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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版權
2015 Vivitek 是台達電子的商標。其他商標是其各自所有者的資產。值、
重量和尺寸等均為預估值。規格如有變更，恕不另行通知。

商標

c

免責聲明

本文件中的資訊如有變更，恕不另行通知。製造商對於本文件中的內容不提供任何表述或擔
保，特別放棄對於適售性或特定用途適用性的任何隱含擔保。製造商保留修訂本出版物和不
定期更改本文檔內容且無須向任何人通知此類修訂或更改的權利。

HDMI、HDMI標識、以及High-Definition Multimedia Interface是
HDMI Licensing LLC在美國和其他國家（地區）的商標或註冊商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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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安全資訊

重要： 

使用的符號

機體上和本手冊中使用的警告符號旨在提醒您危險情況。

本手冊使用下面的書寫內容 旨在提醒您重要資訊。，

備註： 

在主題旁邊提供主題的附加資訊。

重要： 

提供不應忽視的附加資訊。

小心： 

提醒您可能損壞機器的情形。

警告： 

提醒您可能損壞機器、造成危險環境或導致人員受傷的情形。

在本手冊中，元件和螢幕顯示功能表中的專案以粗體表示，如本例所示：

“按遙控器上的選單按鈕打開主選單。”

一般安全資訊

強烈建議您在使用Qumi之前仔細閱讀本節。這些安全和使用說明可確保您在未來數年中
，安全的使用Qumi。請妥善保管本手冊，以備日後參考。

•  請勿打開機殼。本機內部沒有用戶可維修的部件。如需維修，請洽詣合格的服務人員。

•  遵循本手冊和本機上的所有警告和注意事項。

•  根據設計，投影光源極其明亮。為避免損害眼睛，請勿在LED點亮時直視鏡頭。

•  請勿將本機放置在不穩定的表面或台架上。

•  避免在水旁邊、陽光直射的地方、或加熱設備旁邊使用系統。

•  請勿在本機上放置書籍或袋子等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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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mi安裝注意事項

• 在排氣口周圍留出至少50公分的間隙。

至少 100mm

 

•  確保進氣口不會吸入排氣口排出的熱氣。

•  在密閉空間內使用Qumi時，確保密閉空間周圍的空氣溫度不超過 運轉時的
   工作溫度，並且未堵住進氣口和排氣口。

•  所有空間應通過專業散熱評估，確保Qumi不會重新循環廢氣，以免造成裝置關機
   （即使密閉空間的溫度在可接受的工作溫度範圍內）。

Qumi

小心：

避免在多灰塵的環境中使用Qumi。



電源安全

清潔Qumi

• 

注意： 

管制警告

符號說明

•  只應使用隨附的變壓器。

•  請勿在電源線上放置任何物品。將電源線放置在不會被踩踏的地方。

•  長時間存放或不使用時，取出遙控器電池。

在清潔之前拔掉電源線。參見第  頁的?  36 清潔 Qumi。

Qumi在使用之後會略微發熱 。將Qumi收納之前，先讓其冷卻。

在安裝和使用 之前，閱讀第  頁的? ”中的管制注意事項。Qumi 45 管制符合性

廢棄：請勿通過家庭或市政垃圾回收系統處置廢舊電氣電子設備。歐盟國家
要求使用專門的回收系統。

主要特性

•  輕型機器，便於包裝和運輸。

•  亮度高，可在日光下或明亮房間內簡報。

•  最高支援670萬色1080P資料解析度，可提供清晰鮮明的影像。

•  靈活的安裝方式，支援正投、背投、吊裝以及吊裝背投等投影方式。

•  視線投影保持方正，成角度投影時可使用進階梯形校正。

•  自動偵測輸入來源。

關於本手冊

本手冊專為一般使用者撰寫，說明如何安裝和使用 。若可以，相關資訊會在同一頁
（例如）描述與說明。這種列印的格式不但方便您閱讀，也有助於節省紙張，保護環境。
建議您根據需要，只列印相關章節。

Qumi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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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章 概覽1  

概覽

前部/頂部/右側概覽

1

散熱口
切勿蓋住

鏡頭

喇叭

投影鏡頭

  揚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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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部/頂部/左側概覽

底部概覽

三腳架連接槽

支撐架

不提供三腳架（使用前請撕下粘貼物）

使用前可以打開撐住

進氣口
切勿蓋住

橡膠支腳墊
保持穩定性和冷卻通風

音訊輸出/AV輸入

將音訊線連接到揚聲器或耳機

DC 輸入

電源開關

連接隨附的變壓器

啟動/關閉QUMI電源

HDMI

遙控接收口

microSD卡

連接來自HDMI裝置的HDMI線

感應遙控器接收器

USB1

Reset

USB2

連接USB裝置

重啟/復位

連接USB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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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附件
Qumi隨機附件包括：

遙控器(附有一個3V CR2025電池)

視區域而定的電源線和變壓器

W A R R A N T Y 文件套件（使用者手冊、快速入門指南、
保修卡）

標準HDMI線

如有任何物品缺少、外觀損壞、或者機器無法使用，請立即與您的經銷商聯繫。
建議您妥善保管原始包裝材料，以備在送修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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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遙控器

開/關

左

確認鍵

右

下

上

返回

音量-
音量+
調焦-

調焦+

HDMI/AV

畫面顯示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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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遙控器

A

B

更換遙控器電池

1. 2. 3.朝著箭頭的方向卡住
凹槽轉動( A) 並打

開電池蓋( B)。

朝著箭頭的方向
電池轉動裝上 蓋。

遙控器配備一個(1) 3V鋰電池(CR2025)。電池預裝
在遙控器中。

在開始使用遙控器之前，從電池槽中取出塑膠片 (A)。

取下新電池，裝上新電
池（正極朝上）

小心：

1. 只應使用3V鋰電池(CR2025)。

2. 依照當地相關法規處置廢舊電池。

3. 長時間不使用Qumi時，取出電池。

工作範圍

遙控器通過紅外線傳輸來控制Qumi。並不是必須要將遙控器直接指向Qumi

遙控器在半徑約7m（23英尺）和高於或低於Qumi 15度的範圍可正常工作（但遙控器不

能垂直於Qumi的側面或背面）。

如果Qumi不回應遙控器的指令，請將其移近Qum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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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開始使用

需要準備的東西

連接交流變壓器

遙控器接收口

Reset

音訊輸出/AV輸入

插入USB裝置

連接HDMI相容的週邊裝置

microSD卡

Qumi可以連接許多類型的外部裝置與週邊設備。您可以連播放音樂用的音樂播放機，
連接播放影片的DVD、VCD和VHS播放機播放機 。也可使用攝影機和數位相機播放視
訊和顯示照片；或是連接電腦和USB等週邊裝置，藉此顯示文件和其它類型的媒體。

這些設備可通過相應的線纜連接到Qumi 。請確保所連接的設備有合適的輸出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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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Qumi

使用HDMI連接周邊設備

遊戲控制台 PC

智慧型手機相機 藍光DVD播放機

使用HDMI線（選購）將HDMI相容的週邊裝置連接到Qu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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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USB裝置

將USB裝置裝置插入相應的連接埠，即可將它們連接到Qumi。

音訊輸出/AV輸入(線材需選購)

將耳機或迷你喇叭插入音訊輸出插孔，從而將它們連接到Qumi。

耳機 迷你喇叭 AV



電池充電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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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機斷電後充電請進行以下操作：

將電源變壓器連接到Qumi。

將電源變壓器另一端連接到牆壁電源插座。

充電中遙控接收口顯示藍色燈,充滿電後是藍色燈滅。

注意：

持續充電3至4小時,即可充滿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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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和關閉Qumi

1.

2. 按  

Qumi顯示開機畫面，並檢測
所連接的設備。

連接AC,按1秒。
無連接AC,按5秒。

將電源變壓器連接到Qumi 。
將電源變壓器另一端連接到
牆壁電源插座。

注意：變壓器型號可能因

地域不同而有差異。

電源按鈕打開Qu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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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連接了多個輸入裝置，可以按

遙控器上的SOURCE（信號源）

按鈕，然後使用    或   按鈕選擇合

適的設備。

◄ ►

• HDMI: HDMI / DVI 

• 

• 

USB1:USB裝置

USB2:USB裝置

4. 按  電源按鈕關閉Qumi。

5. 當“關閉電源嗎? 再次按電源開關”

訊息出現時，按  
關閉電源？

再次按電源開關
電源按鈕。

投影機關閉。

調整投影機水平

翻下支架，以調整投影機水平。

使用三腳架

將三腳架插入 Qumi 底部，即可搭配三腳架使用 Qumi。 
可連接多種標準的三腳架。

支援的三腳架規格：
           類型： 三腳架
           插槽大小： 1/4-20 L6.3 mm



Happy cast- 與Android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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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方式允許Qumi讓Android 系統的設備 (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 做鏡像投射

方式一：(讓Android設備連接至Qumi的Wifi可攜式熱點)

1. 開啟Qumi的可攜式熱點功能
      A. 進入Qumi的設定- 一般-更多-可擕式熱點
          並在可擕式WLAN熱點打 。
2.   執行App清單中的HappyCast App。
3.  用Android設備掃描HappyCast頁面中的二維條碼，  
     下載手機版HappyCast並安裝完成。
4. 將Android設備連接至Qumi的Wifi可攜式熱點，並執行
      HappyCast開始做鏡像投射。

方式二：(讓Android設備與Qumi共同連接至家中/公共的無線網路中)

1. 確定Android設備與Qumi皆連接至且一個家中/公共的無線網路中。
2.   執行App清單中的HappyCast App。
3.  用Android設備掃描HappyCast頁面中的二維條碼，  
     下載手機版HappyCast並安裝完成。
4. 將Android設備連接至Qumi的Wifi可攜式熱點，並執行
      HappyCast開始做鏡像投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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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y cast- 與iOS連接

  

  方式一：(讓iOS設備連接至Qumi的Wifi可攜式熱點)

1. 開啟Qumi的可攜式熱點功能

      A. 進入Qumi的設定- 一般-更多-可擕式熱點

          並在可擕式WLAN熱點打 。

2.   執行App清單中的HappyCast App。

3.  在iOS設備上，自螢幕底部向上滑會顥示操作介面，點擊其中的AirPlay功能  

      此時Qumi應會顯示在連接清單中，選擇並執行，即可開始進行鏡像投射。

  方式二：(讓iOS設備與Qumi共同連接至家中/公共的無線網路中)

1. 確定iOS設備與Qumi皆連接至且一個家中/公共的無線網路中。。

2.   執行App清單中的HappyCast App。

3.  在iOS設備上，自螢幕底部向上滑會顥示操作介面，點擊其中的AirPlay功能  

      此時Qumi應會顯示在連接清單中，選擇並執行，即可開始進行鏡像投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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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Qumi使用者 面界

概覽
Qumi使用者介面 (UI) 被設計為可提供設置和便於操作 。UI也允許您從智慧設備（手機
或平板電腦）或USB裝置訪問媒體檔以獲得完整的媒體體驗。

UI包含九個主要功能:

•Photo/相片 - 可讓您顯示照片並提供幻燈片功能所連USB驅動器或設備上的可用圖像列
在“相片”功能表中。

•Video/視訊 - 可讓您播放電影檔案；所連USB驅動器或設備上的可用視頻列在“視訊”
菜單中。

•Music/音樂 - 可讓您播放音訊檔；所連USB驅動器或設備上的可用音樂列在“音樂”
功能表中。

•Office/文檔 - 可讓您播放文檔；所連USB驅動器或設備上的可用文檔列在“文檔”菜單中。

•APP Store  - 可讓您能夠管理下載、更新並對商店的訪問情況。

•Browser/流覽器 - 可以顯示網頁伺服器或者檔案系統的HTML檔（標準通用標記語言的
一個應用）內容，並讓使用者與這些檔交互的一種軟體。

•Apps/應用程式 - 可以管理以及操作所有QUMI的應用程式設置。

•WiFi - 可讓您將個人電腦、手持設備（如PAD、手機）等終端以無線方式互相連接。

•Settings/設置 - 允許訪問顯示、音訊、無線網路、藍牙、存儲、一般、應用、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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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所連USB裝置或設備上的可用圖像列在“相片”功能表中。

按遙控器的 
下表說明可用功能。

  、       鍵選擇文件並按   以顯示。控制台會隨文件顯示。、 、

功能表列/圖示 說明

相簿、地點、時間、人物、標籤

1.

2.

選擇相簿、允許離線查看、更新

幻燈片、網路照片

播放幻燈片、選擇欄位、分組依據

打開圖片--選擇觀看圖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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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

可讓您播放電影檔案；所連USB 裝置或設備上的可用影片列在“影片”選單中。
打開影片--選擇本地磁碟/USB--點擊要播放影片

功能表列/圖示 說明

返回使用者 面界

返回上一步

按遙控器的

下表說明可用功能。

    、  、  、  鍵選擇文件並按     以顯示。控制台會隨文件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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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

可讓您播放音樂檔；所連USB 驅動器或設備上的可用音樂列在“音樂”功能表中。

打開音樂--分別有：音樂人、專輯、歌曲、播放清單、正在播放五個分類。

功能表列/圖示 說明

歌曲列表

隨機播放

重複播放所有/當前歌曲

歌詞

按遙控器的

下表說明可用功能。

    、      鍵選擇文檔並按     以顯示。控制台會隨文件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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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可讓您播放文件；所連USB裝置或設備上的可用文件列在“文件”選單中。

打開文件--打開--本地目錄--選擇需要打開的文件

功能表列/圖示 說明

打開

分享

管理

本地目錄、雲端儲存

發送、共用、更多．．．

複製文件、刪除文件、清除記錄

點擊刪除圖示，勾選要刪除檔案，點擊確認刪除

排序方式：檔案名稱、修改時間（更新）

關閉

按遙控器的

下表說明可用功能。

    、  、  、 鍵選擇項目並按     以顯示。控制台會隨項目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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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Store

APP Store能讓您能夠下載與更新您的應用程式。  

打開APP Store--點擊 

搜索您所需要的應用程式



20

可以讓您瀏覽網頁或者檔案裡的HTML檔。

功能表列/圖示 說明

更新、下一頁、新增分頁、分享網頁、在網頁上搜尋
網頁資訊、設定

將此頁加為書籤

搜索或輸入網址

查詢本地書籤

按遙控器的 
下表說明可用功能。

  、  、  、  鍵選擇項目並按     以顯示。控制台會隨項目顯示。

瀏覽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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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程式

可以管理以及操作所有QUMI的全部應用程式。

打開全部應用--點擊所需操作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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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

可讓您將個人電腦、手持設備（如平板電腦、手機）等設備以無線方式互相連接。
打開WiFi--選擇網路名稱

輸入密碼--點擊連接

功能表列/圖示 說明

關閉/打開WiFi

請按下您路由器的WLAN保護設置按鈕，它可能會標為
“WPS”或包含此符號：

添加網路

掃描、WPS PIN 輸入、WLAN 直連、高級

OFF ON/

按遙控器的

下表說明可用功能。

    、   、  、  鍵選擇項目並按     以顯示。控制台會隨項目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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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可進入管理以下功能: 顯示、音訊、無線網路、藍牙、儲存、一般、應用、系統。

功能表列/圖示 說明

顯示

音訊

藍牙

存儲

應用

一般

系統

無線網路

更改字體大小、投放螢幕

調節音量、系統（預設通知提示音、操作提示音）

連接無線網路

打開/關閉藍牙

內部儲存空間顯示、SD卡安裝與格式化

已下載應用、正在運行應用、全部應用

無線和網路設置、設備設置、個人設置、帳戶設置、系統設置

狀態資訊、法律資訊、型號、Android版本、內核版本、版本號

按遙控器的

下表說明可用功能。

    、  、 、   鍵選擇項目並按     以顯示。控制台會隨項目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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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螢幕顯示(OSD)設定

OSD功能表控制
Qumi有一個螢幕顯示(OSD)設置功能表，可用於調整和更改設置，如顯示設定和音訊設置。

OSD功能表中有10個功能表：

如果 面設在HDMI，可以通過按遙控器或鍵盤上的功能表按鈕訪問 OSD功能表。界

•  功能表語言- 可以設置系統的語言顯示格式。按OK鍵進入，上下左右鍵移動選擇所

   需語言後按MENU鍵或Exit退出即可。

•  顯示模式- 可以調節螢幕顯示的亮度、飽和度、銳度和對比度。按OK鍵進入，左右鍵

   可以選擇不同的圖像模式，其中使用者模式按上下可以移動選擇，左右鍵調節亮度、

   飽和度、銳度和對比度。按MENU鍵或Exit可確認並退出。

•  聲音模式- 可以改變系統的聲音輸出模式。左右鍵移動選擇，移動到所需的模式後按

   MENU鍵或Exit可確認並退出。

•  色溫- 可以調整螢幕的色溫，調整RGB參數。左右鍵移動選擇，移動到所需的模式後

   按MENU鍵或Exit可確認並退出。

•  縮放模式- 可以調整螢幕的縮放比例。上下鍵移動選擇，移動到所需的模式後按

   MENU鍵或Exit可確認並退出。

•  投影方式- 可以翻轉螢幕顯示。按OK鍵即可看到翻轉效果。

•  電子梯形校正- 可以校正畫面顯示梯形的現象。

•  軟體升級USB - 可以進行軟體升級。將軟體放到盤根目錄下，然後按OK鍵進入升級

   確認界面，選擇是即可進行升級。

•  全部重置可將系統恢復出廠設置，恢復系統預設參數包括畫面，聲音，螢幕翻轉，梯
   形等資料。

•  狀態- 顯示系統的版本等相關資訊。

如果介面設在Qumi媒體中心功能表，可以通過按遙控器上的功能表按鈕或鍵盤上的功能

表來訪問OSD 菜單。

注意：

如果OSD功能表非活動時間達到10秒，OSD菜單將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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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D選單概覽
下圖可幫助您快速瀏覽選單的概況。

主菜單    子功能表/設置

功能表語言 Česky、English、Francaais、Dansk、Espaol、H r v a t s k i、D e u t s c h、
Eλληolk、I t a l i a n o、M a g y a r、P o l s k i、R o m n e t e、N e d e r l a n d s、
Português、Slovenina、N o r s k、русский、S r p s k i、S u o m i、
简体中文、S v e n s k a、繁體中文、Български

顯示模式 明亮 - 對比度50、亮度50、色彩50、銳度50、色調50

演示 - 對比度49、亮度49、色彩50、銳度50、色調50

電影 - 對比度49、亮度49、色彩40、銳度50、色調50

用戶 - 依照使用需自行調整

標準 - 高音50、低音50

音樂 - 高音75、低音75

電影 - 高音75、低音90

運動 - 高音35、低音35

用戶 - 依照使用需自行調整

聲音模式

冷色 - Red 50、Green 50、Blue 50

標準 - Red 50、Green 50、Blue 50

暖色 - Red 60、Green 38、Blue 25

用戶 - 依照使用需自行調整

色溫

縮放模式 4:3、16:9 放大1 放大2、 、

投影方式 3 2 1 0、 、 、

自動 - 標準自動梯形

手動 - -35 - +35

電子梯形矯正

是 否、

軟體升級(USB)

全部重置

狀態 型號 Q3PLUS

版本號 XX.X-XXX.XX.XX



設定OSD 功能表語言
OSD 的功能表語言可以更換。如要更換功能表語言，請執行下列步驟：

1. 按遙控器    螢幕顯示控制鍵,進入OSD 功能表。

2. 游標高亮處顯示功能表語言,並按      。

3. 按   、  、  、 按鈕，直至游標高亮處顯示所需的語言，設置功能表語言完成。

4. 按  按鈕，可關閉O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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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顯示模式
OSD 的顯示模式可以更換。如要更換顯示模式，請執行下列步驟：

1. 按遙控器    螢幕顯示控制鍵,進入  功能表。

2. 游標高亮處顯示模式,並按    。  

OSD 

3. 按  、 按鈕，直至游標高亮處顯示所需的顯示模式（明亮、演示、電影、

使用者），設置顯示模式完成。

4. 按  按鈕，可關閉O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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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使用者顯示模式裡面的對比度、亮度、色彩、銳度可依照使用需自行調整。



設定聲音模式
OSD 的聲音模式可以更換。如要更換聲音模式，請執行下列步驟：

1. 按遙控器    螢幕顯示控制鍵,進入OSD 功能表。

2.  游標高亮處顯示聲音模式,並按    。   

3. 按  、 按鈕，直至游標高亮處顯示所需的聲音模式（標準、音樂、電影、

運動、使用者），設置聲音模式完成。

4. 按  按鈕，可關閉 。O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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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使用者聲音模式裡面的高音、低音可依照使用需自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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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色溫
OSD 的色溫可以更換。如要更換色溫，請執行下列步驟：

1. 按遙控器    螢幕顯示控制鍵,進入OSD 功能表。 
2. 游標高亮處顯示色溫,並按   。   

3. 按  、 按鈕，直至游標高亮處顯示所需的色溫（標準、暖色、冷色、

用戶），設置色溫完成。

4. 按  按鈕，可關閉 。OSD

注意：

用戶色溫裡面的紅、綠、藍可依照使用需自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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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縮放模式
OSD  的縮放模式可以更換。如要更換縮放模式，請執行下列步驟：

3. 按   、 按鈕，直至游標高亮處顯示所需的縮放模式，設置縮放模式完成。

4. 按  按鈕，可關閉OSD 。

1. 按遙控器    螢幕顯示控制鍵,進入  功能表。 
2. 游標高亮處顯示縮放模式,並按   。  

O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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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投影方式
OSD  的投影方式可以更換。如要更換投影方式，請執行下列步驟：

3. 反復按   按鈕選擇顯示所需的投影方式（3、0、1、2），設置投影方式完成。

4.   按鈕，可關閉 。按 OSD 

1. 按遙控器    螢幕顯示控制鍵,進入  功能表。 
2. 游標高亮處顯示投影方式,並按   。   

O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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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電子梯形校正
OSD  的電子梯形校正可以更換。如要更換電子梯形校正，請執行下列步驟：

3.按    、  、 、 按鈕，直至游標高亮處顯示所需的電子梯形校正，設置電子

梯形校正完成。

4.按  按鈕，可關閉OSD。

1. 按遙控器    螢幕顯示控制鍵,進入 功能表。 
2. 游標高亮處顯示電子梯形校正,並按   。   

OSD 

注意：

電子梯形校正可依照使用需自行調整。（數值是- 35~+35）



33

軟體升級(USB)
請與您的當地投影機供應商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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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重置
OSD 可以進行全部重置。如要進行全部重置，請執行下列步驟：

1. 按遙控器     螢幕顯示控制鍵,進入  功能表。

2. 游標高亮處顯示全部重置,並按   。   

OSD 

4. 按    按鈕選擇是，將自動全部重置，重置完成後將自動跳回QUMI使用者 面。

按   按鈕選擇否，將自動返回OSD 螢幕控制功能表。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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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保養Qumi

清潔Qumi
清潔Qumi去除灰塵和塵垢等有助於其正常運行。

警告： 

清潔鏡頭

小心：

1. 在清潔之前，應關閉 並拔掉電源線 。否則，可能導致傷害或系統損壞。
2. 清潔時，只應使用濕布。切勿讓水進入Qumi上的通風口。
3. 如果在清潔時少許水進入Qumi內部，應拔掉 Qumi電源線，在通風良好的區
域放置幾小時，然後才能使用。
4. 如果在清潔時很多水進入Qumi內部，應拔掉Qumi電源線並送修。

Qumi

以從大多數相機店和其它銷售店購買光學鏡頭清潔液。如要清潔 鏡頭，請執行
下列步驟：

1.在乾淨的軟布上滴灑少許光學鏡頭清潔液。（切勿將清潔液直接滴灑到鏡頭上。）

2.以圓周方式輕輕地擦拭鏡頭。

Qumi

1. 切勿使用研磨性清潔劑或溶液。

2. 為防止變色或褪色，切勿讓清潔液接觸Qumi機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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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狀態
OSD  查看狀態。如要查看狀態，請執行下列步驟：

1. 按遙控器    螢幕顯示控制鍵,進入  功能表。 
2. 游標高亮處顯示狀態,並按   。   

O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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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常見問題及解決辦法

故障排除技巧

Reset Key 操作方法

當您在使用 過程中遇到問題時，這些辦法可為您提供解決問題的技巧 。如果問題仍
無法解決，請聯繫您的經銷商尋求幫助。

造成問題的原因，有時可能只是線纜連接不良。在尋求特定問題的解決辦法之前，請先
檢查下列可能的問題。

Qumi

•  使用另一個電氣設備確認電源插座是否正常供電。

•  確保Qumi已開機。

•  確保所有連接均牢固。

•  確保所連接的設備已開機。

•  確保所連接的PC未處於掛起或睡眠模式。

•  確保所連接的筆記型電腦正確配置了外部顯示。

在每個特定問題部分，按建議的循序執行相應的步驟。這樣做，可幫助您快速解決問題。

為了避免更換非損壞的部件，應儘量找到並隔離問題。

例如，如果您更換了電池但問題仍然存在，應放回原電池，然後轉到下一步。

在排除故障時記錄所執行的步驟。在聯繫技術支援或送修Qumi時，這些資訊是有用的參考。

Reset Key內有一個按鍵開關，需要用大頭針（符合 大小的針）插入

Reset Key按一下，完成Qumi重開機。

Reset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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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問題

遙控器問題

問題：螢幕上不顯示圖像

1.檢查PC上的設置是否正確配置。
2.關閉所有設備，然後按正確順序重新打開它們的電源。

問題：圖像模糊

1.以遙控器操作。
2.確保Qumi到螢幕的距離在規定範圍內。
3.如果Qumi鏡頭髒了，用光學鏡頭清潔布清潔鏡頭。

問題：圖像上端或下端偏寬（梯形效果）

1.調整 位置，使其盡可能垂直於螢幕。

2.調整OSD中的梯形校正設置以解決問題或將自動梯形校正設置為“開?。

Qumi

問題：圖像顛倒

檢查OSD設置 功能表中 投影方式 設置的方向。I? “ ?

問題：圖像有條紋

1.在 中將“電腦?功能表的“頻率?和“軌跡?設置恢復至默認設置。
2.將Qumi連接到另一台電腦，確認問題是否由電腦的視訊卡導致。

OSD

問題：圖像平淡沒有對比

調整OSD圖像 功能表中的 對比度 設置。

問題：投影圖像的顏色與信號源圖像不匹配

調整OSD圖像?功能表中的“色溫?

? “ ?

問題： 不回應遙控器的指令

1. 將遙控器對準 上的遙控感應器。

2. 確保遙控器和感應器之間沒有障礙物。

3. 關閉房間內的螢光燈。

4. 檢查電池極性是否正確。

5. 更換電池。

6. 關閉附近區域內啟用了紅外線的其他設備。

7. 送修遙控器。 

Qumi

Qumi



音訊問題

常見問題及解答

問題：沒有聲音

1.調節音訊源的音量。

2.檢查音訊線連接。

3.利用其他揚聲器測試音訊源的輸出。

4.送修Qumi。

問題：聲音失真

1.檢查音訊線連接。

2.利用其他揚聲器測試音訊源的輸出。

3.送修Qumi。

1. 可否連接到遊戲控制台，如MicrosoftXbox或SonyPS3？

是。Qumi可以顯示來自Xbox或PS3控制台的內容。為此，將遊戲控制台的HDMI線
連接到Qumi即可。

Qumi

2. 可否投影來自電視機的內容？

電視機只能在其自身螢幕上生成圖像，如要觀看電視內容，需連接有線電視盒、
數位機上盒或衛星接收器。例如，如果使用有線電視盒，可通過HDMI線將其連
接到Qumi。

Qu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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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vitek支持網站
如需更多資訊、支援和產品註冊，請訪問 www.vivitekcorp.com.

4.如何顯示來自數碼相機或USB存放裝置的圖像？

  通過將下列設備連接到Qumi, 可以顯示相應的圖像或其他內容：

  • USB快閃記憶體驅動器、硬碟、讀卡器

    • 數碼相機

    • 智能手機

    • 多媒體存儲流覽器

    連接了設備後，可以使用Qumi媒體中心顯示圖像。

5.將視訊裝置連接到Qumi時需要哪種線纜？
如果視訊裝置配置相應的連接埠，可以使用HDMI將其連接到Qumi。

6.Qumi支援哪些視頻格式？
Avi/Rm/Rmvb/Ts/Vob/Mkv/Mov/ISO/wmv/asf/flv/dat/mpg/mpeg。

7.Qumi支援哪些音訊格式？
MP3/WMA/AAC/WAV/OGG/AC3/DDP/TrueHD/DTS/DTS/HD/FLAC/APE。

8.Qumi支援哪些文檔格式？
® ® ® ®

Microsoft  Offce 97-2010 (Word, Excel , PowerPoint  ), Adobe  PDF (1.0, 1.1, 1.2, 1.3
1.4)。

9.Qumi支援哪些照片格式？
JPEG/BMP/GIF/PNG/TIFF。

10. Qumi中的LED光源能使用多長時間，可否更換？
Qumi不使用普通的Qumi燈泡 。它使用一組發光二極體(LED)來照亮和投影圖像 。
與傳統燈泡相比，LED的使用壽命更長 。Qumi LED預計可使用約30,000小時 。
LED的使用壽命與亮度、使用情況以及環境條件等因素有關。LED亮度會隨著時間
的推移而降低。LED模組不可更換。

11. Qumi啟動後為什麼我需要重新調整其焦距？
為獲得最佳畫面品質，達到操作溫度後可能需要調整遙控器上的調焦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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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型號 Qumi Q3PLUS系列

解析度 HD (720p - 1280x720)

投影距離 0.7m ~ 3.7m (19"-100")

投影螢幕尺寸（對角線） 483mm ~ 2,540mm (19"~ 100")

投影鏡頭 電動調焦

投射比 1.66:1

垂直梯形校正 +/- 35(-45°~+35°）

投影方式 正投、背投、桌面、吊裝正投、吊裝背投

數據相容性 VGA、SVGA XGA SXGA SXGA UXGA Mac、 、 、 、 、

SDTV/EDTV/ HDTV 480i 480p 720p 1080i 1080p、 、 、 、

視頻相容性
HDTV (720p, 1080i/p) NTSC/NTSC 4.43 PAL (B/G/、 、
H/I/M/N/60) SECAM、

安全認證
UL、CCC、CE、CB BQB FCC ID WEEE、 、 、 、 、

RoHS SRRC、 、Reach、

運行溫度 5℃~45℃

外形尺寸(WXHXD)

交流輸入
交流通用 典型值100 - 240、 @ 110VAC (100 -240 )/+-

10%

功耗 36W

音訊揚聲器 2W雙聲道揚聲器

輸入端子
 HDMI x 1 AV( 3.5mm min Jack)、 能由

USB  x 2類型

輸出端子 3.5mm x 1耳機插孔（音量控制）

176mm(6.93") x 102.5mm(4.04") x 27.6mm(1.09)

注意：

如果對產品規格有任何疑問，請與當地經銷商聯繫。

儲存條件 -10ºC - 50ºC, 5% - 95%



42

投影距離和投影尺寸

 

投影距離和尺寸表

圖像對角線 

（釐米/英寸）

圖像寬度 

（釐米/英寸）

圖像高度 

（釐米/英寸）

投影距離 

（釐米/英寸）

76/30    66/26 37/15 110/43

102/40    89/35 50/20 147/58

127/50 111/44 62/25 184/72

152/60 133/52 75/30 220/87

178/70 155/61 87/34 257/101

203/80 177/70 100/40 294/116

229/90 200/78 112/44 331/130

注意：

由於光學元件的差異，在這些偏移表中有10%的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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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容信號一覽表

信號 解析度
水準同步

(KHZ)
垂直同步

(HZ)
DVI/HDMI

VESA

720 x 400 37.9 85.0 O

640 x 480 31.5 60.0 O

640 x 480 37.9 72.0 O

640 x 480 37.5 75.0 O

640 x 480 43.3 85.0 O

800 x 600 35.2 56.0 O

800 x 600 37.9 60.0 O

800 x 600 48.1 72.0 O

800 x 600 46.9 75.0 O

800 x 600 53.7 85.0 O

800 x 600(for 3D) 76.3 120.0 O

1024 x 768 48.4 60.0 O

1024 x 768 56.5 70.0 O

1024 x 768 60.0 75.0 O

1024 x 768 68.7 85.0 O

1024 x 768(for 3D) 97.6 120.0 O

1280 x 800 49.7 59.8 O

1280 x 800 62.8 74.9 O

1280 x 800 71.6 84.8 O

1280 x 1024 63.98 60.0 O

1280 x 1024 79.98 75.0 O

1280 x 1024 91.1 85.0 O

1400 x 1050 65.3 60.0 O

1440 x 900 55.9 60.0 O

1600 x 1200 75.0 60.0 O

1920 x 1080 67.2 60.0 O

Apple  Mac

640 x 480 35.0 66.68 O

832 x 624 49.725 74.55 O

1024 x 768 60.24 75.0 O

1152 x 870 68.68 75.06 O

SDTV
480i 15.734 60.0 O

576i 15.625 50.0 O

EDTV
480p 31.469 60.0 O

576p 31.25 50.0 O

HDTV

720p 37.5 50.0 O

720p 45.0 60.0 O

1080i 33.8 60.0 O

1080i 28.1 50.0 O

1080p 67.5 60.0 O

1080p 56.3 50.0 O

支援的頻率

不支援的頻率

可顯示級別

®

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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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mi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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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符合性

FCC警告

本設備經測試證實，符合FCC規則第15部分關於B級數位設備的限制要求。這些限制旨

在為在商用環境中使用本設備提供防止有害干擾的合理防護。

本設備會產生、使用和輻射無線電頻率能量，如果不按照使用說明進行安裝和使用，

可能對無線電通訊造成有害干擾。在居住區使用本設備可能會造成有害干擾，在此情

況下，使用者有責任消除干擾並自行承擔費用。

若未經符合性責任方明確許可而進行任何變更或修改，會導致使用者失去使用此設備的

資格。

加拿大

此B級數位設備符合加拿大ICES-003的要求。

安全認證

廢棄和回收

www.eiae.org

CB BQB、 、

投影儀、CE NB 、REACH 、ROHS 、WEEE 、FCC ID 、UL 、CCC 、SRRC 、

適配器 DOE 、WEEE；、

本產品可能包含一些如果廢棄處置不當可能造成危險的電子物質。依照當地、州或

聯邦法律進行回收或廢棄處理。有關的詳細資訊，請聯繫美國電子工業聯盟，網址

是

NCC

依據低功率電波輻射性電機管理辦法

第十二條經型式認證合格之低功率射頻電機，非經許可，公司、商號或使用者均不得

擅自變更頻率、加大功率或變更原設計之特性及功能。

第十四條低功率射頻電機之使用不得影響飛航安全及干擾合法通信；經發現有干擾現

象時，應立即停用，並改善至無干擾時方得繼續使用。前項合法通信，指依電信法規

定作業之無線電通信。低功率射頻電機須忍受合法通信或工業、科學及醫療用電波輻

射性電機設備之干擾。


	页 1
	页 2
	页 3
	页 4
	页 5
	页 6
	页 7
	页 8
	页 9
	页 10
	页 11
	页 12
	页 13
	页 14
	页 15
	页 16
	页 17
	页 18
	页 19
	页 20
	页 21
	页 22
	页 23
	页 24
	页 25
	页 26
	页 27
	页 28
	页 29
	页 30
	页 31
	页 32
	页 33
	页 34
	页 35
	页 36
	页 37
	页 38
	页 39
	页 40
	页 41
	页 42
	页 43
	页 44
	页 45
	页 46
	页 47
	页 48
	页 49
	页 50
	页 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