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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Computer / Component Video

Audio Out

規格表

Epson家用投影機

*環境規格指的是資源、能源使用及回收相關資訊

機型

(1)尺寸

(2)畫素數

(3)面板比例 

(1)調焦方式 

(2)焦距 

(3)放大比例

(4)投射比

白色亮度 (Light Output)

彩色亮度(Color Light Output)

投影方式

液晶板

投影透鏡

RGB 三片 TFT LCD 同時聚合呈像投影

三片 0.61吋 16:9 TFT LCD

Full HD 2,073,600 dots (1920 x 1080) x 3   

16:9

手動光學ZOOM及FOCUS調整功能

F：1.51~1.99、f：18.2~29.2 mm

1.0~1.6

1.33-2.15

2600 流明

2600 流明

60000:1(場景模式: Dynamic、Auto Iris:on)

80%

250W UHE 燈泡 / ELPLP85

3500 / 4000 / 5000 小時(High / Medium / Eco)

ELPAF39

1080P 

480i / 576i /  480p /  576p / 720p / 1080i / 1080p

YES

WXGA / SXGA / XGA / SVGA / VGA

NTSC / PAL /  SECAM 

全彩 (10bits、up to 1.07 billion colors)

前投 / 後投 / 懸掛

16:9 / 4:3

30~300吋  

0.87~14.5 公尺

-

31.47 kHz to 63.98 kHz 

50 Hz ∼ 60 Hz 

15 kHz ∼ 67.5 kHz 

24 Hz，30 Hz，50 Hz，60 Hz 

正負24% (垂直為中心，手動)

正負60% (水平為中心，手動)

水平30度

垂直30度

D-sub 15 pin VGA端子 x 1  

HDMI x 2

Stereo mini x1

Slide show (JPEG) 功能

-

YES(與HDMI 2 共用介面)

-

USB Type Mini-B x 1

5 °C ∼ 35°C (41°F ∼ 95°F)

100-240 V AC ± 10%, 50/60 Hz

35dB / 32dB / 24dB (High / Medium / Eco)

356W /331W / 265W (High / Medium / Eco)

0.3W

6.6 公斤 

41(W) x 30.4(D) x 16.3(H) 

過熱自動斷電保護裝置

電源線 (3.0m)一條

無線遙控器 + AA電池 x 2

使用說明書組

保固說明書
Frame interpolation 動態插補技術

480Hz Drive ,3D高畫質影像投影 ,支援 Side by Side / 
Top & Bottom  / Frame Packing格式 (需選購3D 眼鏡ELPGS03)

內建2D影片轉3D功能

梯行修正功能

Lens shift 鏡頭位移功能

具備 MHL 連結功能

支援藍牙喇叭

投影亮度 

解析度

 
支援訊號種類

色彩重現 

投影方式

投影畫面比例

投影畫面尺寸 

投射距離

喇叭

有效掃描頻率範圍

Lens shift

梯行修正功能

視頻輸入介面 

音頻輸入介面

輸入端子

其他訊號介面

控制 I/O 

使用環境溫度

電源規格

風扇噪音值(耗電量)

消耗電力

重量

寬x深x高(公分)含鏡頭及腳架 

安全裝置

隨機附贈配件

其他特殊功能

輸入端子

USB Type A-1

USB Type A-2

MHL

Trigger Out

Repair service

水平 (Analog)

垂直 (Analog)

水平 (Digital)

垂直 (Digital)

水平 

垂直 

水平 

垂直

標準解析度

支援解析度

支援HDTV

RGB訊號相容

視頻訊號相容 

環境規格*
場景模式

待機狀態

明暗對比度

周邊對應中心亮度比

光源/型號

燈泡壽命(耗電量)

濾網型號

台北總公司  02-8786-6688  台北市松仁路7號14樓

高雄辦事處 07-553-3353

客戶服務專線 台北02-8024-2008  高雄07-555-5939

http://www.epson.com.tw 2016-12-10 一版

Epson 3年極致保固：
為確保”3年極致”保固的權益，請於購買後一個月內
完成保固登錄，以確保第2~3年保固生效 
◎ 第一年工資+零件+取送免費
◎ 第二年工資+零件免費(需上網登錄)
◎ 第三年工資免費(需上網登錄)
◎ 燈泡耗材 保固三年或4,000小時(以先達到為準)。

投影機保固登錄： 
http://www.epson.com.tw/lcpwarranty 
購買一週內新品不良免費更換新機。

家用娛樂新指標 影像精采大視野

2,600流明＋aptX  藍牙音頻

Epson家用投影機

TM

Epson 3LCD全系列投影機  
3倍彩色亮度給你最鮮豔的視覺享受！



2,600流明高亮度
藉由令人驚豔的2,600流明亮度享受逼真漂亮的影像饗宴  

讓動作圖像看起來更順暢銳利，動態插補科技可在原有畫格中
插入新畫格消除影像模糊

DVD／藍光光碟 攝影機 相機 選台器／播放器

電腦智慧型裝置 USB 隨身碟遊戲

動態插補

出現延遲期間 減少延遲時間

明亮真實的畫面，搭配完美的陰影細節，提供您真正出色的
Full HD影像

60,000 : 1 高對比

使用3LCD 科技確保觀眾可享受亮麗的3D影像，藍牙順暢連結的
3D 眼鏡不受室內任何障礙物的傳輸干擾。480Hz 3D影像驅動，
支援2D轉3D功能，3D影像明亮無限制

藍牙眼鏡主動式3D功能

影像強化
藉由先進的影像處理技術提供更銳利清晰的影像，5個預設模式
可輕易調整您最喜愛的最佳影像

藉由快速模式更能夠享受體驗電玩樂趣，享受電玩時可幫助減少

影像延遲時間減少負荷

快速模式

彈性設定和連結

鏡頭位移x1.6倍光學變焦鏡頭
絕佳的安裝彈性，寬廣的垂直調整範圍可達60%，水平調整範圍
可達24%。藉由1.6 倍縮放鏡頭，投影在 100 吋的螢幕上，遠離
螢幕的距離範圍可設定為 295cm 到 478cm。

藍牙音頻 
可連結 aptX規格藍牙喇叭，藉由無線連結可促成接線的整潔
※連結的相容性取決於喇叭或周遭環境

廣泛的連結能力
提供娛樂所需的所有介面

1,000ｍA供電
配備有1,000mA USB A 型電源插座，對使用光纖HDMI 纜線或媒
體串流裝置的用戶，可改善設定彈性讓纜線管理更容易

輕巧佈局
側面和前面設計有進氣口

排氣系統無需保留側面和背面的額外空間

自動色彩優化器
隨時藉由最佳的設定享受大螢幕畫面，可藉

由感應周遭光線自動選定彩色模式

首頁鍵
直接進入選單中啓動容易，簡單
易懂的首頁螢幕可快速進入如彩

色模式和3D設定的選單中

iProjection的遙控功能
可將您的智慧裝置當作是遙控器，

iProjection 應用程式內含導航更
容易的觸控操作功能，包括可因

應室內環境變化選定的「影像品

質」和「預設」功能

明 暗

自動

動態模式 明亮劇院 自然模式 劇院模式

流明
白色亮度/
彩色亮度

Epson家用投影機

使用容易

影像高畫質 3D最生動

對比值 15,000:1 對比值 60,0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