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线投屏

说明：产品外观和结构因生产批次或客户定制而有所不同，产品外观和结构以实物为准。

版本号：2.0.1

用户手册



一、产品简介

无线投屏器是一款适用于多媒体会议室的无线共享系统，设备最大支持 4 画面格式，可

4 台电脑同时在屏幕上显示，无线投屏只需将 USB 无线传屏器插入 PC 端的 USB 接口，等待

数秒按下按键即可实现投屏功能（首次使用需将 USB 模块插入主机配对），接收主机端支持

两个 USB 接入，支持音频解嵌功能，支持 HDMI 接口输出格式，USB 无线传屏器支持免配置、

免安装，即插即用。

无线投屏支持 Windows XP/7/8/10,Apple 等系统，支持 PC、Apple/Android 平板电脑、

Apple/Android手机实现无线传屏，支持双 WIFI 模式，业界首创手机一边传屏一边上网。业

界首创主持人模式，可在屏幕上指定任一 PC 上屏幕，业界首创欢迎模式，可根据需要设置

不同的欢迎界面及欢迎词。

二、产品特性

 USB 无线传屏，免安装，免设置

 支持 Win7/8/10,Apple Mac os
 四画面分割对比显示

 拍一拍，抢占式全屏显示

 双 wifi 设计，业界首家实现手机一边传屏一边上网

 鼠标/触摸操作回传，方便进行 PPT 翻页

 业界首创主持人模式，灵活选择传屏端并操作

 业界首创欢迎模式

 最大支持 4 画面同时显示

 支持分辨率为 720P~1080p
 适用于中小型会议机及培训机构多媒体教室无线协作投影应用

三、技术参数

型号 WSS-400-Y
显示路数 四画面

分辨率 720P~1080P

帧率 音视频 18~30 帧

整体延迟 100~200ms

显示模式 支持扩展桌面

触摸反控 支持鼠标模式回传（Windows,Mac）

连接路数 1~100（依据版本不同开放不同权限）

会议模式
主持人模式 主持人可以触摸屏幕列表选择指定 PC传屏

与会人员模式 当前非主持人传屏时，谁按下传屏按钮谁就获取传屏控制权

连接网络 推荐 RJ45 或 5G WIFI（机器自带 5G WIFI AP）

电源 输入 DC：12V

功耗 大于或等于 12W

尺寸 179x115x33（MM）

工作温度 0℃~40℃

工作湿度 10%~90%



四、装箱参数

无线共享系统主机*1
USB 无线传屏按键*2
天线*4
DC 12V 电源适配器*1

五、操作说明

1．使用前，把天线安装到主机上，使用 HDMI 线或 VGA 线（3288）连接主机和显示设

备，插上电源适配器上电，等待 15~20 秒后进入系统待机画面；

2．如下图所示：屏幕默认分辨率为 1080P，主界面从上至下，从左至右分别是：

3．热点名称及密码、主机 IP 地址、设备名称及设备密码、投屏码；

4．右上角的设置图标（齿轮状）；

5．以及下方的应用图标。

6．对主机进行设置需要准备一个 usb 鼠标，将鼠标插入主机任意 usb 口即可。左键点

击代表确认，右键点击代表返回。

7．长按主界面右下角的两个应用图标中的其中一个，会弹出一个应用列表，选择系统

设置，切换应用成功后如下图所示：



USB 传屏

将 USB 传屏器接到电脑的 USB 口进行传屏（当用户的电脑第一次使用传屏器时，需要到该电

脑的计算机-可移动储存设备-双击盘符 CD 驱动器:USBDisplay），此时传屏应用将会自动运

行。需要注意的是，Win10 系统需要关闭防火墙（windows defender）。盘符如下图所示

传屏器插入后会自动启动，传屏器的灯闪烁代表正在启动中，等待 12s 左右，传屏器灯常亮

时，电脑桌面右下角部分也会显示提示：按下可传屏，如下图；此时单击传屏器即可传屏。

（在某些电脑系统，由于杀毒软件拦截的原因，非第一次使用，传屏器也未能自动运行，那

么需要执行 USBDisplay 盘符中的 main 程序即可。）

除此之外，电脑桌面的右下角状态栏会显示一个传屏图标 ，鼠标右键该图标，选择选项，

里面可以选择扩展屏幕、传输声音、自动投屏、鼠标加速、编码算法。

当传屏器跟盒子连接成功后，左上角会出现圆形绿色按钮，显示的数字代表连接到盒子的传

屏器个数。点击展开显示主持人模式，反复点击投屏中的设备下屏或点击已连接的设备开始

传屏，如下图所示：



手机传屏

连接无线网络

接收主机可以连接环境的 WIFI 网络，并将网络路由给连接主机热点的手机，使得手机在传

屏时仍可以访问互联网。

1、3229 联网界面。打开主界面右下角的网络设置，连接需要的无线网络：

2、3288 联网界面。长按主界面右下角的两个应用图标中的其中一个，在弹出的应用列表中

选择系统设置，点击系统设置，进入下图界面，打开无线设置：

连接需要的无线网络。



IOS 传屏

将 iPhone 连接主机的热点，然后底部上滑选择屏幕镜像，如图：

点击屏幕镜像，弹出的新菜单中点击相对应的 QuickShare_xxxx 就可镜像传屏

退出 Airplay 镜像传屏，方法同上。

(由于镜像传屏需要稳定而干净的网络环境，因此仅推荐连接热点的方式进行传屏，其他方

式的同一网络下的传屏质量得不到有效保障)

Android 传屏

（1）APP 传屏

手机连接互联网，使用二维码扫码软件（如微信）扫描待机页面上的二维码下载安装安

卓客户端软件。安装完成后，手机会出现 图标，点开此图标，就可以使用安卓的手机

传屏。仅支持安卓系统 5.0 以上。

手机打开“USBDisplay”应用，点击“点击扫码”，扫描大屏幕待机页面上的二维码，

手机自动连接到整机的热点，即可与大屏幕连接。连接后可推送视频、文件、图片、音乐

到大屏幕，也可使用虚拟遥控器控制大屏幕。如图：



点击上图中的开始投屏开始镜像传屏。

在开始传屏时，系统会提示是否允许连接蓝牙提示框

请点击允许（如果拒绝将无法传声音）。传屏后，手机会提示配对蓝牙提示框，点击配对。

配对成功会提示声音设备已连接。（如果拒绝将无法传声音）

若不小心点击了拒绝或者取消，那么在传屏过程中将无法传声音，此时需要进入手机的蓝牙

设置页面找到主机的蓝牙名字，点击进行配对连接，后续的传屏过程方可传声音。此后的传

屏操作，无需再次自行操作蓝牙，系统会在传屏时自动连接蓝牙，会在退出传屏时自动断开

蓝牙。

每次开始传屏时，手机屏幕均会出现”声音设备已连接”的提示，代表声音可以传输。若未

出现此提示，需要手动连接蓝牙。

（2）Miracast 传屏

长按主界面右下角的两个应用图标中的其中一个，会弹出一个应用列表，滑动应用列表。



选择 Miracast 服务；点击进入 Miracast 服务界面，此时界面如下图所示：

当手机端传屏后左下角的源端设备就会显示当前正在传屏中的手机型号。注意：可选择右上

角的开机启动选择 On，当整机启动时则会自动弹出此界面。

在手机端的系统设置里找到投射屏幕功能或以其他命名方式的传屏功能并打开。安卓系统

5.0 以上的手机支持镜像投屏。

此时投射屏幕手机端会自动开始搜索大屏幕设备。在设备列表中，点击您要连接的大屏幕设

备名，即可与大屏幕连接。



接连相对应的 MiraPlay_xxxx 就可镜像传屏。

退出投射屏幕传屏，方法同上。

常见问题处理

USB 传屏问题

（1）电脑插入 USB 传屏器无反应

电脑接上 USB 传屏器，但电脑屏幕未出现如下图界面时：

需要进入“我的电脑”找到 USBDisplay 的盘符，双击该盘符，此时传屏应用将会自动运行。

需要注意的是，Win10 系统需要关闭防火墙（windows defender）。盘符如下图所示：

若双击该盘符无效，则鼠标右键进入该盘符，然后双击运行以 main 结尾的应用程序。

（2）USB 传屏提示未检测到接收端

电脑接上 USB 传屏器，电脑屏幕出现下图界面，请检查 USB 传屏器是否已和盒子配对过，如

果盒子备份重置过或更改热点名称及密码，则需要重新进行配对即可传屏。



（3）USB 传屏器配对

将传屏器接到盒子的 USB 口即可自动配对，此时盒子的显示界面如下图所示

配对成功后如下图所示：

此时拔出 USB 传屏器即可。

（4）USB 传屏器升级

在主机连接互联网的情况下，盒子会根据后台更新情况自动更新，若发现 USB 传屏器接到盒

子的 USB 口提示需要升级时，点击升级，则出现下图正在升级界面，此时需要把 USB 按钮插

入盒子 USB 进行重新升级配对即可同步版本，注意在升级过程中不能拔掉 USB 传屏器。

显示升级 100%完成后，自动提示配对界面，此时再进行配对；配对完成后则接上电脑 USB

口进行传屏即可。



手机传屏问题

（1）安卓手机搜索不到热点

如出现 WIFI 搜索不到需要投屏的接收主机热点，请检查所使用的手机是否支持 5G WIFI（若

当前手机不支持 5G WIFI，那么可以设置接收主机的热点为 2.4G 模式即可，但我们不建议

使用 2.4G 网络下的无线传屏）。

（2）安卓手机搜索不到设备

Android 手机 USBdisplay 应用搜索不到主机设备时：

1、请检查手机 WIFI 是否连接到主机的热点而不是其他网络；

2、手机与盒子在同一局域网内，手机打开 USBdisplay，进入设置界面，输入对应整机的跨

网段服务 IP，再返回主界面，点击“点击扫码上方的箭头”，输入投屏码进行投屏。

（3）安卓手机无法传声音

请手动打开手机的蓝牙寻找到需要投屏主机的蓝牙名称，点击进行连接配对即可。后续无需

再次手动连接蓝牙，传屏使用完毕后也无需手动关闭蓝牙

（这种情况一般出现在：

1、连接传屏时，弹出蓝牙权限提示框，被选择了否或者取消所致；

2、在有些权限管理比较严格的手机系统中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3、用户自动手动关闭了手机的蓝牙或者主机的蓝牙）

（4）苹果手机无法投屏

IOS 手机 AirPlay 镜像投屏时无法投屏时，请查看手机是否是 9.0 以上的系统，如果低于 9.0

的系统，请升级手机系统后再进行传屏。



更换默认屏保

打开文件浏览器，接入 U 盘，新建一个 Media 文件 ，将 U 盘内的图片复制粘贴到 Media

文件夹内；长按主界面右下角的两个应用图标中的其中一个，会弹出一个应用列表，选择屏

保。点击屏保，进入屏保界面，长按屏保界面的左下角进入播放设置界面，如下图所示：

点击本地默认播放路径，选择刚刚新建的 Media 文件，选中 图标按钮；选择完成后出现

本地默认播放路径界面，点击确定即可。注意：复制粘贴图片完成后请移除掉 U盘。

更换默认信道

进入系统设置界面，点击热点设置，选中设置 WLAN 热点，在信道一栏中更换其他信道，点

击保存即可。如下图所示：

更换默认壁纸

长按主界面右上角的常规设置 ，进入常规设置界面，打开壁纸中的设置壁纸选项，点

击添加，浏览到需要设置的壁纸图片，添加成功后点击图片出现序号后保存即可。如添加多

张壁纸图片情况下，默认为每 30 秒钟切换一次。

调整分辨率

如有在系统设置，显示设置中的分辨率设置打不开的情况，请确认是否已连接上 HDMI 线

（黑色接口），如果是连接的 VGA 线 （蓝色接口），请换成 HDMI 线进行调整分辨率。



更新应用

联网状态下，长按主界面右下角的两个应用图标中的其中一个，会弹出一个应用列表，选择

应用商城。点击应用商城，进入应用商城界面，点击下载 按钮将里面所需要的应用

进行更新；或者点击右上角的设置图标 ，进入设置界面将里面的自动更新打开。

跨网段投屏

联网状态下，打开待机界面右上角常规设置 ，进入常规设置界面；打开投屏码选项，

点击服务器地址，输入服务器地址，点击投屏码功能开关按钮，此时屏幕右上角出现红色的

6 位数字则为投屏码。

1、支持云服务器/用户自建服务器

2、支持 Windows、Mac、Android 客户端

反镜像

主机与分机连接同一局域网下的网线。打开分机的镜像投屏，进入设置界面，开启自动反镜

像，输入主机的有线 IP 地址。设置完成后退出镜像投屏并重新打开，即自动开始反镜像。

集控

整机联网状态下，打开集控，进入设置 界面，打开远程设置选项，点击服务器地

址，输入服务器地址。点击集控服务开关按钮，此时则开启集控功能。

打开电脑，进入浏览器，输入集控管理后台网址，输入账号及密码进行登录，即进入管

理界面。

1、支持云服务器/用户自建服务器

2、集中管控所有终端



七、常见故障及注意事项

7.1 常见故障

1．USB 发射端插在电脑上没有反应或显示未连接到客户端，应注意检查以下部位是否

出现错误：

 注意检查是否是第一次使用，第一次使用需要将其插在主机上配对，配对成功后才能使

用;
 检查设置里面是否将主机自带的 WIFI 热点关闭，应将热点打开才能使用;
 检查是否是电脑防火墙或其他防护设置将 USB 无线投屏设备阻断;

2．投屏到大屏只能显示一个画面？

 检查画面选择模式是否是 4 画面;

 如果需要画中画，则需要选择画中画模式才能实现;

 检查其他 USB 无线发射端是否连接正常;

7.2 注意事项

 禁止任何形式的液体、导电性固体、粉尘等进入设备内部

 禁止在传输线缆上、电源线或者网线上悬挂物品

 要注意设备工作环境的通风，利于设备的寿命延长

 利用 USB 无线发射端传屏最远不能超过 70 米远的距离

 利用手机、平板无线传屏的距离不能超过热点或同一局域网以外的距离。

八、售后服务

8.1保证信息

本公司保证在从公司或者它授权的分销商购买之后的一(1)年时间内，在正常使用和服务支

持下，该产品的工艺和材料没有缺陷。

如果产品在有效的保证期内不能在保证的范围内正常工作，公司将选择并支付修理有缺陷的

产品或者部件，把等效的产品或者部件交付给用户替换有缺陷的项目的花费，或者退还用户

购买缺陷产品支付的价格。

被替换的全部产品将成为公司的财产。

用于替换的产品可能是新的或者是被修复的。

无论哪个时间更长，任何替换的或者修理的产品或部件有九十（90）天保证期或者最初保证

的剩余期。不论是否在保证期内，公司不对顾客送返公司修理的产品中包含，储存，或者集

成的任何软件，固件，信息，或者记忆数据负责。

8.2 保证限制和例外

在上述的有限保证之外，如果产品因滥用，错误使用，疏忽，意外，异常的物理压力或者电

压，未被授权的修改，窜改，改变或者由于公司或它授权的代理以外其他人提供的服务造成

的损坏，公司将不用承担额外的义务。平常使用或者在该产品适用的应用中正确使用产品而

引起的故障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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