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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档说明安装可选许可证的步骤。
以下为对应许可证。

将从 eCSite 获取的写入有安装密钥的文件保存到
USB 存储器，然后使用菜单进行安装。
使用 1GB 或更大的 FAT32 格式的 USB 存储器。

有关使用菜单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投影机使用说明
书。

检查软件的当前版本
安装可选的许可证时，投影机的软件版本必须进行如
下更新。

检查信息 菜单中 “软件版本号”上显示的软件版
本。
如果软件版本较低，请预先执行版本更新。

将写入有安装密钥的文件保存到 USB 存储器

1 准备用于将数据保存到 USB 存储器的计算机。

2 将获取的文本文件直接保存到 USB 存储器的根目
录。

执行安装

执行安装时，请勿进行以下任何操作。
否则会中断安装程序，并导致故障。
• 弹出或插入 USB 存储器
• 关闭电源

1 将写入有安装密钥的USB存储器插入投影机的USB
端口。

2 在安装设定 菜单的 “许可证管理”中选择
“激活许可证”。
出现 “若要完成激活，请关闭电源并断开 / 连接
电源线。”信息。

如果未找到安装密钥：

出现 “未找到有效许可证。”信息。可能的原因
如下。
• 写入有安装密钥的文件尚未保存到USB存储器的
根目录。

• 已保存其他型号的安装密钥。
• 保存的文件名不正确。
将写入有正确安装密钥的文件保存到 USB 存储
器，并从步骤 1 开始重新安装。

3 选择 “确定”，然后关闭电源并断开电源线。

4 重新连接电源线并打开电源。

由于打开电源后开始更新操作，可能需要约 15 分钟才会
出现画面。

5 确认安装设定 菜单的 “许可证管理”中显示
LSM-BRIN1、LSM-HDR1、LSM-120P1、LSM-NVG1
和 / 或 LSM-AC1。

如果未显示适用许可证：
重新检查安装步骤，并从步骤 1开始重新安装。

安装

产品名称 对应许可证

LSM-120P1 对应 4K/120p 和 4K/3D 的许可证
（对于 VPL-GTZ280）

LSM-BRIN1 对应 5000 流明的许可证
（对于 VPL-GTZ280）

LSM-HDR1 对应高动态范围的许可证
（对于 VPL-GTZ280）

LSM-NVG1 对应红外光设定的许可证
（对于 VPL-GTZ280）

LSM-AC1 DSMA-PM1 的许可证
（对于 VPL-GTZ280/VPL-GTZ270/
VPL-VW5000）

产品名称 对应投影机 软件版本

LSM-120P1
LSM-BRIN1
LSM-HDR1
LSM-NVG1

VPL-GTZ280 V3.203 或更新版本

LSM-AC1 VPL-GTZ280 V3.404 或更新版本

VPL-GTZ270 V4.404 或更新版本

VPL-VW5000 V4.404 或更新版本

注意

注意

注意
• 在使用前请始终确认本机运行正常。无论保修期
内外或基于任何理由，SONY 对任何损坏概不负
责。由于本机故障造成的利润损失等，无论是在
保修期以内或者以外，SONY 均不作任何赔偿。

• SONY 对本产品用户或第三方的任何索赔概不负
责。

• SONY 对因任何情况导致终止或停止使用本机相关
服务概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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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安装此许可证，4K/120P 和 4K/3D （每眼 60Hz）
的输入信号变为可用，并且可以设定以下菜单。
• 功能设定菜单：“3D 设定”
• 安装设定菜单：“触发器选择”的 “3D”
通过遥控器的 F按钮也可选择“DisplayPort 1/2/3/
4”。

提示
• 当选择 “DisplayPort 1/2”或 “DisplayPort 1/2/3/4”
时，功能设定 菜单中的 “串流格式”必须为 “单流”或
“3D”。

• 观看 4K/120P 输入信号的视频图像时，将“串流格式”设定
为 “单流”。观看 4K/120P 输入信号的 3D 视频图像时，将
“3D 设定”的“2D-3D 显示选择”设定为 “3D”。

• 观看 4K/3D（每眼 60Hz）输入信号的视频图像时，将“串流
格式”设定为 “3D”。

安装此许可证时，缓和色阶功能不可用。

• 可通过 “DisplayPort 1/2/3/4”输入的 4K/120P 格式为
“水平垂直分割”（第 3页）。

• 4096×2160/120P的预设编号为99号，3840×2160/120P为
100 号。

水平垂直分割显示

对图像以“4096 × 2160”或“3840 × 2160”分辨
率分割为 4部分之后传送的信号进行投影。

1 将工作站的 DisplayPort 输出连接到投影机的
DisplayPort 输入。
将工作站的 DisplayPort 1 至 4 输出分别连接至
投影机的 DisplayPort 1 至 4 输入。

2 打开投影机和工作站的电源。

3 通过遥控器的 F 按钮或在输入面板中选择
“DisplayPort 1/2/3/4”。

4 在工作站上的设置画面中选择 “2048 × 1080”
或 “1920 × 1080”分辨率 *。
* 有关设置画面上的信息，由于操作因安装在工
作站上的操作系统或显卡而异，因此请咨询工作
站或显卡的制造商。

5 刷新率选择 120Hz。

将以相同的信号格式从相同的信号系统输出的同步信号输入到
DisplayPort。

LSM-120P1

注意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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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使用菜单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投影机使用说明书。

功能设定菜单

安装设定菜单

当输入 4K/3D （每眼 60Hz）信号时，功能设定 菜单中 “串流格式”的“DisplayPort 1/2”或 “DisplayPort 1/2/3/4”设定
必须更改为 “3D”。

设置项目 说明

3D 设定 可以更改 3D 功能的设置。

2D-3D 显示选择 用于将视频图像切换为 “2D”或“3D”。
2D: 显示 2D 视频图像。
3D: 显示 3D 视频图像。

提示
• 仅当输入 4K/120P 信号时显示此项。
显示 4K/120P 信号的 3D 视频图像时，将 “3D 设定”的 “2D-3D 显示选择”设定为 “3D”。

• 当显示 3D 视频图像并且最好用 3D 眼镜观看时，菜单显示可能具有重影。

3D 亮度 用于观看 3D 视频影像时调整图像的亮度。
可以选择的亮度有 “高”或“标准”。

设置项目 说明

触发器选择 切换 TRIGGER 1/TRIGGER 2 连接器的输出功能。
关：关闭 TRIGGER 连接器功能。
电源：当本产品打开时从 TRIGGER 1/TRIGGER 2 连接器输出 12 V 信号。当本产品处于待机状态
时，TRIGGER 1/TRIGGER 2 连接器不会输出任何信号。
2.35:1 放大：与 “纵横比”设置的 “2.35:1 放大”配合使用，并从 TRIGGER 1 或 TRIGGER 2
连接器输出 12 V 信号。
3D：当输入 3D 信号时，从 TRIGGER 1 或 TRIGGER 2 连接器输出 12 V 信号。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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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 3D 视频影像

通过 VPL-GTZ280，可使用选购的主动式 3D 眼镜
（TDG-BT500A），投影强劲的 3D 视频影像。

1 开启与本产品相连的兼容3D的设备，然后播放3D
内容。
有关如何播放 3D 内容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相连
设备的使用说明书。

2 开启 VPL-GTZ280，并投影 3D 视频影像。

3 开启并戴上 3D 眼镜，感觉舒适就行。
有关如何使用 3D 眼镜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使
用 3D 眼镜”（第 5页）。

• 在通信范围内使用 3D 眼镜 （第 5页）。
• 每个人对 3D 视频影像的感受会有所差异。
• 当使用环境的温度较低时，3D 效果可能会减弱。

调整 /设置 3D 功能
您可以通过功能设定 菜单的 “3D 设定”调整 /设
置 3D 功能。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3D 设定”（第
4 页）。

1 开启 3D 眼镜，并将其注册到 VPL-GTZ280。
有关如何注册 3D 眼镜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3D 眼
镜附送的使用说明书。

2 戴上 3D 眼镜。

使用注意事项
可能会在以下情形出现误操作：
• 观看位置距离投影机过远
• 本产品附近有2.4 GHz带宽的无线LAN（IEEE802.11 
b/g/n）或微波炉等其他通信设备

3D 眼镜通信范围
下图表明了 3D 眼镜的通信范围。如果尝试在距离超
出通信范围的情况下观看 3D 视频影像，或将 VPL-
GTZ280 安装在通信范围之外，3D 眼镜可能无法正常
显示影像。另外，有效的通信距离会因室内环境和
VPL-GTZ280 的安装环境而异。

俯视图或侧视图

注意

使用 3D 眼镜

投影机

10 m10 m

10 m

1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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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安装此许可证，可以设定以下菜单。

有关使用菜单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投影机使用说明书。

图像设定菜单

设置菜单

LSM-BRIN1

设置项目 说明

电影黑色职业

高级光圈 亮度：设置值越大，图像越亮。设置值越小，图像越暗。

提示
• 根据房间和图像自身的亮度调整 “亮度”。
• 仅当使用 VPLL-Z7013 投影镜头且设置 菜单上的“恒定亮度”设定为“开”时，才可使用
“高级光圈”。

设置项目 说明

恒定亮度 开：光线输出减少并长时间启用恒定亮度。
关：关闭恒定亮度功能。

提示
如果此项目设定为 “开”时长时间使用本产品，风扇转速可能会增加以保持其组件的产品可靠
性，且风扇噪音可能会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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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安装此许可证，可以设定以下菜单。

有关使用菜单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投影机使用说明书。

图像设定菜单

LSM-HDR1

设置项目 说明

专业设置

HDR 设置如何播放 HDR 内容。
HDR10：播放 HDR10 兼容内容时设定为此项。
HLG：播放 HLG 兼容内容时设定为此项。
关：当播放非 HDR 内容时设置为此项。

如果设置不适合输入内容，视频的明亮和黑暗区域可能会显示得过亮或过暗。

彩色空间 转换彩色空间。
BT.709：ITU-R BT.709 彩色空间。彩色空间等同于 sRGB。
BT.2020：此彩色空间适用于观看 HDR 内容。
彩色空间 1：此彩色空间适用于视频影像。
彩色空间 2：此彩色空间适用于观看电影或视频影像。
彩色空间 3：此彩色空间适用于观看电影。
特制：可以调整彩色空间设置。

提示
• 可以根据您的偏好将各项调整为某彩色空间。
• “BT.2020”可选。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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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安装此许可证，可以设定以下菜单。

有关使用菜单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投影机使用说明书。

功能设定菜单

LSM-NVG1

设置项目 说明

红外线设定 红外线：设定红外线波长。
开：投影含有红外线波长的视频影像。
关：投影普通视频影像。

输出：调整红外线传输。
调光滤波器：减少除红外线波长之外的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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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安装此许可证，DSMA-PM1 可作为选购件使用。

有关 DSMA-PM1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以下网站：

对于日本客户
对于 VPL-GTZ270/VPL-GTZ280：http://www.sony.jp/vpl/support/download/
对于 VPL-VW5000：http://www.sony.jp/support/projector/download/

对于美国客户
对于 VPL-GTZ270/VPL-GTZ280：https://pro.sony.com/bbsc/ssr/catprojectors/resource.downloads
对于 VPL-VW5000：https://esupport.sony.com/

对于中国客户
http://www.pro.sony.com.cn/pro/support/software/SET_161116_PSG

对于其他国家的客户
http://www.sony.co.uk/pro/support/software/SET_161116_PSG

LSM-A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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