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線顯示接收器

無線投影您設備上的
任何內容到HDTV上
型號：SBWD60A

電影、相片、簡報，無線高清
HD播放
擁有 ScreenBeam Mini 2 後，您即可在家中最好
的顯示設備上盡情欣賞您最愛的影片、相片及電
影。 只需將 ScreenBeam Mini 2連接到 HDTV 上，
就能將兼容的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或智慧型手
機的內容，以無線的方式顯示到HDTV上。也就是
說，您可慵懶的坐在椅子上欣賞在 HDTV 播放的
Netflix、Hulu Plus、Amazon 或 YouTube 影片。您
亦可與朋友分享您的相片，或檢視辦公會議室中
的試算表，而無需拘泥在極小的螢幕上。

盡情播放內容無限制
與媒體播放器不同的是，您只需提供線上視訊及內容的存取權
限，ScreenBeam Mini 2 就能讓您實際分享裝置中的所有本機或
線上內容。您可聚焦電影、視訊、音樂、相片、遊戲、線上電視節
目、網路瀏覽、應用程式、簡報、文件等。 只要是可在行動裝置
上觀看的項目，都能透過鏡像在 HDTV 上觀看。

與上萬部裝置相容
ScreenBeam Mini 2 相容您已擁有的裝置，其中包括 Windows 8.1 和
Android 4.2+、Wi-Fi Miracast 及 Intel WiDi 認證筆記型電腦、平板電
腦和智慧型手機。

Mira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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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顯示接收器
不只大螢幕 內容也清晰
您的電影、視訊、相片及文件都將在大螢幕上呈現完美的視覺效
果，並支援高達 1080p full HD 視訊及 HD 音訊。
擁有 ScreenBeam Mini 2，您就能盡情享受猶如高價 HDMI 纜線輸
入顯示帶來的忠實畫面與音效。

獨特無線連線 更高品質享受
ScreenBeam Mini 2 不同於市面上其他無線顯示解決方案，可在您的
裝置與顯示器之間建立直接無線連線。這表示您不需要有 Wi-Fi 網
路或無線路由器就能使用 ScreenBeam。更重要的一點，ScreenBeam
的直接連線功能可讓您在極低延遲的情況下獲得最佳無線顯示體
驗。

三步驟 一分鐘內輕鬆設定
您可在短短三個簡單步驟中完成設定並開始使用 ScreenBeam Mini 2。
步驟1 將 ScreenBeam Mini 2 接頭插入電視上的 HDMI 連接埠。
步驟2 以無線方式連接裝置至 ScreenBeam Mini 2。
步驟3 在大螢幕上欣賞您的內容。

沒有相容 Miracast 或 WiDi 的裝置？
如果您沒有 Wi-Fi Miracast 或 Intel WiDi 裝置，請不必擔
心。Screenbeam USB Transmitter 可新增相容 Windows 7 及 Windows 8 膝上型電腦/桌上型電腦的無線顯示器。

特色
• 以無線方式串流處理所有您喜愛的內容，其中包括電影、 • 支援 5 GHz 與 2.4 GHz Wi-Fi 頻率
視訊、相片、音樂、應用程式、網路瀏覽等，都能直接連接
• 實際支援任何類型的線上或本機內容
您的大螢幕 HDTV
• 可在沒有 Wi-Fi 網路的環境中作業
• 適合在家、辦公室、學校及出差時使用
• 超低延遲，可獲得最佳體驗
• 支援高達 full 1080p30 HD 視訊及 2 聲道立體聲音效
• 輕鬆設定...您需要的一應俱全
• 與投影機或顯示器共用文件、簡報等
• 利用電視作為多工處理的第二部顯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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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顯示接收器
技術規格

系統需求

語言： 英文、法文、德文、韓文、日文、簡體中文、繁體中文
及西班牙文

一般需求

視訊輸出： 最高可達 full 1080p30 HD (H.264)

支援裝置

音訊輸出： LPCM、2 聲道立體聲音效
影音介面： HDMI Type-A 公接頭
內容保護： HDCP 2.x.
認證： Wi-Fi Miracast™, Intel® WiDi.
無線： IEEE 802.11a/b/g/n、雙頻帶 2.4GHz 及 5Ghz,
2x2 內部天線
無線安全性： WPA2、WPS PIN 配對、AES 128 位元
韌體升級： 無線升級
電源：
− 電源輸入：5V/1A
− 耗電量：< 4W
LED 指示燈：電源開啟
遵循規範：FCC、UL
尺寸： 3.86 x 1.18 x 0.47 吋
(98.044 公釐 x 29.972 公釐 x 11.938 公釐)
重量：39.689 公克
保固：依販售國家而定

相容性
• 支援 Intel® WiDi 3.5+ Ultrabook、膝上型電腦、智慧型手機
與平板電腦)

• 支援 Wi-Fi Miracast™ 認證智慧型手機與平板電腦
• 支援雙頻帶 2.4GHz 與 5Ghz
• 可搭配 ScreenBeam USB transmitter* 使用
• 裝置需網路連線才能串流處理線上內容
• 不相容 Apple 裝置
*

ScreenBeam Mini 2 需含 HDMI 連接埠的電視或投影機，以及相容電腦或配備 WiFi 功能的
行動裝置。實際顯示畫質因眾多因素而異，其中包括來源視訊品質及顯示器螢幕。範圍為
視線所及之處，視來源裝置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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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一個 HDMI 連接埠的 HDTV／投影機
• Intel® WiDi 3.5+ Ultrabook、膝上型電腦、智慧
型手機與平板電腦

• Wi - Fi Miracast™ 認證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
並安裝
− 1. Windows 8.1 或以上
− 2. Android 4.2 或以上

• Actiontec ScreenBeam USB Transmitter
− Windows 7 以上

系列產品
更多資訊，請加入
Actiontec ScreenBeam Taiwan

ScreenBeam 產品小至可放入口袋隨身攜帶、大到可以安裝於教室或會議室的商業級產品，從簡單的休閒投影看影片使
用，到於會議室或教室中分組討論教學使用到的 16 人同時連線的複雜功能 ; 老師或商務人士不僅可以隨身攜帶，也可
以固定安裝在教室或會議室中使用。尤有甚者，ScreenBeam 更廣泛的相容於 Win7 以及 Android4.2 以上平台的所有設備，
而支援大規模的佈建，讓 IT 人員可一鍵管理所有設備更是各公司、學校的首選 !

消費性產品

商業產品
ScreenBeam Mini2 ( 迷你 2)

ScreenBeam Pro
Education Edition2 ( 教育版 2)

• USB 供電

•
•
•
•

• 同等級產品最佳價格
• 特別適合觀賞戲劇等之休閒使用

ScreenBeam Mini2 Continuum
Edition( 迷你 2 Continuum 版 )

可命名裝置
提供 PIN 碼管制投影行為
專為教育市場而設計
支持 CMS( 選購 )

ScreenBeam 750 ( 菁英版 )

• Continuum( 雙向 ) 無線顯示功能，
休閒商務兩相宜

• AGO 指定頻道功能，WiFi 資源利用優化
• 支持 CMS

• 微軟認證，可使 Microsoft 手機無線
投出 PC 桌面

ScreenBeam 960 ( 企業版 )

ScreenBeam Pro

• Windows 10 平臺最佳企業級方案
• 未來可增掛加值方案
• 內建 CMS

• 高性價比
• 特殊散熱設計
• 長時間使用依然維持高穩定度

專業配件
ScreenBeam Kit

ScreenBeam USB 發射器二代

• 1Pro+1 USB 發射器特惠組合包
• 近乎所有設備皆可無線顯示

• 安裝在無 Miracast 功能的
Windows 7/8/10 電腦上使之實現
雙向無線顯示

公司總部

亞太營運總部

上海辦公室

Actiontec Electronics, Inc.
3301 Olcott Street
Santa Clara, CA 95054

台北市106大安區敦化南路
2段76號22樓
電話：+886-2-2709-0000
業務諮詢：sales@actiontec.com.tw
技術支持：support@actiontec.com.tw

中國上海市浦東新區峨山路
91弄120號9樓
電話：+86-21-58206778 #800
業務諮詢：sales@actiontec.com.tw
技術支持：support@actiontec.com.tw
維修客服電話：400-832-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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