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YNAP Pure (Pro) 镜像模式

WolfVision 推荐 

Miracast 和其它 

Miracast 模式

有关 MS-MICE 

的更多信息，

在最后一页



AP 模式+局域网

CYNAP Pure (Pro) 镜像模式

>> 模式：CYNAP Pure (Pro) 的接入点处于已启用状态 + CYNAP Pure 

(Pro) 通过LAN连接到外部AP

限制条件或资讯

>> 限制条件或资讯 >> >> 如果用户设备

连接到CYNAP Pure (Pro) 的SSID，则无

法通过Miracast进行镜像

局域网 (LAN)

CYNAP Pure (Pro) 设定

MS-MICE 界面:              ----

无线局域网(WiFi): 局域网接入点模式

MS-MICE 启用:              关

网络

局域网(LAN):   连接的

镜像

AirPlay Chromecast Miracast MiracastChromecast

例如企业网



AP 模式

CYNAP Pure (Pro) 镜像模式

>> 模式：CYNAP Pure (Pro) 的接入点(AP)处于已启用状态

限制条件或资讯

>> 限制条件或资讯 >> >> 如果用户设备

连接到CYNAP Pure (Pro) 的SSID，则无

法通过Miracast进行镜像

AirPlay Chromecast Miracast MiracastChromecast

CYNAP Pure (Pro) 设定

网络

局域网 (LAN):   未连接

无线局域网 (WiFi): 局域网接入点模式

MS-MICE启用:              关

镜像

MS-MICE 界面:              ----



CYNAP Pure (Pro) 镜像模式

>> 模式 ：CYNAP Pure (Pro)通过 WIFI连接到外部AP [基础结构模式]，

MS-MICE处于已启用状态，而CYNAP Pure (Pro) 已连接外部AP，

MS-MICE已处于已启用状态

限制条件或资讯

>> Miracast镜像不适用于Android 

和Windows 8.1 设备，因为不支持

MS-MICE

>> Miracast镜像适用于连接到 

WiFi或LAN AP 的Windows (Win 

10)设备

>> Windows 设备《Win 7 或更高

版本》也可以使用 WolfVision 

vSolution Cast 应用程序进行镜像

基础架构模式和局域网，

MS-MICE在WLAN和LAN上启用 

MS-MICE MS-MICE 

无线上网 局域网LAN

CYNAP Pure (Pro) 设定

x

AirPlay Chromecast Miracast MiracastChromecast

例如企业网例如访客网络

网络

无线局域网 (WiFi): 基础设施模式

镜像

MS-MICE启用:              开

MS-MICE 界面:              全部

局域网(LAN):   连接的



CYNAP Pure (Pro) 镜像模式

>> 模式 ：CYNAP Pure (Pro)通过 WIFI连接到外部AP [基础结构模式]，

MS-MICE处于停用状态，而CYNAP Pure (Pro) 通过LAN连接到外部AP，

MS-MICE已处于已启用状态

限制条件或资讯

基础架构模式和局域网，

在LAN已启用的MS-MICE

>> Miracast镜像不适用于连接到

WiFi AP 的Windows 设备

>> Windows 设备《Win 7 或更高

版本》可以使用 WolfVision 

vSolution Cast 应用程序进行镜像

>> Miracast镜像不适用于Android 

和Windows 8.1 设备，因为不支持

MS-MICE

>> Miracast镜像适用于连接到 

LAN AP 的Windows (Win 10)设备

MS-MICE 

无线上网 局域网LAN

CYNAP Pure (Pro) 设定

x

AirPlay Chromecast Miracast MiracastChromecast

例如企业网例如访客网络

MS-MICE启⽤:             开

⽹络

局域⽹(LAN):   连接的
⽆线局域⽹ (WiFi): 基础设施模式

镜像

MS-MICE 界⾯:             局域⽹(LAN)



CYNAP Pure (Pro) 镜像模式

>> 模式 ：CYNAP Pure (Pro)通过 WIFI连接到外部AP [基础结构模式]，

MS-MICE处于启用状态，而CYNAP Pure (Pro) 通过LAN连接到外部AP，

MS-MICE已处于已停用状态

限制条件或资讯

基础架构模式和局域网，在WiFi启用的MS-MICE

>> Miracast镜像适用于连接到WiFi 

AP 的Windows (Win 10)设备

>> Miracast镜像不适用于Android 

和Windows 8.1 设备，因为不支持

MS-MICE

>> Miracast镜像不适用于连接到

LAN AP 的Windows 设备

>> Windows 设备《Win 7 或更高

版本》可以使用 WolfVision 

vSolution Cast 应用程序进行镜像

MS-MICE 

无线上网 局域网LAN

CYNAP Pure (Pro) 设定

x

AirPlay Chromecast Miracast MiracastChromecast

例如企业网例如访客网络

MS-MICE 界面:              无线局域网

MS-MICE启用:              开

网络

镜像

WLAN (WiFi):  基础设施模式

LAN:    连接的



CYNAP Pure (Pro) 镜像模式

MS-MICE处于启用状态

>> 模式 ：CYNAP Pure (Pro)通过 WIFI连接到外部AP [基础结构模式]，

限制条件或资讯

基础架构模式和局域网，在WiFi启用的MS-MICE

无线上网

MS-MICE 

>> Miracast镜像不适用于Android 

和Windows 8 设备

>> Miracast镜像适用于连接到WiFi 

AP 的Windows (Win 10) 设备

>> Windows 设备《Win 7 或更高

版本》也可以使用 WolfVision 

vSolution Cast 应用程序进行镜像

CYNAP Pure (Pro) 设定

x

AirPlay Chromecast Miracast MiracastChromecast

例如访客网络

网络

镜像

无线局域网 (WiFi): 基础设施模式

MS-MICE 启用:              开

局域网 (LAN):   未连接

MS-MICE 界面:              无线局域网



CYNAP Pure (Pro) 镜像模式

>> 模式 ：CYNAP Pure (Pro)通过 WIFI连接到外部AP [基础结构模式]，

MS-MICE处于启用状态，而CYNAP Pure (Pro) 通过LAN连接到外部AP

限制条件或资讯

>> Windows 设备《Win 7 或更高

版本》可以使用 WolfVision 

vSolution Cast 应用程序进行镜像

>> Miracast 镜像不起作用

xx

基础架构模式和局域网

无线上网 局域网(LAN)

CYNAP Pure (Pro) 设定

AirPlay Chromecast Miracast MiracastChromecast

例如企业网例如访客网络

无线局域网 (WiFi):  基础设施模式

MS-MICE 界面:               ----

镜像

MS-MICE 启用:               关

网络

局域网(LAN):    连接的



CYNAP Pure (Pro) 镜像模式

>> 模式 ：CYNAP Pure (Pro)通过 WIFI连接到外部AP [基础结构模式]

限制条件或资讯

>> Miracast 镜像不起作用

>> Windows 设备(Win 7 或更高版

本)可以使用 WolfVision vSolution 

Cast 应用程序进行镜像

基础架构模式

无线上网

CYNAP Pure (Pro) 设定

xx

AirPlay Chromecast Miracast MiracastChromecast

例如访客网络

无线局域网 (WiFi): 基础设施模式

MS-MICE 界面:              ----

网络

镜像

局域网(LAN):   未连接

MS-MICE 启用:              关



MS-MICE 镜像

Ÿ 支持 Windows 10 (v1703) 或更高版本

MS-MICE 的通用信息：

Ÿ MS-MICE不支持PIN保护。如果在CYNAP Pure (Pro) 设置中启用了Miracast PIN 保护，则无法打

开MS-MICE。

Ÿ 如果启用了MS-MICE 《全部》模式，则UDP端口5353正在使用多播DNS《mDNS》进行现有网

络的Miracast 连接。

Ÿ mDNS 广播到CYNAP Pure (Pro)所连接到的每个网络接口的本地子网。

Ÿ CYNAP Pure (Pro) 通过集成的AP 发送信标，并提供有关已进行Miracast 设置的信息。

网络要求：
Ÿ UDP 端口5353： 多播DNS (mDNS) – 如果mDNS被阻止：一 种解决方法是在现有DNS服务器上 

创建DNS条目

Ÿ UDP 端口67与68：设备与接收器之间的DHCP通信

Ÿ UDP 端口19000至19007 , 19000至19007：RTP媒体流量端口，用于传递音频和视频

Ÿ TCP 端口7236：MS-MICE Rs控制端口用于建立和管理会话

Ÿ TCP 端口7250：启用通过［现有网络模式］时，CYNAP Pure (Pro) 系列系统在其上侦听

Miracast　数据包的MS-MICE控制端口

CYNAP 设置 :  MS-MICE 启用 (全部)模式 :

Ÿ 如果mDNS在网络中被阻止，则Miracast连接不成。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解决方法是在现有

DNS服务器上为CYNAP Pure (Pro) 主机名创建一个DNS条目。

Ÿ TCP 端口5000：触背

Ÿ UDP端口19020至19027 和 19030至19037 ：硬件光标，以减少使用触摸时的延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