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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名稱：DX201 系統液晶顯示器
手冊版本：V2.0 C9013
發表日期：2014 年 2 月

給用戶的說明

版權說明

　© ASUSTeK Computer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保留所有

權利。

　本用戶手冊包括但不限于其所包含的所有信息都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未經華碩

電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碩”）許可，不得有任何仿造、複製、摘抄、轉

譯、發行等行為或為其它利用。

免責聲明

　本用戶手冊是以“現狀”及“以目前明示的條件下”的狀態提供給您。在法律允
許的範圍內，華碩就本用戶手冊，不提供任何明示或默示的擔保及保證，包括但不

限于商業暢銷性、特定目的適用性、未侵害任何他人權利及任何使用本用戶手冊或

無法使用本用戶手冊的保證，且華碩對因使用本用戶手冊而獲取的結果或通過本用

戶手冊所獲得任何信息的準確性或可靠性不提供擔保及保證。

　用戶應自行承擔使用本用戶手冊的所有風險。用戶明確瞭解并同意華碩、華碩的

被授權人及董事、管理層、員工、代理商、關聯企業皆無須為您因本用戶手冊、或

因使用本用戶手冊、或因不可歸責于華碩的原因而無法使用本用戶手冊或其任何部

分而可能產生的衍生、附帶、直接、間接、特別、懲罰或任何其它損失（包括但不

限于利益損失、業務中斷、數據遺失或其它金錢損失）負責，不論華碩是否被告知

發生上述損失之可能性。

　由于部分國家或地區可能不允許責任的全部免除或對上述損失的責任限制，所以

上述限制或排除條款可能對您不適用。

　用戶知悉華碩有權隨時修改本用戶手冊。本產品規格或驅動程序一經改變，本

用戶手冊將會隨之更新。本用戶手冊更新的詳細說明請您訪問華碩的客戶服務網

http://support.asus.com，或是直接與華碩電腦客戶關懷中心 400-620-6655 聯繫

（不能撥打800電話的用戶，請撥打技術支持電話020-28047 506）。 

　對于本用戶手冊中提及的第三方產品名稱或內容，其所有權及知識產權都為各產

品或內容所有人所有且受現行知識產權相關法律及國際條約的保護。

　當下列兩種情況發生時，本產品將不再受到華碩的保修及服務：

（1） 本產品曾經過非華碩授權的維修、規格更改、零件替換或其它未經過華碩授權的

行為。

（2）本產品序號模糊不清或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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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設置顯示器前，請先仔細閱讀產品包裝內所附的用戶說明。

•  為防止火災或電擊危險，請勿讓本顯示器遭受雨淋或受潮。

•  請勿試圖拆解顯示器。顯示器內部有危險高壓電，可能導致嚴重的人身
傷害。

•  若電源適配器已損壞，請不要嘗試自行修復。請聯繫合格的服務人員或
經銷商來處理。 

•  在使用產品之前，請確認已接好所有的纜線，並且確認電源線沒有損
壞。若您發現任何損壞，請立即與經銷商聯繫。 

•  顯示器背部或頂部的插槽與開口為提供通風用，請勿阻塞這些開口。切
勿將本產品放置於接近或在散熱源的上方或是熱源處，除非有提供適當
的散熱。 

•  將顯示器的電源適配器根據標識所示，插入當地供電所規定的正確額定
功率。

•  請勿讓配電盤與電源線過載，一旦過載可能會導致火災或觸電。 

•  避免灰塵、潮濕和極端的溫度。不要將顯示器放在可能會變得潮濕的任
何地方。並將顯示器放置在平穩的表面。

•  在雷雨期間或放置很長一段時間不使用時，請拔掉插頭。這樣可以確保
顯示器免於遭受到電源突波而造成損壞。 

• 請勿將任何物品或任何類型的液體濺入顯示器的插槽。

•   若您遇到有關顯示器的任何技術問題，請與專業的技術人員或經銷商聯
繫。

安全性須知

這個打叉的垃圾桶標誌表示本產品（電器/電子設備）不應視為一
般垃圾丟棄，請依您所在地區有關廢棄電子產品的處理方式處置。

符合能源之星（Energy.Star）
標示有 ENERGY STAR 標誌的 ASUS 產品，均符合美
國環保署所制訂的 ENERGY STAR 規範，而且產品電
源管理功能都已經啟用。

使用注意事項

在您開始操作本產品之前，請務必詳閱以下注意事項，以避免因人為的
疏失造成產品損傷甚至人體本身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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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符號
為了讓您更快速的瞭解本產品的使用方式，在本手冊中會出現以下的圖
標及說明文字，請您特別注意這些重點事項，而這些圖標所代表的意義
如下：

警告：禁止不當行為及操作，提醒您在進行某一項操作時要注意您
個人身體的安全。

哪裡可以找到更多信息
您可以經由下面所提供的兩個渠道來獲得您所使用的華碩產品信息以及
軟硬件的升級信息等。

1..華碩網站

您可以到 http://www.asus.com.cn 華碩互聯網取得所有關於華碩軟硬
件產品的各項信息。

2..其他文件

在您的產品包裝盒中除了本手冊所列舉的標準配件之外，也有可能會夾
帶有其他的文件，譬如經銷商所附的產品保修單據等。

關於本用戶手冊

小心：提醒您在進行某一項操作時要特別小心，否則可能會因此使
產品發生損壞。

重要：重點提示，您必須遵照手冊所描述的方式來操作。

說明：小祕訣，名詞解釋，或是進一步的信息說明。

REACH.Information
注意：謹遵守 REACH(Registration, Evaluation, Authorisation, and 
Restriction of Chemicals) 管理規範，我們會將產品中的化學物質公告在華
碩 REACH 網站，詳細請參考 http://csr.asus.com/english/REACH.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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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置您的顯示器
1. 關閉台式機與顯示器的電源。

2. 移除電源線和信號線。

3. 握住顯示器的左右兩側，并且抬起顯示器。并請不用移除顯示器底座。

清潔須知
1. 關閉台式機與顯示器的電源。

2. 移除電源線和信號線。

3. 使用不會掉毛且非研磨性的擦拭布來清潔顯示器的屏幕。可以使用布蘸
中性清潔劑，能去除較頑固的污漬。

1. 使用清潔劑可以清潔顯示器。

2. 不要使用含有酒精或丙酮的清潔劑。

3. 不要將清潔劑直接噴在屏幕上擦拭，因為它可能會滲入顯示器
內並導致觸電。應噴在擦拭布上後，輕輕地擦拭屏幕表面。

系統液晶顯示器的特性
• 當您第一次使用時，顯示器可能會閃爍，請關閉顯示器電源，并再重新

打開，以確保顯示器停止閃爍。

• 顯示器屏幕可能會因您所使用的桌面圖案而出現不均勻的亮度。請依您
的偏好設置屏幕。

• 當您的顯示器屏幕上有黑屏或閃屏時，請與您的經銷商或華碩服務中心
聯繫。請不要試圖自行解決修理顯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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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信息產品污染控制標示：圖中之數字為產品之環保使
用期限。僅指電子信息產品中含有的有毒有害物質或元素
不致發生外洩或突變從而對環境造成污染或對人身、財產
造成嚴重損害的期限。

部件名稱
有毒有害物質或元素

鉛.(Pb) 鎘.(Cd) 汞.(Hg)
六價鉻.
(Cr6+)

多溴聯苯.
(PBB)

多溴二苯醚
(PBDE)

印刷電路板及其
電子組件

x o o o o o

液晶模塊 x o x o o o

外殼 x o o o o o

電源適配器 x o o o o o

外部信號連接頭
及線材

x o o o o o

音箱（只限內置
音箱機種）

x o o o o o

本產品有毒有害物質或元素的名稱及含量標識如下表：

○： 表示該有毒有害物質在該部件所有均質材料中的含量均在 SJ/T 

11363-2006 標准規定的限量要求以下。

×： 表示該有毒有害物質至少在該部件的某一均質材料中的含量超出 

SJ/T 11363-2006 標准規定的限量要求，然該部件仍符合歐盟指令 

2002/95/EC 的規范。

備註：

此產品所標示之環保使用期限，係指在一般正常使用狀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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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規格表

面板尺寸 495.3 mm (19.5 英寸)

有效工作區.(水平x垂直) 433.92x236.34mm

像素.(水平x垂直) 1600 (x3) x 900

點距 0.2712 x 0.2626 um

像素排列 RGB

顯示模式 TN 模式（TN Mode），普通白（Normal White）

白色亮度.(中心) 250 cd/m2 (典型值)

對比度 1000 (典型值)

光學響應時間 5ms (典型值 開/關)

額定輸入電壓.VDD +5.0V (典型值)

耗電量..
(VDD.Line.+.LED.Line)

LED Line：PBLU (典型值) - 8.32 W (TBC) 
VDD Line：PDD (典型值) , TBD

電器接口 雙通道 LVDS

顯示顏色 16.7百萬色（RGB 6-bit + Hi_FRC）

表面處理 防眩光，3H

溫度範圍（操作時） 0 ~ +40oC

溫度範圍（未操作時） -20 ~ +60oC

符合.RoHS.標準 符合 RoHS 標準

符合.TCO.標準 符合 TCO 6.0 標準

列表規格若有變動，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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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裝盒內容物

• 倘若您發現產品包裝內的組件有任何損壞或缺失，請立即與您
的經銷商聯繫。

• 以上的產品與配件線圖僅供參考，會因不同機型而有差異，請
依實際的機型為準。

華碩系統液晶顯示器 DC.纜線.x.1（選購）

電源線.x1.(選購) VGA.信號線.x1

Quick Start Guide

快速用戶手冊.x1 保修卡

Warranty 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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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開始使用

歡迎使用
感謝您購買華碩系統液晶顯示器！

這款為用戶精心設計的新一代華碩寬屏幕系統液晶顯示器，提供您清
新、寬廣，以及明亮的顯示畫面，加上增強的功能讓您有更好的視覺享
受。

為了確保本產品正確的安裝與使用，請先詳閱本手冊的操作指南以及其
他重要信息。

認識您的顯示器

正面

圖標只能參考，上面的端口和它們的位置以及大小，可能會隨著顯
示器機型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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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鈕

•  可以快速切換 SPLENDID™ 圖像智能技術的七種情境模式，包
括風景模式、標準模式、劇場模式、游戲模式、夜晚模式、sRGB 
和閱讀模式。

•  當開啟 OSD 功能時，按此鍵可退回上一層選單或退出 OSD 主
菜單。

•  持續按住此按鍵約 2-4 秒（只限 VGA 輸入時使用），可自動調
節至最適合的圖像位置、時序及顏色。

 按鈕

• 啟用 對比度 功能

• 降低數值或往左/往下移動您的選項。

 按鈕

• 開啟 OSD 菜單

• 運行選擇的 OSD 菜單項目。

•  按下此按鈕五秒鐘，可以啟動 Key Lock（按鍵鎖定）功能。再
次按下五秒鐘則關閉此功能。

 按鈕

• 增加數值或往右/往上移動您的選項。

• 亮度調整熱鍵。

 電源按鈕 / 電源指示燈

• 按下此鈕可以 開啟/關閉顯示器。

• LED 指示燈：

   •   白色：系統液晶顯示器已開啟。

   •   橘色：系統液晶顯示器處於待機/省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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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面

VGA 接口

這個接口為提供連接至台式機上的 VGA 接口。

DC-In 接口

連接電源適配器或 DC（直流）電源線至這個接口。

Kensington 標準防盜鎖孔

Kensington® 防盜鎖孔可以搭配使用 Kensington® 標準的纜線以提
供顯示器的安全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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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設置顯示器

安裝/卸除顯示器的底座

安裝顯示器的底座
請依照以下的方式，安裝顯示器的底座：

1.  首先，取出顯示器，並將屏
幕那面朝下放置在平坦且有
柔軟布的桌面上。

2.  然後取出底座，並且如右圖
所示，將底座裝入顯示器。

3.   從底部鎖上底座專用螺絲，
完成固定。 



14

卸除顯示器的底座
請依照以下的方式，卸除顯示器的底座：

1.  首先，取出顯示器。

2.  並將屏幕那面朝下放置在平坦且
有柔軟布的桌面上。

3.  用一手緊抓住支架，并鬆開固定
於底座上的螺絲。

4.   將底座從支架上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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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至VGA.接口

您可以將顯示器與台式機上的 VGA 接口進行連接/移除。

打開顯示器電源

使用列示 UL 的華碩台式機 LPS 接頭 (12Vdc) 或桌上型系統液晶顯示
器電源適配器 (19Vdc) 以供電至您的顯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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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顯示器

您可以將顯示器的角度從 5 度至 20 度進行調整。

請在所提供的傾斜角度範圍內調整至適當的位置，避免過度傾斜導
致傾倒。

-5 to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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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使用.OSD.菜單

設置.OSD.菜單
1. 按一下屏幕下方的   鍵，即會顯示 OSD 菜單畫面。

2.  接著按下  與  鍵，切換至其他的菜單項目，選擇您欲進
行設置的菜單項目後按下  鍵開始設置，若有次菜單出現，再按  

 或  鍵選定欲設置的項目後，再按下  鍵。

3.  按下  或  來變更所選項目的設置。

4.  欲退出 OSD 菜單，請按  鍵，並重複步驟 2 與 3 來調整其他功能。

DX201

Color

Splendid

Image

Input Select

System Setup

Scenery Mode

Standard Mode

Theater Mode

Game Mode

sRGB

Night View Mode

Reading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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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景模式：SPLENDIDTM 圖像智能增強的風景模式，可以提供瀏覽風景畫
面時使用。

· 標準模式：SPLENDIDTM 圖像智能增強的標準模式，可以提供文件編輯畫
面時使用。

· 劇場模式：SPLENDIDTM 圖像智能增強的劇場模式，可以提供觀看影片時
使用。

· 游戲模式：SPLENDIDTM 圖像智能增強的游戲模式，可以提供進行遊戲時
使用。

· 夜晚模式：SPLENDIDTM 圖像智能增強的夜晚模式，可以提供用戶在較暗
的環境下瀏覽畫面時使用。

· sRGB：兼容於 sRGB 顏色色域，提供一般文件編輯時的最佳選擇。

· 閱讀模式：SPLENDIDTM 圖像智能增強的閱讀模式，可以提供閱讀文件時 
的最佳選擇。

使用.OSD.功能

Splendid

本項目提供了七種情境模式供選擇，您也可以利用快捷鍵 SPLENDID 直
接點選至您欲使用的模式：

DX201

Color

Splendid

Image

Input Select

System Setup

Scenery Mode

Standard Mode

Theater Mode

Game Mode

sRGB

Night View Mode

Reading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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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
本菜單可以讓您檢視顯示器的相關色彩細節，此提供了以下的色彩項目
供檢視：亮度、對比度、飽和度、色溫與膚色。

色彩功能不提供用戶設置。

DX201

Splendid

Image

Input Select

System Setup

Brightness

Contrast

Saturation

Color Temp.

Skin Tone

Color

90

80

50

User Mode

Na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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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
本菜單提供調整顯示器屏幕上的圖像位置與聚焦，並且也可以允許您查
看液晶顯示器啟用的其他圖像相關的功能。

·清晰度：設置值為 0 至 100。

· 畫面控制：提供您根據設置的長寬比以查看顯示屏。

· 對比度：設置值為 0 至 100。

· ASCR：ASCR 為華碩智能對比調節功能，以提供動態變更顯示器的對比
度。

·位置：可調整水平及垂直位置，設置值為 0 至 100。

· 聚焦：通過調整（相位）和（時序）以降低影像的水平掃描干擾
（Horizonal-line noise）與垂直掃描干擾（Vertical-line noise）。調整的數
值範圍為從 0 至 100。

清晰度、畫面控制與 ASCR 功能不提供用戶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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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選擇
本功能使用哪一個輸出接口來將液晶顯示器連接置外圍設備。

DX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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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A 為不提供用戶設置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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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設置
本菜單提供調整液晶顯示器的系統設置。

· 音量：設置值為 0 至 100，按下  鍵可開啟本項功能。

· OSD 設置：這項功能可以啟用進入以下的項目：

 -  菜單的水平位置、垂直位置，設定值為 0 至 100。

 - 菜單時間的設置值為 10 至 120。

 - 並且可以啟用或關閉 DDC/CI 功能。

 - 菜單的透明度，設置值為 0 至 100。

· 語言：可切換十種語言，包括英文、德文、義大利文、法文、荷蘭文、西
班牙文、俄文、繁體中文、簡體中文與日文。

· 顯示信息：顯示顯示器的相關信息。

·恢復出廠模式（All Reset）：可選擇是否恢復到出廠默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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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碩的聯絡信息

 Manufacturer: ASUSTeK Computer Inc.

 Address: 4F, No.150, LI-TE RD., PEITOU, TAIPEI 112, TAIWAN

 Authorised representative in Europe: ASUS Computer GmbH

 Address: HARKORT STR. 21-23, 40880 RATINGEN, GERMANY

華碩電腦（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   ： 上海市閔行莘庄工業區春東路508號
電話   ：+86-21-5442-1616
傳真   ：+86-21-5442-0099
互聯網  ：http://www.asus.com.cn

技術支持
電話   ：+86-21-3704-4610（400-620-6655）

在線支持  ：http://support.asus.com/techserv/techserv.aspx

華碩電腦公司 ASUSTeK COMPUTER INC.（亞太地區）
地址   ：15 Li-Te Road, Peitou, Taipei, Taiwan 11259
電話   ：+886-2-2894-3447
傳真   ：+886-2-2890-7798
電子郵件  ：info@asus.com.tw
互聯網  ：www.asus.com.tw

技術支持
電話   ：+86-21-38429911
在線支持  ：support.asus.com

ASUS COMPUTER INTERNATIONAL（美國）
地址   ：800 Corporate Way, Fremont, CA 94539, USA 
電話   ：+1-510-739-3777
傳真   ：+1-510-608-4555
互聯網  ：usa.asus.com

技術支持
電話   ：+1-812-282-2787
支持傳真  ：+1-812-284-0883
在線支持  ：support.asus.com

ASUS COMPUTER GmbH（德國與奧地利）
地址   ：Harkort Str. 21-23, D-40880 Ratingen, Germany
傳真   ：+49-2102-959911
互聯網  ：www.asus.de
在線聯絡  ：www.asus.de/sales

技術支持
電話（Component）  ：+49-1805-010923*
電話（系統/筆電//Eee/顯示器） ：+49-1805-010920*
支持傳真  ：+49-2102-9599-11
在線支持  ：support.asus.com

*.從德國撥號採固網的費率每分鐘.0.14.歐元；行動電話的費率每分鐘.0.42.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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