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投影仪
PicoPix
80 流明
带 MP4 播放器
PPX2480

展现您的生活
小巧轻便的微型投影仪可轻松连接多种小配件和 SD 卡或 USB 记忆棒来访问数字内容。此外，其集成式媒体播放器可使
PicoPix 独立运行，而无需使用其他移动设备。
出色的图像质量
LED 技术，带来鲜艳的色彩和高对比度
可将图像和视频投射成 305 厘米（120 英寸）大小
多样性接入
各种连接方式，适用于所有常用设备
自然清晰的音效
内置高效能扬声器，提供卓越音质
超级便携
内置电池，播放时间长达 2 小时
直接播放 SD 卡或 USB 记忆棒中的视频

微型投影仪

PPX2480/CN

规格

产品亮点

技术/光学
显示技术: DLP
光源: RGB LED
LED 光源可持续使用: 30.000 小时
原始分辨率: 854 x 480 像素
对比度: 1000:1
屏幕尺寸（对角线）: 30 厘米 - 305 厘米
屏幕距离: 0.5 米 - 5.0 米
Focus: 手动
内存: 2 GB
亮度（交流）: 高达 80 流明
亮度（电池）: 高达 55 流明
内置 MP4 播放器
支持的视频标准
PAL
SECAM
NTSC
480i/p
576i/p
720i/p
1080i/p

电源
电源适配器: 110-240 伏交流，50-60 赫兹，
12V@2A（欧盟和英国）
内置电池: 7.4V @ 2300mAh
电池寿命: 标准模式：2 小时；明亮模式：1.5 小
时；LED 指示灯：电池充电
尺寸
带包装（宽x高x厚）: 190 x 190 x 80 毫米
不带包装: 105 x 105 x 31.5 毫米
重量
带包装: 0.872
不带包装（不含附件）: 0.290 千克
温度范围
工作中: 5 ~ 40° C
带包装存放: -25 ~ 60° C
不带包装存放: 0 ~ 45° C
相对湿度
工作中: 15 ~ 85% RH
带包装存放: 5 ~ 93% RH
不带包装存放: 15 ~ 85% RH

声音
内置 1 瓦回音璧
连接
音频和视频输入: HDMI（带有 HDCP）；VGA；
分量 YPbPr（高达 1080）；复合 (CVBS) 和音
频；
音频输出: 耳机专用 3.5 毫米音频输出插孔
直流输入: 直流插孔
外置存储器: SD/SDHC
USB: 用于连接电脑、海量存储设备和充电
内置媒体播放器
支持的视频格式: .avi：MJPEG、MPEG-4、
H.264；.mov：MJPEG、MPEG-4、
H.264；.mp4：MJPEG、MPEG-4、
H.264；.mkv：MPEG-4、H.264；.ﬂv：FLV、
H.263、H.264；.ts：H.264；.m2ts：
H.264；.swf：SWF
支持的音频格式: MP3、WAV
支持的图片格式: JPEG、BMP、PNG、GIF、TIFF

标准包装包括
用户指南: 位于内存、互联网上
保修卡
便携盒
交流适配器
音频/视频线缆适配器: 复合
迷你 USB 适配器: 公接头对母接头
迷你 USB 电缆
遥控器
PPX2480
快速入门指南
VGA 信号线
附件
分量线缆: 不包括
iPhone 线缆: 不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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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尺寸屏幕
享受最大的移动屏幕，随处分享媒体内容。拥有了
PicoPix，您便可以随身携带自己的专属影院。
集成媒体播放器
集成的 MP4 播放器支持所有常见的视频和音频格
式。这使得 PicoPix 微型投影仪成为独立的设
备，可检索 2GB 内存、USB 记忆棒或任一不同类
型存储卡中的内容。
内置电池
PicoPix 配有小巧内置充电电池，可提供持久电
量。一次充电即可持续享受长达 2 小时的电影、
照片和音乐播放乐趣。这使得 PicoPix 成为您完
美的口袋伴侣。
LED 技术
当与周围的人分享图片和视频时，保证其具有最佳
的品质。这就是为什么 PicoPix 移动投影仪采用
高品质的 LED 技术，以鲜艳的色彩和高对比度投
射图片和视频的原因。
卓越音质
以优质音效享受视频和音乐。内置 1 瓦高效能扬声
器，为您提供卓越音质体验以及方便的随意调节音
量。
连接
PicoPix 微型投影仪为常用设备提供了各种各样的
连接方式。USB、HDMI、VGA、分量、复合、
SD/SDHC 插槽和 3.5 毫米音频输出，为您带来无
限娱乐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