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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i70H / TH70E 

FM-i65H / TH65E 
 

 
 

 

請妥善保留此手冊以供日後查詢。 

該手冊為大尺寸LED觸控顯示器通用手冊，故實際產品可能與說明略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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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要聲明   
使用本產品前請詳細閱讀本產品的使用說明書，並且遵照正確使用步驟執行。 

 

注意事項 
本產品設計使用於室內，若在室外或潮濕的環境使用本產品，可能會導致本產品的損壞。 

請仔細閱讀了解，並遵守所有包含在本說明書的安全訊息後再開始安裝和使用本產品。 

 請勿在室外或潮濕環境中使用本產品。 

 使用本產品時請遠離水源，以免觸電。 

 孩童使用本產品時須有成年人在旁監督看管。 

 安裝和拆卸過程中必須至少有兩名合格的技術人員執行。如果不這樣做可能導致嚴重人身傷害
和本產品的損害。 

 在安裝前請審慎考慮牆體材料和強度是否能承受本產品的吊掛。 

 務必將本產品維持在一個穩定的水平面上。 

 安裝前請確認所使用的是否為適當大小的螺絲，並考慮螺絲本身能否承受本產品的重量。 

 安裝後請確保本產品是牢固地固定在牆面。 

 電源插頭或電源調配器必須正確且適當地插入交流電源插座後，電源的電壓才會有效地通過接
線。如果該產品的電源插頭未正確插入電源插座，則可能導致走火或觸電。 

 如果電源線或電源插頭不能順利插入電源插座，請聯絡有執照之電工前來更換。 

 當您在操作本產品時，交流電源插座應靠近本產品並且處於易於使用的位置。 

 事實上，雖然本產品的運作令人感到滿意，但這並不意味著交流電源插座的安裝是完全安全無
虞的。為了您的安全考量，如果有任何疑慮時，請諮詢專業的電工。 

 請勿嘗試打開或修改本產品的外殼，以免觸電或受傷的可能。 

 請勿讓本產品或任何配件擺置在地板上，避免導致他人的受傷和本產品的損害。 

 請勿在高溫或高濕的情況下操作本產品。本產品適用於以下溫度：10℃至 40℃，濕度：10％至

80％不結露。 

 有下列情況發生事請將電源插頭拔除： 

◆電源線或電源插頭損壞。 

◆液體濺入本產品。 

◆本產品暴露在雨中或水中。 

◆此產品故障或需要維修。 

◆本產品摔落或外殼的損壞。 

 避免互動產品受陽光直射，陽光直射會加速產品老化，並可能造成觸控裝置工作異常。 

 不要用硬物在觸控式螢幕上書寫，以免劃傷玻璃影響顯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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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WARNING 

 

 安裝的過程中必須至少有兩名專業維修技術人員，以免發生嚴重的人身傷害或本產品的損壞。 

 在安裝之前，請務必確認牆體材料和牆體強度是否適宜，否則白板可能會掉落損壞而造成人身

傷害。 

 請確保壁掛時所使用的螺絲之適當大小且足以承受本產品的重量。 

 安裝後請確保壁掛設備妥善鑲嵌在堅固的牆體中。  

 

 

CAUTION 

 

 請勿將本產品安裝在太陽光強烈曝曬的位置或空調通風口的附近。 

 請勿將本產品安裝在溫度容易改變的位置。 

 避免安裝兩個或更多此產品在同一房間或彼此相鄰。如有疑問請洽授權之經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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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簡介 
大尺寸 LED 觸控顯示器結合了平板顯示技術、多點觸控技術和互動書寫技術等高科技。該產

品以大尺寸觸控面板為載體，透過隨機附贈的軟體平台，將互動觸控、白板書寫批註等多種應用進

行融合式管理、系統互聯，是面向智慧樓宇商用客戶量身定制的工業級產品。“簡約科技，專注商

用”是產品的核心理念。 

 

大尺寸觸控面板，以替代傳統單向、被動收看的商務大尺寸顯示器，投影機為基本目的；以工

業級別高品質液晶螢幕為載體；結合書寫、批註、觸控、無線通訊、無線互動、系統互聯、遠端資

料交換等功能，脫離傳統枯燥的滑鼠操控方式，為使用者提供主動、雙向的人機互動體驗，實現“讓

一切操作回歸自然”的捷達產品設計理念。 

 

大尺寸觸控面板涵蓋了側重內建 PC 系統功能表現的“互動智慧平板”，也兼顧了側重後臺軟

體平臺構建的“互動雲平板”，並包容了側重解決會議室信號無線傳輸、處理的“無線互動平板”。

更加合理、科學、準確的定義出，以觸控操作為使用體驗核心，以大尺寸顯示螢幕為載體的互動平

板類產品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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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大尺寸互動觸控顯示器 特點 

 高級商務市場的易用性設計，隨插即用，免驅動程式。 

 一鍵控制，一鍵控制設備通道的切換，自訂按鍵功能。 

 單人維護，便捷性維護設計，硬體結構設計上的人性化設計理念，一人即可完成設備的檢修維

護工作。 

 觸控模組的前拆式結構設計，實現觸控框的前維護。 

 抽拉式結構設計，TV控制電路及內建PC板卡的抽屜式模組結構設計，便於電路部分的替換維

護。 

 前掀式壁掛安裝專用壁掛架結構設計，操作者可方便的進行信號線的連接及設備調校，為單人

維護提供了最大的操作空間。 

 高亮度、高對比螢幕顯示效果，強光下或戶內外環境清晰可視。 

 在需要低亮度顯示使用時，可以一鍵進入節能模式，降低電流，節能環保。 

 多點觸控技術，提供4點觸控及雙筆書寫、多指手勢識別操作。 

 類比滑鼠操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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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一部分 基本操作 
開機 
 使用 100～240V 50/60Hz 交流電作為書寫螢幕的供電電源。 

 打開書寫螢幕正下方（電源介面旁）船型開關以接通書寫螢幕電源。（此時狀態指示窗亮紅燈） 

 按書寫螢幕面板上“電源”鍵或遙控器上的“待機”鍵打開書寫螢幕（此時狀態指示窗亮綠燈），

按書寫螢幕面板上“PC 重啟”鍵打開電腦電源。（限一體機機型） 

 

關機 
 如果您想暫時關閉書寫螢幕，請按書寫螢幕面板上“電源鍵”。在電腦開啟的狀態下按面板上

“電腦”鍵以關閉電腦。（限一體機機型） 

 如果您想完全關閉書寫螢幕，請關閉書寫螢幕正下方（電源介面旁）船型開關或拔出電源插頭。 

★若是內建 PC 的一體機，請先關閉 PC，然後再切斷電源。 

 

FingerMonitor 驅動程式的安裝 
HID 免驅動程式功能只適用於 Vista、Windows 7 / 8 / 10 以上的作業系統（實現Windows 的多

點觸控等功能），Windows 2000、XP 必須要安裝/執行 FingerMonitor驅動程式才能正常使用。 

 用隨機標準配備的 USB 線分別插在電腦和書寫螢幕的 USB 連接埠上。 

 將隨機的安裝軟體光碟放入電腦光碟機中。 

 按兩下光碟，出現如下畫面: 

 

圖 1-1 安裝軟體 

 點 擊，根據安裝提示完成驅動程式的安裝。（此驅動成是只需要 Windows XP

系統安裝，Win7 作業系統不需要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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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按兩下 Driver_Setup.exe 程式，會出現如下圖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所示的對話方塊。 

 
圖 1-2 安裝指引 

 

點 擊繼續安裝，在安裝目的資料夾對話方塊中根據使用者需要選擇安裝軟體

的位置，預設位置如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所示。按  可 以選擇不同的資料夾。 

 
圖 1-3 安裝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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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繼續安裝。選擇元件請勾選”產品驅動”，如需電子白板備課軟體請勾選”主程序”，接著點選下一步繼續

安裝完成。 

 

 

圖 1-4 選擇元件介面 

使用者可以看到之前設置的內容，按  進行安裝，如下圖所示。 

 
圖 1-5 準備安裝介面 

程式開始安裝，使用者可以查看其安裝進度，如下圖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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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圖 1-6 安裝進度 

 

軟體完成安裝，會出現如下圖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所示對話方塊，點擊“是，立即重新啟

動電腦。”軟體安裝完畢後，電腦需要重新啟動來使安裝的軟體生效。選擇立即重新啟動電腦。 

 
圖 1-7 安裝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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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FingerMonitor 驅動程式的移除 
 在系統中，選擇“開始”功能表，在“程式”功能表項目中選擇“控制台”，選擇“新增或

到 ，點擊 ，即可移除軟體。 移除程式”，找

軟體移除步驟如下： 點擊移除時，出現如下圖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移除對話方塊，提示您是

否要移除軟體。 

 
圖 1-8 軟體移除 

 

點擊 ，出現對話方塊，軟體進行移除。 

 
圖 1-9 軟體移除 

 

當完成移除時，出現下圖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對話方塊，點擊 ，完成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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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圖 1-10 軟體移除完畢 

FingerMonitor 軟體的定位 

為了使書寫螢幕正常工作，必須使書寫螢幕顯示的圖像的筆跡與實際的筆跡重合，使其精確定位，

透過定位達到較高精準度的重合性。以下幾種情況，必須進行定位。 

 首次使用互動平板； 

 重新安裝了驅動程式； 

 更換了與互動平板連接的電腦； 

具體步驟如下： 

Windows XP： 

1. 連接好各種設備並執行觸控螢幕驅動程式； 

2. 用滑鼠點系統右下方，如圖所示。 

 
圖 1-11 定位設定 

選擇點擊“定位”，出現如圖 1-12 配置介面，點擊“定位”按鈕，進行螢幕定位。 

 

圖 1-12 定位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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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用書寫筆點住在閃爍的 “十”字遊標的中心不動，直至閃爍的 “十”字遊標移動到下一個定

位點，這樣就完成了一個點的定位。根據定位介面中的提示照此方法依次操作完成定位，定位

成功後軟體將自動退至桌面。 

 
圖 1-13 多點觸控校正 

 

 

定位成功後，點擊“確定”按鈕。 

 
圖 1-14 校正完成 

Window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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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 連接好各種設備； 

2. 在“控制台”中，選擇“Tablet PC 設定”。 

 

圖 1-15 Tablet PC 設定 

 

 

在 Tablet PC 設定視窗中，選擇 。 

 

圖 1-16 Tablet PC 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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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用書寫筆點住在閃爍的 “十”字遊標的中心不動，直至閃爍的 “十”字遊標移動到下一個定

位點，這樣就完成了一個點的定位。根據定位介面中的提示照此方法依次操作完成定位。 

 

 

圖 1-17 校正介面 

校正完成後，點擊“是”，完成校正。 

 

圖 1-18 校正完成 

提示： 

 為保證書寫的準確度，需使用隨機配送的書寫筆定位，請勿用手指進行定位操作。 

 定位錯誤有可能導致書寫螢幕觸控功能異常，此時需重新定位。 

 在定位過程中按下鍵盤上的“ESC”鍵可以退出當前定位操作。 

 不同版本的軟體的定位介面有細微的差異，請按照實際介面提示進行定位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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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第二部分 OSD 功能表介紹 
訊號來源選擇 

1. 按遙控器【Source】鍵，打開信號源清單； 

2. 按▲▼鍵選擇所需要切換的信號通道； 

3. 按【確認】鍵進入信號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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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螢幕功能表

 
按【功能表】鍵顯示頻道，影像，聲音，時間，設定各項菜單。按▲▼或 鍵則進行具體各子功能表

項確認和調節值的大小，按▲▼或 鍵則在各子功能表項間移動（亮顯）到所希望選擇的功能表項目。 

頻道功能表（僅在電視信號顯示此頁功能表） 

 

 

 

 

 

 

 

 

 

 

 

 

自動搜台：按▲▼鍵選擇“自動搜台”，按【確認】鍵開始自動搜台。 

手動搜台：按▲▼鍵選擇“手動搜台”，按【確認】鍵進入手動搜台。 

頻道編輯：按▲▼鍵選擇“頻道編輯”，按【確認】鍵進入子功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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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圖像功能表 

圖像模式：按▲▼鍵選擇“圖像模式”，按【確認】鍵進 

入選擇。 

對比度(圖像模式設為“使用者”)：按▲▼鍵選擇“對比 

度”，按 鍵調整。 

亮度(圖像模式設為“使用者” )：按▲▼鍵選擇“亮度” 

按 鍵調整數值。 

色彩(圖像模式設為“使用者”)：按▲▼鍵選擇“色彩” 

按 鍵調整數值。 

銳度(圖像模式設為“使用者”)：按▲▼鍵選擇“銳度” 

按 鍵調整數值。 

色調(圖像模式設為“使用者”)：按▲▼鍵選擇“色 

調”，按 鍵調整。 

色溫：按▲▼鍵選擇“色溫”，按【確認】鍵進入設置。 

縮放模式：按▲▼鍵選擇“縮放模式”，按【確認】鍵 

設置。 

降噪(電視、視訊訊號狀態)：按▲▼鍵選擇“降噪”按 

【確認】鍵設置。 

螢幕(僅電腦信號狀態)：按▲▼鍵選擇“螢幕”，按【確 

認】鍵進入子功能表進行設置。 

聲音選單 
聲音模式：按▲▼鍵選擇“聲音模式”，按【確認】調整。 

120Hz：按▲▼鍵選擇“120Hz”，按 鍵調整。 

500Hz：按▲▼鍵選擇“500Hz”，按 鍵調整。 

1.5KHz：按▲▼鍵選擇“1.5KHz”，按 鍵調整。 

5KHz：按▲▼鍵選擇“5KHz”，按 鍵調整。 

10KHz：按▲▼鍵選擇“10KHz”，按 鍵調整。 

平衡：按▲▼鍵選擇“平衡”，按 鍵調整。 

自動音量：按▲▼鍵選擇“自動音量”，按【確認】 

設置。 

環繞聲：按▲▼鍵選擇“環繞聲”，按【確認】設置。 

光纖模式：按▲▼鍵選擇“光纖模式”，按【確認】 

設置。 

單獨聽（關閉螢幕只有聲音）：按▲▼鍵選擇“自動 

音量”，按【確認】進入單獨聽，按任意鍵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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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時間選單 

時鐘：按▲▼ 鍵選擇“時鐘”，按【確認】設置。 

關機時間：按▲▼ 鍵選擇“關機時間”，按【確

認】設置。 

開機時間：按▲▼ 鍵選擇“開機時間”，按【確

認】設置。 

休眠時間：按▲▼ 鍵選擇“休眠時間”，按【確

認】設置。 

自動待機：按▲▼ 鍵選擇“自動待機”，按【確

認】設置。 

 

 

設定選單 

功能表語言：按▲▼鍵選擇“功能表語言”，按【確

認】進入設置。 

復位：按▲▼鍵選擇“復位”，按【確認】恢復出廠

設置。 

藍屏：按▲▼鍵選擇“藍屏”，按【確認】設置。（無

信時顯示藍屏） 

3D模式：按▲▼鍵選擇“3D模式”，按【確認】進

入設置（詳細後3D功能介紹）。 

3D設置：按▲▼鍵選擇“3D設置”，按【確認】進 

入設置 

童鎖：按▲▼鍵選擇“童鎖”，按【確認】設置。 

自訂：按▲▼鍵選擇“自訂”，按【確認】設置自訂 

鍵對應的信號通道。在USB狀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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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將當前信號切換USB狀態，進入USB介面。介面顯示“圖片—音樂—電影—文本”播放檔案類型圖

示。按 鍵移動選擇您需要播放的檔案類型（框中字體呈黃色），按【確認】進入子功能表。 

 

打開播放檔 

選擇 C:\，接【確認】進入下級子功能表。 

 

 

 

按 鍵或▲▼鍵移動選擇文件所在資料夾（呈藍框選中），

按【確認】打開。選擇播放檔，按【確認】打勾選中，可多個

選中，按 鍵進入播放。 

 

 

播放介面操作  

播放介面操作 

在播放介面按遙控器上的【確認】鍵畫面下方彈出工具列，

通過按 鍵移動選擇操作功能圖示（呈藍色選中），按【確

認】鍵執行。按▼鍵可將工具列隱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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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遙控器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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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控制台(顯示器右下方)  

 

 

 

 

 

 

 

 

1. Standby  : 待機開關鍵 

2. VGA 1：切換到“電腦 1”信號源通道的快速鍵 

3. VGA 2：切換到“電腦 2 ”信號源通道的快速鍵 

4. CUSTOM：可切換到已定義任一信號源通道的快速鍵 

5. SOURCE：顯示或退出信號源功能表 

6. VOLUME -（方向選擇鍵◄）：減小音量鍵，在 OSD 功能表選項下複用方向向◄鍵 

7. VOLUME +（方向選擇鍵►）：增大音量鍵，在功能表選項下複用方向向►鍵 

8. ECO MODE：進入節能模式 

9. PC ：打開、關閉電腦（限帶一體機機型）  

1
  

2
  

3
  

4
  

5
  

6
  

7
  

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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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介面面板 

 

書寫螢幕介面面板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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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PC 模式（VGA 輸入）規格 
序號 標準 解析度 

刷新速度

(Hz) 

水準頻率

(Khz) 

垂直頻率

（Hz） 

水準/垂直同

步極性（TTL） 

1 VESA 640X480 60 31.5 60 N/N 

2 VESA 640X480 72 37.9 72 N/N 

3 VESA 640X480 75 37.5 75 N/N 

4 VESA 800X600 56 35.1 56 P/P 

5 VESA 800X600 60 37.9 60 P/P 

6 VESA 800X600 72 48.1 72 P/P 

7 VESA 800X600 75 46.9 75 P/P 

8 VESA 1024X768 60 48.4 60 N/N 

9 VESA 1024X768 70 56.5 70 N/N 

10 VESA 1024X768 75 60 75 N/N 

11 VESA 1280X960 60 60 60 N/N 

12 VESA 1280X960 75 75.159 75 N/N 

13 VESA 1280X1024 60 64 60 P/P 

14 VESA 1280X1024 75 80 75 P/P 

15 VESA 1600X1200 60 75 60 P/P 

16 VESA 1920X1080 60 66.547 59.988 P/P 
 

USB 模式支援格式 
多媒體類型 檔案格式 文件副檔名 

圖片 JPEG、BMP、PNG .jpg、.bmp 、.png 

影片 

MPEG1、MPEG2、

MPEG4、H264、

RM、RMVB、

MOV、MJPEG、

VC1、Divx、FLV 

.avi、.mpg、.dat、.vob、.div、.mov、.mkv、 

.rm、.rmvb、.mp4、.mjpeg、.ts、.trp、.wmv、.asf 

音樂 
WMA 、MP3、

M4A 、（AAC） 
.wma、.mp3、.m4a 

文本 TXT .txt 

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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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故障現象 可能原因 解決方法 

服務程式無法連接 

驅動程式未正確安裝 請正確安裝驅動程式 

USB 埠(線)未連或有問題 更換新的 USB 線測試或檢測 USB 接口 

紅外線管被遮擋 確認四周紅外線條未被異物遮擋 

每次開機都需要重

新定位 
電腦裝有還原保護卡 請關閉電腦保護後再重新定位服務程式 

服務程式定位不准 定位操作不規範 
用遙控器上 Auto 鍵將圖像填滿，再用隨機

附帶的書寫筆定位 

書寫時有抖(跳)筆 
書寫方式不正確 

建議儘量用書寫筆書寫，拿筆儘量遠離筆

尖，筆與螢幕表面夾角儘量大於 60 度(注意

衣袖或手腕不要靠近螢幕表面) 

有強光源或紅外光源干擾 去除干擾源,或換個無干擾環境 

書寫時有斷筆 

（部份能書寫） 

書寫方式不正確 

建議儘量用書寫筆書寫，拿筆儘量遠離筆

尖，筆與螢幕表面夾角儘量大於 60 度(注意

衣袖或手腕不要靠近書寫面) 

書寫時未達到要求的遮擋 

面積或筆尖過尖 
更換筆尖或用較大遮擋面積的筆頭書寫 

紅外線管被遮擋 查看紅外線條上有無異物遮擋 

有強光源或紅外光源干擾 去除干擾源,或換個無干擾環境 

無法書寫 

筆劃顏色與背景色相同 

或相近 
請更換另一種顏色的筆書寫 

書寫時手或其它物品同時

也放在螢幕上 

建議儘量用書寫筆書寫，拿筆儘量遠離筆

尖，筆與螢幕表面夾角儘量大於 60 度(注意

衣袖或手腕不要靠近書寫面) 

有強光源或紅外光源干擾 去除干擾源,或換個無干擾環境 

書寫方式不正確 

建議儘量用書寫筆書寫，拿筆儘量遠離筆

尖，筆與螢幕表面夾角儘量大於 60 度(注意

衣袖或手腕不要靠近書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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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無聲音及圖像顯示 

1. 檢查電源線是否已連接到電源插座，並且已經通電 

2. 檢查是否已經打開書寫螢幕的船型開關 

3. 檢查是否已經打開面板待機按鍵 

4. 檢查輸入的視訊與音源線是否正常 

5. 檢查是否切換至正確信號源輸入 

6. 檢查圖像亮度及對比度等設置 

7. 檢查音量大小 

圖像正常，無聲音 

1. 檢查音量大小 

2. 檢查是否按了遙控器上的靜音鍵 

3. 檢查電腦與書寫螢幕的音源連接是否正確 

無圖像或圖像為黑

白色 

1. 調整色彩設置 

2. 檢查彩色制式 

圖像或聲音受到干

擾 

1. 找出書寫螢幕附近干擾的電器設備，將其搬至遠離書寫螢幕的地方 

2. 不與干擾的電器設備共用同一個電源插座 

遙控器失靈 

1. 更換電池 

2. 清潔遙控器頂部發射視窗（是否被遮擋） 

3. 檢查電池接觸點（是否接觸不良） 

電腦無法開機 

（僅帶 PC 型號） 

1. 檢查電腦適配器連線是否正常，電源是否接通 

2. 檢查電腦與書寫螢幕連線是否都已正確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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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規格參數 
主要參數  

顯示比例 16：9 

物理解析度 1920*1080Pixel 

色彩度 10bit, 1.07B 

對比度 4000：1 

回應時間 5.5ms 

圖像制式/聲音制式 PAL/DK 

揚聲器功率 10Wx2 

工作電壓 AC 100-240V，50/60Hz 

觸控   

感應方式 紅外線多點觸控感應／多點表面光波觸控感應 

通訊介面 USB HID 免驅動程式（基於特定系統環境） 

觸控解析度 4096*4096 

掃描、遊標速度 8ms、120 點/秒 

定位精度 1mm 

傳輸距離 10m 

運輸/儲存   

儲存溫度 -20℃~60℃ 

工作溫度 0℃-50℃ 

安裝方式 壁掛/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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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RS232 連接埠控制 
將 RS232 介面與電腦或中控設備連接，打開 RS232 連接埠後，按以下配置進行設置。 

 

按鍵控制碼分配如下，按鍵操作功能同遙控器相應按鍵： 

 

RS232 接線圖 

 

圖 4-6 

 

本產品手冊的內容如有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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