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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身行動無線 LED 投影機 
Vivitek Qumi Q3 Plus 

產品特色 
 採用Quad-Core @1.5GHz CPU 處理器以及  Android™  v.4.42

作業系統

 德州儀器 DLP® TRP 晶片技術提供更好色彩表現及低耗能

 超高HD720p 影像解析度

 高亮度 500 流明以及 5,000:1 高對比度

 長效能RGB LED 光源 30,000 小時壽命

 可投影100吋大畫面只需要 3.7公尺距離 

 具有數位自動梯形修正及手動對焦功能

 可輕鬆使用WIFI連結手機投影

 藍芽可連結耳機或其他音訊裝置

 多樣化的擴充及連結設備包含 HDM輸入I, USB隨身碟讀取, 3.5mm

音訊輸出  以及microSD 記憶卡擴充 

 內建多媒體播放影片,照片,音訊,及Office檔案

 內建 2瓦 (x2) 揚聲器

 內建8,000 mAh電源供應,可隨時隨處投影操作

 可適用相機腳架輕鬆調整投影角度及方向

 體積小巧輕薄,便利攜帶

 時尚絢麗外觀色彩: 黑色, 白色, 紅色, 金色,四色供選擇

產品圖 

規格
顯示技術 德州儀器 DLP® 0.3” TRP 720p DMD  
亮度 500 流明

解析度 HD720p (1280 x 720) 
支援最大解析度 FullHD 1080p (1920 x 1080) @60Hz 
對比度 5,000:1
光源類型 30,000+ 小時 (LED) 
投射比 1.66:1:
螢幕尺寸 (對角線) 0.5 公尺 - 2.6 公尺 (19 吋 – 100 吋)
投射距離 0.7 公尺 - 3.7 公尺

螢幕比例 16:9
仰角 100% 
梯形修正 垂直 +35°(±35 步階)/數位自動梯形修正

垂直頻率 43 - 85Hz 
水平頻率 15, 30 – 90kHz 
GPU/CPU 處理器 ARM Quad Cortex - A5 CPU up to 1.5GHz 
作業系統 Android™ v.4.42  
內建無線網路 有 (內建 IEEE 802.11 b/g/n (2.4GHz))
內建藍芽 有 (Bluetooth® 4.0)  

記憶體及儲

存空間

快閃記憶體 1GB DDR3 
內建儲存 8GB (eMMC Flash) (5.1GB 使用者可儲存)

擴充儲存
microSD 記憶卡 (支援至 64GB), USB 隨身

碟 (支援至 64GB) 
揚聲器 2W (x2) (立體聲)
支援腳架 Yes ( 1/4-20 L6.3 mm 標準相機腳架孔)

支援影像訊號
SDTV (480i), EDTV (480p), HDTV (720p, 
1080i/p), NTSC/NTSC 4.43, PAL (B, D, G, 
H, I, M, N) 60, SECAM

多媒體檔

案

Office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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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像
AVI/RM/RMVB/TS/VOB/MLV/MOV/ISO/W
MV/ASF/FLV/DAT/MPG/MPEG 

圖片 JPEG/BMP/GIF/PNG/TIFF 

音訊
MP3/WMA/AAC/WAV/OGG/AC3/DDP/True
HD/DTS/DTS/HD/FLAC/APE 

輸入及輸出
HDMI v1.4b, Audio-Out (3.5mm), USB 
(Type A) (x2), microSD Card Slot, Reset 
Button

體積 (W x D x H) 176 x 102.5 x 27.6mm (6.9" x 4.0” x 1.1”) 
重量 (Approximate) 460g (16.2oz)
顏色 Black, White, Red, Gold 
噪聲值 33dB (Normal) 
內建電池 (Embedded) 8,000 mAh Li-Polymer 可重複充電

供電 AC 100-240V, 50/60Hz 
耗能 36W (標準模式), <0.5W (待機)

標準配件
遙控器, AC 變壓器及線, HDMI 傳輸線,隨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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