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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的展示效果



无与伦比的性能
 VZ-P18 和 VZ-P38 台式展示台

沃府视讯是一家在全球获得成功的家族企业，总部位于欧洲奥地利。沃府视讯在展示
台市场上占据“技术领导者”的地位，在产品质量、技术创新、可靠性和易用性方面

为全球竖立了标杆。

沃府视讯的 P 系列展示台被认为是市场上最高端的设备。P 系列机型的独特灯光系统
可大大提高整体画质，特别是摄录三维物体时。它可实现无阴影照明、中空物件的照

明以及绝无仅有的景深度。

VZ-P18 和 VZ-P38 展示台拥有可进行实时图像预览的触屏遥控功能以及沃府视讯独 

特的、能够轻松定位目标的同步光场，这两款台式展示台均具有无与伦比的画质和出
色的可用性。

更详细的功能描述、 

照片和三维动画，尽在： 

www.wolfvision.com



机械稳定性出色和
使用寿命长
出色的机械质量和耐用性是所有沃府视
讯产品的基本要求。沃府视讯的设备均
十分坚固且不易损坏。其构造设计可确
保极长的使用寿命。



沃府视讯的展示台一向以其出色的画质著称，这是高端元件和非凡的专业技术完美结
合的产物。完美的画质是指整个图像（包括边缘）均可达到高分辨率。这意味着色彩
逼真、高帧率、快速且准确的自动对焦、流畅的变焦、整体无失真的图像、没有任何

反光或热点的均匀照明等等。 

沃府视讯对完美画质的高度重视体现在整个展示台产品系列中 — 从入门级直至最顶
级的产品。一部展示台或摄像机的画质优劣取决于其最薄弱的元件。完美的画质归功
于 5 大基本要素： 

出色的图像质量

与小型的廉价镜头相比，
大型高精度优质镜头能够
拍出更好的影像。

高分辨率的 1-CCD/3-CCD 影像
传感器确保捕捉到高质量的影像
数据。

高端的元件具有较高
的性能、稳定性和可
靠性。

低功耗、高亮度的灯光投影仪为
精确的色彩重现提供了均匀和一
致的照明。

高度精密的软件能够最大限度
地发挥硬件的潜力来确保出色
的画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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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技术

LCD �����

大光学变焦范围是展示台最重要的
特性之一，因为只有光学变焦能以
全分辨率摄录物体。

沃府视讯的实时摄像机可进行  

16 倍光学变焦，能以充满整个屏 

幕的全尺寸模式摄录大至一本打开
的书和小至一张邮票的物体。在放
大更小的物体时，P 系列展示台还
可以进行 4 倍数码变焦。摄像机
上的变焦轮使操作变得特别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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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按一下电源键，臂杆便会自动
升起，顶部反射镜上的 LCD 显示
器翻出，同时工作面上显示光场
区域。

除了臂杆和  LCD 显示器之外， 

顶部反射镜也采用电动式。这样只
需在室内任何位置按下遥控器上的
上 / 下按钮，便可以滚动翻看文件
中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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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台的臂杆底部设有一个防
盗装置。此外也可使用 T 形锁 

 （Kensington® 锁）装置。展示

台的触控屏遥控器可用螺丝牢
牢地固定在充电设备上。

P  系列展示台配有干擦式工 

作面。干擦式工作板允许演讲
者使用特殊的白板笔在上面书

写并使用板擦直接擦除，在演
示过程中可以将展示台当作白
板或 “数码活页板” 使用。

,-./012345

两款 P 系列展示台的主要区别
在于内置的摄像机。VZ-P18 拥有
一个 1-CCD SXGA-/WXGA/720p 高
清摄像机，可提供卓越的画质。 

只有 VZ-P38 的 3-CCD 摄像机能够
更胜一筹。在拍摄色彩细致入微
的物体时，这款 3-CCD 摄像机能
够让色彩更逼真且具有更高的分 

辨率。VZ-P18 和 VZ-P38 展示台采
用创新技术，能够展现完美绝伦的
影像。

�678 -1-CCD / 3-C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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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D 显示器位于 VZ-P18 和 VZ-P38  

的顶部反射镜上。此显示器主要设
计作为实时影像显示的预览显示器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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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系列摄像机和灯光投影仪具有许
多独特的优点：无阴影照明、中空
物体的照明以及轻松定位显示材料
的同步光场。



VZ-P18 和 VZ-P38 是市场上首批

带有触控屏遥控器及实时图像 

预览功能的展示台。VZ-P18 和 

VZ-P38 的顶部反射镜上还装有 

第二个 LCD 触屏显示器。该显

示器还能用于实时图像预览和设

备控制。采用活动感应器的数码

激光笔在任何类型的屏幕上都清

晰可见。

对于更喜欢简单的按钮式遥控器

而不是触控屏遥控器的用户， 

VZ-P18 和 VZ-P38 也配有一个仅

包含最重要按钮的传统红外线遥

控器。

演示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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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添加“实时元素”，展示台

可明显改善一个原本死板且枯燥

的 PowerPoint 演示。这也是在 

Powerpoint 演示过程中临时展示

未预计项目的完美解决方案。 

将电脑连接到展示台的外部输 

入端，并利用一体化无缝切换功 

能的淡入/淡出效果在 PowerPoint  

和展示台影像之间切换。这可

使展示台的实时影像成为整合
到 PowerPoint 演示中的一部分 

显示出来。“实时影像与静止
影像”对比功能也完全适用于 

PowerPoint 整合。通过预设键将 

PowerPoint 影像冻结并最小化为
图像左下角的一个小影像，同时
将展示台的实时图像显示在图像
的主要部分。

FG< Powerpoint HI

www.wolfvision.com/green

P 系列展示台配备了可提供特高 

景深的专业远摄变焦镜头。这在 

摄录较大的三维物体时尤其 

重要。因为即便放大许多，这些 

影像也能从上到下都非常清晰。 

P 系列展示台也具备有一按式自 

动对焦功能。然而由于景深 

极高，很少需要去调节焦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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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光场

展示台内部的灯光投影仪使用 

两个反射镜向工作面投射出与内

置摄像机的摄录区域大小相同的

光场。摄像机利用相同的光学路

径摄录影像。灯光投影仪的镜头

和摄像机的镜头是同步的，以便

在变焦时，此光场的大小也会相

应变化。工作面上的照明区域始

终与摄像机的摄录范围相同。 

这可让用户始终知道该将物体或

文件摆放在哪一个位置。不需要

查看显示器。

摄像机及灯光投影器在展示台 

内部并行排列并沿着相同的路 

径移动，因此几乎可将阴影完全

消除。在演示过程中经常需要在

工作面上的文件上写东西，或用

手指或笔指向某个细节。P 系列

展示台非常适合此应用，因为几

乎不会形成任何阴影，也就不会

掩盖重要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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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系列展示台所配备的特殊灯光

系统可完美地照亮摄录图像的每

一个部分。空心物体或复杂的三

维物体都始终可获得完美的照明 –  

甚至包括物体的内部。因此完

全没有调光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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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阴影 有阴影

内部照明 无内部照明



P 系列展示台的主体部分经过精心设计
能够方便地嵌入桌子的凹槽中，形成一
个非常平坦整洁的工作面。

灵活的安装方式



先进的连接技术

更详细的功能描述， 

照片和三维动画，尽在： 

www.wolfvision.com

通过沃府视讯 Connectivity 软件或 

WIA、Twain 或视频采集驱动器， 

P 系列展示台可使用 USB 2.0 接

口和局域网接口连接至电脑。 

附随的 Connectivity 2 软件可实现 

将静态影像和视频保存至个人或

苹果电脑上、控制展示台、更新

固件、添加注释、即时打印展示

台截图，甚至可通过网络串流传

输实时影像。通过固件更新可免

费增加新功能和实现技术升级！

USB \]^_ / `^��

广泛的连接选项可确保实施有

效的外部控制。串联 RS232、 

U S B、局域网和红外连接可用 

于从外部设备（例如房间控制 

系统、视频会议系统或一部电

脑）控制展示台。

a&Cb

总共可保存 9 幅影像，然后按下

遥控器上的任一数字键即可调出

其中一幅影像。USB 主机接口可

用于连接 U 盘和其他“无源“式 

USB 设备。U 盘可用来扩展影像

存储器及上传和下载影像。

c&�a&	�de� / USB f9^_

局域网接口是沃府视讯所有高端

展示台的一项重要功能。通过该

功能可将展示台接入一个内部电

脑网络中，如果为展示台分配一

个正式的 (WAN) IP 地址，还可

通过互联网进行通信。

负责较多数量展示台的管理员可

从他们的本地台式个人电脑上使

用局域网接口来控制、支持和更

新所有展示台。它可用于控制、

摄录静态影像、观看实时串流视

频、固件更新、调整、菜单设置

和维护用途等。

VZ-P18 和 VZ-P38 支持以单点

和多点播送模式直接从展示台 

 （无需通过相连的个人电脑）串流 

传输实时影像。

ghi^_ / jkilmn



www.wolfvision.com

技术数据

所有设备均在欧盟（奥地利）制造 设计和规格可能随时修改！

沃府视讯经销商：

印
制
于
奥
地
利
，

2
0

1
2

 年
 1

 月

更
多
信
息
：

中东销售公司
沃府视讯中东（迪拜）公司电话：
+971-354-2233 

middle.east@wolfvision.net

德国销售公司

沃府视讯有限公司
电话：0800-9828-787

wolfvision.deutschland@wolfvision.com

美国东部销售公司 

沃府视讯有限公司
电话：+1 770 931 6802 
sales@wolfvision.us 

亚洲销售公司

沃府视讯亚洲（新加坡）公司
电话：+65-6636-1268 
wolfvision.asia@wolfvision.net

日本销售公司

沃府视讯有限公司
电话：+81 3 6233 9465 
wolfvision.japan@wolfvision.com

加拿大销售公司

沃府视讯（加拿大）有限公司
电话：+1-613-741-9898 
wolfvision.canada@wolfvision.com

总部：

沃府视讯有限公司
6833 Klaus / Austria

电话：+43-5523-52250 
wolfvision@wolfvision.com

英国销售公司

沃府视讯（英国）有限公司
电话：+44 1628 509067 
wolfvision.uk@wolfvis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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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 D-Sub/VGA
RGB D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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