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PG-2000
WiPG-2000 機型提供了最豐富的
進階協作功能，是無線投影系統、
媒體串流器，也是完美的會議室及
教室投影解決方案。

重要功能

檢視背面的所有功能
雙頻無線存取點

螢幕註記

(2.4GHz 或 5GHz) 透過其中一個頻寬廣播額

您可在簡報時使用內建的螢幕註記功能，在螢幕上寫字、
繪圖及註記。

外的無線 SSID 訊號，並提供完整的企業級
加密。

內建視訊串流器

USB 文件檢視器 / 媒體播放器

您可將 1080p 全解析度的視訊檔串流至
wePresent，不會感到任何畫面延遲。

直接從個人的 USB 裝置播放任何文件、影像及影音檔案。

1 對 4 投影

Gigabit LAN/POE

一個裝置可投影到最多 4 個不同的 wePresent
裝置投影的顯示器上。

可能的最高網路速度。wePresent 裝置由乙太網路線供電。

產品規格
處理器
網路標準
通訊協定
IP 設定
資訊安全機制

系統設定管理
支援的輸出解析度

支援作業系統

電源規格
主要介面端子
尺寸 / 重量
認證
保固

800GHz
IEEE 802.11 a/b/g/n 2.4GHz/5GHz
IEEE802.3 (10BASE-T)/IEEE 802.3u (100BASE-TX)/IEEE 802.3ab (1000BASE-T)
TCP/IP、SNMP
自動：DHCP，手動：靜態 IP 位址
IEEE 標準 64/128 位元 WEP/WPA/WPA2-PSK/WPA-Enterprise/WPA2Enterprise 企業級加密機制
AES 128 位元資料加密、HTTPS 加密
Web 型設定、SNMP V3
VGA：SVGA (800x600)/XGA (1024x768)/WXGA (1280x768)/WXGA (1280x800)/
WXGA (1360x768)/WXGA+ (1440x900)/UXGA (1600x1200)
HDMI：HD720p (1280x720)/FHD1080i (1920x1080)/FHD1080p (1920x1080)
Windows 7/8/10
Mac OS X 10.9/10.10
Android 4 及以上版本 (MirrorOp Presenter、MirrorOp Sender for Galaxy)
iOS 7 及以上版本 (MirrorOP Presenter、iOS AirPlay)
Chromebook (MirrorOp Sender for Chromebook)
外接式變壓器，5 伏直流輸入、2.6 安培，乙太網路供電
15-pin VGA 影像介面端子、HDMI 影音介面端子、RJ-45 網路介面端子、
USB 2.0 介面 x 3、LED 電源按鈕、重置按鈕、音源孔
尺寸：159 ( 寬 ) x 91 ( 深 ) x 29.9 ( 高 ) mm，重量：275 公克
FCC/CE
1年

雙天線

音訊輸出
(3.5mm 端子 )

VGA 影像介面端子 USB 連接埠
RJ-45 網路
HDMI
介面端子

天線
正面：電源按鈕 ( 含自動啟動功能 )、藍牙滑鼠，
或其他 HID 裝置及 USB 媒體播放器適用的 USB 介面
Windows 與 Mac 適用的新 MirrorOp 軟體。

主要面板

詳細資訊
www.wePresentWiF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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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你面板

電源輸
入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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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功能：

2000

跨平台

HTTPS 瀏覽器加密

不論是 Windows、Macbooks、iOS、還是 Android 都能無線連
線。透過 wePresent，自攜裝置 (BYOD) 與無線投影完美結合。

透過管理員介面與會議控制者頁面的 SSL 加密功能強化安全性

64 位使用者連線

SNMP 網路管理員

最多 64 位使用者可同時連線至 wePresent 裝置，提供真正的協
同合作體驗。

管理單一 TCP/IP 網路上的所有 wePresent 裝置，包括韌體更
新與 IP 設定。

四分割投影顯示

AES 128 位元資料加密

最多 4 個裝置可同時投影在螢幕上，真正達成即時的無線式協同
合作。

透過在投影資料上採用 AES 128 位元加密，以及網頁瀏覽資料
的 https 加密功能，強化產品的安全性。

1080p 解析度

iOS 鏡像 (AirPlay 支援 )

您可利用內建 VGA 及 HDMI 視訊輸出功能，讓教室及會議室使
用者無線投影，解析度最高可達 Full 1080p。

透過 AirPlay 鏡像投影 iOS 裝置。
最高支援 1080p 解析度。

自動偵測輸出解析度

教師 / 會議控制者控制

自動偵測顯示器的輸出解析度。

可讓指定的會議控制者選擇及決定哪位連線中的使用者能投影
在螢幕上。

30fps

訪客 USB Token ( 隨插即秀 )

wePresent 可以投影視訊達每秒 30 張畫格，因此能流暢播放
視訊。

從開始畫面建立快速隨插即秀 (Plug and Show) 的 USB
Token，訪客不必在電腦安裝軟體，就能進行無線簡報。

LAN 連接埠

WebSlides

如果 wePresent 以有線方式連線網路，使用者可像平常一樣連線
至您的網路進行無線簡報，並同時維持網際網路連線。

可讓觀眾使用自己的裝置，以自己的步調進行。

觸控螢幕控制 ( 多點觸控 )

平板輔助操作功能 (SidePad)

可在觸控螢幕顯示器支援最多 6 個手指觸控點。

可將行動電話或平板電腦變身為遙控器，反向控制及操作任何
投影中的 Mac 或 PC。

USB 輸入控制

SharePod 支援

使用藍牙滑鼠播放 USB 媒體檔案、控制投影電腦、存取教師 /
會議控制者控制功能，或選取連線中的使用者。

wePresent SharePod 裝置提供的支援。

客製化待機畫面
可以完全客製化待機畫面，讓使用者第一眼就能看見客製化的
訊息。

功能：

2000

雙頻無線存取點 (2.4GHz 或 5GHz)

螢幕註記

透過其中一個頻寬廣播額外的無線 SSID 訊號，並提供完整的企業
級加密。

您可在簡報時使用內建的螢幕註記功能，在螢幕上寫字、繪圖及
註記。

內建視訊串流器

互動式白板

您可將全解析度的視訊檔串流至 wePresent，不會感到任何畫面延
遲。

只要按一下，就可以將簡報切換為白板 / 黑板模式，迅速註記。

USB 文件檢視器 / 媒體播放器

Gigabit LAN

直接從個人的 USB 裝置播放任何文件、影像及影音檔案。

10/100/1000

可能的最高網路速度。

1 對 4 投影

乙太網路供電

一個裝置最多可投影到 最多 4 個不同的 wePresent 裝置投影的顯
示器上。

wePresent 裝置由乙太網路線供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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