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N130UST
反射式超短焦
性能強大，更具價值
使用 InFocus IN130UST 系列超短焦投影機，可以最

大限度減少陰影和干擾。在較高的環境光源下將其

放在離牆面數十公分的距離，即可顯示明亮、清晰

的大影像畫面，也沒有陰影或眩光的煩惱。

IN130UST投影機提供您所需的功能，例如HDMI、
網路連接和令人驚艷的3D投影功能，以合理的價格

就能獲得眾多便利性的功能。此外，長壽型燈泡將

減少您耗材的預算。

卓越創意、精彩呈現

連接介面

HDMI端子

VGA端子x 2
AV端子

S-Video端子

XGA (1024 x 768)
超短焦機種 (0.437:1)
2800 流明 
HDMI 輸入介面

型號

WXGA (1280 x 800)
超短焦機種 (0.35:1)
3300 流明 
HDMI 輸入介面

IN 134UST

IN 136UST

選擇 IN130UST 系列投影機的理由

超短距離，享受大畫面投影

InFocus IN130UST 系列超短焦投影機採用了反射式

投影技術，投射比最小可達0.35:1，僅僅用約76cm
的超短距離即可投影出100吋大畫面，極大限度的降

低了投影光線及陰影所造成的困擾。

體積更小，使用更便捷

IN130UST 機身小巧，便於安裝與攜帶。安裝

在牆上可投影到一般白板、互動式電子白板、

牆壁或投影布幕上，或是放在資訊推車上推至

各教室與會議室使用，讓您隨處皆可獲得大而

清晰的畫面。

豐富的連接埠，影像傳輸更便利

透過HDMI、VGA等端子可以快速地連接您的數

位設備，更支援麥克風音效輸入，讓聲音透過

投影機內建的高功率揚聲器放大音訊音量。此

外，IN130UST更提供了網路連接功能，輕鬆實

現投影機的監控和管理。

燈泡壽命更長，使用成本更低

IN130UST系列超短焦投影機的節省不僅是其較低的

購買價格，而是投影機使用了壽命長達8,000小時的

超高效能燈泡，即使在省電模式(Eco Mode)的投影機

亮度下也能降低牆面干擾而有很好的投影效能。

 超短焦投影，大幅降低投影光線陰影干擾

 3300流明高亮度

 高達8000小時的長燈泡壽命，節省耗材費用

 具有10000:1的高對比度 (黑色與白色對比)

 豐富的連接方式，支援HDMI 輸入

 透過網路管理，提升使用便利性

 支援麥克風輸入和高功率20瓦揚聲器

 支援現有DLP投影機的所有3D標準

 提供3D紅外線發射器使用的3D同步埠

LAN/RJ45
VESA 3D同步埠

RS-232
監視器輸出 (VGA)

3.5mm立體聲輸入

3.5mm立體聲輸出

3.5mm麥克風輸入

USB Type B接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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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購配件

備用燈泡（SP-LAMP-084）
超短焦壁掛架（即將上市）

LiteShow無線伺服器（INLITESHOW3）
LiteShow固定架（PRJ-MNT-LS3）
軟質攜行包（CA-SOFTCASE-MTG）

   * 產品規格、條款與服務可能更改，恕不另行通知。

  ** 燈泡的實際壽命取決於環境與使用習慣。可能影響燈泡壽命的因素包括：溫度、海拔高度以及快速開關投影機電源。

技術規格*

保固服務

對客戶提供優質的產品與支援服務對我們來說非常重要。

IN130UST系列投影機標準保固為機身一年和燈泡六個月保固。

更多訊息請參閱：www.infocus.com/Support/Warranty

卓越創意、精彩呈現

經銷商

原始解析度

最大支援解析度

亮度

燈泡壽命**
燈泡功率

顯示技術

色輪技術

輸入介面

輸出介面

控制

對比度

投影偏移率

梯形校正

鏡頭類型

鏡頭  - 投影比(投影距離)

  - 變焦比

視素畫素

顏色數量

投影比例

同步  - 水平掃描頻率

  - 垂直掃描頻率

視頻相容性

電腦相容性

聲音輸出

3D

產品尺寸 - 寬×深×高

產品重量

外包裝尺寸 - 寬×深×高

包裝重量

功耗

電源

使用最高海拔限制

工作溫度

投影方式

安全機制

隨機配件

保固

選單語系

安規認證

IN134UST IN136UST

XGA 1024 x 768（786,432畫素） WXGA 1280 x 800（1,024,000畫素）

WUXGA 1920 x 1200

正常模式 5000 小時（省電模式 8000 小時）

230W 
單片DMD DLP

6 色 (RGBCYW)
HDMI、D-Sub 15pin x 2、RCA端子、S端子、3.5mm立體聲輸入、3.5mm麥克風輸入、RS232、USB Type B

監視器輸出 (VGA)、3.5mm立體聲輸出

透過網路管理 (RJ45/LAN)、投影機小鍵盤、紅外線遙控、RS232、滑鼠用 USB B、VESA 3D 同步埠

10000:1
+20%固定 
±30°垂直 
手動變焦

10.7 million

31 - 91.4 kHz
47 - 120 Hz

SDTV（NTSC、PAL、SECAM、480i、576i），ED/HDTV（480p、576p、720p、1080i、1080p）
PC、SXGA、XGA、SVGA、VGA

20W 立體聲 (10W x 2)
支援HDMI提供的3D內容訊號，透過VESA 3D 同步埠使用紅外線式3D眼鏡

支援 DLP 投影機的所有主要 3D 標準

此外還支援720p解析度、頻率為120Hz的PC 3D內容訊號，必須搭配DLP Link 3D 眼鏡

288 x 375 x 123 mm（不包括反射鏡）

5 kg
440 x 519 x 291 mm

8.5 kg
290W 標準，260W 省電，<0.5W 待機

AC100 - 240 V，50-60 Hz
3,048 M
5 - 35°C

前投、後投、懸掛

Kensington防盜孔、防盜扣環、使用者PIN碼、過熱自動斷電保護裝置

電源線、VGA線、使用者手冊、全功能遙控器（不含電池）

一年優質保固，半年燈泡保固

19種語言（英語、法語、德語、義大利語、韓文、挪威語、葡萄牙語、俄語、簡體中文、西班牙語、

繁體中文、瑞典語、荷蘭語、波蘭語、土耳其語、丹麥語、芬蘭語、阿拉伯語和越南語）

UL和c-UL（美國及加拿大）、FCC（美國及加拿大）、CE（歐洲）

0.437 (85吋@ 76cm)
固定

0.35 (86吋@ 65cm)
固定

800條768條

16:10（原始），支援 4:3、5:4、16:94:3（原始），支援 5:4、16:9、16:10

正常模式 3300 流明（省電模式 2800 流明）正常模式 2800 流明（省電模式 2400 流明）

總代理

地址：23574新北市中和區中和路366號10樓-1
電話：02-29200117　傳真：02-29270959
www.carwi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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