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色 /彩色亮度 3100lm、對比度 15000:1  
即使開燈，畫面一樣清晰出色

一般人挑選投影機都會注意流明度，也就是根據於全白區塊所測

量的亮度，卻忽略了彩色亮度也是相當重要。全新Epson 
EH-TW650 家庭劇院投影機，  採用 3LCD 投影技術，「白色亮度」
及「彩色亮度」都達到 3,100流明，有了令人驚艷的3,100流明以
及 15,000:1 的對比，  不用顧慮環境亮度，不論從哪個角度看，影
像都不失艷麗清晰。

 

首頁介面人性化，設定操作輕鬆上手

投影機啟動的首頁畫面，輸入來源顯示十分簡單明瞭。初始設

定也非常容易，可直接存取色彩模式選單。

Epson 住商兩用投影機

MHL連結裝置，低頭看手機不如抬頭看大螢幕
只要透過 MHL 線連結智慧手機或平板電腦，即刻放大智慧裝置
所播放的內容。享受大畫面的同時，還能同時將智慧裝置充電，

一舉數得！

多元連接功能，隨您喜好自由選擇

更廣泛的連線功能，讓您輕鬆享受不同娛樂資源。您可以視情況

及個人喜好，選擇各種影像連結方式，包括HDMI和USB。
HDMI連線設定簡便，不只提供高畫質享受，亦解決線路凌亂問題。

智慧裝置

選台器

攝影機 相  機視訊 / DVDUSB隨身碟遊  戲電  腦

1080p高畫質，視覺的精緻饗宴
Full HD1920x1080高畫質解析度，畫面細膩逼真，大螢幕視覺享受
不打折。

影像強化再進階

EH-TW650所配備的進階影像處理功能「影像強化技術」是現有「超
解像技術」的進階版，搭配雜訊抑制處理功能，為您呈現更清晰、

更精緻的影像品質。

內建喇叭，視聽享受一應俱全

內建 2W 喇叭，無須另外準備獨立喇叭，就能輕鬆享受高品質聲音。

快速設定，簡報隨時就緒！

自動搜尋訊號來源

自動開機/0秒關機
投影機在待機狀態接收到影像訊號時，可自動喚醒開始投影。即

使到了客戶的會議室，按下電源鍵後可在數秒內完成開機設定，

簡報完成後，關閉電源即可將投影機收好，無需等待散熱關機，

放心趕赴下一場簡報。

投影機連線收到訊號來源時，可自動搜尋切換投影，無須手動

切換。

搭載 Epson「EasyMP Multi PC Projection」搭載免費軟體後，
投影機便能用於互動式會議。最多 50 部電腦可連接至網路上
的一部投影機，一次可任意投影四部電腦的畫面。

支援Wi-Fi 無線功能

省去接線困擾，智慧裝置最好投！

內建Wi-Fi無線模組，可輕鬆與電腦或智慧裝置連線投影，
高畫質影音最好投！

安裝設置彈性高，觀賞空間不受限

配備縮放變焦鏡頭與水平 / 垂直梯形調整功能，為安裝提供更多

可能。無論哪個角度，都能盡情享受大螢幕的視覺娛樂。

181cm

219cm

30°30°

80吋螢幕

彩色亮度

白色亮度

31003100

31003100

兼具高亮度投影與

劇院級高解析度的逼真震撼

無論在家享受或工作簡報

一機搞定

購買後一個月內進行上網登錄即享 3 年的極致保固，讓
您放心享受高畫質影音，再也不用擔心額外的耗材費用 !
登錄保固網址：http://www.epson.com.tw/lcpwarranty



EH-TW650 輸入介面

RGB 三片 TFT LCD 同時聚合呈像投影
三片 0.61吋 16:9 TFT LCD with MLA 
Full HD 2,073,600 dots (1920 x 1080) x 3   
16:9
鏡頭具備手動光學ZOOM及FOCUS調整功能
F：1.58~1.70、f：18.2~29.2 mm
1.0~1.2
3100 流明
3100 流明
15000:1 
(場景模式: Dynamic、 耗電量: Normal、Zoom: Wide、Auto Iris : On)
87%
210W UHE 燈泡 / ELPLP96
4500 / 7500 小時 ( Normal / Eco)
1080P 
480i / 576i /  480p /  576p / 720p / 1080i / 1080p
YES
WUXGA / WXGA / SXGA/ XGA / SVGA / VGA
NTSC / PAL /  SECAM 
全彩 (10bits、up to 1.07 billion colors)
前投 / 後投 / 懸掛
16:9 / 4:3
30~300吋  
0.67~8.28 公尺
1.02 (Zoom:Wide),  1.23 (Zoom:Tele)
2W x 1
15 kHz to 92 kHz 
50 Hz to 85 Hz 
15 kHz to 75 kHz 
24 Hz ,  30 Hz  , 50 Hz  , 60 Hz 
正負30度 (自動)
正負30度
D-sub 15 pin VGA端子 x 1  

VIDEO端子RCA (黃色) x1
HDMI  x 2
RCA (紅/白)
YES
YES
YES (與HDMI 2 共用介面)
YES
5 °C to 35 °C (41 °F to 95 °F)
100-240 V AC ± 10%, 50/60 Hz
37dB / 28dB (Normal / Eco)

315W / 228W (Normal / Eco)
0.2W
2.7 公斤 
30.2 (W) x 25.2 (D) x 9.2 (H) 
過熱自動斷電保護裝置

電源線一條

無線遙控器 + AA電池 x 2
使用說明書組

保固說明書

機型 EH-TW650

規格表
Epson 住商兩用投影機

投影方式  

液晶板　　　(1)尺寸

　　　　　　(2)畫素數

　　　　　　(3)面板比例 

投影透鏡　　(1)調焦方式 

　　　　　　(2)焦距 

　　　　　　(3)放大比例

投影亮度　　白色亮度 (Light Output)

　　　　　　彩色亮度 (Color Light Output)

明暗對比度 

周邊對應中心亮度比  

光源/型號 

燈泡壽命 (耗電量) 

解析度　　　　標準解析度

　　　　　　　支援解析度

　　　　　　　支援HDTV

支援訊號　　　RGB訊號相容

種類　　　　　視頻訊號相容

色彩重現  

投影方式 

投影畫面比例 

投影畫面尺寸  

投射距離 

投射比 

喇叭 

有效掃描　　　水平 (Analog)

頻率範圍　　　垂直 (Analog)

有效掃描　　　水平 ((Digital)

頻率範圍　　　垂直 (Digital)

梯行修正　　　垂直 

功能　　　　　水平 

RGB輸入介面  輸入端子-映像

視頻訊輸入介面     

輸入端子　　　(1)視訊端子　

映像　　　　　(2)HDMI端子

輸入端子-聲音  

其他訊號　　　USB Type A

介面　　　　　USB Type B

　　　　　　　MHL

Wireless 

使用環境溫度 

電源規格 

風扇噪音值 (耗電量) 

環境規格＊

消耗電力　　　場景模式

　　　　　　　待機狀態

重量 

寬x深x高 (公分)含鏡頭及腳架 

安全裝置 

隨機附贈配件 

* 環境規格指的是資源、能源使用及回收相關資訊  

164

219

275

413

551

135

181

227

342

457 

60"

80"

100"

150"

200"

投影距離表

最短(cm) 最長(cm)

投影畫面

畫面對角尺寸
投影比例16:9

亮：三倍彩色亮度，白色亮度/彩色亮度3100lm
廣：支援Wi-Fi．MHL等多元連接最好玩
美：1080P高畫質，影像強化再進階
安心：上網登錄，享主機三年極致保固

Epson 住商兩用投影機

方便‧快速‧高畫質
投影距離短 •  3 倍感官驚豔

最佳攜帶及投影的住商兩用投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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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7號14樓
代表號：(02)8786-6688
客戶服務專線：0800-881-080  

Epson 3年極致保固：
為確保「3年極致」保固的權益，請於購買後一個月內完成保固登錄，
以確保第2~3年保固生效
◎第一年工資+零件+取送免費
◎第二年工資+零件免費(需上網登錄)
◎第三年工資免費(需上網登錄)
◎燈泡耗材保固三年或4,000小時(以先達到為準)
 投影機保固登錄：
https://www.epson.com.tw/lcpwarranty
購買一周內新品不良免費更換新機

選投影機「彩色亮度」才是關鍵，Epson 
3LCD全系列投影機，彩色亮度與同級投影
機相差高達3倍，給你3倍真實色彩，讓投影
效果更豐富、更飽和。

3LCD投影機單片式 DLP投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