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資料投影機

XJ-F20XN/XJ-F200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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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功能說明書
必須閱讀“設置手冊”文件中的“安全須知”及“操作須知”各節，以確保正確使用本產品。

請將本說明書妥善保管以便日後需要時查閱。

本說明書的最新版本可通過訪問下示網站取得。
http://world.casio.com/manual/proj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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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P為美國Texas Instruments公司的註冊商標。

Microsoft，Windows及Windows Vista為美國Microsoft Corporation在美國及其他國家的註冊商標或商
標。

HDMI、HDMI徽標及High-Definition Multimedia Interface為HDMI Licensing, LLC公司的商標或註冊商
標。

Mac OS為Apple, Inc.公司在美國及其他國家的商標或註冊商標。

XGA為美國IBM Corporation公司的註冊商標。

PJLink是在日本、美國及其他國家及地區的申請中的商標或註冊商標。

Crestron是美國Crestron Electronics, Inc.的註冊商標。

AMX是美國AMX LLC公司的註冊商標。

Android為Google Inc.公司的商標或註冊商標。

其他公司及產品名稱可能為相關所有者之註冊商標或商標。

本產品的一部分根據Independent JPEG Group的部分軟體開發而成。

本用戶說明書之內容如有變更，恕不另行通知。

不得複製本說明書的全部或任何部分。您可以個人使用本說明書。未經卡西歐計算機公司（CASIO 
COMPUTER CO., LTD.）的許可不得他用。

卡西歐計算機公司（CASIO COMPUTER CO., LTD.）對於第三方因使用本產品或本說明書而引起的任
何損失或索賠不負任何責任。

卡西歐計算機公司（CASIO COMPUTER CO., LTD.）對於因本產品的故障，維修或任何其他原因造成
的資料丟失所引起的任何損害或損失不負任何責任。

本說明書中的插圖畫面僅為示範參考之用，可能會與產品的實際畫面不完全相同。

本說明書中的畫面截圖都來自英文版。說明文中的一些詞語亦根據英文版畫面演化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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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功能概要

通過無線LAN連接電腦與投影機並投影電腦畫面
投影機能在不需要電纜連線的情況下投影電腦畫面。若通過無線LAN訪問點來連接投影機與電腦，則投
影機能投影連接在外網（互聯網或內聯網）上的電腦的畫面。

通過有線LAN連接電腦與投影機並投影電腦畫面

電腦可以通過電纜直接與投影機連接，亦可以通過路由器進行間接連接，兩種連接都可投影電腦畫面。
畫面投影中的電腦還可以與外網連接（互聯網或內聯網）。

使用無線LAN連接同時投影四台電腦的畫面
投影可分割為四塊，通過LAN連接同時投影四台電腦的畫面。

使用LAN連接投影電腦的主畫面或擴展畫面（Network Connection）
超出了筆記本電腦上顯示的桌面右側的畫面區域可以作為擴展畫面投影。

動畫播放的影像可以通過LAN連接作為一個獨立的畫面單獨投影（Network Connection）
動畫資料可以通過LAN傳送到投影機進行播放投影，而不需要結束電腦通常的桌面顯示。

通過LAN連接輸出電腦的聲音（Network Connection）
除電腦的畫面影像之外，電腦的聲音亦能通過投影機輸出。

從通過LAN連接的電腦向投影機的內存傳送檔案
使用投影機的File Viewer可以通過LAN從電腦向投影機的內存傳送各種檔案進行播放。

通過LAN從連接的電腦遙控投影機
從通過LAN連接的電腦能執行輸入源切換及其他投影機的普通操作。

有關Network Connection的詳情，請參閱下述“使用網路功能所需要的軟體”一節。

網路功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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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網路功能所需要的軟體依通過LAN連接在投影機上的裝置的種類而不同，如下表所示。

訪問下示URL的網站，下載軟體。

http://www.casio-intl.com/support/

在電腦上安裝上述軟體之前，必須訪問CASIO網站，查看有關系統最低要求、下載、使用條件及您需
要遵守的其他注意事項的資訊。

有關如何安裝上述軟體的說明，請參閱其下載網頁。

本說明書中的操作根據正在運行Network Connection的Windows電腦進行說明。

若您使用的是其他類型的裝置，請參閱可從各軟體的下載頁獲得的軟體用戶文件。

使用網路功能所需要的軟體

裝置 軟體

運行Windows的電腦 Network Connection（Windows用）

運行Mac OS的電腦 Network Connection（Mac OS用）

本說明書的說明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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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通過LAN連接投影電腦畫面的內容

本節詳細介紹為在投影機與電腦之間建立LAN連接，並投影電腦的畫面內容所需要的所有資訊。

在投影機與電腦之間建立LAN連接有多種不同的方法。下述流程介紹了建立LAN連接所需要的操作。

從LAN連接到投影的流程

在電腦上安裝Network Connection軟體*1
“使用網路功能所需要的軟體”（第8頁）

在投影機與電腦之間建立無線LAN連接 在投影機與電腦之間建立有線LAN連接

“如何在投影機上連接無線適配器”（第10頁）

“如何通過有線
LAN連接投影機與
電腦”（第36頁）

若您要簡化連接操作步驟
若您要在不連接外網（互聯網或內聯網）*2
的情況下連接電腦

若您要使用現有的無線LAN訪問點
（無線路由器）
若您要通過連接外網（互聯網或內聯網）
來連接電腦

“如何在投影機與電腦之間建立直接的無線
LAN連接”（第12頁）

“如何通過無線LAN訪問點在投影機與電腦之
間建立連接”（第30頁）*3

“Network Connection的使用”（第41頁）

*1 在電腦上安裝了Network Connection之後，您可以用該電腦創建USB令牌，該令牌可以在其他電腦與投影
機建立LAN連接時使用。有關詳情請參閱“令牌精靈的使用”一節（第75頁）。

*2 在投影機與電腦之間建立了直接的無線LAN連接之後，電腦將可通過投影機與外網（互聯網或內聯網）
連接。有關詳情請參閱“如何在不斷開與電腦的直接無線LAN連接的前提下將投影機連接在外網上”
一節（第26頁）。

*3 要用此方法進行連接時，您必須首先在投影機與電腦之間建立直接的LAN連接，然後配置設定將投影機
連接在無線LAN訪問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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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機不附帶無線LAN適配器。若您要使用無線LAN，必須使用另選的YW-40無線LAN適配器。

切勿在其他類型的裝置上使用YW-40無線適配器。

將YW-40無線適配器插在投影機的USB-A埠中，如下圖所示。

若設置選單上的“即插即用”被選擇為“開”，則當無線適配器插在投影機中時下述動作將進行。

若在投影機已開機的狀態下插入無線適配器
無線連接建立後，輸入源將切換至“網路”，並且投影機自動開始投影LAN連接的待機畫面。

若投影機開機時已插有無線適配器
打開投影機的電源將使輸入源切換至“網路”，並且投影機自動開始投影LAN連接的待機畫面。

如何在投影機上連接無線適配器

LAN連接待機畫面（網路演示系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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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適配器蓋（YW-40附帶）
在投影機上插入無線適配器後，可根據需要安裝無線適配器蓋（防盜蓋）。用無線適配器蓋蓋住無線適配
器並用螺絲固定。

*注意
無線適配器和無線適配器蓋不可讓幼兒接觸到。意外吞食適配器可能會妨礙正常
的呼吸，危及生命安全。

螺絲

無線適配器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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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介紹如何使用安裝在電腦上的Network Connection軟體，如何搜索投影機的SSID，以及如何在電腦與投
影機之間建立連接。

SSID的類型
共有三種不同的投影機SSID，下面分別詳細介紹。請注意，連接方式和所需要的操作依SSID的類型而不同。

無線LAN連接及投影
一台投影機能通過無線LAN同時與最多8台電腦連接。但投影機一次衹能投影一台電腦的畫面（全螢幕投
影）或一次最多衹能投影四台電腦的畫面（投影分割為四個區）。

有關連接後在電腦上可執行的投影操作的詳情請參閱“Network Connection的使用”一節（第41頁）。

如何在投影機與電腦之間建立直接的無線LAN連接

無線LAN連接概要

SSID的類型 說明 相應的SSID

簡單連接SSID*1
（內置）

使用Windows電腦上的Network Connection與投影機建立無線LAN連接的
專用SSID。此種SSID預設在投影機中，因此其名稱和詳細設定不能修改。
此種SSID能在投影機與電腦之間輕鬆地建立無線LAN連接，而不用進行
複雜的設定。

casiolpj0001
casiolpj0002
casiolpj0003
casiolpj0004

通用SSID*1*2
（內置）

此種SSID提示輸入連接密碼。此種SSID預設在投影機中，因此其名稱和
詳細設定不能修改。

casiolpj0101*3
casiolpj0102
casiolpj0103
casiolpj0104

用戶SSID*2
（必須創建。）

需要您創建一個SSID。衹能創建一個用戶SSID。你還可以為連接指定加
密類型和密碼。

casiolpj0<任意字串>

*1 投影機使用WPA-PSK AES加密方式進行無線LAN通訊，使無線資料通訊相對安全。投影機與電腦之間的
資料傳送使用投影機內置的密碼及登入碼進行加密。

*2 在投影機與運行Mac OS的電腦或與智能裝置（Android，iOS）之間建立無線LAN連接時亦可以使用這些
SSID。有關詳情請參閱“如何通過無線LAN連接投影各種不同的裝置”一節（第76頁）。

*3 初始SSID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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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介紹如何使用Network Connection來搜索投影機內置的SSID（簡單或通用），並在投影機與電腦之間建
立無線LAN連接。此處介紹的操作可在投影機與電腦之間建立無線LAN連接，並開始投影電腦畫面。

如何使用投影機的簡單連接SSID來建立無線LAN連接並投影

投影機的操作

1. 在投影機上插入無線適配器（第10頁），然後打開投影機的電源。

2. 按[INPUT]鍵。“輸入”對話方塊出現。

3. 用[ ]鍵及[ ]鍵選擇“網路”，然後按[ENTER]鍵。
輸入源將切換至“網路”，並且投影機自動開始投影LAN連接的待機畫面。

4. 按[MENU]鍵後進行下述選擇：“網路設定” 3 “投影機的無線LAN設定” 3 
“SSID”。在出現的對話方塊上選擇下列之一：“casiolpj0001”，“casiolpj0002”，
“casiolpj0003”或 “casiolpj0004”。

5. 按[ESC]鍵兩次返回“網路設定”。

6. 用[ ]鍵選擇“更新網路設定”，然後按[ENTER]鍵。
此時確認對話方塊出現，詢問您是否要更新網路設定。

7. 按[ ]鍵選擇“是”，然後按[ENTER]鍵。
此時SSID的變更生效，對話方塊關閉。請等到LAN連接的待機畫面再次開始投影。
若周圍有多台投影機在使用，各投影機請分別選擇不同的SSID。

如何使用投影機的內置SSID（簡單或通用）來建立無線LAN連接

無線LAN連接



14

電腦的操作

8. 啟動Network Connection。
顯示有“Connecting”訊息的Network Connection視窗出現。

若電腦的作業系統是Windows 7、8、8.1或10，並且“設置網路位置”對話方塊出現，請單擊
[取消]關閉對話方塊。
Network Connection找到能連接的投影機時，下示對話方塊之一出現。

9. 單擊要連接的投影機的SSID，然後單擊[OK]。

10. 在出現的“Enter the login code.”對話方塊中輸入用戶名及登入碼。

在“User Name”方塊中可輸入最多12個字元長的任何名稱。您在此處輸入的用戶名將作為用戶
名顯示在投影畫面上。
在“Login Code”方塊中，輸入投影中的LAN連接待機畫面的左上角表示的四位數字。

11. 完成所需要的操作後，單擊[OK]鈕。
投影機與電腦通過無線LAN連接上之後，如下所示Network Connection視窗將出現在電腦畫面上。電
腦畫面（主畫面）被投影。

有關Network Connection視窗操作的詳情請參閱“Network Connection的使用”一節（第41頁）。

若此對話方塊出現： 其表示此狀態： 進行到此步操作：

“Projector List” 探測到多台可連接的投影機。 第9步

“Enter the login code.” 僅探測到一台可連接的投影機。 第10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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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要終止無線LAN連接並停止電腦畫面的投影時，請單擊Network Connection視窗右上角中
的關閉鈕（ ）。
Network Connection視窗關閉，並且投影返回LAN連接待機畫面。

每次投影機啟動時，登入碼都會更新為一個新的數值。當您每次執行上述操作進行連接時，請檢查
投影畫面上的登入碼並正確輸入本次啟動的登入碼。

若在上述操作的第8步沒能找到投影機，Network Connection視窗將如下所示改變。

此種情況發生時，請檢查下列幾點，單擊[Reconnect]，然後從第8步開始再次執行上述操作。
檢查無線適配器是否正確地插在了投影機中。
請參閱“如何在投影機上連接無線適配器”（第10頁）。
檢查投影機的電源是否已打開，並且在投影LAN連接的待機畫面。
確認LAN連接待機畫面左下角中的SSID是下列之一：“casiolpj0001”，“casiolpj0002”，
“casiolpj0003”，“casiolpj0004”。
若表示的是其他的SSID，則請從第4步開始執行上述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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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投影機的通用SSID來建立無線LAN連接並投影

投影機的操作

1. 在投影機上插入無線適配器（第10頁），然後打開投影機的電源。

2. 按[INPUT]鍵。“輸入”對話方塊出現。

3. 用[ ]鍵及[ ]鍵選擇“網路”，然後按[ENTER]鍵。
輸入源將切換至“網路”，並且投影機自動開始投影LAN連接的待機畫面。

4. 按[MENU]鍵後進行下述選擇：“網路設定” 3 “投影機的無線LAN設定” 3 
“SSID”。在出現的對話方塊上選擇下列之一：“casiolpj0101”，“casiolpj0102”，
“casiolpj0103”或 “casiolpj0104”。
若您衹想使用一台投影機，不改變初始預設的SSID設定（casiolpj0101），則不需要此操作。進行到
第8步。

5. 按[ESC]鍵兩次返回“網路設定”。

6. 用[ ]鍵選擇“更新網路設定”，然後按[ENTER]鍵。
此時確認對話方塊出現，詢問您是否要更新網路設定。

7. 按[ ]鍵選擇“是”，然後按[ENTER]鍵。
此時SSID的變更生效，對話方塊關閉。請等到LAN連接的待機畫面再次開始投影。
若周圍有多台投影機在使用，各投影機請分別選擇不同的SS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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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的操作

8. 啟動Network Connection。
顯示有“Connecting”訊息的Network Connection視窗出現。

若電腦的作業系統是Windows 7、8、8.1或10，並且“設置網路位置”對話方塊出現，請單擊 [取消]
關閉對話方塊。
Network Connection找到能連接的投影機時，下示對話方塊之一出現。

9. 單擊要連接的投影機的SSID，然後單擊[OK]。

若此對話方塊出現： 其表示此狀態： 進行到此步操作：

“Projector List” 探測到多台可連接的投影機。 第9步

“Enter the passphrase or WEP key.” 僅探測到一台可連接的投影機。 第10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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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出現的“Enter the passphrase or WEP key.”對話方塊中輸入用戶名和密碼。

在“User Name”方塊中可輸入最多12個字元長的任何名稱。您在此處輸入的用戶名將作為用戶
名顯示在投影畫面上。
根據連接的投影機的SSID，分別在“Passphrase/WEP Key Input”及“Confirm”方塊中輸入下示字
元。

11. 完成所需要的操作後，單擊[OK]鈕。
下示對話方塊出現。

12. 在“Login Code”方塊中，輸入在投影的LAN連接待機畫面的左上角表示的四位數字。
您在本操作的第10步中輸入的用戶名將顯示在“User Name”方塊內，因此若需要您可以不改變。

13. 完成所需要的操作後，單擊[OK]鈕。
投影機與電腦通過無線LAN連接上之後，如下所示Network Connection視窗將出現在電腦畫面上。電
腦畫面（主畫面）被投影。

有關Network Connection視窗操作的詳情請參閱“Network Connection的使用”一節（第41頁）。

連接的投影機的SSID 輸入字串（密碼）

casiolpj0101 casiolpj01

casiolpj0102 casiolpj02

casiolpj0103 casiolpj03

casiolpj0104 casiolpj0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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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要終止無線LAN連接並停止電腦畫面的投影時，請單擊Network Connection視窗右上角中
的關閉鈕（ ）。
Network Connection視窗關閉，並且投影返回LAN連接待機畫面。

在執行了上述操作後，Network Connection會記住最後一次連接所使用的密碼。因此，當您將相同的
電腦再次與投影機連接時（衹要SSID未改變），便不需要再次輸入密碼。

對於使用通用SSID的無線LAN連接，通過設定可以減少登入碼的輸入。有關如何配置設定的詳情請
參閱“如何配置Control Panel頁的網路設定”一節（第61頁）。

當您要實現下列目標之一時，可以創建一個用戶SSID並用其建立無線LAN連接：使用特殊的安全系統進行
連接，建立更安全的連接或在不配置安全設定的情況下進行連接（不用密碼或登入碼）。

要建立用戶SSID時，您必須首先用其他連接方法之一在投影機與電腦之間建立LAN連接。

投影機一次衹能設定一個用戶SSID。每次您執行“如何建立用戶SSID”一節下的操作時，現在的
用戶SSID（若有）便被新SSID覆蓋。

如何使用用戶SSID來建立無線LAN連接

無線LAN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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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建立用戶SSID

1. 請執行下述操作之一通過LAN連接電腦與投影機。
“如何使用投影機的簡單連接SSID來建立無線LAN連接並投影”（第13頁），第1步至第11步
“如何使用投影機的通用SSID來建立無線LAN連接並投影”（第16頁），第1步至第13步
“如何使用用戶SSID來建立無線LAN連接並投影”（第23頁），第1步至第13步
（已建立用戶SSID。）
“如何使用LAN電纜直接連接電腦與投影機”（第38頁），第1步至第9步

2. 在Network Connection視窗上單擊功能選單鈕，然後在出現的選單上單擊[Admin Screen]。

電腦的網頁瀏覽器啟動並顯示投影機的主頁。

3. 單擊左窗格中的“Projector Admin”。在出現的密碼輸入畫面上輸入密碼。

初始預設密碼是“admin”。

4. 單擊[Login]鈕。
若登入操作正常，“System Status”頁將出現。

功能選單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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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單擊左窗格中的“Network Settings”。
此時“Network Settings”頁面出現。

由紅框圍起來的是創建用戶SSID所需要的輸入和設定。其他設定不需要改變。
有關此頁的詳情請參閱“如何配置網路設定頁的網路設定”一節（第62頁）。

6. 在“SSID”方塊中輸入要用作用戶SSID的字串。
用戶SSID的最終格式是：casiolpj0<您輸入的字串>
用戶SSID最長可以輸入23個單位元組的字元。請注意，下列數字組合不可作為用戶SSID的文字輸
入部分使用：001，002，003，004，101，102，103或104。因為使用這些數字組合會使用戶SSID的名
稱與簡單SSID或通用SSID的名稱相同。

7. 選擇要用於無線LAN通信的加密方式。
單擊“Security”方塊右側的[ ]鈕，並在出現的列表中選擇所需要的安全通訊協定。列表中各選
項的含義如下所述。

安全 說明

WPA-PSK AES
使用WPA-PSK通訊協定進行通訊加密。WPA (Wi-Fi Protected Access)為一種安全功能，用於
加密通訊資料。

WPA2-PSK AES 使用WPA2-PSK通訊協定進行通訊加密。WPA2是WPA的新標準。

Disable 解除對無線LAN的安全保護，通訊不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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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輸入密碼。
在“Passphrase/WEP Key Input”文字方塊中輸入的密碼取決於您在第7步選擇的安全通訊協定，如
下所述。

您輸入的密碼的每個鍵字元由輸入方塊中相應的星號（*）表示。若您要查看輸入的實際字元，請
清除“Hide characters”核對方塊。
使用用戶SSID在投影機與電腦之間建立無線LAN連接時需要輸入密碼。不可忘記您輸入的密碼。

9. 要根據您在第6步至第8步的設定創建用戶SSID時，請單擊[Apply]。
此時用戶SSID被建立並保存在投影機中。
若投影機與電腦是通過無線LAN連接的，則此時投影機與電腦間的無線LAN連接斷開，投影機開始
投影LAN連接待機畫面。

安全 輸入字串

WPA-PSK AES
輸入WPA-PSK或WPA2-PSK密碼。輸入最少8個、最多63個的單位元組字元，或最長64位的
16進制數字。

例如：
MyKey123（八個單位元組字元）
1111222233334444555566667777888899990000AAAABBBBCCCCDDDDEEEEFFFF
（64位的16進制數值）

WPA2-PSK AES

Disable 不需要輸入。



23

如何使用用戶SSID來建立無線LAN連接並投影

投影機的操作

1. 在投影機上插入無線適配器（第10頁），然後打開投影機的電源。

2. 按[INPUT]鍵。“輸入”對話方塊出現。

3. 用[ ]鍵及[ ]鍵選擇“網路”，然後按[ENTER]鍵。
輸入源將切換至“網路”，並且投影機自動開始投影LAN連接的待機畫面。

4. 選擇您用“如何建立用戶SSID”一節（第20頁）中的操作創建的用戶SSID。

5. 按[ESC]鍵兩次返回“網路設定”。

6. 用[ ]鍵選擇“更新網路設定”，然後按[ENTER]鍵。
此時確認對話方塊出現，詢問您是否要更新網路設定。

7. 按[ ]鍵選擇“是”，然後按[ENTER]鍵。
此時SSID的變更生效，對話方塊關閉。請等到LAN連接的待機畫面再次開始投影。

狀態： 執行此操作﹕

在您執行了“如何建立用戶SSID”一節（第20頁）中的
操作後，投影機的SSID不改變。

直接進行到第8步。

在您執行了“如何建立用戶SSID”一節（第20頁）中的
操作後，投影機的SSID改變了。

按[MENU]鍵後進行下述選擇：“網路設定” 3 
“投影機的無線LAN設定” 3 “SSID”。在出現的對
話方塊上選擇用戶SS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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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的操作

8. 啟動Network Connection。
顯示有“Connecting”訊息的Network Connection視窗出現。

若電腦的作業系統是Windows 7、8、8.1或10，並且“設置網路位置”對話方塊出現，請單擊 [取消]
關閉對話方塊。
Network Connection找到能連接的投影機時，下示對話方塊之一出現。

9. 單擊要連接的投影機的SSID，然後單擊[OK]。

若“Enter the passphrase or WEP key.”對話方塊出現，請進行到第10步。若“Enter the login code.”
對話方塊出現，請進行到第12步。

10. 輸入密碼。

在“Passphrase/WEP Key Input”和“Confirm”兩個方塊中輸入用戶SSID的密碼（您在“如何建立
用戶SSID”一節的第8步中輸入的字串）。

若此對話方塊出現： 其表示此狀態： 進行到此步操作：

“Projector List” 探測到多台可連接的投影機。 第9步

“Enter the passphrase or WEP 
key.”

用戶SSID的“Security”設定是“Disable”之外的其他選項，
並且衹發現了一台可連接的投影機。

第10步

“Enter the login code.” 用戶SSID的“Security”設定是“Disable”，並且衹發現了一
台可連接的投影機。

第12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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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完成所需要的操作後，單擊[OK]鈕。
下示對話方塊出現。

12. 在“Login Code”方塊中，輸入在投影的LAN連接待機畫面的左上角表示的四位數字。

13. 完成所需要的操作後，單擊[OK]鈕。
投影機與電腦通過無線LAN連接上之後，如下所示Network Connection視窗將出現在電腦畫面上。電
腦畫面（主畫面）被投影。

有關Network Connection視窗操作的詳情請參閱“Network Connection的使用”一節（第41頁）。

14. 要終止無線LAN連接並停止電腦畫面的投影時，請單擊Network Connection視窗右上角中
的關閉鈕（ ）。
Network Connection視窗關閉，並且投影返回LAN連接待機畫面。

在執行了上述操作後，Network Connection會記住最後一次連接所使用的密碼。因此，當您將相同的
電腦再次與投影機連接時（衹要SSID未改變），便不需要再次輸入密碼。

對於使用用戶SSID的無線LAN連接，通過設定可以減少登入碼的輸入。有關如何配置設定的詳情請
參閱“如何配置Control Panel頁的網路設定”一節（第6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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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投影機與電腦之間有直接的無線LAN連接時，投影機能與連接在外網（互聯網或內聯網）上的無線訪問
點連接，而不需要斷開與電腦的連接。

此種連接能使電腦使用通過無線LAN訪問點或路由器連接而帶來的網路（互聯網或內聯網）服
務。電腦可連接的網路環境依無線LAN訪問點或路由器而不同。

此種連接的前提是在無線LAN訪問點或路由器所在的網路中有正在運行的DHCP伺服器。

如何在不斷開與電腦的直接無線LAN連接的前提下將投影機連接在
外網上

無線LAN連接

無線LAN訪問點

（或路由器）

無線LAN連接
或有線LAN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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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不斷開與電腦的直接無線LAN連接的前提下將投影機連接在無
線LAN訪問點上

1. 執行下述操作之一通過無線LAN連接電腦與投影機。
“如何使用投影機的簡單連接SSID來建立無線LAN連接並投影”（第13頁），第1步至第11步
“如何使用投影機的通用SSID來建立無線LAN連接並投影”（第16頁），第1步至第13步
“如何使用用戶SSID來建立無線LAN連接並投影”（第23頁），第1步至第13步
（用戶SSID建立後。）

2. 在Network Connection視窗上單擊功能選單鈕，然後在出現的選單上單擊[Admin Screen]。

電腦的網頁瀏覽器啟動並顯示投影機的主頁。

3. 單擊左窗格中的“Projector Admin”。在出現的密碼輸入畫面上輸入密碼。
初始預設密碼是“admin”。

4. 單擊[Login]鈕。
若登入操作正常，“System Status”頁將出現。

功能選單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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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單擊左窗格中的“Network Settings”。
此時“Network Settings”頁面出現。

由紅框圍起來的是此處所需要的輸入和設定。其他設定不需要改變。
有關此頁的詳情請參閱“如何配置網路設定頁的網路設定”一節（第62頁）。

6. 若“Obtain an IP address automatically”鈕是 ，則進行單擊將其改變為 。

7. 若“DHCP Settings”區中的“Auto”鈕是 ，則進行單擊將其改變為 。

8. 配置從投影機連接無線LAN訪問點的設定。
(1)若“External Access Point”區中的“Enable”鈕是 ，則進行單擊將其改變為 。
(2)單擊[Scan Access Point]。

“Select an access point.”顯示在“External Access Point SSID”方塊中。
(3)單擊“External Access Point SSID”方塊右邊的[ ]鈕，然後在出現的列表中選擇要連接的訪問點
的SSID。
當您單擊[ ]鈕時出現的列表表示的是此時投影機探測到其訊號的訪問點，以及最多八個之前
連接過的訪問點。
若您要手動輸入SSID，請在列表中選擇“Enter the key.”選項。然後，在“External Access Point 
SSID”方塊中輸入所需要的SSID。

(4)在“Key”方塊中輸入正在連接的訪問點的密碼或WEP密鑰。
若您要使用的訪問點不需要輸入密碼或WEP密鑰，則不用進行任何輸入。
您輸入的密碼或WEP密鑰的每個字元由輸入方塊中相應的星號（*）表示。若您要查看輸入的實
際字元，請清除“Hide characters”核對方塊。

(5)要保存連接設定時請單擊[Apply]。
若密碼或WEP密鑰正確，則與訪問點建立連接通常需要一至數分鐘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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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用投影機附帶的遙控器檢查投影機是否已成功連接到無線LAN訪問點上。
(1)按[MENU]鍵，然後選擇“網路設定”3“無線LAN資訊”。
(2)在出現的“無線LAN資訊”對話方塊上檢查“外部AP的連接狀態”。

若“連接中”表示，則說明投影機已連接到了無線LAN訪問點上。若“斷開中”表示，則請再次
從第1步開始執行本操作。
當外部的訪問點起DHCP伺服器的作用時，斷開連接將使投影機的IP地址變為由外部訪問點分配
的值。

您一旦配置了上述設定並將投影機連接到無線LAN訪問點上，則每當您將其輸入源切換到
“網路”時，投影機便會自動連接相同的無線LAN訪問點。衹要投影機在無線LAN訪問點的覆蓋範
圍內，並且無線LAN訪問點與投影機的設定沒有改變便會如此。

如何在保持投影機與電腦的直接無線連接的狀態下建立投影機與路由
器之間的有線LAN連接

1. 執行“如何在不斷開與電腦的直接無線LAN連接的前提下將投影機連接在無線LAN訪問
點上”一節（第27頁）中的第1步至第7步操作。

2. 單擊“Network Settings”頁右上角中的“Logout”鈕登出投影機的Admin頁。

3. 用LAN電纜連接投影機與路由器。
為了避免受到收音機、電視機等接收裝置的干擾，建議使用屏蔽LAN網線（S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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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投影機與電腦都連接在公司等內現有的無線LAN訪問點上，投影機與電腦之間便能建立LAN連接。

此種連接能使電腦使用通過無線LAN訪問點連接而帶來的網路（互聯網或內聯網）服務。電腦可
連接的網路環境依無線LAN訪問點而不同。

此種連接的前提是無線LAN訪問點起DHCP伺服器的使用，或無線LAN訪問點所在的網路中有正在
運行的DHCP伺服器。

如何通過無線LAN訪問點在投影機與電腦之間建立連接

連接概要

無線LAN訪問點

無線LAN無線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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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將投影機連接到無線LAN訪問點上

1. 請執行下述操作之一通過LAN連接電腦與投影機。
“如何使用投影機的簡單連接SSID來建立無線LAN連接並投影”（第13頁），第1步至第11步
“如何使用投影機的通用SSID來建立無線LAN連接並投影”（第16頁），第1步至第13步
“如何使用用戶SSID來建立無線LAN連接並投影”（第23頁），第1步至第13步
（已建立用戶SSID。）
“如何使用LAN電纜直接連接電腦與投影機”（第38頁），第1步至第9步

2. 在Network Connection視窗上單擊功能選單鈕，然後在出現的選單上單擊[Admin Screen]。

電腦的網頁瀏覽器啟動並顯示投影機的主頁。

3. 單擊左窗格中的“Projector Admin”。在出現的密碼輸入畫面上輸入密碼。
初始預設密碼是“admin”。

4. 單擊[Login]鈕。
若登入操作正常，“System Status”頁將出現。

連接的操作步驟

功能選單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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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單擊左窗格中的“Network Settings”。
此時“Network Settings”頁面出現。

由紅框圍起來的是此處所需要的輸入和設定。其他設定不需要改變。
有關此頁的詳情請參閱“如何配置網路設定頁的網路設定”一節（第62頁）。

6. 若“Obtain an IP address automatically”鈕是 ，則進行單擊將其改變為 。

7. 若“Access Point Function”區中的“Disable”鈕是 ，則進行單擊將其改變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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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配置從投影機連接無線LAN訪問點的設定。
(1) 若“External Access Point”區中的“Enable”鈕是 ，則進行單擊將其改變為 。
(2) 單擊[Scan Access Point]。

“Select an access point.”顯示在“External Access Point SSID”方塊中。
(3) 單擊“External Access Point SSID”方塊右邊的[ ]鈕，然後在出現的列表中選擇要連接的訪問點
的SSID。
當您單擊[ ]鈕時出現的列表表示的是此時投影機探測到其訊號的訪問點，以及最多八個之前
連接過的訪問點。
若您要手動輸入SSID，請在列表中選擇“Enter the key.”選項。然後，在“External Access Point 
SSID”方塊中輸入所需要的SSID。

(4) 在“Key”方塊中輸入正在連接的訪問點的密碼或WEP密鑰。
若您要使用的訪問點不需要輸入密碼或WEP密鑰，則不用進行任何輸入。
您輸入的密碼或WEP密鑰的每個字元由輸入方塊中相應的星號（*）表示。若您要查看輸入的實
際字元，請清除“Hide characters”核對方塊。

(5) 要保存連接設定時請單擊[Apply]。
此時，“Access Point Function”設定（上述第7步）自動變為“Disable”。若投影機通過無線
LAN與電腦連接的目的是為了配置上述設定，則連接將斷開。
若密碼或WEP密鑰正確，則與訪問點建立連接通常需要一至數分鐘的時間。

9. 用投影機附帶的遙控器檢查投影機是否已成功連接到無線LAN訪問點上。
(1) 按[MENU]鍵，然後選擇“網路設定”3“無線LAN資訊”。
(2) 在出現的“無線LAN資訊”對話方塊上檢查“外部AP的連接狀態”。

若“連接中”表示，則說明投影機已連接到了無線LAN訪問點上。若“斷開中”表示，則請再次
從第1步開始執行本操作。
當外部的訪問點起DHCP伺服器的作用時，斷開連接將使投影機的IP地址變為由外部訪問點分
配的值。

您一旦配置了上述設定並將投影機連接到無線LAN訪問點上，則每當您將其輸入源切換到
“網路”時，投影機便會自動連接相同的無線LAN訪問點。衹要投影機在無線LAN訪問點的覆蓋範
圍內，並且無線LAN訪問點與投影機的設定沒有改變便會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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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通過無線LAN訪問點在投影機與電腦之間建立連接並投影

下述操作以下列條件為前提。

• 電腦已連接在了無線LAN訪問點上。
至於電腦是通過無線LAN（Wi-Fi）還是通過有線LAN（使用LAN網線）連接的，兩者之間沒有什
麼不同。若電腦是通過有線LAN連接的，則請確認電腦的無線LAN功能已禁用。

• 投影機已使用“如何將投影機連接到無線LAN訪問點上”一節（第31頁）中的操作進行了設
定，而無線LAN訪問點及/或投影機的設定自那時開始沒有改變。

• 投影機在無線LAN訪問點的覆蓋範圍內。

投影機的操作

1. 在投影機上插入無線適配器（第10頁），然後打開投影機的電源。

2. 按[INPUT]鍵。“輸入”對話方塊出現。

3. 用[ ]鍵及[ ]鍵選擇“網路”，然後按[ENTER]鍵。
輸入源將切換至“網路”，並且投影機自動開始投影LAN連接的待機畫面。

電腦的操作

4. 啟動Network Connection。
顯示有“Connecting”訊息的Network Connection視窗出現。
若電腦的作業系統是Windows 7、8、8.1或10，並且“設置網路位置”對話方塊出現，請單擊 [取消]
關閉對話方塊。
Network Connection找到能連接的投影機時，下示對話方塊之一出現。

5. 單擊要連接的投影機的IP地址，然後單擊[OK]。
對於投影機的IP地址，請檢查投影畫面（LAN連接待機畫面）左下角中的“Server IP”。

若此對話方塊出現： 其表示此狀態： 進行到此步操作：

“Projector List” 探測到網路上有多台投影機可連接。 第6步

“Enter the login code.” 探測到網路上有一台投影機可連接。 第7步



35

6. 在出現的“Enter the login code.”對話方塊中輸入登入碼。

在“Login Code”方塊中，輸入在投影的LAN連接待機畫面的左上角表示的四位數字。

7. 完成所需要的操作後，單擊[OK]鈕。
投影機與電腦通過無線LAN連接上之後，如下所示Network Connection視窗將出現在電腦畫面上。電
腦畫面（主畫面）被投影。

有關Network Connection視窗操作的詳情請參閱“Network Connection的使用”一節（第41頁）。

8. 要終止無線LAN連接並停止電腦畫面的投影時，請單擊Network Connection視窗右上角中
的關閉鈕（ ）。
Network Connection視窗關閉，並且投影返回LAN連接待機畫面。

在使用上述類型的連接時，通過設定可減少登入碼的輸入次數。有關如何配置設定的詳情請參閱
“如何配置Control Panel頁的網路設定”一節（第6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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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有線LAN連接投影機與電腦應使用的方式，取決於電腦是否同時要與外網連接。

電腦不需要與外網連接時的有線LAN連接
用LAN電纜連接投影機與電腦，並設定雙方的IP地址。

有關如何操作的說明請參閱“如何使用LAN電纜直接連接電腦與投影機”一節（第38頁）。

如何通過有線LAN連接投影機與電腦

有線LAN連接概要

有線LAN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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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還需要與外網連接時的有線LAN連接
用LAN電纜在相同的路由器上連接投影機與電腦。在這種配置下，電腦可以使用通過路由器連接的網路
（互聯網或內聯網）服務。電腦可連接的網路環境依路由器而不同。

有關如何操作的說明請參閱“如何通過路由器在投影機與電腦之間建立有線LAN連接”一節（第40頁）。

為了避免受到收音機、電視機等接收裝置的干擾，建議使用屏蔽LAN網線（STP）進行有線LAN連
接。

進行有線LAN連接操作時不需要Network Connection應用程式。在建立了有線LAN連接後進行電腦
畫面的投影時使用Network Connection。

路由器

有線LAN連接有線LAN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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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LAN電纜直接連接電腦與投影機

1. 用LAN電纜連接電腦與投影機。
為了避免受到收音機、電視機等接收裝置的干擾，建議使用屏蔽LAN網線（STP）。

投影機的操作

2. 按[INPUT]鍵。“輸入”對話方塊出現。

3. 用[ ]鍵及[ ]鍵選擇“網路”，然後按[ENTER]鍵。

4. 檢查LAN連接待機畫面右下角上的IP地址（“Server IP”）。
我們在此處使用投影機的IP地址192.168.100.10（投影機的初始預設設定）。

電腦的操作

5. 將電腦的IP地址改變為192.168.100.XXX（XXX是從1至9或從11至254的數值）。
到此處為止的操作將建立起投影機與電腦之間的LAN連接。從此處開始的操作進行電腦畫面的投
影。

6. 啟動Network Connection。
顯示有“Connecting”訊息的Network Connection視窗出現。
若電腦的作業系統是Windows 7、8、8.1或10，並且“設置網路位置”對話方塊出現，請單擊 [取消]
關閉對話方塊。
Network Connection找到能連接的投影機時“Projector List”對話方塊立即出現。

7. 單擊要連接的投影機的IP地址，然後單擊[OK]。
對於投影機的IP地址，請檢查投影畫面（LAN連接待機畫面）左下角中的“Server IP”。

有線LAN連接的操作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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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出現的“Enter the login code.”對話方塊中輸入登入碼。

在“Login Code”方塊中，輸入在投影的LAN連接待機畫面的左上角表示的四位數字。

9. 完成所需要的操作後，單擊[OK]鈕。
此時Network Connection視窗變為顯示下示畫面，電腦畫面（主視窗）開始投影。

有關Network Connection視窗操作的詳細說明，請參閱“Network Connection的使用”一節
（第41頁）。

10. 要停止電腦畫面的投影時，請單擊Network Connection視窗右上角上的關閉鈕（ ）。
Network Connection視窗關閉，並且投影返回LAN連接待機畫面。

在使用上述類型的連接時，通過設定可減少登入碼的輸入次數。有關如何配置這種設定的詳細說
明，請參閱“如何配置Control Panel頁的網路設定”一節（第6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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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通過路由器在投影機與電腦之間建立有線LAN連接

下述操作步驟假設路由器所屬網路內有運行中的DHCP伺服器，並且電腦與路由器之間有LAN連
接。

投影機的操作

1. 用LAN電纜將投影機連接到路由器上，電腦應已通過LAN連接到了該路由器上。
為了避免受到收音機、電視機等接收裝置的干擾，建議使用屏蔽LAN網線（STP）。

2. 在投影機上，將“IP設定”選擇為“自動”。
(1) 執行下述操作顯示IP設定對話方塊： [MENU]鍵3 “網路設定” 3 “投影機的有線LAN設定”。

(2) 按[ ]鍵將“IP設定”選擇為“自動”。

(3) 按[ESC]鍵返回“網路設定”。

(4) 選擇“更新網路設定”後按[ENTER]鍵。

(5) 在出現的網路設定更新對話方塊中，按[ ]鍵選擇“是”後按[ENTER]鍵。

電腦的操作

3. 執行“如何使用LAN電纜直接連接電腦與投影機”一節（第38頁）中從第6步開始的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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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Connection的使用

Network Connection是一款應用程式，能在投影機與電腦之間建立LAN連接，並從連接的電腦向投影機傳送
畫面影像、動畫及聲音。

本節中的介紹假設投影機與電腦之間已建立有LAN連接，並且電腦畫面已投影。在執行本節中的
操作之前，您應使用“如何通過LAN連接投影電腦畫面的內容”一節（第9頁）中的操作步驟在投
影機與電腦之間建立LAN連接。

當投影機與電腦之間建立有LAN連接時，下示Network Connection視窗將出現。

Network Connection視窗

投影視頻流鈕

登入碼

功能選單鈕

最小化鈕

關閉鈕

投影指示符

停止鈕

暫停鈕

投影PC畫面鈕

投影1畫面鈕

投影4畫面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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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投影機與電腦之間已經有LAN連接時，您可以使用Network Connection視窗上的按鈕執行下述操作。

* 單擊一個按鈕將在相應的位置投影電腦畫面：(1) 左上，(2) 右上，(3) 左下，(4) 右下。

Network Connection的操作

Network Connection的按鈕操作

目的﹕ 單擊此鈕：

投影一台電腦的畫面，佔滿整個投影畫面（投影1畫面）  （投影1畫面）

將投影畫面分割為四部分並投影四台電腦的畫面
（投影4畫面）

下列按鈕之一*： ， ， ， 

凍結目前投影中的電腦畫面  （暫停）

投影一個動畫，但不讓其在電腦上顯示（投影視頻流）  （投影視頻流）
有關詳情請參閱第45頁上的“視頻流的投影”一節。

停止電腦畫面的投影  （停止）

退出Network Connection  （關閉）

3 4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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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投影機與電腦之間已經有LAN連接時，您可以使用Network Connection功能選單（當您單擊功能選單鈕時
出現）上的選項執行下述操作。

Network Connection功能選單的操作

目的﹕ 選擇此功能選單項： 參照：

顯示速度優先於投影畫面的像質 [Projection Setting] 3 [High-speed] —

投影畫面的像質優先於顯示速度 [Projection Setting] 3 

[High-resolution]
—

從投影機的揚聲器輸出電腦的音頻
[Audio Out]

“如何從投影機的揚聲器輸出電腦的
聲音”（第44頁）

從主畫面投影切換到擴展畫面投影*1 [Select the Projection Screen] 3 

[Extended Screen]
—

從擴展畫面投影切換到主畫面投影*1 [Select the Projection Screen] 3 

[Main Screen]

用智能裝置遙控運行Network Connection
的電腦

[PC Remote]
“如何從智能裝置遙控電腦”
（第46頁）

配置投影機的網路設定
[Admin Screen]

“投影機的Admin頁的使用”
（第54頁）

通過LAN連接遙控投影機
[Admin Screen]

“如何通過LAN連接遙控投影機”
（第66頁）

向投影機的內存上載檔案
[Admin Screen]

“如何將檔案上載到投影機的內存中”
（第69頁）

將無線LAN連接切換到另一台投影機
[Server Search]

“如何斷開無線LAN連接並重新連接”
（第47頁）

在U盤上建立Network Connection的複本 [Token Wizard] “令牌精靈的使用”（第75頁）

刪除由Network Connection保存的連接訊
息（密碼）

[Initialize]
“如何刪除由Network Connection保存
的連接訊息（密碼）”（第47頁）

顯示通過LAN連接的投影機的IP地址和登
入碼

[Info] —

顯示Network Connection的版本訊息 [About] —

退出Network Connection [Exit] —

*1 對於Windows XP及Windows Vista，啟用這些功能需要安裝驅動軟體。參閱下述“Windows的追加驅動軟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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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的追加驅動軟體
對於Windows，使用部分Network Connection功能需要安裝下表所示驅動軟體。有關如何取得此軟體的說明，
請訪問CASIO網站（http://www.casio-intl.com/support/）。

當電腦畫面通過LAN連接正在投影時，您可以用Network Connection從投影機的揚聲器輸出電腦的聲音。

要從投影機的揚聲器輸出電腦的聲音時，請在Network Connection的功能選單上選擇[Audio Out]，使其旁
邊出現勾選。
啟用投影機的揚聲器輸出將禁用從電腦揚聲器的聲音輸出。

要禁用投影機揚聲器的聲音輸出並重新啟用電腦揚聲器的輸出時，請再次在功能選單上選擇
[Audio Out]，清除勾選。

每當您啟動Network Connection時，功能選單上的[Audio Out]項沒有勾選（禁用）。

要使用的功能： 安裝的驅動軟體﹕

擴展畫面輸出功能 VDD驅動程式（適用於Windows XP及Windows Vista）

如何從投影機的揚聲器輸出電腦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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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用Network Connection播放動畫並向投影機輸出播放影像進行投影。衹有動畫的視頻流顯示在投影
畫面上。您可以讓電腦畫面顯示通常的桌面和Network Connection視窗（不投影）。

可播放的檔案
AVI: 最大20 Mbps 720/30P（MJPEG視頻，ADPCM音頻）

MOV: 最大20 Mbps 1080/30P（H.264視頻，ADPCM音頻或AAC音頻）

MP4: 最大20 Mbps 1080/30P（H.264視頻，AAC音頻）

如何投影視頻流

1. 單擊Network Connection視窗上的 （投影視頻流）。
此時Network Connection視窗的表示如下所示改變。

若電腦畫面正在投影，按上示按鈕將使投影畫面返回LAN連接待機畫面。若投影操作是在另一台
電腦上執行的，則投影畫面不改變。

2. 單擊 （選擇檔案）。

3. 用出現的檔案選擇對話方塊選擇要播放的動畫檔案，然後單擊[Open]。
此時您選擇的檔案開始播放，在投影畫面上動畫全銀幕顯示。

4. 要停止動畫的播放時請單擊 （停止）。

5. 要返回通常的電腦畫面投影時請單擊 （投影PC畫面）。

在上述操作的第4步停止了播放之後，單擊 （播放）可從檔案（動畫）的開頭開始重新播放。

視頻流的投影總是全銀幕顯示。在此種情況下，投影畫面不能像投影電腦畫面時一樣分割為四個
部分。
投影視頻流時，投影機總是會輸出動畫的聲音。

視頻流的投影

投影PC畫面鈕

停止鈕

播放鈕

選擇檔案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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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介紹如何使用智能裝置遙控運行著Network Connection的電腦。

要執行此處介紹的遙控操作，智能裝置上必須安裝有C-Assist（第77頁）。

如何開始PC remote

1. 執行下述操作之一通過無線LAN投影電腦畫面。
“如何使用投影機的簡單連接SSID來建立無線LAN連接並投影”（第13頁），第1步至第11步
“如何使用投影機的通用SSID來建立無線LAN連接並投影”（第16頁），第1步至第13步
“如何使用用戶SSID來建立無線LAN連接並投影”（第23頁），第1步至第13步
（已建立用戶SSID。）

2. 在智能裝置上啟動C-Assist後執行下述操作。
(1)登入投影機。

(2)進入PC Remote待機狀態。

3. 在Network Connection視窗中單擊功能選單鈕，然後在出現的選單上單擊[PC Remote]進行
勾選。
此時電腦畫面的影像將出現在智能裝置的觸摸屏上。
上示表示您可以使用智能裝置的觸摸屏執行電腦滑鼠的操作。您還可以用智能裝置的畫面鍵盤輸
入或編輯電腦上的資料。

4. 根據需要從智能裝置控制電腦。

如何結束PC Remote
在Network Connection視窗中單擊功能選單鈕，然後在出現的選單上單擊[PC Remote]清除勾選。

如何從智能裝置遙控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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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斷開無線LAN連接並重新連接

1. 在Network Connection功能選單上選擇[Server Search]。
此時無線LAN連接斷開，投影畫面變為LAN連接的待機畫面。

2. 執行下述操作之一。
“如何使用投影機的簡單連接SSID來建立無線LAN連接並投影”（第13頁）
“如何使用投影機的通用SSID來建立無線LAN連接並投影”（第16頁）
“如何使用用戶SSID來建立無線LAN連接並投影”（第23頁）（用戶SSID建立後。）

如何刪除由Network Connection保存的連接訊息（密碼）

1. 在Network Connection功能選單上選擇[Initialize]。

2. 在出現的初始化確認對話方塊上，單擊[OK]進行初始化，或單擊[Cancel]取消。

3. 重新啟動Network Connection。

在您執行了上述操作後，投影機與電腦之間的無線LAN連接將斷開。要重新建立無線LAN連接時，
請執行下述操作之一。

–“如何使用投影機的簡單連接SSID來建立無線LAN連接並投影”（第13頁）

–“如何使用投影機的通用SSID來建立無線LAN連接並投影”（第16頁）

–“如何使用用戶SSID來建立無線LAN連接並投影”（第23頁）（用戶SSID建立後。）

Network Connection的其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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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機的網路設定

投影機共有兩種網路設定：在投影機上可以進行基本的設定，而更詳細的設定可以使用通過LAN與投影機
連接的電腦進行，訪問投影機的Admin網頁便可。

有關可以在投影機上配置的基本網路設定的說明請參閱“投影機設置選單的使用”一節（下述）。

有關使用電腦的網頁瀏覽器能配置的詳細網路設定的說明請參閱“投影機的Admin頁的使用”
（第54頁）。

您可以使用投影機設置選單中的“網路設定”主選單，顯示相關資訊並配置投影機與外部裝置之間LAN連
接的設定。

下表介紹的是“網路設定”主選單中包含的選單項。

* 投影機在待機狀態下的電力消耗依“遠端開啟”是否有效而不同。有關在各種待機狀態下耗電量的資
訊，請參閱“設置手冊”。

您可以在投影機的本體上，亦可以用投影機附帶的遙控器來執行下述操作。

投影機設置選單的使用

選單項 說明 參照：

有線LAN資訊 表示目前有線LAN連接的狀態（IP地址，DHCP設定等） “如何顯示有線LAN的資訊”
（第49頁）

無線LAN資訊 表示目前無線LAN連接的相關資訊（IP地址，DHCP設定，
安全設定，與外接訪問點的連接狀態等）。

“如何顯示無線LAN的資訊”
（第50頁）

投影機的有線LAN設定 配置IP地址設定。 “如何改變IP設定”
（第52頁）

投影機的無線LAN設定 顯示用於選擇SSID並設定IP地址的對話方塊，當將投影機
用作無線LAN訪問點時要使用這些設定。

“如何改變SSID”（第51頁）
“如何改變IP設定”
（第52頁）

遠端開啟* 指定當投影機在待機狀態下時（已通電源但尚未開機）是
否可以通過LAN使投影機開機。

—

PJLink認證 啟用或禁用PJLink連接的認證。 —

更新網路設定 在投影機上反映對“投影機的無線LAN設定”進行的變
更。

—

初始化網路設定 將網路的設定返回至其初始出廠預設值。 “如何初始化網路設定”
（第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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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顯示有線LAN的資訊

1. 按[MENU]鍵顯示設置選單。

2. 用[ ]鍵選擇“網路設定”，然後按[ENTER]鍵。

3. 用[ ]鍵選擇“有線LAN資訊”，然後按[ENTER]鍵。
有線LAN資訊對話方塊出現。下表介紹出現在對話方塊上的資訊。

4. 要關閉對話方塊並結束設置選單時，請按[MENU]鍵。

項目名 說明

投影機名稱 在初始預設設定下為空白（未指定名稱）。使用“如何配置Control Panel頁的網路設
定”一節（第61頁）中的操作可以改變名稱。

MAC地址 分配在各投影機上的固定的有線LAN MAC地址

IP地址 分配給投影機的IP地址

DHCP 表示投影機的DHCP伺服器功能的狀態（“自動”或“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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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顯示無線LAN的資訊

1. 按[MENU]鍵顯示設置選單。

2. 用[ ]鍵選擇“網路設定”，然後按[ENTER]鍵。

3. 用[ ]鍵選擇“無線LAN資訊”，然後按[ENTER]鍵。
“無線LAN資訊”對話方塊出現。下表介紹出現在對話方塊上的資訊。

4. 要關閉對話方塊並結束設置選單時，請按[MENU]鍵。

項目名 說明

SSID 表示投影機的SSID（用於與外部裝置進行無線LAN連接）。

無線MAC地址 各無線適配器上的固定無線LAN MAC地址。

IP地址 分配給投影機的IP地址。

DHCP 表示投影機的DHCP伺服器的狀態（“自動”或“無效”）。

安全設定 表示投影機的SSID所使用的加密系統。有關加密系統的說明請參閱“如何建立用戶
SSID”一節（第20頁）下的第7步。

外部AP的SSID 當“Network Settings”（第62頁）上的“External Access Point”為“Enable”時出
現。當投影機連接在外部無線LAN訪問點上時，表示訪問點的SSID。未連接時表示
“無連接”。

外部AP的連接狀態 當“Network Settings”（第62頁）上的“External Access Point”為“Enable”時出
現。當投影機連接在外部無線LAN訪問點上時，表示“連接中”。未連接時表示
“斷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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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改變SSID

1. 按[MENU]鍵顯示設置選單。

2. 用[ ]鍵選擇“網路設定”，然後按[ENTER]鍵。

3. 用[ ]鍵選擇“投影機的無線LAN設定”，然後按[ENTER]鍵。

4. 確認選擇了“SSID”後按[ENTER]鍵。
可選SSID的列表出現。

若有之前創建的用戶SSID，則該SSID亦將出現在列表中。

5. 用[ ]鍵及[ ]鍵選擇所需要的SSID，然後按[ENTER]鍵。
目前所選SSID的左側的按鈕變為 。

6. 按[ESC]鍵兩次返回“網路設定”。

7. 用[ ]鍵選擇“更新網路設定”，然後按[ENTER]鍵。
此時確認對話方塊出現，詢問您是否要更新網路設定。

8. 按[ ]鍵選擇“是”，然後按[ENTER]鍵。
此時SSID的變更生效，對話方塊關閉。

簡單連接SSID

通用SSID

現在的SS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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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改變IP設定

1. 按[MENU]鍵顯示設置選單。

2. 用[ ]鍵選擇“網路設定”，然後按[ENTER]鍵。

3. 用[ ]鍵選擇“投影機的無線LAN設定”，然後按[ENTER]鍵。

4. 用[ ]鍵選擇“IP設定”，然後按[ENTER]鍵。
若需要，您可以執行下述操作以取代上述的第3步及第4步。
用[ ]鍵選擇“投影機的有線LAN設定”，然後按[ENTER]鍵。

5. 在出現的“IP設定”對話方塊上配置下表中介紹的設定。

6. 為返回“網路設定”應執行的下一步操作依是從“投影機的無線LAN設定”還是從
“投影機的有線LAN設定”開始的本操作而不同。
投影機的無線LAN設定: 按[ESC]鍵兩次。
投影機的有線LAN設定: 按[ESC]鍵一次。

7. 用[ ]鍵選擇“更新網路設定”，然後按[ENTER]鍵。
此時確認對話方塊出現，詢問您是否要更新網路設定。

目的﹕ 執行此操作﹕

指定自動獲取IP地址 將“IP設定”選擇為“自動”。

手動指定IP地址 將“IP設定”指定為“手動”，然後手動輸入IP地址（下述）。

輸入一個IP地址 (1) 用[ ]鍵選擇“IP地址”，然後按[ENTER]鍵。
“輸入IP地址”對話方塊出現。

(2) 用[ ]鍵及[ ]鍵指定IP地址的第一個八位位元組（三個數字）。設定完畢
後，按 [ ] 鍵。

(3) 反覆執行第(2)步操作，指定第二至第四個八位位元組。
各八位位元組可指定為下示範圍內的數值：第1個：1至223；第2個：0至
255；第3個：0至255；第4個：1至254。指定一個超出上示範圍的數值會
使該數值的數字變暗。在有八位位元組的數字變暗的情況下，若您進行
到第(4)步，則IP地址將返回原數值（您開始輸入之前的數值）。

(4) IP地址設定完畢後，按[ESC]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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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按[ ]鍵選擇“是”，然後按[ENTER]鍵。
此時IP設定的變更保存在投影機中，對話方塊關閉。

使用上述操作將“IP設定”選擇為“手動”，會使“DHCP Settings”（第62頁）變為“Auto”。將
“DHCP Settings”選擇為“Auto”會使DHCP的開始地址和結束地址如下所述自動設定。

若您輸入的IP地址的第4個八位位元組是253或254，則開始地址及結束地址的第4個八位位元組都
將是254。

如何初始化網路設定

1. 按[MENU]鍵顯示設置選單。

2. 用[ ]鍵選擇“網路設定”，然後按[ENTER]鍵。

3. 用[ ]鍵選擇“初始化網路設定”，然後按[ENTER]鍵。
此時確認對話方塊出現，詢問您是否要初始化網路設定。

4. 按[ ]鍵選擇“是”，然後按[ENTER]鍵。
此時網路設定被初始化，並且對話方塊關閉。

例如： 當IP地址輸入了192.168.100.20時

開始地址：

192.168.100.21（您輸入的IP地址在第4個八位位元組上加1）

結束地址：

192.168.100.254（您輸入的IP地址的第4個八位位元組變為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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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電腦的網頁瀏覽器訪問下述的投影機的Admin頁，查看資訊及設定，並進行各種操作。

投影機的Admin頁的使用

使用此頁： 目的﹕ 參照：

System Status 查看投影機的韌體版本和網路資訊（IP地址等） “如何顯示系統狀態”
（第60頁）

Control Panel 配置下列網路設定。
投影機名，使用/不使用登入碼，表示/隱藏用戶名設定，
啟用/禁用IEEE 802.11n，頻道寬度設定

“如何配置Control Panel頁的網
路設定”（第61頁）

通過LAN操作投影機。 “如何通過LAN連接遙控投影
機”（第66頁）

Network Settings 配置下列網路設定。
IP地址設定，啟用/禁用DHCP伺服器功能，無線LAN連接
設定（啟用/禁用“Access Point Function”，SSID設定，安
全設定等），用於連接外部訪問點的設定

“如何配置網路設定頁的網路
設定”（第62頁）

Change Passwords 改變登入“Projector Admin”時使用的密碼。 “如何改變登入投影機的Admin
頁的密碼”（第64頁）

Initialize Settings 將“Projector Admin”的所有設定都返回至其初始出廠
預設值。

“如何初始化投影機的Admin頁
上的所有設定”（第65頁）

Crestron Control 用於輸入投影機與Crestron控制器連接所需要的資訊。 “如何輸入用於連接Crestron控
制器的資訊”（第6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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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投影機與電腦之間有無線LAN連接，則您可以在電腦上執行Network Connection操作，登入投影機的
Admin頁。

如何通過無線LAN連接登入投影機的Admin頁

1. 執行下述操作之一通過無線LAN連接電腦與投影機。
“如何使用投影機的簡單連接SSID來建立無線LAN連接並投影”（第13頁），第1步至第11步
“如何使用投影機的通用SSID來建立無線LAN連接並投影”（第16頁），第1步至第13步
“如何使用用戶SSID來建立無線LAN連接並投影”（第23頁），第1步至第13步（已建立用戶
SSID。）

2. 在Network Connection視窗上單擊功能選單鈕，然後在出現的選單上單擊[Admin Screen]。

電腦的網頁瀏覽器啟動並顯示投影機的主頁。

3. 單擊左窗格中的“Projector Admin”。在出現的密碼輸入畫面上輸入密碼。
初始預設密碼是“admin”。

4. 單擊[Login]鈕。
若登入操作正常，“System Status”頁將出現。

通過無線LAN連接的投影機的Admin頁的登入

功能選單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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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通過有線LAN登入投影機的Admin頁，而不需要使用Network Connection。

如何通過有線LAN連接登入投影機的Admin頁

1. 執行下述操作之一通過有線LAN連接電腦與投影機。
“如何根據投影機的IP地址並通過有線LAN連接來改變電腦的IP地址”（第57頁）
“如何根據電腦的IP地址並通過有線LAN連接來改變投影機的IP地址”（第58頁）
“如何通過路由器在投影機與電腦之間建立有線LAN連接”（第40頁）

投影機的操作

2. 按[INPUT]鍵。“輸入”對話方塊出現。

3. 用[ ]鍵及[ ]鍵選擇“網路”，然後按[ENTER]鍵。
LAN連接待機畫面被投影。

4. 檢查LAN連接待機畫面右下角上的IP地址（“Server IP”）。

電腦的操作

5. 啟動電腦的網頁瀏覽器，在地址列中輸入“http://<您在上述第4步中查到的IP地址>”，然
後按[Enter]鍵。
此時顯示投影機的主頁。

6. 單擊左窗格中的“Projector Admin”。在出現的密碼輸入畫面上輸入密碼。
初始預設密碼是“admin”。

7. 單擊[Login]。
若登入操作正常，“System Status”頁將出現。

通過有線LAN連接的投影機的Admin頁的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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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根據投影機的IP地址並通過有線LAN連接來改變電腦的IP地址

1. 使用LAN電纜直接連接電腦與投影機。
為了避免受到收音機、電視機等接收裝置的干擾，建議使用屏蔽LAN網線（STP）。

投影機的操作

2. 將投影機的IP設定選擇為“手動”。
(1) 執行下述操作顯示IP設定對話方塊： [MENU]鍵3“網路設定”3“投影機的有線LAN設定”。

“IP設定”的初始預設設定是“自動”。

(2) 按[ ]鍵將“IP設定”選擇為“手動”。

投影機的IP地址將顯示在“IP地址”行。

(3) 按[ESC]鍵返回“網路設定”。

(4) 選擇“更新網路設定”後按[ENTER]鍵。

(5) 在出現的網路設定更新對話方塊中，按[ ]鍵選擇“是”後按[ENTER]鍵。

電腦的操作

3. 為電腦指定一個IP地址。第1，第2及第3個八位位元組應與投影機的IP地址相同。第4個八
位位元組可以指定一個1至254之間的數值，但不可與投影機的IP地址相同。
例如，若投影機的IP地址是192.168.100.10（初始預設），則電腦的IP地址應指定為
192.168.100.XXX，此處的XXX是1至9或11至254的數值。

4. 執行“如何通過有線LAN連接登入投影機的Admin頁”一節（第56頁）中從第2步開始的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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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根據電腦的IP地址並通過有線LAN連接來改變投影機的IP地址

當您知道電腦的IP地址時請使用下述操作。

1. 使用LAN電纜直接連接電腦與投影機。
為了避免受到收音機、電視機等接收裝置的干擾，建議使用屏蔽LAN網線（STP）。

2. 手動指定投影機的IP地址。
(1) 執行下述操作顯示IP設定對話方塊： [MENU]鍵3 “網路設定” 3 “投影機的有線LAN設定”。

“IP設定”的初始預設設定是“自動”。

(2) 按[ ]鍵將“IP設定”選擇為“手動”。

(3) 用[ ]鍵選擇“IP地址”，然後按[ENTER]鍵。

此時輸入IP地址對話方塊出現。

(4) 用[ ]鍵及[ ]鍵改變IP地址的第1個八位位元組，使其與電腦的IP地址相同。設定完成後按[ ]
鍵。

(5) 反覆執行第(4)步操作，指定第2至第4個八位位元組。

第2及第3個八位位元組應與電腦的IP地址相同。

第4個八位位元組應是1至254之間的數值，但與電腦的IP地址的第4個八位位元組不同。

(6) 按[ESC]鍵返回“網路設定”。

(7) 選擇“更新網路設定”後按[ENTER]鍵。

(8) 在出現的網路設定更新對話方塊中，按[ ]鍵選擇“是”後按[ENTER]鍵。

3. 執行“如何通過有線LAN連接登入投影機的Admin頁”一節（第56頁）中從第2步開始的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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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投影機與電腦之間建立有線LAN連接

下述操作步驟假設路由器所屬網路內有運行中的DHCP伺服器，並且電腦與路由器之間有LAN連
接。

1. 用LAN電纜將投影機連接到路由器上，電腦應已通過LAN連接到了該路由器上。
為了避免受到收音機、電視機等接收裝置的干擾，建議使用屏蔽LAN網線（STP）。

2. 在投影機上，將“IP設定”選擇為“自動”。
(1) 執行下述操作顯示IP設定對話方塊： [MENU]鍵3 “網路設定” 3 “投影機的有線LAN設定”。

(2) 按[ ]鍵將“IP設定”選擇為“自動”。

(3) 按[ESC]鍵返回“網路設定”。

(4) 選擇“更新網路設定”後按[ENTER]鍵。

(5) 在出現的網路設定更新對話方塊中，按[ ]鍵選擇“是”後按[ENTER]鍵。

3. 執行“如何通過有線LAN連接登入投影機的Admin頁”一節（第56頁）中從第2步開始的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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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顯示系統狀態

1. 參閱“通過無線LAN連接的投影機的Admin頁的登入”一節（第55頁），登入投影機的
Admin頁。
“System Status”頁出現。下表介紹出現在該網頁上的資訊。

2. 要從投影機的Admin頁登出時，請單擊“Logout”。

登入投影機的Admin頁後可執行的操作

項目名 說明

Firmware Version 是投影機的韌體（內置軟體）的版本。

IP Address 分配給投影機的IP地址。

Subnet Mask 目前在投影機上設定的子網路遮罩值。

Default Gateway 目前在投影機上設定的預設閘道。

Wireless MAC Address 設定在各無線適配器上的固定無線LAN MAC地址。

Wire MAC Address 分配在各投影機上的固定的有線LAN MAC地址。

Projection Status Projection Standby: 等待通過LAN連接進行投影。
Projecting: 通過LAN連接的投影。

Number of Users 目前通過LAN連接從電腦進行投影的用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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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配置Control Panel頁的網路設定

“Control Panel”頁上的網路設定分為兩組。

執行下述操作時，您應衹在一個組中進行設定，然後單擊相應的套用鈕使其生效。您在組中所做的
任何與您按的套用鈕不匹配的變更都不會生效。

1. 參閱“通過無線LAN連接的投影機的Admin頁的登入”一節（第55頁），登入投影機的
Admin頁。

2. 單擊左窗格中的“Control Panel”。

3. 在出現的“Control Panel”頁中配置下表中介紹的設定。

* 投影機在待機狀態下的電力消耗依“Remote On”是否啟用而不同。有關在各種待機狀態下耗電量
的資訊，請參閱“設置手冊”。

4. 在投影機上反映您在“Control Panel”頁上所做的變更。

在您按了[Apply]之後，通知您為了反映設定必須重新啟動投影機的對話方塊出現。

第1組 : Projector name，Login Code
第2組 : Show User Name，IEEE 802.11n (Wi-Fi)，Channel Width

目的﹕ 執行此操作﹕

改變投影機名 在“Projector name”方塊中輸入最多16個單位元組字
元（非符號）的投影機名。

指定當建立無線LAN連接時是否要求登入碼 在“Login Code”區中單擊“Enable”（提示輸入登入
碼）或“Disable”（不提示輸入登入碼）。

指定是表示還是隱藏目前通過LAN在投影機上投影的
電腦的用戶名

在“Show User Name”區中單擊“ON”（表示）或
“OFF”（隱藏）。

指定當投影機處於待機狀態時是否可以通過LAN打開
投影機的電源

在“Remote On*”區中單擊“Enable”（可開機）或
“Disable”。

啟用或禁用PJLink連接的認證 在“PJLink Authentication”區中單擊“Enable”或
“Disable”。

啟用或禁用無線LAN標準IEEE802.11n 在“IEEE 802.11n (Wi-Fi)”區中單擊“Enable”或
“Disable”。

指定無線LAN的頻寬是自動設定還是固定的（20 MHz） 在“Channel Width”區中單擊“20MHz”或“Auto”。

要反映這些項目的設定： 單擊此鈕：

Projector name，Login Code “Login Code”區下的[Apply]

Show User Name，IEEE 802.11n (Wi-Fi)，Channel Width “Channel Width”區下的[A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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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要重新啟動投影機並反映變更的設定時請單擊[OK]。
要取消投影機的重啟而不改變設定時，請單擊[Cancel]，而非[OK]。
單擊[OK]將反映設定的變化並重新啟動投影機。此時投影機與電腦之間的LAN連接斷開。

如何配置網路設定頁的網路設定

1. 參閱“通過無線LAN連接的投影機的Admin頁的登入”一節（第55頁），登入投影機的
Admin頁。

2. 單擊左窗格中的“Network Settings”。

3. 在出現的“Network Settings”頁中配置下表中介紹的設定。
目的﹕ 執行此操作﹕

指定從外部LAN裝置自動獲取IP地址 在“IP Settings”區中單擊“Obtain an IP address automatically”。

手動指定IP地址 (1) 在“IP Settings”區中單擊“Use the IP address below”。
(2) 在“IP Address”方塊中輸入要分配給投影機的IP地址
（初始預設值：192.168.100.10）。

(3) 在“Subnet Mask”方塊中輸入用於確定投影機所在的網路（子網路）的IP
地址範圍的數值（初始預設值：255.255.255.0）。

(4) 在“Default Gateway”方塊中輸入預設閘道的IP地址
（初始預設值：192.168.100.10）。

指定投影機自動向電腦及智能裝置分
配IP地址

(1) 在“DHCP Settings”區中單擊“Auto”。
(2) 根據需要指定自動分配IP地址的範圍。

在“Starting Address”及“Ending Address”中為第4個八位位元組輸入
一個11至254範圍內的數值。
您衹能指定第4個八位位元組。其他的八位位元組不能改變。

指定投影機不向電腦及智能裝置分配
IP地址

在“DHCP Settings”區中單擊“Disable”。

啟用從電腦及/或智能裝置與投影機的
無線LAN連接（通過啟用內置的訪問
點功能）

將“Wireless Settings”區中的“Access Point Function”設定改變為
“Enable”。

禁用從電腦及/或智能裝置與投影機的
無線LAN連接（通過禁內置的訪問點
功能）

將“Wireless Settings”區中的“Access Point Function”設定改變為
“Disable”。

創建一個用戶SSID 在“Wireless Settings”區中設定“SSID”、“Security”及“Passphrase/WEP 
Key ”。
有關詳情請參閱“如何建立用戶SSID”一節（第20頁）中的第6步至第8步。

啟用/禁用SSID的廣播 在“Wireless Settings”區中，將“SSID Broadcast”選擇為“Enable”或
“Disable”。

指定無線LAN通訊的頻道 在“Wireless Settings”區中單擊“Channel”方塊右邊的[ ]。在出現的列表上
選擇一個從1至11的頻道。

指定自動選擇無線LAN頻道 在“Wireless Settings”區中單擊“Channel”方塊右邊的[ ]。在出現的列表中
選擇“Au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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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要在投影機上反映“Network Settings”頁的變更時，單擊[Apply]。
通知您要反映設定需要重啟投影機的對話方塊出現。

5. 要重新啟動投影機並反映變更的設定時請單擊[OK]。
要取消投影機的重啟而不改變設定時，請單擊[Cancel]，而非[OK]。
單擊[OK]將反映設定的變化並重新啟動投影機。此時投影機與電腦之間的LAN連接斷開。

在外部無線訪問點上連接投影機 在“External Access Point”區中單擊“Enable”，並進行所需要的設定。
有關詳情請參閱“如何將投影機連接到無線LAN訪問點上”一節（第31頁）中
的第6步至第9步。

不在外部無線訪問點上連接投影機 在“External Access Point”區中單擊“Disable”。

目的﹕ 執行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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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改變登入投影機的Admin頁的密碼

下述操作還可用於改變登入“Transfer File”頁的密碼。有關“Transfer File”頁的說明請參閱“如
何將檔案上載到投影機的內存中”一節（第69頁）。

1. 參閱“通過無線LAN連接的投影機的Admin頁的登入”一節（第55頁），登入投影機的
Admin頁。

2. 單擊左窗格中的“Change Passwords”。
“Change Passwords”頁出現。

3. 在“Projector Admin”下的“New Password”及“Reinput Password”中都輸入八個單位
元組字元的新密碼。在兩個方塊中要輸入相同的密碼。

4. 單擊[Apply]。

5. 必要時下述操作還可用於改變登入“Transfer File”頁的密碼。
(1)在“Transfer File”下的“New Password”及“Reinput Password”中輸入新密碼。在兩個方塊中
要輸入相同的密碼。

(2)單擊[Apply]。

6. 要從投影機的Admin頁登出時，請單擊“Log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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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初始化投影機的Admin頁上的所有設定

1. 參閱“通過無線LAN連接的投影機的Admin頁的登入”一節（第55頁），登入投影機的
Admin頁。

2. 單擊左窗格中的“Initialize Settings”。
“Initialize Settings”頁出現。

3. 單擊[Apply]。
此時詢問您是否重新啟動投影機的對話方塊出現。

4. 要重新啟動投影機並使其設定返回初始預設值時請單擊[OK]。
要取消投影機的重啟而不初始化設定時，請單擊[Cancel]，而非[OK]。
單擊[OK]將初始化設定並重新啟動投影機。此時投影機與電腦之間的LAN連接斷開。

如何輸入用於連接Crestron控制器的資訊

1. 參閱“如何通過無線LAN連接登入投影機的Admin頁”一節（第55頁）或“如何通過有線
LAN連接登入投影機的Admin頁”一節（第56頁），登入投影機的Admin頁。

2. 單擊左窗格中的“Crestron Control”。

3. 在出現的“Crestron Control”頁上輸入下述資訊。

4. 要套用您在投影機上輸入的設定時，請單擊[Apply]。

5. 要從投影機的Admin頁登出時，請單擊“Logout”。

如何從投影機的Admin頁登出
單擊網頁瀏覽器視窗右上角上的“Logout”。

此時返回投影機的主頁。

IP Address: 輸入Crestron控制器的IP地址。

IP ID: 輸入Crestron控制器的IP ID。

Port: 輸入用於與Crestron控制器進行通訊的埠編號（通常為41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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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下述操作通過LAN連接從電腦或其他外部裝置控制投影機。

如何通過LAN從連接的電腦遙控投影機

1. 參閱“通過無線LAN連接的投影機的Admin頁的登入”一節（第55頁），登入投影機的
Admin頁。

2. 單擊左窗格中的“Control Panel”。
“Control Panel”頁出現。

投影機的遙控項由上示紅框圍著。有關這些選項中各項的詳細說明，請參閱“Control Panel頁上的
遙控項”一節。
有關上述（“Network Settings”選項）之外的選項的說明，請參閱“如何配置Control Panel頁的網
路設定”一節（第61頁）。

如何通過LAN連接遙控投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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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完成遙控操作後，單擊“Logout”從投影機的Admin頁登出。

投影機支援下述外部裝置和命令。

外部裝置和命令 參照：

PJLink的所有1類（版本1.00）命令 http://pjlink.jbmia.or.jp/english/

Crestron的電子控制器和軟體（RoomView®）的命令 http://www.crestron.com/

AMX裝置探索 http://www.amx.com/



68

Control Panel頁上的遙控項

組 項 說明

Refresh（按鈕） 單擊此鈕可將畫面刷新為最新訊息。

Projector Status Projector Status 表示投影機狀態的“ON”或“Standby”。

Error info 顯示下列之一。
No error: 動作正常。
Temperature Error: 溫度出現異常。
Fan Error: 風扇出現異常。
Light Error: 光源單元出現異常。
Other Error: 上述之外的其他異常。

Power Off（按鈕） 單擊來關閉投影機的電源。

Power On（按鈕） 單擊打開投影機的電源。僅當“Remote On”選擇為“Enable”時才能執行此
操作。

Projector Control Input 指定輸入源。

Color Mode 指定彩色模式。

Blank 此設定選擇為“ON”可暫時屏蔽輸入源的影像。“OFF”會使從輸入源輸入
的影像投影。

Aspect Ratio 改變投射影像的橫縱比。

Brightness 在方塊中輸入一個數值後單擊[Apply]鈕。投影機的“Brightness”設定相應改
變。

Contrast 在方塊中輸入一個數值後單擊[Apply]鈕。投影機的“Contrast”設定相應改
變。

Light Control 配置“光線控制”設定和“光線控制關閉模式”設定。

Audio Volume 在方塊中輸入一個數值後單擊[Apply]鈕。音量相應改變。

Mute Audio 指定靜音設定。此設定選擇為“OFF”時音頻輸出，而選擇為“ON”時靜音。

Audio Out 指定是從投影機的揚聲器輸出還是從音頻輸出端子輸出聲音。
Speaker: 聲音從揚聲器輸出
Line: 聲音從AUDIO OUT端子輸出

Initialize（按鈕） 單擊此鈕能將所有Network Projection Control選項返回初始出廠預設
值，“Projector Status”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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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機的File Viewer操作

本節介紹如何使用網頁瀏覽器訪問投影機的內存，以上載檔案和刪除現有檔案。同時還介紹您可以用網頁
瀏覽器執行的File Viewer的操作。

要向投影機的內存上載檔案，需要登入“Transfer File”頁。

若投影機與電腦之間有無線LAN連接，則您可以在電腦上執行Network Connection操作，登入“Transfer 
File”頁。

您可以通過有線LAN直接登入Transfer File頁，而不需要使用Network Connection。

如何通過無線LAN連接登入Transfer File頁

1. 執行下述操作之一通過無線LAN連接電腦與投影機。
“如何使用投影機的簡單連接SSID來建立無線LAN連接並投影”（第13頁），第1步至第11步
“如何使用投影機的通用SSID來建立無線LAN連接並投影”（第16頁），第1步至第13步
“如何使用用戶SSID來建立無線LAN連接並投影”（第23頁），第1步至第13步（已建立用戶
SSID。）

2. 在Network Connection視窗上單擊功能選單鈕，然後在出現的選單上單擊[Admin Screen]。

電腦的網頁瀏覽器啟動並顯示投影機的主頁。

如何將檔案上載到投影機的內存中

如何登入Transfer File頁

功能選單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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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單擊左窗格中的“Transfer File”。在出現的密碼輸入畫面上輸入密碼。
初始預設密碼是“admin”。

4. 單擊[Login]鈕。
若登入操作正常，“Transfer File”頁將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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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通過有線LAN連接登入Transfer File頁
請參閱“如何通過有線LAN連接登入投影機的Admin頁”（第56頁）。

在第6步操作中，單擊“Transfer File”，而非“Projector Admin”。請注意，初始預設密碼是“admin”。

如何從Transfer File頁登出
單擊網頁瀏覽器視窗右上角上的“Logout”。

此時返回投影機的主頁。

如何改變登入Transfer File頁的密碼

執行下述操作需要投影機的Admin頁登入權限。

1. 參閱“通過無線LAN連接的投影機的Admin頁的登入”一節（第55頁），登入投影機的
Admin頁。

2. 單擊左窗格中的“Change Passwords”。
“Change Passwords”頁出現。

3. 在“Transfer File”下的“New Password”及“Reinput Password”中都輸入八個單位元
組字元的新密碼。在兩個方塊中要輸入相同的密碼。

4. 單擊[Apply]。

5. 要從投影機的Admin頁登出時，請單擊“Log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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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Transfer File頁後可執行的操作

目的﹕ 執行此操作﹕

向投影機的內存上載檔案 (1) 單擊[Browse]或[Select File]。
“Open File”對話方塊出現。

(2) 單擊要上載的檔案（衹能選擇一個）。
可上載的檔案格式是能用投影機的檔案檢視器播放的格式（JPEG，PNG，GIF，BMP，
AVI，MOV，MP4，ECA，PtG，PDF）。

(3) 單擊[Open]。
此時“Open File”對話方塊關閉，您在上述第(2)步選擇的檔案名的右側出現一個
按鈕。（按鈕的實際位置取決於您使用的網頁瀏覽器。）

(4) 要上載選擇的檔案時，請單擊[Upload]。
在傳送過程中，頁的左上角的“Status:”行中顯示“0: File transfer in progress”。
傳送完成時其變為“1: Complete”。

從投影機的內存中刪除檔案
及/或資料夾

(1) 在檔案列表中勾選所有要刪除的檔案及/或資料夾的核對方塊。
同時最多能選擇10個核對方塊。

(2) 要刪除勾選的所有檔案及/或資料夾時，請單擊[Delete File/Folder]。
(3) 在出現的刪除確認對話方塊上單擊 [OK]進行刪除，或單擊[Cancel]取消操作
（不進行刪除）。

在目前顯示的資料夾中創建
一個新的資料夾

(1) 單擊 。
(2) 在出現的對話方塊中輸入要分配給資料夾的名稱，然後單擊[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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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介紹您可使用電腦的網頁瀏覽器進行的按鈕操作，以操作投影機的 File Viewer。

若投影機與電腦之間有無線LAN連接，則您可以在電腦上執行Network Connection操作，在不輸入密碼的情
況下顯示“Viewer Control”頁。

您可以通過有線LAN直接登入“Viewer Control”頁，而不需要使用Network Connection。

如何通過無線LAN連接顯示Viewer Control頁

1. 執行下述操作之一通過無線LAN連接電腦與投影機。
“如何使用投影機的簡單連接SSID來建立無線LAN連接並投影”（第13頁），第1步至第11步
“如何使用投影機的通用SSID來建立無線LAN連接並投影”（第16頁），第1步至第13步
“如何使用用戶SSID來建立無線LAN連接並投影”（第23頁），第1步至第13步（已建立用戶
SSID。）

2. 在Network Connection視窗上單擊功能選單鈕，然後在出現的選單上單擊[Admin Screen]。

電腦的網頁瀏覽器啟動並顯示投影機的主頁。

投影機的File Viewer操作

如何顯示Viewer Control頁

功能選單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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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單擊左窗格中的“Viewer Control”。
下示“Viewer Control”頁出現，投影機開始投影File Viewer的主畫面。有關自此開始您能執行的操
作的資訊，請參閱“Viewer Control頁的操作”一節（第74頁）。

如何通過有線LAN連接顯示Viewer Control頁
請參閱“如何通過有線LAN連接登入投影機的Admin頁”（第56頁）。

在第6步操作中，單擊“Viewer Control”，而非“Projector Admin”。

如何從Viewer Control頁返回投影機的主頁
單擊網頁瀏覽器視窗左上角上的“CASIO Projector”。

* 若您在投影過程中單擊[EXIT]，檔案檢視器不會結束。

Viewer Control頁的操作

目的﹕ 執行此操作﹕

開始檔案檢視器的投影 單擊[Start Viewer]。

執行檔案檢視器的遙控器操作 單擊[Start Viewer]下所需要的按鈕。
這些鍵與投影機遙控器上相應的鍵起同樣的作用。有關檔案檢視器操作
的詳細說明，請參閱用戶說明書中的“使用File Viewer的投影”一節。

退出Viewer Control頁並返回投影機的首頁 單擊[EXIT]*。

在檔案檢視器投影過程中，這些按鈕執行與投影機附
帶遙控器上相應按鈕相同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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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用Network Connection令牌精靈可以將Network Connection複製在U盤上。這樣，只要在電腦的USB埠中插入U
盤（稱為“USB令牌”）便可在未安裝Network Connection的電腦上運行該軟體。要在投影機上連接多台電
腦時建議使用USB令牌。

如何在U盤上安裝Network Connection

使用下述操作步驟在U盤上安裝Network Connection會在U盤的根目錄上創建一個名為
“autorun.inf”的檔案（Network Connection自動運行檔案）。若U盤的根目錄上已經存在有相同名
稱的檔案，則現存檔案將被更名，被追加“.bak”或三位數字（.001，.002等）的副檔名。

使用下述操作步驟在U盤上安裝Network Connection會使U盤的名稱變為“USB令牌”，圖示也變為
。

1. 在Network Connection視窗上單擊功能選單鈕，然後在出現的選單上單擊[Token Wizard]。
令牌精靈出現。

2. 單擊[Next >]。
U盤選擇畫面出現。

若電腦上沒有U盤插入，則“USB memory could not be detected.”訊息會出現。此種情況發生時，請
插入U盤並等到其U盤名出現在“USB Drive”方塊中。

3. 若有多個U盤連接在電腦上，則單擊“USB Drive”方塊右側的[ ]鈕並選擇要安裝
Network Connection的盤名。

4. 單擊[Next >]鈕。
此時Network Connection被安裝在您指定的U盤上。安裝完畢後，“Wizard ended normally.”訊息出
現在畫面上。

5. 單擊[Exit]關閉令牌精靈畫面。

令牌精靈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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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USB令牌通過無線LAN連接電腦與投影機
在電腦的USB埠中插入USB令牌後雙擊令牌中的Network Connection圖示。Network Connection啟動後，執行與
在電腦上安裝Network Connection時相同的操作。

從USB令牌啟動Network Connection時不能使用令牌精靈。

您可以投影通過無線LAN連線與投影機連接的Mac OS*1 (Mac OS X 10.6，10.7，10.8，10.9，10.10)電腦的畫
面。下列為所需要的前提條件。

在投影機上執行所需要的操作，將投影機的SSID改變為通用SSID（casiolpj0101，casiolpj0102，
casiolpj0103，casiolpj0104）或用戶SSID。有關詳情請參閱“如何改變SSID”一節（第51頁）。

在Mac OS電腦上運行Network Connection*2 ，然後從Network Connection登入投影機。

如何通過無線LAN連接投影各種不同的裝置

如何用Network Connection從Mac OS進行投影

*1 請注意，所使用的Mac OS作業系統可能會限制一些功能。有關作業環境的最新資訊，請訪問CASIO網站。
*2 從下示URL的卡西歐投影機支援網站能下載Mac OS用的Network Connection。卡西歐投影機支援網站上
還有電腦環境要求及操作詳情等的資訊。
http://www.casio-intl.com/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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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Android或iOS智能裝置上安裝C-Assist可使從投影機投影智能裝置的畫面成為可能。C-Assist還使使用智
能裝置控制與投影機連接的電腦成為可能。執行這些操作需要下述條件。

在投影機上執行所需要的操作，將投影機的SSID改變為通用SSID（casiolpj0101，casiolpj0102，
casiolpj0103，casiolpj0104）或用戶SSID。有關詳情請參閱“如何改變SSID”一節（第51頁）。

在智能裝置上啟動C-Assist並用C-Assist登入投影機。

MobiShow是一款由Awind開發的無線投影客戶端軟體。若MobiShow是安裝在Android或iOS智能裝置上，則
其能與投影機建立無線LAN連接，並從投影機投影智能裝置的畫面。下列為所需要的前提條件。

您需要獲取與您的智能裝置相容的MobiShow版本，並在智能裝置上進行安裝。

•在安裝MobiShow之前，請訪問CASIO投影機的支援網站（http://www.casio-intl.com/support/）並檢查有
關與投影機對應的智能裝置的作業系統及MobiShow版本的資訊。

•您亦可以從智能裝置的任何應用程式網站庫（Google Play，iTunes App Store等）獲得MobiShow。
在投影機上執行所需要的操作，將投影機的SSID改變為通用SSID（casiolpj0101，casiolpj0102，
casiolpj0103，casiolpj0104）或用戶SSID。有關詳情請參閱“如何改變SSID”一節（第51頁）。

在智能裝置上啟動MobiShow並用MobiShow登入投影機。

MobiShow能播放儲存在智能裝置上的JPEG檔案和PtG2檔案（從PowerPoint變換的檔案）。有關如何
將PowerPoint檔案變換為PtG2檔案的說明，請訪問CASIO網站（http://www.casio-intl.com/support/）。

如何使用C-Assist從智能裝置進行投影

如何使用MobiShow從智能裝置進行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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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難排解

投影機與一台電腦之間的無線LAN連接

問題 原因及所需要的對策

無法在投影機與電腦之間建
立無線LAN連接。

若電腦上還有Network Connection以外的其他無線LAN實用工具正在運行，請將其關閉。
將投影機移近電腦。同時確認投影機與電腦之間沒有牆或其他障礙物。
若附近有微波爐、Bluetooth裝置或其他干擾無線LAN訊號的裝置，請將其移開。
若投影機未開機，則打開其電源。
若投影機未連接無線適配器，則進行連接（第10頁）。
若電腦的無線LAN功能未開啟，則啟用該功能。

投影機與電腦間的無線LAN
連接總是斷掉。

若電腦上還有Network Connection以外的其他無線LAN實用工具正在運行，請將其關閉。
將投影機移近電腦。同時確認投影機與電腦之間沒有牆或其他障礙物。
若附近有微波爐、Bluetooth裝置或其他干擾無線LAN訊號的裝置，請將其移開。

投影機與電腦間的無線LAN
連接建立起來了，但投影機
不投影電腦畫面。

若投影機的輸入源選擇的不是“網路”，請按[INPUT]鍵後選擇“網路”。
若在“網路”被選作輸入源的情況下電腦畫面不投影，則請單擊Network Connection視
窗上的 （投影1畫面）。
若投影是因按投影機遙控器上的[FREEZE]鍵或[BLANK]鍵而凍結或切斷的，則請按遙
控器上的[ESC]鍵取消凍結/空白操作。

投影變化很慢。 在Network Connection視窗上單擊功能選單鈕，然後檢查“Projection Setting”。若設定
為“High-resolution”，則變更為“High-speed”。
在電腦上結束所有未在使用的應用程式。
若電腦的作業系統是Windows Vista、7、8、8.1或10，則禁用Windows AeroTM。

當有多台投影機同時使用
時，無線LAN連接出問題。

請檢查是否有一台以上的投影機分配了相同的SSID號。各投影機都應有獨自的SSID。有關
所需操作的說明請參閱“如何改變SSID”一節（第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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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機的Admin頁

問題 原因及所需要的對策

從Network Connection進行訪問時投影機的
Admin頁不出現。

瀏覽器設定了代理伺服器。有代理伺服器設定時不能訪問投影機的
Admin頁面，必須改變瀏覽器的設定。有關代理伺服器設定的資訊，請參
閱瀏覽器的幫助和其他用戶文件。

我忘記了在投影機的Admin頁面上設定的登
入密碼。

執行“如何初始化網路設定”一節（第53頁）中的操作，使投影機的網
路設定返回初始預設值。

Transfer File頁

問題 原因及所需要的對策

使用Transfer File頁上載到投影機的檔案名比
上載之前的檔案名短。

投影機的檔案檢視器能顯示最長38個單位元組字元的檔案名，因此更長
的檔案名中第38個之後的所有字元將自動被切去。
若您要在上載之前和之後使用相同的檔案名，則該檔案名必須少於38個
字元。

在使用Transfer File頁向投影機上載檔案的過
程中，網路連接丟失。網路連接立即重新建
立，上載中的檔案顯示在Transfer File頁上。

向投影機內存的檔案上載未完成。使用檔案檢視器對檔案進行操作可能
會使檔案的一些資料丟失，檔案甚至可能會根本不顯示。
從投影機的內存刪除該檔案，然後再次上載。

在Transfer File頁顯示過程中網路連接丟失。
網路連接立即重新建立，但Transfer File頁上
的檔案列表是空白的。

這可能是由暫時的檔案識別錯誤引起。結束用於顯示Transfer File頁的網
頁瀏覽器，然後再次執行“如何通過無線LAN連接登入Transfer File頁”
（第69頁）一節或“如何通過有線LAN連接登入Transfer File頁”一節
（第71頁）中的操作。

在Transfer File頁顯示過程中網路連接丟失。
網路連接立即重新建立，但檔案從Transfer 
File頁上的內存檔案列表中消失。

這可能是由暫時的檔案識別錯誤引起。執行下述操作。

(1) 在投影機上執行所需要的操作結束檔案檢視器。
(2) 關閉投影機的電源後再重新開機。
(3) 啟動檔案檢視器並顯示內存中的檔案列表。

有關在檔案檢視器中顯示內存中檔案列表的操作的詳情，請參閱用戶說
明書中的“如何開始投影位於投影機內存中的檔案”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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