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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X450ST在使用时距离幕布很近，因此投影光线不会

影响演讲者的视线，可让演讲者出色地完成演讲，为演讲

者带来舒适的演示体验。

佳能WUX450ST短焦投影机传统短焦投影机

使用传统投影机，演讲者位于投影机和幕布之间，投影机

的光线会干扰演讲者的视线，使演讲者看不清现场环境。

同时，演讲者的身影被投影到幕布上，也会影响演示效果。

舒适的演示体验

佳能短焦投影机WUX450ST通过优化光学视角，在轻微

翘曲变形或松弛的幕布投射影像，也可获得清晰的影像。

因为短焦投影机与幕布的距离比较近，投射角度大，即使

投影幕出现轻微翘曲变形，也会看到明显的影像失真。

降低影像失真，短焦投影更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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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办公桌下安装的优势

■ 不影响桌面使用空间
■ 解决热气排放问题，办公环境更舒适 
■ 即使桌子摇动，影像依然不摇动 
■ 安装、调整更方便

短距离投影大画面

近年来，随着SOHO办公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公司需要

在狭小的空间中使用投影机投影大尺寸画面，而传统投

影机难以胜任。佳能WUX450ST搭载了投影比为0.56:1
的短焦镜头，在1.2米的投影距离即可投影100英寸大画

面。WUX450ST的机身十分小巧，配合高达75%的镜头

偏移量，是小空间投影大画面的适合之选。

小型、轻量、有效利用狭窄空间

WUX450ST机身小巧，搭配0.56:1的投影比，适用于多种安装环境，尤其适合在投影距离短的狭小空间中使

用，如可以在狭窄的走廊中投影高质量大尺寸画面。

镜头位移量高达75%，提升了安装自由度

WUX450ST短焦投影机的镜头支持高达75%的镜头位移量，使得这款投影机甚至可以安装在办公桌下使用，

在狭窄的办公室内不占用有限的空间也能投影大画面，提高了安装的自由度。佳能WUX450ST短焦投影机传统投影机

100英寸

1.2米

短焦投影短焦投影



替代长焦/超长焦投影机

通常，长焦或超长焦投影机会被用在大型会场，大型礼堂等使用环境中。而利用WUX450ST的短焦和高达

75%镜头偏移量的优势，可以从靠近屏幕的地点投射大尺寸影像，大大降低了使用和安装成本，改善了演讲

者的使用环境，并大幅降低亮度衰减。

节省安装空间，适用于商业展示的背面投影

WUX450ST搭载的投影比为0.56:1的短焦镜头，降低了安装时对投影距离的要求，即使没有专用的放映室或

空间，也能够使用投影机，增强了安装的灵活性。

适用于背面投影的优势

■ 节省安装空间
■ 高亮度／高分辨率
■ 安装简单，快速

  (特别是租赁) 
■ 高耐用性

短焦投影短焦投影

传统长焦/超长焦投影使用方式

WUX450ST的使用方式

• 安装成本低
• 演讲人的身影不易映射到幕布上
• 电缆使用长度短，不会降低画质
• 短焦投影机能够从极近的距离投影大尺寸影像，亮度没有损失

• 安装投影机的时间和成本高
• 演讲者的身影容易被映射到幕布上
• 长距离电缆使画质劣化

幕后空间

0.56:1

WUX450ST的使用方式

幕后空间

0.8:1

传统使用方式



HDMI电缆
蓝光播放器

通过HDMI或RS-232C接口连接

模拟电缆

DVI电缆

LAN电缆

搭载HD-BaseT (RX)的投影机

HDBaseT
发送设备*1

!" #$% &!"' #"

100米＊2
电脑

丰富接口

WUX450ST搭载了包括HDBaseT在内的多种接口，不仅支持数字信号，也能支持模拟信号。方便连接多种不

同的设备，提高了连接便利性。

HDBaseTTM远距离传输技术

HDBaseT支持仅使用1根LAN电缆即可传输非压缩的高清影像/音频/控制信号，距离可达100米＊，拓展了投

影机的使用范围。WUX450ST内置接收(RX)功能，因此可以直接连接带有HDBaseT发送功能(TX)的设备。

HDBaseTTM的优势

Wi-Fi®无线投影

WUX450ST除了支持有线LAN之外，还支持无线LAN，可直接使用Wi-Fi连接投影机和电脑进行无线投影。大

幅的降低了安装成本，增强了环境适应性。

Wi-Fi投影的两种模式

1. Audio音频输入输出：
    2个输入，1个输出
2. 有线遥控器端子(1个)
3. USB
4. DVI (数字)
5. 色差分量接口
6. HDMI
7. LAN
8. RS232C
9. HDBaseT

使用1根LAN电缆传送全部5种类型的信号

LAN电缆搭载HDBaseT
的投影机(RX)

HDBaseT(TX)发送设备(TX)
投影内容播放设备：电脑、
DVD、蓝光、录像机等

使用Wi-Fi连接需要接线

WUX450ST传统投影机

广泛的连接性广泛的连接性

2 3 4 5 6 87 91

WUX450ST

■ 电缆价格低廉，不需要转换器

■ 降低系统总成本

■ 长距离传输数字信号，不会使画质降低

■ 接线简单

■ 对安装环境限制更少

※在不同的环境中连接网络的方法也不同，可能不能建立连接

• 即使投影机未连接到网络，通过Wi-Fi将投影机

与电脑直接连接，也能投影画面

在电脑上安装

NMPJ应用程序

无线直接连接：将投影机变成访问点

将投影机设定为无线LAN
的投影机访问点模式

• 通过有线或无线LAN连接网络设备

适用于已经将投影机与网络连接的情况

路由器
集线器等

在电脑上安装NMPJ
应用程序

基础设施连接：通过访问点(AP)

AP

AP

*1. 使用某些类型的HDBaseT发送设备连接信号输入设备可能不能正常显示

*2. 限5e类或更高规格LAN电缆



支持WUXGA高分辨率

LCOS投影技术
丰富表现中性色彩和深色调的
渐变层次

·无栅格、无缝隙视频
·高分辨率、高亮度、高对比度
·出色的视频投影质量

LCD投影技术
整个画面都能看到栅格

·可看见网格状的线
·对比度提升有限
·难以提高分辨率

呈现无栅格画面的LCOS面板

采用了3片0.71"LCOS反射式液晶面板，能够生成无栅格的平滑，细腻，生动的画面，为用户呈现出栩栩如生

的高画质影像。

高性能影像处理器

WUX450ST搭载了佳能新开发的影像处理器，可忠实还原影像纹理，如金属质感和人的皮肤，使画面更加细

腻自然。

WUX450ST使用了3片LCOS反射式液晶面板，

每枚面板都具有WUXGA（1920×1200）高分辨

率，配合LCOS面板无栅格的特性，可使生成的

高分辨率画面更加细腻，显示更多细节，适用于

对画质有高要求的商业设施、画廊或活动场所。

WUXGA [Wide Ultra-XGA] 1920×1200 (16:10)

高画质，低失真投影镜头

WUX450ST使用了一只应用佳能先进光学技术而开发出来的低失真广角短焦镜头，采用3片非球面镜片，可

清晰对画面边缘进行对焦，在多机融合投影时，低失真可减少画面变形造成的影像模糊。

紧凑轻量的AISYS光学系统

采用佳能独创的AISYS光学系统,高效率的控制光线，亮度达到了4500流明。

实现了高画质、小型化和环保性的结合。

4500流明4500流明

忠实还原

影像纹理

降低失真

桶形失真

枕形失真

无明显失真的鲜明影像

～令人惊讶的低失真～
● 投影镜头采用3片非球面镜片，
具有出色的低失真性能

四角清晰对焦

～F2.7大景深～
● 大景深使边缘也能清晰对焦
● 即使投影幕布松弛也能投射清晰影
像，将失真控制到最小

● 凭借优异大光圈的光学系统，即使
使用大光圈时也能投影明亮的影像

细腻的高画质细腻的高画质

佳能AISYS小型光学系统

近距离投影大尺寸画面

～投影比［0.56:1］广角镜～
● 约1.2米近距离投影100英寸影像
● 无栅格感的LCOS再现平滑的美
丽影像



高画质4点校正倾斜投影

4点梯形校正

采用佳能新开发的影像处理器可有效解决传统4点梯形校正时容易出现的分辨率下降和产生摩尔纹的问题。

新影像处理器使画面经过4点校正后的影像依然清晰。

运动模糊减弱

采用高级影像算法，减弱了视频内容中高速运动画面模糊的现象，使高速运动视频画面清晰，更易观看。适合

显示模拟驾驶、视频游戏、动作场景等画面。

USB投影 画外画模式

WUX450ST的画外画模式支持通过两个数字通道可以同时显示两个高画质影像。如：同时投影来自DVI（电

脑）和HDMI（AV设备）的两个高画质影像。

基于DICOM SIM模式下的画外画模式

DICOM SIM模式下，用户可以利用画外画模式选择不同的主次画面。如：使用主画面播放DICOM SIM影像，

使用次画面播放sRGB画面。

DICOM SIM
sRGB

DICOM SIM

DICOM SIM
DICOM SIM

sRGB

主画面 次画面

支持色温调整的DICOM SIM模式

WUX450ST D搭载可显示基于国际医学用图像标准(DICOM)的“DICOM SIM”模式，能够显示DICOM标准

所要求的黑白渐变层次，并可以根据喜好调整色调，满足医疗领域的数字化需求。适用于医院内部的手术前

准备会议，医疗部门讲座和学术会议应用时投影医学影像。

基于Clear-base基于Blue-base

商务场合

无需携带沉重的电脑也能够进行演示

在婚礼现场投影

能够轻松地投影照片和视频

数字标牌

在有限空间内投射影像

 

 

DVI (数字) HDMIDVI (数字) HDMI

关闭

开启

高级调整功能高级调整功能

＊不能用于医学诊断

仅使用闪存存储器投影，无需电脑



支持细微像素调整的边缘融合

依托高性能影像处理器，WUX450ST内置的边缘融合功能支持指定重叠范围，并可对重叠部分的亮度进行

调整。另外，支持画面中心0.5个像素以内的偏移调整，画面周边部分1个像素以内的偏移调整。

4点梯形校正也可对边缘融合进行快速调整

WUX450ST在进行画面融合时，可以使用4点梯形校正快速、轻松的对形状不匹配画面进行调整，从而解决

两幅投影画面位置不能完全重合匹配的问题，生成的画面依然生动、美丽。

465mm

362mm

132mm 136mm

337mm

DOWN

UP

screen RL

专业设定包括的调整项目

1 风扇模式 (高海拔模式)
2 直立模式 (上下方向投影)
3 数字影像微量偏移

4 像素调整

5 边缘融合

机身小巧

操作方便

WUX450ST操作面板更加直观、易于使用。无论在桌面安装或吊顶安装时，操作面板上下左右的键始终与屏

幕的上下左右一致。

专业设定

WUX450ST将高级安装设置所需的高级调整项目都集成在一个菜单下，便于用户查找及使用，降低了操作

难度。

与传统固定安装型投影机

追求大体积和专业外观不

同，佳能在开发投影机的

时候考虑到不同用户的使

用环境，在提供高画质、高

亮度的同时，还会考虑减

少投影机的体积，降低它

的重量。

DOWN

UP

RL

桌面安装时

DOWN

UP

RL

吊顶设置时

高级调整功能高级调整功能 安装简单、操作方便安装简单、操作方便

B

预先调整过的画面

A

只要校正

A角，B角

也会自动

得到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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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hone iPad

扫二维码，轻松计算投影距离！

规格表 投影距离表

投影距离与投影尺寸长

宽比16:10产品的镜头移

动的比例是可变的。

H

L

光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