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型号：SBWD60A

无线投影您设备上的
任何内容到HDTV上

电影、照片、简报等等，皆可同屏
到您的HDTV上

无内容限制

超强兼容性

拥有ScreenBeam Mini 2后，您即可在家中最好的显
示设备上尽情欣赏您最爱的影片、照片和电影。只需将
ScreenBeam Mini 2连接到HDTV，就能将兼容的笔记本
电脑、平板本电脑或智能手机上的内容以无线方式显示
到HDTV上。也就是说，您可从容地坐下来欣赏在HDTV播
放的Net�ix、Hulu Plus、Amazon或YouTube影片。您亦可
与朋友分享您假期拍摄的照片，或在会议室中查看电子
表格，而不必凑在小屏幕上。

与媒体播放器不同，您只能播放在线视频和内容，ScreenBeam 
Mini 2可以让您分享您的设备上的任何内容，无论是在线的或者
本地的。电影、视频、音乐、照片、游戏、在线电视节目、网页、应
用程序、简报、文件等，都可以无线显示。只要是可以在移动设备
上观看的项目，都能同屏到HDTV上。

ScreenBeam Mini 2兼容您已拥有的设备，包括支持Wi-Fi Miracast
或Intel WiDi的Windows 8.1或Android 4.2+笔记本电脑、平板本电
脑和智能手机。

无线显示接收器

Miracast

www.screenbeam.com



产品特点
• 在大屏幕HDTV上无线投影您喜爱的内容，如电影、 
视频、照片、音乐、应用程序、网页等

• 居家、办公、学校和旅行的最佳选择

• 最高支持全高清1080p30视频和2声道立体声

• 连接投影仪或其它显示设备即可分享文档、简报等

• 将电视转变为多任务处理的第二部显示器

• 支持5 GHz和2.4 GHz双频Wi-Fi 

• 不仅仅是一个媒体播放器：可支持任何类型的在线 
内容和本地内容

• 不需要Wi-Fi网络即可工作

• 超低延迟，创造最佳用户体验

• 轻松设定...您需要的一应俱全

全高清大屏幕显示

简易的安装使用

无线直连，更出色的用户体验

您的设备不兼容Miracast或WiDi？没问题！

ScreenBeam Mini 2支持1080p全高清视频和HD音频。您的电影、视
频、照片、和文件皆可在大屏幕上呈现完美的视觉效果。

拥有ScreenBeam Mini 2，您就能尽情享受犹如高价HDMI线所带来
的纯净画面与音效。

只需要三个简单的步骤，您就能完成ScreenBeam Mini 2的连接并
开始使用。

步骤1 将ScreenBeam Mini 2插入电视上的HDMI端口。

步骤2 以无线方式连接设备到ScreenBeam Mini 2。
步骤3 在大屏幕上欣赏您的内容。

与市面上其他无线显示解决方案不同，ScreenBeam Mini 2
直接与您的设备连接，然后输出到显示设备。这意味着您不
需要有Wi-Fi网络或无线路由器就能使用ScreenBeam。更重
要的是，ScreenBeam的直接联机功能可让您在极低延迟的
情况下获得最佳无线显示体验。

如果您没有兼容Wi-Fi Miracast或Intel WiDi的设备，亦不必
担心。ScreenBeam USB Transmitter可以为兼容的Windows 7
和Windows 8笔记本电脑/PC增加无线显示功能。

Min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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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需求
一般需求
• 具备一个可用HDMI端口的HDTV／投影仪

支持设备
• 兼容Intel® WiDi 3.5（或更高）的超级本、笔记
本电脑、智能手机与平板本电脑

• 通过Wi - Fi Miracast™认证的智能手机、平板本
电脑，并安装

− 1. Windows 8.1 或更高

− 2. Android 4.2 或更高

• Actiontec ScreenBeam USB Transmitter
− Windows 7 或更高

技术规格
语言：英语、法语、德语、韩语、日语、简体中文、 

         繁体中文、西班牙语

视频输出：最高1080p30全高清（H.264）

音讯输出：LPCM，2声道立体声

影音界面：HDMI公接头（Type-A）

内容保护：HDCP 2.x.

认证：Wi-Fi Miracast™, Intel® WiDi.

无线：IEEE 802.11a/b/g/n、双频2.4GHz及5Ghz，内置天线2x2

无线安全性：WPA2、WPS PIN pairing、AES 128-bit

固件升级：无线升级

电源：
- 电源输入：5V/1A

- 功耗：< 4W

LED指示灯：电源

安规认证：FCC、UL

尺寸：98.0 x 30.0 x 11.9 mm

重量�39.7克

保固�依销售国家而定

兼容性
• 支持兼容Intel® WiDi 3.5（或更高）的超级本、笔记本电脑、
智能手机与平板本电脑

• 支持通过Wi-Fi Miracast™认证的智能手机与平板本电脑

• 支援双频2.4GHz与5Ghz

• 可搭配ScreenBeam USB transmitter*使用

• 播放在线内容时源设备需要连接互联网

• 不兼容Apple公司的设备

* ScreenBeam Mini 2需要配合具有HDMI端口的电视机或投影仪使用，并且兼容的电脑或移动
设备必须具备WiFi功能。实际显示画质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源视频质量和显示设备屏幕的
质量。工作距离为直接视线距离，且因源设备性能而定。

Min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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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eenBeam 产品小至可放入口袋随身携带、大到可以安装于教室或会议室的商业级产品，从简单的休闲投影看影片使
用，到于会议室或教室中分组讨论教学使用到的 16 人同时联机的复杂功能 ; 老师或商务人士不仅可以随身携带，也可
以固定安装在教室或会议室中使用。尤有甚者，ScreenBeam更广泛的兼容于Win7以及Android4.2以上平台的所有设备，
而支持大规模的布建，让 IT 人员可一键管理所有设备更是各公司、学校的首选 !

授权经销商

© 2018 年保留所有权利。Actiontec 和 Actiontec 标志为注册商标，而ScreenBeam 为 
Actiontec Electronics, Inc. 的商标。所有其他名称为各自所有者的资产。规格如有变更恕
不另行通知。

台北市106大安区敦化南路
2段76号22楼
电话：+886-2-2709-0000
业务咨询：sales@actiontec.com.tw
技术支持：support@actionte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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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峨山路
91弄120号9楼
电话：+86-21-58206778 #800
业务咨询：sales@actiontec.com.tw
技术支持：support@actiontec.com.tw
维修客服电话：400-832-0871

公司总部 亚太营运总部 上海办公室

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Actiontec无线显示ScreenBeam

系列产品

消费性产品 行业产品

ScreenBeam Mini2 (�你 2) 

ScreenBeam 750 (�英� ) 

ScreenBeam Pro

ScreenBeam Kit

ScreenBeam 960 (�业� )

ScreenBeam USB发��二代
专业配件

ScreenBeam Pro 
Education Edition2 (��� 2) •   USB 供电

•   同等级产品最佳价格

•   特别适合观赏戏剧等之休闲使用

•   Continuum( 双向 ) 无线显示功
能，休闲商务两相宜

•   微软认证，可使 Microsoft 手
机无线投出 PC 桌面

•   高性价比

•   特殊散热设计

•   长时间使用依然维持高稳定度

•   可命名装置

•   提供 PIN 码管制投影行为

•   专为教育行业而设计

•   支持 CMS( 选购 )

•   AGO 指定信道功能，WiFi 资源 
利用优化

•   支持 CMS

•   Windows 10 平台最佳企业级方案

•   未来可增挂加值方案

•   内建 CMS

•   1Pro+1 USB 发射器特惠组合包

•   近乎所有设备皆可无线显示

•   安装在无 Miracast 功能的
Windows 7/8/10 计算机上使之实
现双向无线显示

ScreenBeam Mini2 Continuum 
Edition(�你 2 Continuu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