至50的范围内调整投影图像的对比度。
 亮度 ..............................在 -50至 50的范围内调整投影图像的亮度。
 红
（红色调整） ........................在 -50至 50的范围内调整红色的深度。
 蓝
（蓝色调整） ........................在 -50至 50的范围内调整蓝色的深度。
 清晰度 ...........................在 -50至 +50的范围内调整投影图像的清晰

度。

 纵横比 ...........................将 投 影 图 像 的 宽 高 比 转 换 到 4 ∶ 3 或
16∶ 9，当选择了自动检测时，宽高比会根
据输入进行转换。

彩色模式

●标准 ...............................对比度强，图像轮廓鲜明。
●讲演 ...............................显示用的颜色适合演示
●正常显示 ........................投影图像的色彩接近原件图像的色彩。
●黑板 ...............................在黑板上投影图像时使用此项。

子菜单∶同步调整

 时钟 (CLOCK) ................在 -50至 50的范围内调整投影图像的水平大

小。

 色相 (PHASE) ................在 0至 31的范围内调整投影图像的声音及闪

烁。

 水平位置 ........................在 -50至 50的范围内调整投影图像的水平位

置。

 垂直位置 ........................在 -50至 50的范围内调整投影图像的垂直位

置。

 自动调整 ........................自动地进行同步调整。

注意∶根据电脑输入信号，范围并不一定有 -50至 50这么远。

During OHP input

When the input is set to PC (RGB selected)



C-41

在电脑 (组合 )输入或影像输入被选择时
 对比度 ...........................在 -50至 50的范围内调整投影图像的对

比度。

 亮度 ..............................在 -50至 50的范围内调整投影图像的亮
度。

 色彩密度 ........................在 -50至 50的范围内调整色彩密度的深
度。

 色相 ..............................在 -50至 50的范围内调整色相。当数值
减小，色彩密度变成浅绿，当数值增加，

色彩密度变成浅微红。

 清晰度 ...........................在 -50至 +50的范围内调整投影图像的清
晰度。

 纵横比 ...........................将投影图像的宽高比转换到 4 ∶ 3 或
16∶ 9，当选择了自动检测时，宽高比会
根据输入进行转换。

彩色模式

●标准 ...............................对比度强，图像轮廓鲜明。
●讲演 ...............................显示用的颜色适合演示
●正常显示 ........................投影图像的色彩接近原件图像的色彩。
●黑板 ...............................在黑板上投影图像时使用此项。

子菜单∶ Video Select
(仅在输入设定为影像时有效 )
用于选择输入的信号系统。

自动（自动检测信号系统）NTSC3.58/ NTSC4.43/ SECAM/PAL 
B,G,H,I/PAL M/PAL N。

菜单说明

When the input is set to PC (component sel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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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设定

菜单说明

这是有关投影仪组件或使用投影仪时的设置设定。

 灯泡使用时间 .................显示灯泡的使用时间。
有关“灯泡组件的更换” 参照 C-46
页。

 输入信号 ........................显示至今选择的输入名称。

设定项目

 梯形失真 ........................投影仪图像的梯形失真准确度。

注意∶

• 当使用梯形失真修正时，屏幕边缘将会分解并且小型符号等将会变得模糊不清。如不想要画质恶化，将投影仪设定在水平台上
并将梯形失真菜单的数值设定为“0”（无修正）。

• 与不使用梯形失真相比，使用梯形失真的时候，文字等的图像的显示将会变得模糊。这是在图像处理过程中发生的现象。
• 梯形失真修正调整范围根据显示的图像信号而不同。

 语言选择 ........................从下述语言中选择显示菜单及信息
的语言∶日语、英语、法语、德语、

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及中文。

接下一页

当数值增加，高于色阶区域的投影图像将变窄。

当数值减小，低于色阶区域的投影图像将变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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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影模式 ........................在正面（正面投影）和背面（背面
投影）两者之间选择投影仪的投影

系统。

 经济模式 ........................ON（开）
灯泡的亮度大约只能达到 90%。灯
泡使用寿命将会增长。

OFF（关）
灯泡的亮度将为 100%。屏幕显示
明亮。

* 作为默认，Eco 模式设定为 ON (开 )。

●自动关机 ........................当此项设定为“ON”时，当输入
被设定为电脑 /组合影像或影像时，
如果投影仪设定为“无同步”达 15
分钟 ，灯管熄灭。

菜单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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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

投影仪内装电路预防由故障而产生的火灾及破损。

当照明 /罩显示器指示灯为红色时
 实施措施如下
1. 将电源插头从插座上取下。
2. 正确安装照明装置外罩。参照 C-46页“更换照明装置”。

当气温显示器指示灯闪动或一直保持点亮状态

 实施措施如下
1. 将电源插头从插座上取下。
2. 检查下记事项并采取适当的措施。

故障预防措施

周围环境是否超过 35摄氏

度 ? 请在 0度到 35摄氏度之间的环境下使用投影仪。

通风口是否有被堵塞 ? 重新安排投影仪的放置地点，移动投影仪周围的物品。

参照 C-4页“不要堵塞空气口”

内装电路的短路有可能是原

因。 请向购买投影仪的代理店提出修理要求。

* 当温度显示器的指示灯熄灭时，投影仪运转正常。
* 当照明 /罩显示器的指示灯为红色时，请更换灯照明装置。关于更换方法请参照 C-46页。
* 温度显示器指示灯的闪动表示高温警告。
 温度显示器指示灯开始闪动，10秒钟之后如果使用条件没有改变的话，温度显示器指示灯变为持续点亮，照明装置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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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故障 (在电源打开的情况下，所有显示器指示灯熄灭 )
 采取措施
1. 将电源插头从插座上取下。
2. 检查下记事项并采取适当的措施。

维修

周围环境是否超过 35摄氏

度 ?

通风口是否有被堵塞 ?

进气口 / 通风口是否被堵
塞？

内装电路的短路有可能是原

因。

请在 0度到 35摄氏度之间的环境下使用投影仪。

重新安排投影仪的放置地点，移动投影仪周围的物品。

参照 C-4页“不要堵塞空气口”

请向购买投影仪的代理店提出修理要求。

清扫进气口 / 通风口
参照 C-49页上的“清扫进气口 / 通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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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泡组件的更换

在超过下列指示的小时数后 (或更快，依使用条件而定 )，应更换本投影仪上使用的投影灯泡。
当使用时间超过 2000小时时 *，灯泡很容易爆裂，因此灯泡被强制关闭。

当使用时间超过 1900小时时，应在到达 2000小时之前更换灯泡组件 (另行出售 )。同样，如果画面暗淡，这说明灯泡已到达使
用时间。应使用新灯泡进行更换。

当灯泡使用时间到达 1900小时时
-投影仪显示信息 -
当使用时间超过 1900小时时显示此信息。

-主机控制板 -
灯泡 /灯罩发光二极管闪烁红色。
在“安装设置设定”菜单上能够检查灯泡使用时间。

当灯泡使用时间超过 2000小时时
-投影仪显示信息 -
灯泡不会点亮，不显示任何信息。

-主机控制板
灯泡 /灯罩发光二极管闪烁红色。

* 如果 Eco模式是ON (开 ) 和 OFF (关 ) 都作为一个数值转换成使用时间，当 Eco模式是OFF (关 )时，在菜单屏幕上显示的“灯
管使用时间”，表示使用时间。

 因此，当 Eco模式是在始终ON (开 )情况下使用投影仪，在菜单屏幕上显示的灯泡更换指南的使用时间为 1,900 - 2,000小时，
虽然按照实际的使用时间为 2,900 - 3,000小时应更换灯泡。

	警告

• 不要在使用投影仪后立刻更换灯泡。
 灯泡温度较高有可能会烫伤。从插座上拔下电源后至少一小时以后方可进行灯泡的更换。
• 不要用手触摸灯泡组件部位，否则将会导致灯泡亮度降低而缩短灯泡的寿命。
• 投影仪内使用大量的玻璃件，例如灯和镜子。如果玻璃件破碎，在处理时要特别注意防止被碎片划伤。
可以请购买商店或 AVIO客户支持中心进行修理。

	小心 • 请指定专用灯泡组件 (型号∶ IPLK-J1)

维修

ON/STANDBY

TEMP

INPUT

LAMP/C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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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

1 取下灯泡组件保护罩

使用“一”型螺丝刀，松开灯泡组件的螺丝，按箭头所

示方向拔出后将保护罩取下。

2 松开灯泡组件的固定螺丝

使用“一”型螺丝刀，松开灯泡组件的两个螺丝。

3 将灯泡组件拔出

握住灯泡组件的把手将其提起并拿出来。

4 安装新的灯泡组件

 将灯泡组件按入投影仪。
 检查灯泡组件底部的 2个定位凸起部分是否牢固地插入 2个

孔内。

 紧固灯泡组件的两个固定螺丝。
 将位于灯泡组件保护罩上的两个卡爪与投影仪放置在一条直
线上，并从外侧的卡爪开始安装。之后，紧固灯泡组件保护

罩的固定螺丝。

灯泡组件更换步骤

为了防止烫伤，请在灯泡关闭后至少一个小时以上，再按照下列步

骤进行灯泡的更换。

ツメ

1

3

3

2

4

4

定位凸起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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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

5 重新设置灯泡的使用时间

在待机方式（*）状态下进行下列操作。

6 检查灯泡使用时间的指示是否按右图表的实例

说明已经变为“0时间”。
如果尚未重置使用时间的话，请按照步骤 5再次进行

重置。

按下遥控的菜单按钮来显示菜单，然后使用 SCROLL(旋

转 )钮显示设置，以此检查灯的使用时间。

在投影仪上的操作

同时按 INPUT、PORTRAIT、FREEZE OFF和 FREEZE/CAPTURE键，然后同时

按输入选择和静止图像键。

使用遥控器操作方法

不能使用遥控器进行灯泡使用时间的重置。

LAMP／ COVER LED（投影灯 /罩显示器）随即变成绿色并开始投影。
* 电插头插入电源插座，只有 ON/STANDBY LED（开 /待机显示器）亮为红色。

	小心
• 没有更换灯泡之前不要进行灯泡使用时间的重置。
 当灯泡使用超过 2000小时以上时，灯泡破裂的可能性会逐渐增大。

注意 :
• 为了安全，灯泡组件保护罩关闭时，灯泡将会自动关闭。
• 关于灯泡组件的废弃，应当按照当地政府有关废弃家用荧光灯管的相应措施办理。

	小心
如果在没有重置使用时间，将无法知道准确的使用时间。因而在更换灯泡后务必重置使用时间。当指示超

过 2000小时时，投影仪将会强行关闭投影灯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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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

进气口 / 通风口的位置和清扫方法
用真空吸尘器清扫下列说明的 3个位置。

清扫进气口 / 通风口
进气口 / 通风口是冷却投影仪内部热量的空气进出通道，使用投影仪时由于空气的流动，可能会积聚灰尘。当灰尘积聚时，内部
温度会升高，并且风扇的转动次数增加，从而缩短其使用寿命或导致损坏。因此，应该定期进行投影仪的清扫 (如果投影仪平均
每天使用 4小时，请每个月清扫一次 )。

前面通风口 A
侧面进气口 B 

后面进气口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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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解答

如果投影仪出现了问题及故障，在申请修理之前请按照下表进行检查。

故障现象 原因 参考页数

无法打开电源 • 是否有接通电源线 C-23

无法打开投影仪的照明灯 • 照明灯是否已经烧坏 ?
• 是否安装了照明罩 ?
• 内部气温是否过高 ?如果是，为了保护投影仪，照明灯不会点亮。
• 照明灯的使用时间是否已经超过 2,000小时

C-47
C-44

C-48

无投影图像 • 是否已经选择了连接输入 ?
• 与其他装置的连接是否正确 ?
• 在“图像调整”菜单中的“亮度”与“对比度”是否是被设定为负值 ?
• 计算机是否有正常运转 ?

C-25
C-18, 22
C-40

C-20

图像歪曲 • 投影仪的设定是否正确 ?
• 是否有梯形校正的需要 ?

C-16
C-42

图像模糊 • 是否有调整焦点 ?
• 投影距离是否在焦点有效范围之内 ?
• 是否有梯形校正的需要 ?
• 镜头盖是否为被取下 ?

C-24
C-17
C-42
C-10

图像不稳定 • 请调整“同步调整”菜单中的“Phase” C-40

图像不可调整 • “同步调整”菜单的设定是否适当 ? C-40

图像摇曳 • 根据安装环境 (例如∶靠墙或者受到空调器的气流影响时 )，从前面排出的热空气可能引起
热浪效果，投影图像可能摇曳。

−

颜色不对 • 请调整“同步调整”菜单中的“Phase” C-40

无声音 • 音量调整是否被设定为最小值 ? C-31

投影仪内有响声 • 是由于温度的变化，机箱产生了轻微膨胀与收缩。对投影效果或其他没有任何影响。 −
无法使用遥控器 • 电池是否已耗光 ?或所剩很少 ?

• 遥控器的红外传感器是否直接暴露在光线中。
• 遥控器的红外传感器是否被遮盖 ?
• 附近是否有反向器？

C-4, 15
C-15
C-15
C-15

在选择计算机输入时，

影像位置被移动，

显示的图像被压缩。

• 请调整使用“同步调整”菜单。 C-40

显示“USB记忆没有格式化” • 暂时拔出闪存盘，然后在 2-3秒后再试插入。
 如果仍未改善，则使用电脑，采用 FAT32格式进行格式化，然后再插入闪存盘。

C-38
C-12

闪存盘不能正常地插入 • 闪存盘是否损坏？
 用另一个闪存盘进行检查是否能够使用。

(不保证所有闪存盘都能够使用。) 

−

TEMP (温度 )显示器点亮 • 请参考“故障预防”页中的措施 C-44

灯泡 /灯罩发光二极管点亮红
色

• 灯泡组件灯罩是否脱离？
• 灯泡使用时间是否超过 2000小时？

C-47
C-48

灯泡 /灯罩发光二极管点亮橘
黄色

• 在投影仪内部发生故障。请与用户支持中心联系。
• 在投影仪内部发生异常，请委托修理。

C-51

不能用 iP-01观看存储在闪存
盘上的数据。

• 暂时拔出闪存盘，然后在 2-3秒后再试插入。如果仍未改善，请检查闪存盘。 −

显示器表示一览表

显示器状态
代表意义

开 / 待机 投影灯 / 罩 温度

关 关 关 电源未接通

正常状态

红灯 关 关 待机

绿灯 闪绿灯 关
投影操作待机

结束投影待机

绿灯 绿灯 关 投影

红灯 红灯 关

投影灯罩未关

由于警报，
电源被切
断。

投影灯烧坏

投影灯使用时间超过 2,000小
时

红灯 橘黄灯 关 内部问题

红灯 关 红灯
温度毛病

通风毛病

绿灯 闪红灯 关
投影灯使用时间超过 1,900小
时 警报响

绿灯 绿灯 闪红灯 温度出现异常

注∶如需更多的信息，请访问本公司的网站 (http://www.avio.co.jp/english/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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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理手续

•  在质量保证期间，我们将根据保修规定修理产品。请在购买产品的商店申请修理服务。
 在申请修理服务时请提交书面的保单。
• 过了质保期后的维修请联系购买产品的商店。
 如果修理工作能使产品的功能得以维持，则修理需要收费。
• 在送到代理店进行修理前，请再一次与 C-50页的常见问题解答进行对照。如果故障与表格所写内容相符，请向购买投影仪的
代理店提出修理要求。

• 在请求修理时，请向店方提供下列情报 :
对故障进行说明 ( 越详细越好 )

购买日期

姓名

住址

电话号码

产品名称及型号

修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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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产品型号 iP-01UE/BE

种类 单片 DLP®颜色轮盘颜色分离型

主
要
部
分
的
规
格

DLP®晶片
尺寸 0.55" DLP®晶片×1、纵横比 4∶ 3

画素 786,432像素 (1,024×768dots) 

投影镜头 F2.6～ 2.9、f＝ 25.8～ 30.0 mm、对焦比 1.2

照明灯 260W 超高压水银灯

图像尺寸 33-300英寸对角线 (投影距离 0.67到 6.1 m)

颜色再现性 全色 (16,770,000颜色 )

亮度 2500ANSI流明

扫描波 水平 :24.8至 91.1 kHz;垂直 :50 至 85 Hz

最大解像度 RGB信号输入时 1,024×768 dots (1,600×1,200 dots的压缩显示可能 )

视
频
输
入

OHP
Scanner 315万像素的彩色 CMOS

Scanner size 288mm×216mm(11.3 in×8.5in)

PC
(模拟
RGB输入 )

信号系统 分离信号系统

视频信号 l 模拟 :0.7Vp-p/75Ω

Sync信号
分离 /综合 :TTL Level(正 /负 )
Sync on green:0.3 Vp-p(负 )

连接口 15 pin Mini D-sub 1 ch

影像
信号系统 NTSC/PAL/SECAM/PAL-N/PAL-M/NTSC4.43

输入接口 RCA Pin Jack 1 ch

组合

影像输入 *1

信号系统
Y:Y: 1.0 Vp-p/75 Ω(同步 )、Cb-Cr∶ 0.7 Vp-p/75 Ω
D1/D2/D3/D4

输入端子 15芯小型 D-SUB×1

音
频
输
入

PC
音频信号 0.4 Vrms/47KΩ

输入接口 RCA Pin Jack 1 ch

影像
音频信号 0.4 Vrms/47KΩ

输入接口 RCA Pin Jack 1 ch

影像 /组合
影像 *1

音频信号 0.4 Vrms/47kΩ

输入端子 RCA(L/R)芯 -插头 接口×1

图像文件格式 出口 JPEG (2048×1536点 )

存储器接口 存储器 *2/槽 (USB2.0)

音频输出 5W 单声

操作环境的温度及湿度范围 温度 :0至 35℃ (32至 95° F);湿度 :20%至 80%(无凝结 )

电源 100-120 / 220-240 V AC , 50/60 Hz

消费电 370 W (100-120 V AC), 370W (220-240 V AC)

输入电流 3.7 A (100-120 V AC), 1.7 A (220-240 V AC)

USB 总线供电 500 mA

外部尺寸 (毫米 /英寸 )
290 (W)  405(D)  140(H) / 11.4 (W)  15.9(D)  5.5(H)
(不包括凸起部分，包括文件盖板 )

重量 5kg / 11lbs

附带品 *2
电源线 (3m/3.3yd),遥控器 ,用户使用说明书 ,电池 (圆币型电池 :CR2025),PC连线 ,镜
头盖 ,闪存盘

规格

FCC Class A requirements合格
EMC Directive(EN55022, EN55024, EN6100-3-2, EN61000-3-3)合格

选购件 D端子 /RGB转换线缆 (型号名称 IPC-D/VGA), SD存储卡（型式 AV-SDSDC1GB）

*1 需要选购件 D端子和 RGB转换电缆
*2 我们的选购件闪存盘能够保证操作。
 其他闪存盘不保证操作。
 务必要使用 FAT 32对闪存盘进行初始化 (格式化 )。
 当存储了大量的图像时，保存 /播放速度会减慢。
 只有 iP-01UE型号具有闪存盘。

• 为了更加完善产品，产品规格及设计有可能不经事先通知进行更改。
产品规格有可能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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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名

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

铅 (Pb) 汞 (Hg) 镉 (Cd) 六价铬 (Cr6＋ ) 多溴联苯 (PBB) 多溴二本醚
(PBDE)

主机 X X X X X X

○∶表示该有毒有害物质在该部件所有均质材料中的含量均在 SJ/T11364-2006标准规定的限量要求以下。
×∶表示该有毒有害物质至少在该部件的某一均质材料中的含量超出 SJ/T11364-2006标准规定的限量要求。
(企业可以在此处，根据实际情况对上表中打“×”的技术原因进行进一步说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