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creenBeam 750 
无线显示接收器
快速设置指南

请依本文件进行ScreenBeam的安装、设置。

操作之前

在部署 ScreenBeam 产品之前，请检查是否有新固件。

 l ScreenBeam接收器之部署指南、固件更新和版本说明，请
访问：https://actiontec.zendesk.com

 l Miracast无线显示联机教学，请访问: 
http://www.actiontec.com/setupsb

包装内容

 l ScreenBeam 750无线显示接收器 
 

 l 电源适配器 
 

 l HDMI线缆 
 

 l HDMI-VGA转接头和 3.5 mm音频线缆 
 

 l 快速设置指南（本文件） 
 
 

设置要求

 l 配备可用 HDMI 输入的电视机、投影仪、显示器

 l 配备 Wi-Fi 和网络浏览器的 Windows 8.1/10 系统 
或配备 Window7系统搭配ScreenBeam USB 发射器

 l Android 4.2以上操作系统的手机或平板电脑 转背面

目录编号：SBWD750

重�! 
您必须阅读 ScreenBeam 部署指南，并且建议您在
ScreenBeam 部署之前先对其进行必要的设置，例如升级固
件。ScreenBeam CMS 软件可以对多部接收器进行远程设置
和管理。

A. 将接收器连接至显示设备

图1 连接示意图（电视机／HDMI／电源）

1. 将接收器靠近电视机放置。

2. 将HDMI线缆的一端连接到接收器的HDMI端口，将另一端
连接到电视机的HDMI端口。 
               如果需要VGA连接，请参考ScreenBeam接收器的用

户手册。

3. 将接收器电源的接头端连接到接收器的电源端口，并将适
配器端插入到墙上的电源插座。

4. 打开电视机并切换到接收器所连接的HDMI输入。

5. 等候约30秒，确认电视正在显示Ready to Connect 画面。

B. 确认安装及连接

1.    访问以下链接，了解使用 Wi-Fi Miracast 或 WiDi 设备连接

接收器的方法：http://www.actiontec.com/setupsb 

              教学网页根据客户端设备的操作系统来显示教学内

容。如果客户端设备的操作系统与用户所使用的不同，请

从页面下部选择相应的操作系统链接。

2.    如果您是使用Windows 10/8.1设备，连接到 

Ready to Connect 画面上所显示的接收器名称。 

              按热键 Windows + K。

3.    请输入预设PIN码：12345670（您可以通过本地管理关闭

pin码）。 

              部分手机不支持pin码！您必须关闭pin码才能连接。

4.    Windows设备的屏幕显示在电视机/投影仪上。 

               按热键 Windows + P，然后选择投影模式。

恭喜！ 
您的电视机／投影仪现在可�无线显示
如需FAQ、故障诊断和支持，请访问： 
https://actiontec.zendesk.com/

ScreenBeam接收器的本地管理
通过本地管理，用户一次只能设置和更新一台ScreenBeam接
收器。

图2 通过本地管理管理接收器

设置笔记本电脑的无线连接
考虑到安全性，默认情况下，接收器的本地无线网络连接是
隐藏的。

无线连接设置步骤如下：

1.    在 Windows 8.1/10 系统上，通过控制面板＞网络和

Internet＞网络和共享中心，进入设置新的连接或网络
2.    找到并选择设置新的连接或网络。

3.    选取手动连接到无线网络选项。 

4.    找出电视Ready to Connect 画面上显示的SSID名称

(Actiontec-SBWD-XXXXXX)，并将它输入到网络名称 

文本框中。 

              SSID名称区分大小写。

5.    在安全类型下，选择WPA2-个人。

6.    在安全密钥下，输入 12345678。

7.    取消选择自动启动此连接复选框。

8.    勾择即使网络未进行广播也连接复选框。

9.    单击下一步，然后关闭。

将笔记本电脑连接到接收器的SSID

1.    单击 Windows系统任务栏上的无线网络图标，打开可用的

无线网络列表。

2.    选择刚才添加的无线网络。 

              请勿勾选自动连接复选框。

3.    选择连接。

笔记本电脑将连接到ScreenBeam接收器的无线网络，其本地

网络IP地址为192.168.51.x。

无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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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陆本地管理控制台
1.    在 Windows 8.1/10系统上打开网络浏览器。

2.    将以下URL输入浏览器的地址文本框： 

 https://192.168.51.1

3.    网页浏览器可能会弹出错误信息：“此网站的安全证书存

在问题”。请通过以下任一方式进行手动连接：

 l 对于Chrome浏览器：单击高级，然后单击继续前往。

 l 对于Edge/IE浏览器：单击继续访问此网页。

4.    ScreenBeam管理控制台页面打开后右上角下拉式选单选取

简体中文，请输入以入信息：

 l 用户名：Administrator

 l 密码：Actiontec

5.    单击登陆。

6.    出现设备配置页面。

               C和D部分提供部署所需要的接收器配置和自定义 
设置。

C. SCREENBEAM �����、��地���码

更改接收器名称
1.    从设备名称修改选项中选择启用。

2.    单击设备名称文本框，然后输入新的名称 

（例如： Conference TV）。

                每部接收器的名称都应该是唯一的，这样用户更容易
识别以及连接到正确的电视／投影仪。接收器名称支持以下字
符：”A-Z”、”a-z”、”0-9”、”-“和”_”。

變更系統管理員密碼
1.    单击管理员密码文本框，然后输入新的密码。

2.    单击应用按钮，保存设置。

D. 自定义无线显示设置

设置强制PIN码
请进入功�选单：默认情况下，启用强制PIN码选项为开且
PIN码为12345670。这种情况下，只有知道PIN码的用户才能
连接。

更改PIN码配对类型或更改PIN码的方法如下： 

1.    选择开来启用强制PIN功能，或者选择关来关闭强制PIN码

功能。

2.    如果启用强制PIN码功能设置为开，系统提供两个强制PIN

码连接选项供用户选择：每次或第一次。

3.    选择您想要的PIN码生成方式。

4.    如果选择固定，请输入您想要的PIN码。 

               请写下新的PIN码，方便其它用户使用。

HDMI/VGA端口电源管理
ScreenBeam是专为持续显示而设计。以下方法可以延长电
视／投影仪的灯泡寿命：

1.    选择使用屏保或关闭选项。

2.    输入设置生效的等待时间。

3.    （可选）选择一种唤醒���模式，连�时/扫描时。

E. SCREENBEAM �中央管理

用ScreenBeam CMS 进行�量�理
ScreenBeam CMS可批量设置和更新ScreenBeam接收器，是多接收
器部署以及后期管理的得力助手。强烈推荐使用。

1.    若要获取CMS软件和CMS使用指南，请访问以下网址： 

http://www.actiontec.com/sbcms

2.    请阅读CMS使用指南，了解设置说明。

图3 ScreenBeam CMS管理接收器图示

 
�成设��
如需Open Source信息，请访问： 
http://opensource.actiontec.com

有线/无线

基础架构网络

欢迎您使用 ScreenBeam 750 无线显示接收器，真诚的感谢您对

Actiontec 产品的支持！为了更好的为您服务，请您保护好产品

背面的条形码，我们将凭条形码进行质保。

 
在确认符合质量保证与免费保修的条件下，您可以凭质保卡和

卡背面的条形码享受免费服务 , 否则将不属免费保修范围。免
费保修期限 : 本产品提供一年的质量保证 ( 自购买之日起一年之

内 )。消费者如果无法出示有效购机发票和有效保修卡，我们将

以出厂日期为三包有效期的起始日期为消费者提供三包服务。

 
送修产品请妥善包装，并请以快递或者挂号方式邮寄；在运输

过程中的损失 , 本公司恕不负责；如果遇到因维修占用或无配

件造成的延误时间，我们将顺延保修期限，以避免给客户造成

不必要的损失。

1.  产品条形码标签有涂改、替换或损毁以至无法识别时。

2.  由于用户安装或使用不当造成事故或损坏时（如：使用了

非专用电源适配器）。

3.  自行升级固件不当而导致升级失败时。

4.  由于自行拆卸或修改电路设计而发生故障时（如：开盖、

烧毁电击、短路等）。

                    在质保期内即便符合上述条件，若产品有外观损伤

（如：人为划痕、涂抹、开裂、挤压等），质保方式仅限于返

厂商维修 !

                         考虑到授权产品和程序可能潜在的缺陷，本公司特

别声明不承担其它特殊的隐含责任。在您购买产品后，本公司

对产品包装内所有的硬件产品在符合本公司免费保修条例下，

提供一年的免费质保服务。

�下情��不属于�费保�范围�

中国用户质保卡                     

维��服电话�400-832-0871

* Actiontec 最终用户许可协议，请访问: 
http://www.actiontec.com/screenbeam_e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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