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

您必须閱讀 ScreenBeam 部署指南的提示和最佳做法，並在
部署之前先對其做必要設定例如升級韌體。多部接收器可透
過 ScreenBeam CMS 軟體在遠端設定及管理。

ScreenBeam 750
無線顯示接收器

A. 將接收器連接至顯示器

快速安裝指南

恭喜！
您的電視／投影機現在可以無線顯示
如需常見問答、疑難排解提示和支援，請瀏覽：
https://actiontec.zendesk.com/

ScreenBeam 上的本機管理
本機管理一次僅可設定及更新一部 ScreenBeam 接收器。

型錄編號： SBWD750

無線

請依本文件進行ScreenBeam的安裝、設置。

操作之前
在部署 ScreenBeam 產品之前，請檢查是否有新的韌體。
l

ScreenBeam 接收器的部署指南、韌體更新和發行註解，
請瀏覽：https://actiontec.zendesk.com

l

Miracast 無線顯示連線教學，請瀏覽：
http://www.actiontec.com/setupsb

包裝內容
l

l

l

ScreenBeam 750 無線顯示接收器

圖2 由本機管理管理的接收器
圖1 連接指南（電視機／HDMI／電源）
1. 將接收器放在電視機旁邊。
2. 使用 HDMI 連接線，將其中一端連接至接收器的 HDMI 連
接埠，將另一端連接至電視機的 HDMI 連接埠。
注意 如果偏好 VGA 連接，請參考 ScreenBeam 接收器的
使用指南。
3. 將接收器電源的其中一端連接至接收器的電源連接埠，並
將另一端插入至牆上電源插座。

l

HDMI 轉 VGA dongle 轉接器和3.5 mm 音訊纜線

快速安裝指南（本文件）

配備可用 HDMI 輸入的電視／投影機／顯示器

l

配備 Wi-Fi 和網路瀏覽器的 Windows 8.1 或 10 系統/
或配備Window7系統搭配 ScreenBeam USB 發射器

l

Android 4.2以上作業系統之手機或平板電腦

控制台＞網路與網際網路＞網路和共用中心
2. 找出及選取設置新連線或網路。
3. 選取手動連線至無線網路選項。
4. 找出電視 Ready to Connect 畫面上顯示的 SSID 名稱
中。
注意 SSID 名稱有區分大小寫。
5. 在安全性類型下，選取 WPA2-personal。

B. 確認安裝及連線

6. 在加密類型下，輸入 12345678。

1. 瞭解如何使用 Wi-Fi Miracast 或 WiDi 用戶端裝置連線：

8. 選取即使網路未廣播，還是進行連線的核取方塊。

7. 取消選取自動啟動此連線的核取方塊。
9. 按一下下一步然後關閉。

注意 教學網頁將基於用戶端裝置的作業系統顯示說明。
如果用戶端裝置的作業系統不同於使用者將使用的，請從

將筆記型電腦連線至接收器的管理 SSID

以下的連結手動選取關於該作業系統的說明。

1. 按一下 Windows 系統工作列的無線網路圖示，存取可用的

2. 使用 Windows 10/8.1 用戶端裝置，連線至 Ready to
提示 按熱鍵Windows+K。

l

1. 在 Windows 8.1/10 系統上，前往設置新連線或網路

5. 等候約 30 秒，然後確認電視顯示 Ready to Connect
畫面。

Connect 畫面上所顯示接收器的名稱。

設置需求

設置：

(Actiontec-SBWD-XXXXXX)，並將它輸入網路名稱文字方塊

http://www.actiontec.com/setupsb
l

基於安全性理由，本機無線網路連線預設為隱藏。

4. 開啟電視並切換至接收器所連接的 HDMI 輸入。

電源

HDMI 連接線

設置筆記型電腦以設定 ScreenBeam

3. 如有必要請輸入預設 PIN 碼：12345670（您可以通過本機
管理關閉pin碼。）
注意 部分手機不支持pin碼！您必須關閉pin碼才能連接。
4. 用戶端裝置的畫面出現在電視／投影機上。
提示 按熱鍵 Windows + P，然後選取專案模式。

無線網路。
2. 選取之前已新增的隱藏無線網路
注意 請勿選取自動連線核取方塊。
3. 選取連線。
筆記型電腦連線至具有本機網路 IP 位址 192.168.51.x 的
ScreenBeam 無線網路。

接續背面

登入本機管理主控台

1. 連線時選取開強制 PIN 或關不強制 PIN。

1. 在 Windows 8.1/10 系統上，開啟網路瀏覽器。
2. 將以下的 URL 輸入瀏覽器的位址文字方塊：
https://192.168.51.1
3. 您可能會遇到指出「無線安全性認證有問題」的瀏覽器錯
誤。請進行下列其中一項操作以手動接受連線：
l 於 Chrome 瀏覽器：按一下進階，然後按一下繼續。

2. 啟用強制PIN碼連接為開，您可選取每次或第一次 PIN碼

l

對於 Edge/IE 瀏覽器：按一下前往此網頁。

4. 出現 ScreenBeam 管理主控台頁面時右上角下拉式選單選取
正體中文，請輸入下列資訊：
l 用戶名： Administrator
l

密碼： Actiontec

5. 按一下登入。

連接。
3. 選取您所選定的 PIN 碼產生方式。
4. 如果固定，請輸入您所選定的碼。
注意 寫下使用者的新 PIN。

HDMI/VGA 連接埠電源管理
ScreenBeam 是專為持續顯示而設計。若要延長電視／投影機
的燈泡壽命：
1. 使用螢幕保護程式或關閉。
2. 輸入讓設定生效的所需等待時間。
3. （選用）選取喚醒接收器模式，連接時/掃描時。

6. 出現設備配置網頁。
注意 C 和 D 部分提供部署所需的設定和自訂。

E. SCREENBEAM 之中央管理
用 ScreenBeam CMS 軟體進行批量管理

C. SCREENBEAM 接收器改名、改本地登入密碼
更新接收器名稱
1. 從設備名稱修改選項，選取啟用。
2. 按一下設備名稱文字方塊，然後輸入新的名稱

1）天災，意外，或人為疏忽

5）超出允許使用之環境

2）違反產品手冊之使用提示

6）私自拆解結構

1. 若要取得 CMS 軟體和 CMS 使用指南，請瀏覽：

3）組裝不當

7）非正常使用

4）使用未經認可之配件

8）線路或零件氧化

http://www.actiontec.com/sbcms
2. 請�� CMS 使用指南瞭解設置說明。

基礎架構網路

注意 每部接收器都應有專屬的名稱；這可讓使用者更容
易識別及連線至正確的電視／投影機。支援的名稱字元為
A-Z、a-z、0-9、-、_。

保固服務範圍不包括：隨機之耗材，贈品及包材等均不在保固
範圍之列。

保固期限 以產品購買日為起算日，提供一年售後服務。若無
發票為憑據，則以產品出廠日加一個月為售後服務期間。
於保固期限後，本公司將視維修情形，依本公司收費標準收取
維修費用。

變更系統管理員密碼
1. 按一下管理員密碼文字方塊，然後輸入新的密碼。

有線/無線

2. 按一下以下的套用按鈕儲存任何變更。

圖3 由 ScreenBeam CMS 管理的接收器

D. 自訂無線顯示設定

��入功能��：根據預設值，啟用強制 PIN 配對選項為開且
PIN 碼為 12345670。這表示有 PIN 碼的使用者才能連線。若要
變更 PIN 配對類型或 PIN 碼：

本保固卡為Actiontec訊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對所銷售之產品提供
售後服務之憑證。
本公司產品之保固，以產品購買日為起算日。消費者應妥善保
存購買發票以維護權益。
產品上無訊動標籤或序號者，或序號與產品不符者，或難以辨
識時，恕不提供保固或售後服務。若有維修需求，請洽 原購買
單位協助處理。
消費者自購買產品七日內，發生產品不良或故障時，（除第八
條所列情形外）得憑銷售憑證，並備齊配件，以原箱包裝，向
原經銷商更換新品，逾期則以維修方式處理。
* 經銷商如無現貨可立即提供更換，會儘快與代理商處理換貨
事宜。
新品外觀瑕疵，若屬於人為疏忽，不得請求本公司更換新品。
產品送修時，請以原廠包材或適當材料（如紙箱，氣泡袋或保
麗龍等）包裝，如係因包裝不當導致運送中發生之損壞，本公
司恕不提供保固。
保固期內送修之產品，若無法修復時，本公司得更換良品或替
代品。
產品因下列之原因發生不良或損壞，不在保固範圍：

ScreenBeam CMS 可批次設定及更新 ScreenBeam 接收器。這是
進行多部接收器部署及後部署極力建議的工具。

（例如：Conference TV）。

啟用強制 PIN 配對

台灣用戶保證卡

完成設定後
如需 Open Source 資訊，請瀏覽：
http://opensource.actiontec.com

* Actiontec使用者授權協議，請至：
http://www.actiontec.com/screenbeam_eula
客服電話： 886-2-2709-0000 #310

勝屏資訊技術（深圳）有限公司
886-2-2709-0000 | sales@screenbeam.com.tw | www.screembeam.com
© 2020 版權所有。ScreenBeam 和 ScreenBeam 徽標是 ScreenBeam Inc. 擁有
的注冊商標。所有其他名稱均為其各自所有者的資產。規格如有變更恕不
另行通知。

P/N 0530-0795-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