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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 

带有虚拟指针的 Ultimate Presenter™ 
指针⽆处不达，演⽰随处可⾏ 
 

 
 系统要求 

• ⽀持的操作系统： 
o Windows® 7、8.1、10 或更⾼版本 
o macOS® 10.10 或更⾼版本 

 

• ⽀持的应⽤程序软件： 
o 适⽤于 Windows 2013 和更⾼版本的 Microsoft 

PowerPoint® 
o 适⽤于 Mac 2011或 2016 Microsoft PowerPoint® 
o 适⽤于 Mac OS 6.6.2 和更⾼版本的 Mac Keynote® 
o Adobe® PDF 
o Google® Slides 

连接 

• 连接性： USB-A 接收器 
• ⽆线操作距离： ⻓达 20 ⽶（65 英尺）* 

o *为了获得最佳⽆线覆盖范围，请将接收器直接插⼊主
机演⽰设备（例如笔记本电脑、桌⾯ PC）。 实际的⽆
线覆盖范围可能会因⽤户的配置和环境条件⽽异。 

• ⽆线技术： 2.4 GHz ⽆线 
• 指针技术： 运动传感 

• 即插即⽤： 
o KensingtonWorks 预先装载在接收器的 microSD 上，
或者可从 kensington.com/kensingtonworks 下载 

 

功耗和环境条件      

• 电池电量：2x AAA 电池 
• 电池使⽤时间 : 

o 最⻓ 5 个⽉ 
o 连续使⽤指针的情况下，续航时间为 80 ⼩时 

免责声明：电池使⽤时间因实际使⽤情况⽽异 

• ⼯作温度： 10 到 40° C（50 到 104° F） 
• 存放温度： -10 到 70° C（14 到 158° F） 
• 相对湿度： 5% 到 95%，⽆冷凝 

 原产国家/地区、监管和保修 

• 原产地： 中国 
• 认证和合规： FCC、CE、RCM、ICE、REACH、

WEEE、RoHS、iDA、TRA、ICASA、TELEC 
 

• 保修： 3 年有限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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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 

 产品尺⼨ 

• 装置尺⼨： 
o ⾼度： 111 毫⽶（4.37 英⼨） 
o 宽度： 39.6 毫⽶（1.56 英⼨） 
o 深度： 42.4 毫⽶（1.67 英⼨） 

• 设备重量： 58 克（2.04 盎司） 
• 外壳颜⾊和材质： ⿊⾊ ABS 

包装尺⼨ 

• 包装⽅式： 零售盒 
• 包装尺⼨： 

o ⾼度： 202.2 毫⽶（7.96 英⼨） 
o 宽度： 133.4 毫⽶（5.25 英⼨） 
o 深度： 73.66 毫⽶（2.9 英⼨） 

• 包装重量： 181.4 克（6.4 盎司） 

• 包装内的物品： 
o Kensington Ultimate Presenter 
o 接收器 
o MicroSD 卡 
o 两个 AAA 电池 
o 快速⼊⻔指南 
o 保修单 
o 包装袋 

 特别说明 

• 多个具有零售原图的 SKU 
o ⾯向欧盟的 K75233EU 
o ⾯向北美、ANZ、APAC 其他国家/地区的 K75233AM 
o ⾯向⽇本的 K75233JP（待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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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 

演⽰器 
 

 

 

 
演⽰器 
 

 
 

 

 

 

*按钮和指针可通过 KensingtonWorks™ ⾃定义。 在 kensington.com/kensingtonworks 下载 

LED 指⽰灯 

空⽩屏幕按钮* 

前进按钮 

On/Off 开关 

后退按钮 

指针* 

接收器存放 

MicroSD 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