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採用獨特 "Flex-In" 設計
彈性整合

優派的 "Flex-In" 設計主張，傳達一種兼具彈性與整合
的設計，透過易調整、好維護的使用過程，帶來方便
安裝的效益。 硬體整合:整合實用功能與簡潔外型，
達成一體設計; 彈性應用:展現多種組態，因應各式應

掀背上蓋設計
內藏寬敞維護空間

免工具的簡易上蓋設計，允許一般使用者直覺式開蓋
進行維護作業，更換各式dongle與燈泡，讓倒吊投影
應用在維護上更為容易！

Pro8530HDL

5200流明 Full HD高亮專業投影機

 

跨界多應用
採用獨特 "Flex-In" 設計 – 硬體整合、彈性應用、便捷安裝，讓 Pro8530HDL 成為理想的高亮專業投影機。配備
5,200流明與Full HD高畫質，Pro8530HDL的掀背上蓋設計，內含PortAll® 隱藏式MHL/HDMI 插槽，大空間容納各
式 dongle，可選搭 HTBaseT dongle、無線投影dongle、電腦棒，完成多種應用；後方曲面背蓋，可遮蔽過多接
線與插孔，以及4合1電源鍵，身兼開關功能、dongle開啟顯示燈、投影遙控IR接收端、遠端播放器IR接收端，展
現十足巧思；並且，提供4個HDMI接埠、置中鏡頭、可垂直調整鏡頭、1.6x 光學變焦、水平/垂直梯形 (自動垂直
梯形)修正、4角調整等特點，更方便且容易安裝。承襲優派SuperColor™ 超炫彩、 SonicExpert® 超炫音技術，呈
現專業影音效能，Pro8530HDL不僅符合專業投影需求，更足以勝任一般高亮環境投影。



用; 便捷安裝:簡易影像定位與設定調整，簡單完成安
裝

PortAll® 隱藏式MHL/HDMI 插槽
大空間容納各式dongle

優派獨家PortAll® 設計 -隱藏式MHL/HDMI 插槽，可
插入各式dongle，例如 HDBaseT dongle、無線
dongle、PC電腦棒等…，啟動多媒體有線、無線傳輸
功能，直通影片播放器、智慧手機、平板電腦，進行
大畫面投影。 此外，附加的Micro USB接線可直接供
10W電給HDMI介面的dongle，無須尋找供電插頭或
來源。
*可選購，優派HDBaseT dongle *可選購，優派無線
多媒體分享器WPG dongle系列

曲面背蓋，內在藏線
簡潔外觀

可拆式後蓋設計，內在理線實用功能，遮蔽後方過多
接線與接頭。

4合1電源鍵
易控制好上手

身兼開關功能、dongle開啟顯示燈、投影遙控IR接收
端、以及遠端播放器IR接收端。其中， PortAll® 插槽
在接上dongle運作時，電源鍵即會顯示藍色燈；對於
遠端的播放器控制，也不需到機器前直接操作。

簡易換燈設計
快速拆裝

 無須複雜投影機拆裝流程，打開上蓋即可快速更換燈
泡，即使已固定於天花板，拆裝過程依然簡單快速。

 

 



選搭波浪濾網
長效抗塵設計

相較於一般平坦的濾網，此款進階波浪濾網因為立體
設計、擁有更多空氣接觸面積，使得阻隔灰塵更有一
套，不僅攔截更多灰塵，也延長濾網使用壽命。

電源扣環
防線脫落

長時間倒吊投影使用，電源線會因為外力因素產生鬆
脫現象，不易插拔的情況下，電源扣環能有效防止電
源線脫落。

 

 

選搭優派HDBaseT Dongle HB10B
高達70米的訊號延伸功能，方便安裝

HDBaseT 傳輸技術，只需Cat.5e/6/7網路線即可傳輸未壓縮超高影音、網路、IR 控制訊號、電力等訊號，傳輸距
離高達 70 公尺，優於HDMI傳輸效能以及架設成本。
可隱藏於PortAll® 插槽，優派 HDBaseT dongle外接盒，採用HDBaseT技術，透過外接Cat.5e/6/7網路線，可穩定
且更遠傳輸超高畫質影音檔案，即使4K訊號傳送35公尺也沒有問題*，是一替代HDMI的傳輸解決方案。相容於各
式輸出端與輸入端裝置，長距離傳送訊號，可控制遠端多媒體播放機，是一視聽設備的安裝利器。
* Cat 6 網路線可傳送高品質1080P 內容，最遠達70 公尺
* Cat 6 網路線可傳送高品質4K/2k 內容，最遠達 35 公尺



選搭優派或其他無線投影Dongle
無線投影應用

可隱藏於PortAll® 插槽，優派ViewSync® WPG
dongle系列 與一般無線投影dongle ，迷你姆指大
小，方便傳送行動裝置上1080p多媒體，與文件檔案
到投影機，直接進行投影。

選搭電腦棒
個人電腦投影應用

可隱藏於PortAll® 插槽，電腦棒一應俱全的個人電腦
功能，都可藉由投影機放大播出。

4 個 HDMI 連接埠
同時連接多種電子裝置

充裕的4 個HDMI連接埠，讓安裝上更為便利，隨心所
欲的同時連結多個 HDMI多媒體設備。

置中鏡頭
安裝定位更容易

置中的鏡頭，直覺式的置中對齊，有助於減少開始安
裝時，冗長的投影定位。

可垂直調整鏡頭
旋鈕設計，可垂直調整畫面

可垂直調整鏡頭的旋鈕設計，方便手動上、下調整畫
面，不影響畫質、減少障礙物限制，更能隨處投影！

1.6x 光學變焦
放大畫面，安裝更具彈性

1.6x光學變焦鏡頭，能在一樣的距離內享有自由放大
的投影畫面，最大比一般1x定焦鏡頭的投影多出
60%，更能彈性選擇安裝距離。

 

 



水平/垂直梯形和自動垂直梯形修正
快速還原方正影像，側投影也沒問題

同時進行畫面的水平與垂直梯形修正，以及自動梯形
修正工具，將變形的畫面迅速調整回復至方正外形，
還原真實影像內容不變形，自動垂直梯形修正更增加
調整的便利性，使用者可快速開始切入投影主題。

4 角調整
進階快速還原方正影像

水平/垂直梯形修正能解決對稱、單邊的影像變形；不
過，一旦遇到不對稱性的單角影像變形，就需要4角
調整，快速修正單一角的變形問題。

SuperColor™超炫彩技術
色彩真實呈現

優派獨家SuperColor™超炫彩技術，擁有獨步全球的
色輪及燈泡調整技術，展現更寬廣色域，不論是明暗
場景，都能投影true-to-life的顏色，真實呈現所見景
物的色彩。

Color Mode 色彩模式
5 種最佳觀賞模式

對於不同情境，提供5種色彩模式,，方便使用者依所
投影的環境，快速選取合適觀賞的色彩模式。
高亮模式: 亮度高，適合高亮度環境; 動態模式: 適合
白天與文字內容投影; 電腦模式: 適合PC與NB投影;
ViewMatch 模式: 適合一般情境; 電影模式: 色彩飽合
度高，適合燈光昏暗情境的電影欣賞

 

 



Full HD / 3D影像
超高畫質

擁有1920 x 1080 (1080p)高畫質解析度，展現出最銳
利與極清晰的影像效果，完整支援高畫質格式，包含
1080p、1080i與720p。並相容3D藍光播放器 (可搭
優派 PGD-350 3D 眼鏡)，享受高品質畫面與音樂。

密封光學機座
防塵、影像品質有保障

密封後的光學機座，能全完的防止灰塵、溼氣入侵影
響整個發光系統，以確保良好的影像品質。

SonicExpert® 超炫音技術
音浪強力放送

獨特揚聲器與音箱設計，全面提升全音域音效20Hz –
20KHz，滿足多媒體簡報與重低音娛樂需求。內建的
優質2 x 10瓦Cube喇叭，擁有最佳音頻曲線，隨時播
放高音質聲音；同時，以高效率轉換電功率為聲功
率，展現出驚人的音量，更強的穿透力、更遠的傳
送，超越一般人對投影機音效的想像，更超越他牌同
級產品。

SonicMode音效模式
一機3變聲

獨家SonicMode音效模式，強化音質與音量，調整出
更平滑的音頻曲線，超越同級的雙聲道喇叭，使用者
可設定簡報、娛樂和標準模式，因應不同使用場合。
標準模式：平均的低中高音頻，適合一般用途; 簡報
模式：更清晰的音質，適合播放人聲; 娛樂模式：強
化Bass與飽滿的中高音頻，適合播放電影與音樂。

 

 



網路控制系統
中央控管250+台投影機

配備Crestron RoomView Express系統，中央控制、
及時準確設定，只需連接群組中1台投影機，即可遠
端控管超過 250台投影機，例如電源開關、燈泡壽命
等狀態等。

一手掌控實體/虛擬遙控器
操控容易

為了滿足簡報者的需求，遙控器上增加簡報筆功能
(滑鼠、上/下頁…等)和主要功能的快捷鍵設定，並可
將自己常用的功能設定成快捷鍵My Button；對於大
場地多台投影機，也都只要同1支遙控器即可控制最
多8台投影機的設定。此外，透過手機下載vRemote
應用程式，即可把手機變成遙控器。

 

 

 



技術規格

投影畫面 類型 TI DMD 0.65

解析度 1920x1080 (Full HD)

F Stop / Focal Length 2.54~3.07 / 15.75mm ~ 25.1mm

鏡頭縮放 1.6X

Keystone +/- 30° (水平 / 垂直)

自動校正 Yes (垂直)

鏡頭偏移 Yes (7.5% Full high or 15% Half high)

投影尺寸 30" ~ 300"

投影距離 0.71 m ~ 11.36 m

投射比 1.07~1.71

燈泡瓦數 370W

燈泡壽命時數 (一般 / SuperEco
Mode)

2,000 / 2,500 (小時)

亮度 5,200 流明

對比度 5000:1

噪音值 (Normal / Eco Mode) 36dB / 33dB

Offset偏移 115%~130%+-5%

喇叭  10W Cube x 2

輸入訊號 HDMI/MHL x1

HDMI x3

VGA x2

S-Video x1

色差端子 x2 (Share with VGA input )

複合視訊 RCA x1

Audio 3.5mm mini jack x2, RCA(L/R) x1

USB Type A x1 (Power Charging) / Mini type B x1 (Maintenance and mouse
control) / Micro USB Wire x1 (Power Charging)

Microphone Share with Audio in 2 connector

輸出訊號 VGA x1

Audio 3.5mm mini jack x1

DC Output x1

Lan RJ-45 x1

3D VESA x1

IR Connector x1

控制 RS232 x1

外觀尺寸 實體 469.5 x 316.24 x 139.8 mm

重量 淨重 6.3 kgs / 13.89 lbs

電源 電壓 100~240Vac 50/60Hz

淨重 574 W (Max.)

安規標準  Mexico Energy test/Registration, EAC, TUVS Mark(Argentina), India
BIS, FCC,CE , EMC,CB, CCC, ROHS, REACH, SVHC, WEEE, ErP,
Mexico NOM, cTUVus, PSB, RCM, CECP

包裝內容  電源線 / VGA 線 / 遙控器附電池(有雷射筆) / 快速使用手冊 / ViewSonic
CD 教學 / Cable C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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