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步骤 1

iP-55E/iP-750E iP-25E

2步骤

智能投影机的

iP Viewer 程序快速参考
此文件记述的是智能投影机的 iP Viewer 程序的基本操作。详细资料，请参阅《iP 

Viewer 使用说明书》

以下，将把“智能投影机”简称为“投影机”，iP Viewer 程序简称为“iP Viewer”。

投影机操作键及连接器的名称

型号 iP-25E

型号 iP-55E

型号 iP-750E

显示输入选择图标（在屏幕上）

iP Viewer 状态栏（在计算机上）

连接及启动 iP Viewer

1 打开投影机 Power（电源），切换到“PC（电脑）”。

2 连接 RGB 线缆，启动计算机。
      请注意投影机上的 USB 接头形状与计算机上的不同。检查计算机屏幕是否显示在投影机上。

3 连接 USB 线缆。
      插入插头，插入时确保方向正确。

4 出现“启动 iP-Viewer”信息。点击“OK”键。
      iP Viewer 启动。

5 点击 iP Viewer“settings（设置）”窗
口上的“manual（手册）”键即可阅读

iP Viewer 的使用说明书。
      iP Viewer 没有安装在计算机上。只有当投影机与计算机

使用 USB 线缆相连时，iP Viewer 才能启动。

连接上计算机后即可进行的操作

可以储存、投影 OHP 图片、计算机屏幕内容以及文件，可以处理所采集记录的文件等。

● 保存被投影的图片（扫描功能） 
可以保存大小为 A4 的图片文件。

(( 在投影机上操作 ))
( 首先将图片保存在投影机的存储器中。)

1 将输入选择切换到“OHP”。

2 将文件放在投影镜表面并调整采集位置。
      使用 BRIGHTNESS（亮度）键调整亮度。 

3 按下FREEZE/CAPTURE（凝固/采集）键。
      采集图片时投影屏幕上会显示“USB”。

      一旦“USB”指示灯熄灭后即可采集下一个图片文件。

        要保存多张图片，重复步骤 2 和 3 即可。

        总共可以采集 32 张图片。

4 将输入选择切换到“PC（电脑）”。

5 按下“TRANSFER”（传送）键。
      开始将数据传送到计算机。

(( 在计算机上操作 ))

6 “Transferring（传送中）”指示灯闪绿光。
      数据传送完毕以后，“Transferring（传送中）”指示灯熄灭

（转变成灰色光），以红色字体显示“投影机的文件传输完毕”

之信息。

7 要检验所传输的数据，点击“List”（列表）
键，显示列表窗口。

      返回时，点击“Cancel（取消）”键。

      点击文件，以全屏模式显示文件。 

● 保存计算机屏幕内容（屏幕采集功能）
可以采集并保存计算机屏幕内容（Excel/Word 文件、浏览器窗口等）

1 点击状态栏上的最小化键 ( ) 以将 iP View-
er 最小化。

2 启动应用程序，显示您想保存的图片。

3 点击屏幕采集工具图标 ( ) ，将需要采集
的窗口显示在最前面。

      点击屏幕采集工具图标一次，显示在最前面的窗口就变化一次。

4 点击“capture（采集）”键 ( ) ，采
集图像。

      点击屏幕采集工具图标，将 iP Viewer 窗口显示在最前面。

      在列表窗口上会以“ ”标志标明所采集的文件。

5 再次显示 iP Viewer 窗口。
      点击任务栏上的 。

      •  使用 iP Viewer 采集保存的计算机屏幕图像是硬拷贝图像，不

能使用应用程序处理。要处理图像，请点击屏幕采集工具图标 

( )，返回应用程序窗口。.

请勿将 USB 线缆
连接在此处。

OHP PC 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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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集图像文件和 PowerPoint 文件

1 点击“Doc”（文档）键，然后点击“File
（文件）”键。

2 选择图像或 PowerPoint 文件，然后
点击“Open（打开）”键。

      会自动将 PowerPoint 文件转换成 JPEG 格式并投影第

一个幻灯片。

●处理所采集的数据
可能的“处理”包括使用钢笔工具在已记录文件上画线或写上注释，改变其方向和尺

寸大小并移动图像（图像大于投影屏幕时）。文件经过处理后会被记录（保存）在历

史记录中。

如果想把原始文件（原始图像）也保存下来，首先使用图像采集功能保存该文件。所

采集的文件会以照相机标志在列表显示上予以标明。

(( 在被投影文件上写字 ))
点击“Pen（钢笔）”键显示钢笔工具，选择钢笔的浓度

和颜色，然后开始书写。也可以从键盘上输入字符。

详细资料，请参考 iP Viewer 的《使用说明书》

进行讲演

本节讲述进行讲演的操作流程和基本要点。

1 首先，记录文件。
      有三种方法记录文件。

      •  记录 PowerPoint 文件：参考上述“步骤 2”的“采集图像文件和 PowerPoint 文件”。

      •  使用从吊顶投影机采集来的图像：参考上述“步骤 2”的“保存被投影图片（扫描功能）”。

      •  T 使用来自 PowerPoint 以外的其它应用软件的图像：参考上述“步骤 2”的“保存计算机屏幕

内容（屏幕采集功能）”。

2 从列表显示中选择文件并投影
      点击“List”（列表）键显示列表窗口（缩略图），然后

点击所需的文件。

3 切换页面。
      使用“Next->”（下一页）和“<-Prev”（上一页）键切

换页面。

如果您想⋯⋯
在讲演过程中，在文件上写字、改变文件方向，放大或缩小文件：

参考上述“步骤 2”中的“处理所采集的数据”。

注：如果您想将原始文件（原始图像）也保存下来，首先使用图像采集功能以保存文件。参

考上述“步骤 2”中的“保存计算机屏幕内容（屏幕采集功能）”。

放映幻灯片：

1)  按照“Doc”（文档） → “Folder”（文件夹） → 

“Browse For Folder”（浏览文件夹）步骤，选择

所需的文件夹并立即记录所有文件。即可投影第

一个文件。

2)  点击“Next->”（下一页）切换到下一页。 

结束讲演

●检查文件是否已经储存在历史记录中并删除不需要的文件。
即使文件仅曾被投影一次，也会储存在历史记录中。

1 点击“History”（历史记录）键。
      若不需要更改，点击“Cancel”（取消）键。 

2 要删除不需要的文件，先点击该文件。

3 点击“Delete”（删除）键删除该文件。
      要继续删除其它文件，可以再次点击“History”（历

史记录）键，重复步骤 1 和 2，也可以使用“Next->”

（下一个）和 “<-Prev”（上一个）键切换到其它文件。 

      列表显示上的数据不会被删除。

●保存历史记录（数据保存功能）

1 点击“Exit”（退出）键。
      出现“保存历史记录”屏幕。

      如果您不想保存该历史记录，点击“Quit”（放弃），

接着在出现的确认窗口中点击“Yes”（是的）键。

2 选择要保存历史记录的文件夹。
    要创建一个带日期的文件夹，在“创建并保存数据文

件夹”中打勾。

      要创建自己的文件夹，请勿在“创建并保存数据文件

夹”中打勾。

3 点击“Save”（保存）键。
      出现“Browse For Folder”（浏览文件夹）屏幕。

      点击您想用于保存历史记录的文件夹。

      如果没有选中任何选项框（如果您想要创建自己的文

件夹），则点击“New Foleder”（新文件夹）并输入

新文件夹名。

4 点击“OK”（确认）
      保存历史记录，退出程序。

在断开投影机与计算机的连接时，按照计算机上 USB 设备的指定断开
程序进行。

1 点击任务栏上的“ ”图标（通常
位于右下角）。

      ① 从驱动器选择显示中选择“USB Mass Storage 

Device （大容量储存设备）– Drives（驱动器）”。

      ② 点击“Stop”（停止）。

      ③ 点击“OK”（确认）。

          不同的计算机操作系统，显示可能有所不同。

2 一 旦 出 现“‘USB Mass Storage 
Device （大容量储存设备）– Drives

（驱动器）’现在可安全地从系统移除”
信息后，即可安全地断开 USB 设备。

(( 在白板上显示和写字 ))
点击“Doc（文档）”键，然后从选择窗口上选择“White-
board”（白色书写板），显示白板。”

点击“Pen（钢笔）”键显示钢笔工具，然后使用钢笔工

具书写注释或从键盘输入字符。

(( 改变文件方向 ))
点击“ANGLE（角度）”菜单下的箭头（“”），显示选

择列表，然后点击需要的角度。

(( 改变文件尺寸大小 ))
点击“ZOOM（焦距）”菜单下的箭头 (“”)，显示选

择列表然后点击所需的放大倍率。

如果文件尺寸被放大到大于投影屏幕尺寸，则可使用滚动

条，移动文件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