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射式超短焦投影機 

UM301W 

反射式超短焦液晶投影機，不受空間侷限，實現投影“0”距離 

 

 當投影機已經關閉，正在等候冷卻時，可拔除電源。 

本投影機在操作時，某些部位的溫度會相當高。 

因此要在操作後立即搬動投影機時，應十分小心。 

 當投影機操作完畢後，應十分小心。投影機機體的
溫度會很高。 

HDMI、HDMI 圖樣及「高畫質多媒體介面」(High-Definition 
Multimedia Interface)，均屬 HDMI 授權 LLC 所擁有之商標或
註冊商標。 

 

敬請索取原廠保證書以維護您的權益 

規格表 

型號*5 UM301W 

Model NO. (Order Code) NP-UM301W/NP-UM301WG 

投影方式 Micro Lens Array 0.59英吋 LCD (顯示寬高比 16:10) 

解析度*1 1280 x 800像素(WXGA) 

鏡頭 數位變焦和手動聚焦，數位變焦比率= 1.4，F = 1.8 f = 4.78 mm 

燈泡 235W 

燈泡壽命(節能模式/標準模式) 8000小時/4000小時 

投影亮度*2*3 3000流明 

對比度*3 (全白：全黑) 4000:1 

影像尺寸 58-110英吋 

輸入 1個 RGB/組合(D-Sub 15針)，2個支援 HDCP A型 HDMI (19P、HDMI® )，專門支援 MHL的 HDMI1，1個視訊(RCA)，1個(L/R) RCA音訊，1個立體聲微型音訊 

輸出 1個 RGB (D-Sub 15針)，1個立體聲微型音訊 

電腦控制端子 1個 PC控制端子(D-Sub 9針) 

有線網路端子 1個 RJ-45 (10BASE-T/100BASE-TX) 

無線網路端子(可選) IEE 802.11 b/g/n (需選購 USB無線網路模組) 

USB埠 1個 A型，1個 B型 

麥克風輸入 1個單聲道微型音訊(支援動圈式與電容式麥克風) 

色彩還原 10位訊號處理(10.7億色) (HDMI、USB-A、LAN：彩色，1670萬色) 

相容訊號*4 

模擬：VGA/SVGA/XGA/WXGA/Quad-VGA/SXGA/SXGA+/WXGA+/WXGA++/UXGA/WSXGA+/HD/Full HD/WUXGA/Mac13”、16”、21”、23” 

組合：480i/480p/576i/576p/720p/1080i/1080p 

HDMI：VGA/SVGA/XGA/WXGA/Quad-VGA/SXGA/SXGA+/WXGA+/WXGA++/WSXGA+/480p/576p/720p/1080i/1080p 

NTSC/NTSC4.43/PAL/PAL-M/PAL-N/PAL60/SECAM 

掃描速率 
水平：15 kHz至 100 kHz (RGB：24 kHz或以上) 

垂直：50 Hz至 120 Hz (HDMI：50 Hz至 85 Hz) 

同步相容 分離同步 

內建揚聲器 20瓦(單聲道) 

電源要求 100-240伏特，50/60 Hz 

輸入電流 3.5-1.5安培 

功率 
標準模式 297/285瓦 

待機(省電) 0.2/0.4瓦 

安裝方位 桌面/正投，桌面/背投，吊掛/正投，吊掛/背投 

尺寸 378 mm (寬) x 112 mm (高) x 428 mm (深) (不包括突出部分) 

重量 5.5 Kg 

環境設計 
操作環境 操作溫度：5°C至 40°C (35°C至 40°C自動開啟節能模式)，20%至 80%濕度(無結露) 

保存環境 保存溫度：-10°C至 50°C，20%至 80%濕度(無結露) 

 規格或設計如有變更，恕不另行通知 *1有效像素超過 99.99%。 

*2這是[預設]模式設置為[標準]時的亮度值(流明)。若選擇其他模式作為[預設]模式，光亮度值會稍微下降。 

*3依照 ISO21118標準：該標稱值代表量產時產品的平均值，而產品出廠最低值為標稱值的 80%。 

*4解析度高於或低於投影機原始解析度的影像將使用 Advanced AccuBlend 技術顯示。 

 

投影距離和圖像大小 
 

UM301W                           (顯示比例：16:10) 

 

 

螢幕尺寸(inch) 距離(cm) 底部高度(cm) 

 

螢幕 

高度 

距離 投影機底部 

遙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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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射式超短焦，實現超近距離，超大畫面展示； 

採用內嵌式反射鏡，更耐用、更可靠、光路更準確、體積更小巧； 

為互動教學、會議室、商業櫥窗等應用提供最優方案 

 

採用內嵌式反射鏡，實現超短投射比，雙層 MLA技術提升光學效率，燈泡壽命長達 8000小時 

NEC UM301W 投影機採用自由曲面內嵌式反射鏡，超短投射比，能實現超短距離， 

超大畫面的展示，投射 80英吋畫面，僅需 27.6cm，教學全程避免陰影干擾。  

反射鏡面積更小，並加裝保護玻璃，減少粉塵污染 

用戶可對保護玻璃進行清潔，避免反射鏡的偏移 

無開合設計，避免長時間使用帶來位置偏移和影像變形 

光路結構採用雙層微透鏡陣列(MLA)，大幅提升光的利用效率，實現 3000流明高亮度  

燈泡壽命長達 8000小時，顯著降低用戶使用成本  

特有的「沖突風冷」方式，液晶面板壽命倍增 

一般 LCD 投影機的液晶面板冷卻方式為單側進氣，單側排氣，將投影機

使用時液晶面板產生的大量熱氣帶走，此散熱方法簡單，但效果不佳。 

 
下圖示為使用單側進氣的冷卻方式，所測量到液晶面板的溫度。可明顯看

出進氣口處液晶面板的溫度偏低，但靠近出風口處，由於風速減弱和風溫

的升高，無法有效散熱，導致液晶面板的溫度偏高。 

新型「沖突風冷」方式，由兩處進氣口同時進氣，空氣會合於液晶面板

中央處，產生螺旋循環氣流，使液晶面板能均勻散熱，延長液晶面板和

偏光板的使用壽命。 

 
下圖示為使用新型「沖突風冷」方式所測量到液晶面板的溫度。進氣口

與出風口的溫度皆偏低，代表液晶面板溫度的冷卻效果良好。 

一般冷卻系統 沖突風冷系統 

液晶面板冷卻風速 液晶面板溫度 液晶面板溫度監測 

紅色代表高溫 

藍色代表低溫 

流速  表面溫度 

豐富的節能選項，配備自動節能模式 顏色增強模式，顯著提升色彩飽和度 

NEC UM301W 投影機具有多種節能模式供使用者選擇，自動節能模式可

根據畫面的明暗變化自動調整燈泡輸出亮度和功率，在不影響畫面效果的

情況下進行智慧動態節能，節省使用成本。 

亮場畫面 暗場畫面 亮場畫面 

投影機自動調低亮度 

內建 3組色彩增強模式，使用者可根據需求進行調整，放大畫面各種顏 

色飽和度，影像色彩鮮明，適合於加強顏色表現力和明亮環境下使用。 

顏色增強關閉 顏色增強開啟 

具備 DICOM模式 背景色校正功能 

內建對應 9種不同顏色牆面的顏色校正補償功能，無需布幕也能展現影像

原色。 

NEC UM301W 投影機具備 DICOM 模

式，能夠表現接近 DICOM國際醫療數位

影像標準的投射效果，可用於醫學教育環

境。 

全面支援電腦及行動裝置的無線投影功能 

NEC 針對搭載 MAC OS 和 Windows 的電腦開發不同版本的 IEU Lite 軟

體，支援投影機在有線或無線網路環境下將電腦影像和聲音同步即時投

射，並兼具控制功能。 

也為搭載 iOS行動裝置開發了WIU (Wireless Image Utility)軟體，使用者

從 App Store中免費下載並安裝後，即可透過 iPhone/iPad實現多種無線

投影與控制功能。 
手寫功能 投影機控制功能 

內建四點校正及垂直、水平梯形校正功能 顯示管理集中控制軟體 

NEC UM301W 內建四點校正功能及垂直、水平梯形校正功能，支援梯形、

不規則四邊形、枕形調整，能夠輕鬆對應複雜的安裝環境。 

NaViSet2 由 NEC 技術團隊考量各業種需求，自行開發

可管理大規模顯示終端的管理系統。包含即時使用狀況

監控、管理、排程、資訊收集與日誌報告生成等功能。 

NaViSet Administrator 2 採用網路化分散式管理，支援

LAN、RS232 等方式，可同時控制電腦、投影機、顯示

器等多種混合顯示終端。 

無縫切換功能 內建 20W 揚聲器，支援麥克風輸入 

當切換輸入影像時，投

影機將流暢自然地切換

至次一畫面，避免出現

突兀的黑色畫面。 

NEC UM301W 投影機內建了 20W 大功率揚聲器，滿足日常教學需求。

同時可將麥克風直接連接投影機，透過投影機音箱進行擴音，節省成本。

此外，還可透過投影機遙控器控制外接音箱的音量，使用上更加便利。 

支援桌面垂直投影 

NEC UM301W 投影機支援垂直向上和垂直

向下的桌面投影，配合桌面專用支架，能輕鬆

實現桌面和地面的互動投影需求。 

雙 HDMI介面，支援 MHL，端子配置更豐富 

通過 TCO認證 

符合國際標準 

護航人體健康 
 

NEC UM301W 投影機搭載雙 HDMI輸入介面，支援 MHL，符合數位化

需求。使用 USB傳輸線連接電腦與投影機，自動調整電腦解析度，無需

手動調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