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130ust

系列

反射式超短焦 性能强大 更具价
值
使用 InFocus IN130UST 超短焦投影仪，可以最大限度减
少阴影和干扰。将其放在离墙数英寸的距离，即可在较
高的环境光下显示明亮、清晰的大幅图像，没有阴影或
眩光。
IN130UST 投影仪提供您所需的功能 – 例如 HDMI、网
络连接和难以置信的 3D 功能 – 所有这些以合理的价
格就能获得。此外，长寿命灯泡将减少您的预算。

型号
in134ust

in136ust

XGA
(1024 x 768)
超短焦
(0.437)
2800 流明

WXGA
(1280 x 800)
超短焦
(0.35)
3300 流明

连接性
HDMI
VGA x 2
复合视频
S-Video
3.5 毫米立体声输入
3.5 毫米立体声输出
3.5 毫米麦克风输入

LAN/RJ45
VESA 3D 同步端口
RS232
监视器输出 (VGA)
USB 类型 B
(控制和固件)

为何选择 130ust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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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短焦，价格极低
亮度最高 3300 流明
高达 8,000 小时的长灯泡寿命，进一步节省费用
深黑和亮白色具有高 10000:1的对比度
丰富的连接方式，包括 HDMI
易于通过您的网络进行管理
麦克风输入和强大的 20 瓦扬声器
支持 DLP 投影仪的目前所有 3D 标准，以及供 3D 红外发射
器使用的 3D 同步端口

距离更短，画面更大

灯泡寿命更长，使用成本更低

IN130UST系列超短焦投影机采用了反射式投影技术，投射
比分别仅有0.437（IN134UST）和0.35（IN136UST），仅
仅用约37厘米的距离即可投射出100英寸的画面，极大限度
的降低了投影光线阴影问题所造成的困扰。

IN130UST 系列超短焦投影机的节省不仅表现在其较低
的购买价格上。该型号投影仪使用超高能效的灯泡，寿
命长达 8,000 小时，可以使用投影仪亮度经济模式
(Eco Mode）和墙边低干扰功能实现这一点。

体积更小，使用更便捷

丰富的端口，便利的连接

IN130UST 机身小巧，便于安装或携带。安装在墙上，
投影到白板、交互式白板、墙壁或屏幕上，或放在媒体
车上从一个房间推送到另一个房间。超短焦可以随处获
得大而清晰的图像。

可通过 HDMI、VGA 等快速连接数字设备。您还可以
插入麦克风，通过投影仪的强大内置扬声器放大音频
音量。此外，还提供了网络连接功能，实现轻松监视
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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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in134ust
原生分辨率
最大分辨率
亮度
灯泡寿命**
灯泡功率
对比度
色轮
输入源
输出源
控制
音响噪声
投影偏移
梯形失真校正
镜头类型
镜头 - 投射比
- 缩放比
投影距离
图像宽度
颜色数量
宽高比
同步 - 水平扫描频率
- 垂直扫描频率
视频兼容性
音频
3D

产品尺寸 - 宽×深×高
产品重量
发运尺寸 - 宽×深×高
发运重量
功耗
电源
最大海拔高度
工作温度
工作湿度
安全功能

附带配件
保修
菜单语言
审批

in136ust

XGA 1024 x 168

WXGA 1280 X 800
WUXGA 1920 x 1200
正常模式 2800 流明（经济模式 2400 流明）
正常模式 3300 流明（经济模式 2800 流明）
正常模式 5000 小时（经济模式 8000 小时）
230W UHP
10000:1
6 段 (RGBCYW)
HDMI 1.4、VGA x 2、复合视频、S-Video、
3.5 毫米立体输入、3.5 毫米麦克风输入、RS232、USB B（控制和固件）
监视器输出 (VGA)，音频输出（3.5 毫米）
通过网络管理 (RJ45/LAN)、投影仪小键盘、红外遥控、RS232、鼠标用 USB B、VESA 3D 同步端口（控制输出）
正常模式 33 dB（经济模式 29 dB）
固定 +20%
+/- 30° 竖直
手动缩放和调焦
0.437
0.35
固定
固定
37 - 42 厘米
37 - 42 厘米
203 - 254 厘米
173 - 216 厘米
4:3（原生），支持 16:9、16:10、自动

10.7 亿

16:10（原生），支持 4:3、16:9、自动
31 - 91.4 kHz
47 - 120 Hz
SDTV（NTSC、PAL、SECAM、480i、576i），ED/HDTV（480p、576p、720p、1080i、1080p）
20W 立体声 (10W x 2)
供红外发射器及其兼容的3D 眼镜使用的 VESA 3D 同步端口。支持 DLP 投影仪的所有主要 3D 标准，包括 3D 来自蓝光、
有线电视、Dish 服务等的内容（通过 HDMI 提供）。此外还支持基于 PC 的 3D 内容，配置为720p，采用 120Hz
信号运行。需要 DLP Link 3D 眼镜。
11.3 x 14.8 x 4.8 英寸/ 288 x 375 x 123 毫米（不包括镜像）
11 磅/5 公斤（估计）
17.3 x 20.4 x 11.5 英寸/ 440 x 519 x 291 毫米
18.7 磅/8.5 公斤（估计）
290W 标准，260W 经济，<0.5W 待机
100 - 240 V @ 50-60 Hz
10,000 英尺/3,048 米

41 - 104° F/5 - 40° C
5-95% 相对湿度，无冷凝（不工作）
安全锁槽、防盗杆、用户 PIN
电源线、VGA 电缆、安全说明、用户手册、遥控器（不带电池）
整机提供2年工厂保修，灯泡质保为1年或1000小时（以先到为准），附件质保90天
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挪威语、荷兰语、日语、简体中文、繁体中文、韩语、瑞典语、 俄语、
芬兰语、波兰语、丹麦语、阿拉伯语、印尼语、巴西葡萄牙语、越南语、土耳其语、波斯语
UL 和 c-UL（美国/加拿大）、FCC（美国/加拿大）、CE（欧洲）

* 产品规格、条款和提供项目可随时更改而不另行通知。
** 灯泡实际寿命可因周边环境和投影机使用情况而异。影响灯泡寿命的条件包括温度、海拔高度以及投影机的快速开关。

可选配件

保修

替换灯泡 (SP-LAMP-084)
超短焦墙上安装件（即将面市）
LiteShow 无线适配器 (INLITESHOW3)
电缆和适配器

提供最高质量的产品和支持对我们而言非常重要。
IN130UST 系列产品标配为 1 年出厂保修和 6 个月
灯泡更换保修 还可以使用延长的保修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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