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明亮且更銳利的影像，適合快速決策會議

適合更活潑生動會議的數位白板

觸控操作能讓會議進行更順暢

更快速且更流暢的會議

不需要會議準備工作

改善遠端會議的品質

具成效
更

快速
更

便利
更

多用途智慧超短焦互動投影機
EB-1460Ui 全新高效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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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吋

改變您的會議
更具成效

利用分割畫面功能可同時投影 2 個輸入來源的影像。最
大 100 吋的畫面大小已足夠完整容納兩幅影像的投影。
此功能對視訊會議等工作而言相當便利，例如在電視會
議期間於其中一個畫面上註解時，也可將資料投影至另
一個畫面。

即使在明亮的會議室中，仍可透過高亮度 4400lm* 投影清晰
的影像。

採用超越 Full HD 的 WUXGA 解析度，可呈現更銳利的影像
及在如 Excel 等應用程式中顯示更清楚的小字體。此外，可
一次投影更多資訊，以便更快做出決策。

可透過互動式功能整合 2 個畫面至單一大畫面。可寫入
更多資訊，而無須擔心空間受限。

更明亮的影像 更銳利的影像

雙畫面互動顯示

可輸出投影影像至另一部投影機。可在如大廳舉辦演講
等活動中，於更大的畫面上顯示白板影像供群眾觀看。

影像輸出功能

分割畫面

投影影像高達 100 吋，可為所有會議與會者提供高能見度。
 

由於沒有窗戶或日光燈反射，因此不論座位在何處，都能提
供所有人同樣的影像畫質。

更大的影像 無反射

更明亮且更銳利的影像，適合快速決策會議



改變您的會議
更具成效

當成傳統白板撰寫會議筆記或匯入資訊時無須擔心空間
有限，最多可增加至 50 頁。

可當成數位白板使用。不僅能提供直觀的互動式數位筆操作，也能以手指進行觸控。此外，可同時使用兩支
筆，並提供各種顏色的撰寫和反白功能。

數位白板功能

啟動時會出現首頁畫面，因此可更直覺的完成操作。

更直觀的首頁畫面

儲存量多達 50 頁

畫面上的任何影像或書面文字皆可重新調整大小並如同
物件般移動。因此即使畫面上沒有任何書寫空間，仍可
縮小書面內容產生空間供新註解使用。

畫面上的所有項目皆可自由安排位置
與編輯

適合更活潑生動會議的數位白板



． 高靈敏度筆尖
． 柔軟、低噪的筆尖

流暢的 PC 操作
． 右鍵按鈕

方便拿取
． 重心

改變您的會議
更具成效

更流暢的書寫體驗

透過 USB 纜線連接投影機至 PC，以便使
用隨附的互動式數位筆或甚至手指來操作
滑鼠 *。

PC Free 功能
筆尖強化功能不僅包括改良反應速度，也採
用了更柔軟的筆尖協助在書寫時減少噪音。
透過在書寫體驗的改善，可讓會議更順利的
進行。

強化互動式數位筆
即使 PC 本身不在會議室中，仍可透過遠端
桌面功能在遠端控制 PC。

遠端操控
在投影機與平板電腦或智慧型手機間建立連
線後，即可在畫面上鏡射裝置與顯示內容，
如 PowerPoint 和視訊檔案。

 

Miracast 功能

利用 Epson Easy MP Multi PC Projection 
可以無線方式連接 PC。若有多人想要投影，
一次最多可顯示 4 個畫面，且可流暢的完成
 PC 間的轉換投影。如只有單一連線，也可以
透過無線方式控制滑鼠。

無線投影 針對各來源內容加上註解

搭配 Microsoft Office（Windows Vista 以上
版本）使用時，使用者可直接在文件中手寫
繪製註解與圖表，然後再以原始檔案格式儲
存。

相容於 Microsoft Office 的手
寫功能 即使沒有 PC 連線，隨附的互動式數位筆或

手指，都能在各種輸入來源的投影畫面加上
註解。

運用互動式數位筆的註解功能及觸控操作的手勢，簡報更具
說服力。

簡報更具說服力

觸控操作能讓會議進行更加順暢



傳統白板

準備工作 會議 會議記錄

EB-1460Ui

透過網路共用白板畫面

準備紙本複本

可新增多達 50 頁

空間有限
透過電子郵件
傳送至 PC

使用行動（智慧型）
電話拍照

改變您的會議
更快速

會議結束時，可透過電子郵件將會議記錄與內容分發給
多達 50 名與會人員。由於可連接至 Active Directory 
伺服器，因此能簡化搜尋與會人員的姓名並選擇電子郵
件地址。

透過電子郵件分享會議記錄

只需透過 USB 纜線連接至 PC，就能將會議內容直接儲
存至 PC。即使在無法存取 USB 記憶體的情形下，也能
輕鬆儲存及分發會議內容。

輕鬆儲存會議記錄至 PC

快速資訊共享

分發會議記錄所有資料準備工作可更快速的完成。與使用傳統白板的會議相比，可精簡會並大幅
縮短會議時間。

縮短會議時間

更快速且更流暢的會議

將從各種裝置收集到的資訊投影至單一白板，順利的完成會議。可在大畫面上共享紙本與個
別平板電腦等來源的資訊。結束會議後，可透過電子郵件分享會議記錄內容、列印及直接儲
存至網路或 PC。



改變您的會議
更快速

QR 碼掃描可輕鬆連接至白板並與智慧型手機和平板電
腦共用。

輕易連接 QR 碼掃描

由於可在 PC 或平板電腦上檢視白板內容，因此無須準備紙張來源，也就是說可大幅縮減會議
準備時間。除了瀏覽功能外，亦可由任一端寫入與編輯。也可輕易的返回前頁查看會議稍早的
簡報內容。

排除會議準備工作

白板共用功能最多可連接 15 部裝置。此功能不僅適用於 PC 和平板電腦連線，也能連接其他同
系列投影機進行遠端會議。

白板能與多達 15 部裝置共用

不再需要會議準備工作



改變您的會議
更便利

除了一般視訊會議功能外，與他人共用白板內容的功能也可促進更有效的雙向溝通。此外，投影 100 吋畫
面可確保即使是分割畫面顯示也有充分的畫面大小。

進階視訊會議

備忘錄可從畫面邊緣輕易拖出，方便隨時輕鬆寫入。此
功能不限於視訊會議，而可在想要（如簡報或內部會議）
筆記時隨時使用。

滑動分割畫面

其他來源的白板影像與視訊可透過 DVI 輸出端子輸入至
視訊會議系統。透過由投影機與遠端辦公室共用內容，
即可開始在遠距舉行更有效率的會議。

輸出影像至視訊會議系統

改善遠端會議的品質



機型

投影型式

電源規格
液晶板 (1)尺寸

投影亮度

標準解析度 WUXGA 1920 x 1200
支援解析度

HDTV相容性
WUXGA 1920 x 1200 / UXGA 1600 x 1200 / SXGA 1280 x 1024

480i~1080P
視訊畫素 掃瞄密度1200條

投影畫面尺寸

投影方式

視頻相容性

電腦相容(類比)

視訊介面-輸入 電腦(D-sub-15pin)

視訊介面-輸出

音訊介面-輸入
音訊介面-輸出

電腦(D-Sub 15p) 1 (來源僅限 VGA 1)
DVI-D 1 
Stereo mini 2
Stereo mini

網路 LAN (RJ45)

Wireless (USB-A)

控制

USB

喇叭
安全裝置

RS-232(D-Sub 9pin)

Remote

Interactive Sync. 
Touch Unit Control 

1 

1
1(ELPAP10)

1
1 (連結控制面板)

1
1

Type A
Type B

2
1

16W x1
具過熱自動斷電保護裝置

  
　 
　 　
　 　 
*環境規格指的是資源、能源使用及回收相關資訊 

投影透鏡
        (1)調焦方式
        (2)焦距 
        (3)放大比例(Zoom ratio)
        (4)投射比(Throw ratio)

投影畫面比例 (寬:長)
投射距離

燈泡壽命

數位式梯形修正(Tele 端)

數位縮放以及手動焦距調整x1
F:1.6 , f:4.2 mm
1.0 - 1.35 (Digital zoom)
0.27

16:10
40.5 to 59.3cm

垂直: -3度 to +3度
水平: -3度 to +3度

10000/5000 小時(Eco/Normal)

對比度 16000:1 (Auto Iris : on)

周邊對應中心亮度比 80%

色彩重現 Up to 1.07billion colors

畫面調整--畫面放大 內建投影畫面局部放大功能

光源耗能 300W UHE
燈泡型號 ELPLP92

濾網型號 ELPAF45
使用環境溫度 5 °C to 40 °C

風扇噪音值 30dB/38dB (Eco/Normal)

安規認證
UL60950-1
CSA-C22.2

電磁相容
FCC part 15B class B

EMC Directive

環境規格* 　
消耗電力 Normal (100-120V)

消耗電力 Eco (100-120V)

睡眠狀態消耗電力

重量

477W

366W

0.22W

8.5 kg

寬X深X高 (公分)不含腳架

寬X深X高 (公分)含腳架

47.4 x 44.7 x 13

其他特殊功能 內建互動式虛擬電子白板功能，內建掃描、列印、E-mail功能
白板資訊分享功能、支援手指互動功能

47.4 x 44.7 x 16.4 

隨機附贈配件
電源線(4.5m)、USB線(5m)x2、USB線(1.8m)x1、Stereo mini 線、無線遙控器、
電池x4、互動隨寫光筆x2、筆頭(軟x4,硬x2)使用說明書CD、保固卡

RCA
HDMI

適用於NTSC/PAL/SECAM系統

適用於PC/WUXGA/UXGA/SXGA/XGA/SVGA/VGA

1
1
2 (HDMI 1支援 MHL)

70" to 100"

懸掛前投，懸掛背投，桌面投影(背投模式不支援互動功能)

白色亮度(Light Output)

彩色亮度(Color Light Output)

 (2)畫素數

EB-1460Ui

3LCD , RGB 三片 TFT LCD 同時聚合呈像投影

100 - 240 V AC +/-10%, 50/60 Hz
0.67-inch panel
2,304,000dots (1920 x 1200) x 3 

4400 lm
4400 lm

2017-3-20

全   球   投   影   科   技   領   導   品   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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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固半年或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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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1460Ui 規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