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B-U05 爱普生3LCD商务易用型投影机

精彩画质 易用随心

EVS171009AZ

备注：

*1 上述时间为非承诺保修时间。灯泡亮度将随使用时间的增加而逐渐降低。灯泡实际使用寿命受使用模式、环境条件、用户使用习惯等因素影响会有很大差别。投影机在低亮度模式下使用，灯泡
     使用寿命会得到有效延长。

*2 《信息显示测量标准》（IDMS）2012 年 6 月发布了色彩亮度的测量方法，《信息显示测量标准》（IDMS）由国际信息显示协会（SID）管理下的国际显示计量委员会 ICDM 负责编写。基于
     ISO21118 标准制定，该标称值代表量产时产品的平均值，而产品的出厂最低值为标称值的 80%。

*3 亮度数据基于：颜色模式：动态，自动光圈：关闭；对比度数据基于：颜色模式：动态，自动光圈：打开。

*4 本产品可安全使用的地区：海拔高度 2,000m 及 2,000m 以下地区（基于中国国家标准 GB4943.1-2011）。

*5 关于投影机对人眼视力的保护原理，参考“国家数字音视频及多媒体产品质检中心《液晶（LCD）投影与平板（FPD）显示系统在教育领域中的健康安全与系统性能分析研究报告》
    （http://www.pjtime.com/2015/11/352666299884.shtml）。

*6 根据ECO模式下灯泡最长使用寿命10,000小时推算得出，即10,000小时/5小时/365日≈5年。

*7 上述灯泡型号为ELPLP96，适用于部分爱普生投影机。此报价来源于爱普生官网，最终购买价格以爱普生官方天猫旗舰店当时的价格为准。

 

清晰、明亮、绚丽的 3LCD 技术

SVGA 和 XGA 是 IBM 注册商标，NSF 是 Analog Devices B.V. 的商标。本宣传页中的数据，为来源于爱普生实验室数据，与实际使用数据存在差异，彩页中技术规格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3LCD 技术可以获取明亮、自然、柔和的图像和锐利的视频影像。没有彩虹、色溢现象，眼睛观看也更加舒适，产品更加节能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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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U05 爱普生3LCD商务易用型投影机 产品规格

产品尺寸图

附件
电源线 1.8 米

VGA 视频线 1.8 米

遥控器 有

电池 有

投影距离

接口面板

选配件
灯泡 ELPLP96
空气过滤网 ELPAF32

基本规格

投影方式
投影系统 RGB光阀式液晶投影系统

型号 CB-U05

前投/背投/吊顶

主要部件参数

LCD

尺寸 0.67英寸（D10）
驱动模式 多晶硅 TFT 有源矩阵
象素数 2,304,000dots（1,920x1,200）x3
实际分辨率 WUXGA
横纵比 16:10
刷新率 192Hz-240Hz

投影镜头

类型 手动光学变焦/手动聚焦
F-值 1.50-1.71
焦距 20.42mm-24.50mm
变焦比 1.0-1.2
镜头盖 AV mute 滑盖 

灯泡*1 类型 210W UHE
寿命 6,000 小时（亮度控制: 标准模式），10,000 小时（亮度控制: ECO模式）

屏幕大小 (投影距离) 30 英寸-300 英寸（0.87米-10.98米）
偏移量 10:1

亮度*2*3
白色亮度 3,400 流明
色彩亮度 3,400 流明

对比度*2*3 15,000:1
色彩再现 全彩（10.7亿色）
内置扬声器 声音输出 单声道: 2Wx1

屏幕调节
垂直梯形校正 -30度到+30度 （自动）
水平梯形校正 -30度到+30度 （滑钮）
快速四角调节 支持

扩展显示
双画面 支持
网络四画面 支持

安全防护
安全防盗孔 支持
控制面板锁 支持

储存温度

操作温度
5°C-35°C <41°F-95°F>（0米/0英尺-2,286米/7,500英尺）
5℃-30℃（41℉-86℉）（超过2,286米/7,500英尺）

（20%-80%湿度，无结露）

操作高度*4 0-2,000 米（超过 1,500 米使用高海拔模式）
-10°C-60°C <14°F-140°F>（10%-90% 湿度, 无结露）

操作
直接开关机 支持
启动时间 约6秒  预热时间: 30 秒
自动信号源搜索 支持

冷却
冷却时间 瞬间
排风口 前方

电源电压 100-240 V AC+/-10%, 50/60Hz

功耗
标准亮度 298W
ECO模式 219W

尺寸 含脚钉（长x宽x高） 302x252x92 mm

连接性

视频输入
模拟 D-sub 15pinx1，RCA（黄）x1
数字 HDMIx2（HDMI 2支持MHL）

音频输入 模拟 2RCAx1

USB USB A USB Ax1（USB内存盘，无线模块， 固件升级）
USB B USB Bx1（USB三合一投影，固件升级）

无线网络 USB Ax1（选件ELPAP10）
重量 约2.8kg 

风扇噪音
标准亮度模式 37 dB
环保亮度模式 28 dB

最近端
( 广角 )

最远端
( 长焦 )

从镜头中心到
屏幕下端的距离

X（屏幕尺寸） Y（厘米） Z（厘米）

60" 178 217   7

80" 238 291 10

100" 299 364 12

150" 450 548 18

200" 601 731 24

16:10屏幕

252mm

92mm

302mm

3,400流明白色亮度/色彩亮度*2*3

*2*3

*1

   易用功能

水平梯形校正滑钮可支持侧面投影功能

    高画质     易维护

ECO模式下10,000小时更长灯泡寿命

   丰富接口连接

自动信号源搜索

自动开机

无线投影功能（选配）

双HDMI高清接口

WUXGA（1,920x1,200）高清分辨率

无线网卡 ELPAP10



高亮度和高对比度可为商务用户和家庭用户带来出色的高画质大画

面体验，同时强大的易用功能让商务用户操作更加快捷高效，家庭

用户使用简单随心。无线投影让您尽享无障碍连接。丰富的连接接

口可以同时满足商务和娱乐需求。大幅延长灯泡寿命，帮助用户减

少耗材和维护成本。

CB-U05 爱普生3LCD商务易用型投影机

高画质 易安装易摆放

15,000:1高对比度，在观看图表、多色彩图像和电影夜景时，灰阶和

色彩表现更有层次感，保证投影机输出高品质的投影画面。

WUXGA(1,920x1,200)分辨率

能输出更加锐利清晰的影像，

同时，宽屏16:10的画面还可以

输出更多内容。

WUXGA高清分辨率

基于3LCD投影技术的爱普生

投影机，在环境光较亮的条件

下仍可以投出清晰、色彩鲜艳、

还原度高的画面，在白天的

会议室或客厅都可以不用拉

窗帘就能清晰投影。

3,400流明高色彩亮度/白色亮度

15,000:1 高对比度

*2*3

*2*3

侧面投影

水平梯形校正功能可以使投影机无需正对

投影幕布或墙壁，从侧面也可以投影，在

有限的小会议室或是小客厅卧室等空间内，

摆放位置更灵活。

不受环境摆放限制，±30°内均可水平直投。

最大1.2倍变焦，可以灵活调节

镜头焦距，可支持30-300英寸

的屏幕。

1-1.2倍变焦镜头

120”
100”

80”

2.38-2.91m
2.99-3.64m

3.59-4.37m

投影机

      图中距离为投影机镜头至幕布的距离。

易操作

快速四角调节

可通过操作面板操控键快速完成四角调节，使投影画面更加规整置于

投影屏幕内。

自动信号源搜索

投影机可自动侦测接

入的信号并将其接

入，无需手动寻找输

入信号。

图标式主控屏

爱普生主控屏功能，用户通过

图标界面直接访问常用投影

功能和接入信号源，方便操作

直观更易用。

自动开机，直接关机

在接入VGA和USB-B信号时，

投影机可自动开机，无需手动

启动。用户可以快速投影,帮助

提高会议和娱乐投影效率。

仅需6秒即可启动，瞬间冷却。

丰富接口

MHL高清接口

通过MHL线直接连接投影机和安卓系统的智能

设备，即可将安卓手机或平板的内容投影到大

画面上。而且不用担心耗电，因为可以同时为

智能设备进行充电。 

USB三合一

通过USB线连接投影机，即可实现影像、声音和控制信号的实时投影

输出。

无PC投影

重量约为2.8kg，小巧的外形，

更容易携带，外出给用户演示

时或是拜访老友或聚会时都

可以轻松携带，享受大画面的

乐趣。

小巧便携

多画面投影

双画面显示

CB-U05支持双路输入信号实

现单台投影机双画面同时并列

显示，并可根据需要调整并列

显示画面大小。

健康护眼

双HDMI高清接口

HDMI接口可支持高清视频和

声音信号，和连接高清影音设

备。家庭用户可与智能盒子结

合使用，通过Wifi连接海量的

娱乐资源及丰富的应用。

通过无线信号实现同屏四画面

功能，最多可支持50个用户

接入，并可通过主持人功能

任选其中1-4个信号同屏显示。

只需在投影机USB-A口插入存储卡，即可在无PC环境下图片和视频

(MotionJPEG格式)投影。

投影机通过反射成像，蓝光

能量及闪烁频率较低，能有效

减少长期观看对人眼的损伤和

疲劳感。

  用户通过爱普生官网下载Epson iProjection,
  连接无线网络信号，实现网络四画面功能。

     请访问MHL官方网站，获取支持设备信息

无线网络四画面*

易维护

借 助 模 块 化 耗 材 和 U 盘 升 级

设计，即便投影机处于吊装

状态，也可轻松完成耗材更

换、清洁和固件升级操作。

维护升级简单灯泡寿命长，维护成本低

10,000小时    寿 命 。假 如 按

投影机标准灯时6,000小时 ，1

1

，

在ECO环保模式下最大可达

5小时/天ECO模式下投影，

预计 最 高 可 使 用 长 达5年     。6

同时，原厂灯泡低至499元  ！7

让您彻底无需担心耗材成本，

使用更无忧。

6,000h

10,000h

无线投影（选配）

通 过 E L P A P 1 0 无 线 模 块

（ 选 件 ） 就 可 以 轻 松 实 现

PC和智能设备等的无线投

影。适合会议中需要多人投

影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