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簡報投影不再索然無味！ViewSonic PJ560D專業投影機，以先進設計

結合優異影像規格，讓投影會議搶先跨入嶄新應用世代！

再度突破投影應用藩籬，PJ560D展現前所未有的多工合一創新思維。

先進DLP投影技術，擁有XGA高解析度投射實力，並且蘊含3200流明

超亮度效能，能輕易對應各種複雜圖表與纖細影像簡報需求，呈現最為

清晰明亮的畫質效果，尤其特別適用中大型會議場所。強悍規格完全收

納於僅重2.7公斤超輕巧機體中，加入創新off-to-go功能，關機無須經歷

冗長待機程序，絕對大幅提升移動簡報工作效率。

全黑流線機體設計，外型彰顯專業工作俐落印象。搭配Eco Mode低噪音

模式，能夠有效降低散熱噪訊，並且同時延長投影燈泡壽命長達3500小

時，將能大幅節省耗材成本。整合業界獨有三年保固、燈泡一年保固全

方位保障，絕對是商業人士期待已久的最佳先進簡報投影選擇！

創新實力 高效能投影新基準

PJ560D
高寫實專業簡報投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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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援Off To Go模式，關機免等待
投影機在開機時，需要長時間的散熱，以維持投影機內部的溫度狀態，
透過Off To Go模式，能讓機體散熱更有效率，即使拔除電源也能在機體
內部進行散熱，讓投影機運用更加靈活！

3200流明超亮機種
在任何狀況下都可以享受到清晰明亮的表現，適應明亮、寬敞環境。

真實的XGA 1024×768解析度
可支援1280×1024最能呈現簡報效果的高解析度，輕易展現清晰簡報畫面。

長效燈泡壽命達3500小時
ViewSonic革命性的燈泡設計，大幅提升15%的燈泡效能，有效延長燈
泡的使用壽命，全面提高投影機的使用效率及使用時間，並降低投影機
的燈泡成本，能夠無後顧之憂地輕鬆享受大畫面的震撼體驗。

智能動態高對比技術 (Dynamic Contrast Ratio)
智慧型影像處理晶片，能自動偵測輸入訊號明暗度，動態調整光源亮度。
大幅提升顯示對比值，讓灰階層次更加細膩，並且達成省電環保與欣賞舒
適要求，並帶給你更銳利、清晰的視覺影像。

視彩 ViewMatchTM 調整功能
藉由視彩 ViewMatchTM 功能，更能使螢幕與輸出效果一致，真正達到「所
視即所得」的理想境界。

數位梯形修正功能，擺放位置不受限制
由於投影機擺放位置等環境因素，所造成投影畫面變形，藉由這項數位
梯形修正功能，將能快速把變形畫面迅速調整回復為正常顯示比例，還
原真實影像內容不變形。

支援Off To Go模式，關機免等待
投影機在開機時，需要長時間的散熱，以維持投影機內部的溫度狀態，
透過Off To Go模式，能讓機體散熱更有效率
，即使拔除電源也能在機體內部進行散熱，
讓投影機運用更加靈活！

高音質5瓦喇叭 X 2

3200流明超亮機種
在任何狀況下都可以享受到清晰明亮的表現，適應明亮、寬敞環境。

2000:1超高對比
超高對比度提供深沉的明暗對比，灰階與色彩表現更豐富，影像更具立體感。

真實的XGA 1024×768解析度
可支援1280×1024最能呈現簡報效果的高解析度，輕易展現清晰簡報畫面。

數位梯形修正功能，擺放位置不受限制
由於投影機擺放位置等環境因素，所造成投影畫面變形，藉由這項數位
梯形修正功能，將能快速把變形畫面迅速調整回復為正常顯示比例，還
原真實影像內容不變形。

3:2 Pull Down 劇院影像還原功能，電影畫質超完美
電影訊號為了符合電視系統不同的顯示原理，在轉換為電視訊號格式時，
必須要增加額外的顯示格數，但也因此造成畫質不如原始影片內容流暢逼
真。而透過投影機內建的3:2 Pull Down功能，能將影片訊號還原成原始記
錄格式，讓DVD家庭劇院也能體驗到如同置身電影院的流暢畫質效果。

數位Gamma校正，色彩自然生動
高標準10位元數位Gamma校正功能，可針對影像進行高效能灰階補償，
大幅提昇影像細緻度與灰階表現，讓色彩表現更為自然生動。

智慧型自動調整功能，自動對應最佳訊號來源
能自動搜尋訊號來源，並即時調整影像來源頻率、螢幕大小及焦距，不需
任何手動設定，即可呈現出最清晰、穩定的影像畫面。

支援Off To Go模式，關機免等待
投影機在開機時，需要長時間的散熱，以維
持投影機內部的溫度狀態，透過Off To Go模
式，能讓機體散熱更有效率，即使拔除電源
也能在機體內部進行散熱，讓投影機運用更
加靈活！

內建喇叭，影音效果同步呈現
具備內建喇叭設計，讓影音效果能夠完美呈
現，簡報效果為全方位而生動。

內建倍頻掃描，高畫質訊號完美搭配
倍頻電視早就成為高畫質機種代名詞，ViewSonic PJ588D內建倍頻
掃描處理器，能夠對應從480i、480p、720p及1080i等各種訊號格式
，更可將一般 480i 的傳統訊號轉換成加倍細密的 480p 格式，滿足國
內電視系統，或國外衛星節目的需求，能夠充分顯示高畫質節目的細
膩畫面，產生令人驚艷的視覺效果。

See the difference TM



PJ560D
專業簡報完整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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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心尊榮服務 ●三年免零件費，一年免工資，新品不良一個月內更換新機服務 ●免費提供備品服務 ●一年燈泡保固 ●專車到府收送件 ●一日瑕疵意外險和三天鑑賞期

9:00am~9:00pm  尊榮服務專線 0800-061-198

美商優派

可選購項目
●RLC-037燈泡

投影技術

投影畫面

音訊輸出

輸入訊號

相容

連接埠

電源

支援語言

控制功能

操作環境

外觀尺寸

(寬x深x高)

重量

通過安規

保固

燈泡(保固)

類型

解析度

支援解析度

鏡頭

投影尺寸

投影距離

投射比

燈泡種類

亮度

對比度

梯形修正功能

長寬比例

喇叭

RGB類比訊號

Video視訊

HDTV高畫質電視

頻率

PC

Mac

RGB輸入

RGB輸出

複合視訊輸入

S端子

色差端子

音源輸入

音源輸出

控制訊號

USB

電壓

消耗功率

功能表

溫度

濕度

實體

淨重

0.55"DMD晶片 (DLP
TM

)

XGA 1024×768

1280×1024 (最大值)

手動聚焦,縮放功能(1:1.1×)

30-300吋 (對角)

1.0公尺-10公尺

1.97(寬) & 2.16(高)

280瓦ACHZD燈泡

3200流明

2000:1

垂直: ＋/－ 40度

4:3&16:9

5瓦×2

RGB類比視訊

NTSC, PAL, SECAM

HDTV (480i/p, 576i/p, 720p, 1080i)

水平: 31-79 KHz  垂直: 50-85 Hz

VGA至SXGA

可達SXGA (可能需要Mac轉接頭)

15-pin D-sub端子 (×2)

15-pin D-sub端子 (×1)

RCA端子 (×1)

Mini-Din 4 pin (×1)

類比(VGA)轉色差端子轉接頭 （選購）

3.5 mm立體聲端子 (×1)

3.5 mm立體聲端子 (×1)

RS232 (×1)

×1 (韌體更新使用)

交流電100~240VAC(自動切換), 50/60Hz(universal)

250W (典型值)

0°C-40°C (32°F-104°F)

10%-90% (無凝結)

277mm×222.9mm ×109.3mm 

8.93〞×8.77〞×4.3〞

2.9公斤 (6磅)

3年

RLC-037 (1年)

英語、德語、法語、西班牙語、義大利語、俄語、韓語、日本語

、葡萄牙語、簡體中文、繁體中文

主要選單：音量，圖像模式，梯形修正，亮度，對比，顏色，色

彩，銳利度，水平位置，垂直位置，相位，頻率

顯示選單：快速開機，Slideshow, Interval, Slideshow loop, 

Display effect，畫面大小，16:9 position,背景，圖像

進階選單：投影模式，語言，開機畫面，自動訊源選擇，風扇模

式，燈泡電源，開機，密碼，全部重置

資訊選單：訊號源，解析度，影像模式，燈泡時間，韌體版本

CB, UL/cUL, FCC-B, ICES-003, TUV/S (Argentina)，NOM, CE, 

TUV/GS, GOST-R, Hygienic, SASO, UKrSEPRO, C-tick, CCC, EK

Model No.VS11990

5瓦×2 (單聲道)

(投射尺寸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