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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说明书
墙装支架

感谢您购买 Panasonic 产品。
 ■致客户
“施工说明书”适用于安装人员。请确保雇佣持证人员进行安装。 
安装完成后，请让安装人员返还“施工说明书”，并妥善保存以供将来使用。 
移动或卸下投影机时，向安装人员提供此手册以便其执行操作步骤。

 ■致安装人员
请仔细阅读“施工说明书”，然后正确且安全地安装此产品。
请确保安装之前仔细阅读标题为“请先阅读本节！”的部分（第 3 页）。
安装后，请将“施工说明书”返还给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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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先阅读本节！ 始终遵守这些注意事项

警告：
只能由合格的技术人员执行安装工作。

 z如果产品安装不正确，则可能会导致重大事故。
 z请遵照本手册中指定的“安装说明”切实施工。
请勿安装在强度不够的地方。

 z如果安装不当，墙装支架可能会坠落并导致人身伤害。

进行安装作业时，请确保脚手架的安全。
 z如果脚手架不安全，有可能造成跌落或导致人身伤害。
请根据安装位置的结构和所用的材质，确保正确安装吊装支架。

 z如果安装步骤错误，则可能会造成吊装支架坠落进而导致人身伤害。
切勿随意旋松或卸下墙装支架的螺钉。

 z投影机可能会坠落并导致人身伤害。
请勿将投影机安装在潮湿多尘或可能会造成投影机与油烟或蒸汽接触的地方。

 z否则，可能会导致火灾、电击或塑料老化。油脂可能会造成树脂老化，从而导致安装在墙上的投影机坠落。
请勿让儿童接触到附带的金属连接件和螺钉。

 z如果吞食附带的金属连接件和螺钉，则会导致人身伤害。
 z一旦吞食，请立即就医。
必须至少由两个人实施装配和安装作业。

 z该产品的重量约为 8.5 kg (18.7 lbs.)，投影机机身的重量约为 8.0 kg (17.6 lbs.)。因此，请务必确保至少由两
个人实施装配和安装作业。

请勿拆卸或改装墙装支架。
 z否则，投影机可能会破损或坠落，进而导致人身伤害。

注意：
仅安装指定的投影机。
仅采用指定的方法进行安装。

 z否则，投影机可能会坠落、损坏，并造成人身伤害。
请勿将吊装支架安装在妨碍投影机通风的地方。

 z否则可能会导致火灾。
请勿悬在投影机或墙装支架上或在其上悬挂物品。

 z否则，投影机可能会坠落并造成人身伤害。
安装时，请一律使用附带的组件。

 z否则，可能会造成投影机破损，进而坠落并造成人身伤害。
设置时，请勿使安装螺丝或电源线接触到墙壁内部的金属部位。

 z接触墙壁内部的金属物体，可能会导致触电。

 ■ 由于安装和处理的不完备所造成的事故和伤害 , 本公司概不负责。
 ■ 如果不再使用本产品， 则应尽快由合格的技术人员将其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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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用于安装投影机的墙装支架。

 ■结构组件
部件名称 样式（部件数量） 用途

底座支架

× 1

该支架是用螺栓安装到墙上的。

带调整装置的支臂

× 1

该装置安装在底座支架上。
它使投影机可以垂直上移 /下移、水
平旋转、向前 /向后倾斜以及水平向
右 /向左倾斜以进行调整。

盖板

× 2

该装置安装在底座支架上。

投影机安装板

× 1

这些部件先安装在投影机机身上，
然后安装到支臂上。

投影机安装板 (L) × 1 投影机安装板 (R) 

螺钉和螺栓
用于装配支架并将其安装到 
投影机上。

带垫圈的 
固定螺钉

(M4 × 10) × 9
内六角圆柱头螺栓

(M8 × 20) × 4

额外的内六角 
低头螺栓

(M5 × 10) × 2

投影机机身防落套件 防止投影机坠落。
投影机机身防落钢索
（3.0 mm (1/8") 钢索
直径，350 mm 

(13-25/32") 长度） × 1
带垫圈的固定螺钉  

(M4 × 12)   × 1

产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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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说明（续）

部件名称 样式（部件数量） 用途

墙装支架防落套件
平垫圈

防止墙装支架坠落。

墙装支架防落钢索
（3.0 mm (1/8")  
钢索直径，200 mm  

(7-7/8") 长度） × 1

（内径 8.5 mm (11/32")， 
外径 40 mm (1-9/16")， 
厚度 1.6 mm (1/16")）× 1

扎带 × 2 用于捆缚电缆。

底座支架连接板

× 1

用于将底座支架安装到墙上。

 ■用户还必须准备好以下部件。（市售）
安装工作 所需部件 页码

将底座支架安装到墙上
M12 螺栓 (× 5)、外径为 φ24 mm (15/16") 的垫圈 (× 5)、
锚固螺母或旋塞 （× 5 套） 9

安装墙装支架防落钢索 M8 六角头螺栓 (× 1)、M8弹簧垫圈 (× 1)、M8 锚固螺母或旋塞 （× 1 套） 13

 z请妥善存放较小的部件，以防幼儿触及。
 z螺钉旋紧扭矩 - M4：1.2 N•m±0.1 N•m，M5：2.5 N•m±0.2 N•m，M6：  4.0 N•m±0.5 N•m  
M8：10.0 N•m±1.0 N•m。
 z旋紧螺钉时，请使用诸如扭矩螺丝刀或扭矩扳手的工具。请勿使用电动螺丝刀或冲击螺丝刀。

注意

 z请使用适合于安装位置的结构及材料的锚固螺母或旋塞。
 z取下产品的包装材料后，请务必妥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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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和投影机之间的尺寸关系如下所示。
评估可供安装的区域后，确定尺寸。

SH 投影屏幕高度 (m)

S
H

SW

SD

投影屏幕

SW 投影屏幕宽度 (m)
SD 投影屏幕对角线尺寸 (m)

镜头中心

投影距离 B

投影距离 A

镜头中心

屏幕

投影机顶部 – 屏幕顶部

301.7 
(11-7/8")

墙

墙
36.5 (1-7/16")

底座支架顶部 – 屏幕顶部

<单位：mm (")>

屏幕

底座支架安装底板

（底座支架顶部、
底座支架连接板顶部）

（注）上图并未显示实际比例。

注意

 z安装投影机时，周围的墙壁或物体与排风口间至少应保持 1 m (39-3/8") 的间隙，与进风口间至少应保持 0.5 m 
(19-11/16") 的间隙，以确保投影机的进风口 /排风口不会被阻塞。
 z避免安装在温度会突然变化的地方，如靠近空调或照明设备。

标准安装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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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安装尺寸（续）

 ■ 投影距离 (PT-GW35C/PT-GW34C/PT-GW35R/PT-GW34R)
 z屏幕高宽比为 16:10（单位：m）

投影屏幕尺寸

投影距离 A 投影距离 B 投影机顶部 – 屏幕顶部 底座支架顶部 – 屏幕顶部屏幕尺寸 
(SD) 高度 (SH) 宽度 (SW)

1.778 (70") 0.942 (3'1") 1.508 (4'11") 0.516 (1'8") 0.181 (7") 0.161 (6") 0.537 (1'9")
2.032 (80") 1.077 (3'6") 1.723 (5'8") 0.597 (1'12") 0.262 (10") 0.194 (8") 0.570 (1'10")
2.286 (90") 1.212 (3'12") 1.939 (6'4") 0.678 (2'3") 0.343 (1'2") 0.228 (9") 0.604 (2')

2.540 (100") 1.346 (4'5") 2.154 (7'1") 0.759 (2'6") 0.424 (1'5") 0.262 (10") 0.638 (2'1")

 z屏幕高宽比为 16:9（单位：m）

投影屏幕尺寸

投影距离 A 投影距离 B 投影机顶部 – 屏幕顶部 底座支架顶部 – 屏幕顶部屏幕尺寸 
(SD) 高度 (SH) 宽度 (SW)

1.778 (70") 0.872 (2'10") 1.550 (5'1") 0.532 (1'9") 0.197 (8") 0.216 (9") 0.592 (1'11")
2.032 (80") 0.996 (3'3") 1.771 (5'10") 0.615 (2') 0.280 (11") 0.257 (10") 0.633 (2'1")
2.286 (90") 1.121 (3'8") 1.992 (6'6") 0.698 (2'3") 0.363 (1'2") 0.299 (12") 0.675 (2'3")

 z屏幕高宽比为 4:3（单位：m）

投影屏幕尺寸

投影距离 A 投影距离 B 投影机顶部 – 屏幕顶部 底座支架顶部 – 屏幕顶部屏幕尺寸 
(SD) 高度 (SH) 宽度 (SW)

1.778 (70") 1.067 (3'6") 1.422 (4'8") 0.591 (1'11") 0.256 (10") 0.191 (8") 0.567 (1'10")
2.032 (80") 1.219 (4') 1.626 (5'5") 0.683 (2'3") 0.348 (1'2") 0.229 (9") 0.605 (2')

 z投影距离公式
上表中未给出的安装尺寸，可使用屏幕尺寸 SD 通过以下公式计算出。
计算结果的单位是“m”。（以下计算结果的数值可能存在轻微误差。）
屏幕尺寸为 SD：

16:10 高宽比 16:9 高宽比 4:3 高宽比
屏幕尺寸高度 (SH) = SD × 0.530 = SD × 0.490 = SD × 0.6
屏幕尺寸宽度 (SW) = SD × 0.848 = SD × 0.872 = SD × 0.8
投影距离 A = 0.3189 × SD - 0.0508 = 0.3276 × SD - 0.05072 = 0.3610 × SD - 0.05069

提示

 z投影到尺寸为 80" 的屏幕的投射比为 0.35:1。
 z为确保镜头性能，安装投影机时请将投影距离 A 维持在 0.516 m (20-5/16") 到 0.759 m (29-7/8") 范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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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第 6 到 7 页上的“标准安装尺寸”，检查完安装位置的高度、宽度和结构后，确定安装屏幕和安装投影机的适
当位置。

安装屏幕
按照规定的方法安装屏幕，并且在选择安装位置时应考虑投影距离和角度以及使用的屏幕类型。

螺钉旋紧扭矩
M4 .......... 1.2±0.1 N•m
M5 .......... 2.5±0.2 N•m
M6 .......... 4±0.5 N•m
M8 .......... 10±1.0 N•m

 z将六角头螺栓旋进锚固螺母，旋紧直至达到制造商推荐的旋紧扭矩。

 z用扭矩螺丝刀或扭矩扳手旋紧螺钉和螺栓直至达到指定的旋紧扭矩。请勿使用电动螺丝刀或冲击螺丝刀。

将底座支架安装到墙上

屏幕的中心线

屏幕

CTR 线

CTR 线

195 mm (7-11/16")36.5 mm (1-7/16")

底座支架的
中心线

底座支架的
中心线

底座支架连接板

1)  使用随附的底座支架连接板确定安装底座支架的适当位置。
 z底座支架连接板的尺寸与底座支架的尺寸相同。
参考标准安装尺寸和投影距离图表确定安装底座支架的位置。
 z参考标准安装尺寸和投影距离图表确定屏幕尺寸以及投影屏幕和墙装支架之间的距离。
 z底座支架的中心线不会与投影图像的中心线对齐。
如图所示，调整底座支架连接板上印刷的 CTR 线，使其与屏幕的中心线对齐。
 z投影机的镜头中心不会与投影屏幕的中心对齐。

2)  用胶带等工具将底座支架连接板固定到墙上。
 z将底座支架连接板固定到墙上时，请注意胶带可能会损伤墙面。揭去胶带时，墙面上的涂料可能会脱落，而
黏合剂也可能会残留在墙面。

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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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续）

墙装支架防落钢索的连接螺钉（底座支架一侧）

底座支架安装底板

固定底座支架的位置
（五个固定点）

在墙面上距墙装支架防落钢索的连接螺钉 150 mm (5-29/32") 
的范围内钻一个孔。

< 单位：mm (")>

150 (5-29/32")

18.3 (23/32")

13 (1/2") × 33 (1-5/16")

13
5 

(5
-5

/1
6"

)

17
2 

(6
-2

5/
32

")

224 (8-13/16")
406 (15-31/32")

463 (18-7/32")

3)  在如图所示的五个位置钻孔，用以安装底座支架。

4)  卸下底座支架连接板。

5)  将市售的锚固螺母或旋塞 (M12) 固定到步骤 3) 所
钻的孔中。

6)  用市售的六角头螺栓 (M12) 将底座支架固定到墙
上。

 z请确保使用市售的 M12 弹簧垫圈和平垫圈（外
径 φ24 mm (15/16"))

7)  在墙上钻一个孔来固定墙装支架防落钢索。（有关
固定的位置，请参见图示。）

注意

 z购买市售的用于固定底座支架的螺栓、垫圈、锚固螺母或旋塞。
 z请确保承载墙装支架和投影机机身的墙面足够牢固，足以为其提供支撑。在安装工作之前，请检查墙装支架和投
影机机身的总重量。如果墙面不够牢固，请基于安全系数对其进行加固。（将投影机机身的重量算在内，该产品
的重量约为 16.5 kg (36.3 lbs.)。）
 z将产品安装到墙上时，请使用市售的锚固螺母或旋塞 (M12)。请勿使用木螺钉。 
固定锚固螺母或旋塞时，请遵照其制造商的说明进行操作。
 z请确保使用市售的 M12 螺栓、弹簧垫圈和平垫圈（外径 φ24 mm (15/16") 或更大）。使用比 M12 更小的锚固螺
母或旋塞可能会导致墙装支架坠落。（请确保在五个指定的固定点进行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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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续）

将支臂安装到底座支架上

支臂

底座支架 1)  将支臂挂到安装在墙上的底座支架的槽里。

2)  用内六角圆柱头螺栓固定支臂 (M8 × 20)
（四个固定点）。

额外的内六角低头螺栓 (M5 × 10) 3)  使用随附的额外内六角低头螺栓 (M5 × 10) 将盖板安
装到底座支架的右侧和左侧（两个固定点）。

提示

 z当您向上或向下调整位置时必须拆下盖板。（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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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续）

将支架安装到投影机

投影机安装板 (R)投影机安装板 (L)

1)  将投影机面朝下放在软材料上。

注意

 z进行安装工作时，请当心镜面部分，不要在将手
放在投影机上时用太大力按压。在工作期间也请
注意不要触摸镜面部分。

2)  使用随附的带垫圈的固定螺钉 (M4 × 10) 安装投
影机安装板 (L) 和 (R) (五个固定点）。

3)  如左图所示，通过滑动将与投影机安装在一起的
投影机安装板 (L) 和 (R) 安装到与支臂安装在一
起的调整装置。

警告：
必须至少由两个人实施装配和安装作业。

调整装置

(M4 × 10)
带垫圈的固定螺钉

4)  使用随附的四个带垫圈的固定螺钉 (M4 × 10) 将
其固定到调整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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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续）

安装防落钢索
为防止投影机坠落，请将随附的防落钢索安装到投影机机身、底座支架和墙上。

 ■ 将随附的投影机机身防落钢索安装到投影机和底座支架上。
 z使用随附的带垫圈的固定螺钉 (M4 × 12) 将投影机机身防落钢索固定到投影机上。
 z如图所示穿引投影机机身防落钢索（长度 350mm (13-25/32")）。如下图所示穿引投影机机身防落钢索，然后用
一个螺钉将钢索的端部固定到投影机上。
* 如果钢索的安装方式不同，则其防落功能可能无法得到充分发挥。

带垫圈的固定螺钉 (M4 × 12)

投影机机身防落钢索
将钢索穿过环。

 ■ 将墙装支架防落钢索安装到底座支架和墙上，然后将其固定
 z将 M8 锚固螺母或旋塞 （× 1 套） 固定到安装底座支架时所钻的孔中（第 9 页）。
 z将墙装支架防落钢索（长度 200 mm (7-7/8")）固定到墙上时，请使用市售的 M8 锚固螺母或旋塞 （× 1 套）和六
角头螺栓。另外，请使用随附的平垫圈。

平垫圈

平垫圈

弹簧垫圈 (M8)

弹簧垫圈

六角头螺栓 (M8)

墙装支架防落钢索

六角头螺栓 (M8)

拆下安装在底座支架上的螺钉 (M6 × 10)，
然后将墙装支架防落钢索固定在底座支架上，
如图所示。
* 使用最初固定在底座支架上的螺钉。

墙装支架防落钢索

* 将平垫圈和弹簧垫圈旋紧直至达到制造商推荐的旋紧扭矩，
使其紧固结合。

注意

 z将市售的 M8锚固螺母或旋塞 （× 1 套）固定到墙上时，请确保两端分别固定在墙壁和底座支架上的墙装支架防
落钢索处于张紧状态。
 z请购买市售的 M8 锚固螺母或旋塞（× 1 套）、六角头螺栓和弹簧垫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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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续）

调整投影图像尺寸和安装角度
 z调整屏幕位置以使镜头中心和屏幕成直角。
 z请参阅投影机的使用说明书，将图像投影到屏幕上，暂时调整焦距，然后调整角度。

 ■ 如果图像的尺寸与屏幕不匹配
向前 /向后调整（调整宽度：275 mm （10-13/16"））
1)  旋松调整装置顶部表面的内六角头螺栓（四个固定点），
然后向前或向后滑动投影机以调整投影屏幕的尺寸。

2)  调整之后，固定内六角头螺栓（四个固定点）。

内六角螺栓

屏幕

275 mm (10-13/16")

 ■ 如果投影图像距离屏幕的顶部或底部太远
垂直向上 /向下调整（调整范围： + 4°- − 2°）

1)  卸下位于底座支架右侧和左侧额外的内六角低头螺栓，然后卸下盖板。

2)  旋松底座支架上的内六角圆柱头螺栓 1 （四个固定点）。

3)  调整底座支架上的内六角圆柱头螺栓 2 的垂直位置（两个固定点）。
 z调整位置，使螺栓的末端可以均匀地接触到底座支架的右侧和左侧。

4)  固定内六角圆柱头螺栓 1 （四个固定点）。

5)  调整之后，将盖板安装到右侧和左侧，然后用额外的内六角低头螺栓将其固定。

−2°

+4°

内六角圆柱头螺栓 1

内六角圆柱头螺栓 2 内六角圆柱头螺栓 2

注意

 z请勿过度旋松底座支架上的内六角圆柱头螺栓 1。使其过松可能会导致投影机机身坠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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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续）

提示

 z如果投影屏幕上的图像存在梯形失真效应，请向上 /向下调整倾斜度。

 ■ 如果投影图像距离屏幕的左侧或右侧太远
水平旋转调整（调整范围： + 5° - − 5°）

1)  旋松调整装置顶部表面的 “A”标记旁边的内六角圆柱头螺栓 1（两个固定点）。

2)  通过旋转调整装置左侧的调节旋钮 2 来调节水平位置。

3)  固定内六角圆柱头螺栓 1 （两个固定点）。
* 内六角圆柱头螺栓和调节旋钮的位置已由旁边的标记“A”标明。

A

A
B

A
C

5° 5°

调节旋钮 2

内六角圆柱头螺栓 1

提示

 z如果位置过高或过低，请垂直向上 /向下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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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续）

 ■ 如果投影图像向上或向下
倾斜向上 /向下倾斜度调整（调整范围： + 5° - − 5°）

1)  旋松调整装置左侧的“B”标记旁边的内六角圆柱头螺栓 1。

2)  通过旋转调整装置顶部表面左侧的调节旋钮 2 来向前 /向后调节位置。

3)  固定内六角圆柱头螺栓 1。
* 内六角圆柱头螺栓和调节旋钮的位置已由旁边的标记“B”标明。

A

A
B

A
C

5° 5°

调节旋钮 2

内六角圆柱头螺栓 1

提示

 z如果位置过高或过低，请垂直向上 /向下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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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续）

 ■ 如果投影图像向左或向右倾斜
右 /左倾斜度调整（调整范围： + 5° - − 5°）

1)  旋松调整装置右前方的内六角圆柱头螺栓 1。

2)  通过旋转调整装置顶部表面右侧的调节旋钮 2 来调整右 /左倾斜度。

3)  固定内六角圆柱头螺栓 1。
* 内六角圆柱头螺栓和调节旋钮的位置已由旁边的标记“C”标明。

A

A
B

A
C

5° 5°

调节旋钮 2

内六角圆柱头螺栓 1

提示

 z如果在投影机的 [位置 ]菜单中调整安装角度，但未采用梯形失真矫正，图像仍存在梯形失真效应，则投影机相
对屏幕的位置不正确。请检查屏幕与投影机的相对位置是否已校准。 
或者对投影机执行梯形失真矫正设置。

注意

 z查看位置调整后，请检查是否已将螺钉旋紧到第 8 页上规定的扭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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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调整范围

水平滑动距离 275 mm (10-13/16")
向上 /向下角度 + 4° -  − 2°
水平旋转角度 ±5°

前向 /后向倾斜角度 ±5°
水平倾斜角度 ±5°

尺寸
宽度：463 mm (18-7/32") × 
高度：243.5mm (9-19/32") × 
厚度：710.7 mm (27-31/32")

重量 约 8.5 kg (18.7 l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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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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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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