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ouchscreen LCD Monitor

Fet60A / Fet70A

   分享，合作，溝通，直觀方便的觸摸屏解決方案	      日本原裝面板・超窄邊框屏幕・超薄立面厚度 

全世界唯⼀一⽇日本G10的⾯面板	

超乎想像   震撼視界	
超薄型外框	
時尚窄邊框	

鋼琴鏡⾯面精簡設計	
側隱藏式按鍵設計	

	 	超乎想像的視覺饗宴	
	
 	 	採⽤用世界最新進G10 液晶⾯面板	
	
採⽤用⽇日本原裝進⼝口，世界頂級堺⼯工廠第⼗十代⾯面板，並由世界頂尖電⼦子製造業⻯⿓龍頭製造，
是⾼高品質加⾼高技術的完美結合！	
	
⼗十代線⾯面板是⽇日本最先進液晶⾯面板技術，堺⼯工廠採⽤用世界最⼤大(2880x3130mm)第10代
液晶⺟母板，⽣生產低耗電、⾼高對⽐比度的先進液晶⾯面板，呈現出超精細畫⾯面，帶來前所未
有⾼高畫質體驗。	

	 	1080 Full HD液晶⾯面板	
	

	 	清晰真艷   領先視界	
	
完整⽀支援1080P，提供給您⾼高畫質、⾼高解析度的⼤大畫⾯面感受，讓您觀看時就擁有⾼高級
劇院般的享受！	
	

第10代⾯面板	

1080⾼高解析	

	 	多點觸控功能	
	

	 	標準為四點觸控   可選購六點觸控	
	
LCD顯⽰示和觸控框採⼀一體成型整機設計，觸控⾯面板具有四點多點觸控功能，⽤用⼾戶可以
⽅方便地⽤用⼿手指移動畫⾯面，擴⼤大、縮⼩小及瀏覽移動！	

多點觸控	



流暢逼真   讓動感更清晰	
	
120Hz動態流暢技術	
	
採⽤用120Hz動態流暢技術，在原本傳統60Hz畫⾯面插⼊入雙倍的影像格，
將影像由原本的每秒60格增加⾄至每秒120格，有效改善拖影現象，
使動態影像更加清晰並流暢！	

動態流暢技術	

傳統60Hz畫⾯面	

新採⽤用120Hz畫⾯面	

	 	⾊色彩鮮艷   ⿊黑⽩白絕對分明	
	

	 	光配向技術UV2A	
	

	 	搭載UV2A技術以提⾼高背光效率， 消滅背光燈漏光問題，進⽽而使⽩白⾊色更亮， ⿊黑⾊色更深， 彩⾊色更鮮艷。	
	
	 	＊UV2A光配向技術是”Ultraviolet-induced multi-domain Vertical Alignment”的簡稱，此項技術確保液晶分⼦子按照特定⽅方向均勻匀排列。	

玻璃基板塗上⾃自⾏行開發的特殊材料作
為配向膜。

液晶分⼦子預傾斜⾓角度⾃自動導向成配向膜
⾼高分⼦子的⽅方向。

當照射UV光時，配向膜的⾼高分⼦子⾃自動導向成
UV光照射的⾓角度。

玻璃基板 玻璃基板玻璃基板

UV光 液晶分⼦子配向膜

光配向技術

層次感鮮明 ⾊色彩表現更細膩	
	
12bit⾊色彩處理技術	
	
12bit Color 細緻處理所有訊息讓資料不失真，層次感更鮮明，⾊色彩
表現更細膩。	

細膩⾊色彩處理	

n  產品特點：	



	
智能背光  技術領先	
	
畫⾯面亮度可依照您觀賞的環境，為您調整最舒適的
觀賞亮度，讓您輕鬆觀賞⼜又不會造成眼睛負擔。	

智能背光	

節能:	 節能:	

輕鬆串連多媒體	
	
內建網路界⾯面 任意瀏覽暢遊	
	
Smart HDMI可以串起HDMI周邊裝置(此裝置需⽀支援CEC)，使⽤用電視
遙控器就可以簡單的操作周邊裝置，⽀支援SAC(System Audio 
Control)可透過電⼦子⽩白板直接控制擴⼤大機⾳音量。	

HDMI 智慧連結	

節能環保 未來視界	
	
清晰真艷   領先視界	
	
LED節能背光技術打造低炭優質⽣生活，即使70吋的⼤大畫⾯面，消耗電⼒力也僅
有110W的低耗能，其明亮、⾼高透光性的液晶⾯面板，以及俱有⾼高準確度發光
的LED背光，更能達到節能效果！	

節能⾼高光⾯面板 省電節能	

多媒體共享

	 	極致相容   掌握視界	
	

	 	⽀支援USB隨⾝身碟或硬碟直接播放和多媒體共
	 	享功能，電⼦子⽩白板也可以透過網路播放於同
	 	網段的電腦中分享的照⽚片！	

	
	 	⽀支援的檔案格式及副檔名：	
	 	電影：.mpg/.avi/.ts/.mov/.mkv/.mp4/.dat/.vob/.rm	
	 	⾳音樂：.mp3	
	 	照⽚片：.jpg/.jepg/.bmp/.png	
	 	(在某些情況下有可能無法播放)	



  智慧型⼿手機	

or	

網路無限暢遊	
	
內建網路界⾯面   任意瀏覽暢遊	
	
內建網路界⾯面，讓您輕鬆連線，隨意暢遊網路。	

智 慧 遙 控	

內建網路埠	

Smart TV Controller	
超乎預期的智慧⽣生活	
	
智慧遙控   領先群倫	
	
	
下載App程式                  Smart TV Controller 到您的
⼿手機或平板電腦，讓您的智慧型裝置搖⾝身⼀一變成為遙
控器，輕鬆的操控電⼦子⽩白板。	
	

⽀支援多種外接設備 ，輕鬆
享有多媒體播放功能	
	
內建多種輸⼊入界⾯面 任意播放多媒體	
	

	3組HDMI 數位影⾳音輸⼊入端⼦子	
	2組USB端⼦子	
	1組AV/⾊色差輸⼊入端⼦子	
	1組RJ45網路端⼦子	

70吋1080P⼤大畫⾯面，給您精品視覺感受	 超窄邊框	

極致美型	

後側隱藏式按鍵設計	

鋼琴鏡⾯面底座設計，氣派⼤大⽅方(選配）	

鋁擠型紅外觸控框⼀一體化設計，輕薄好操控	

時尚窄邊框   極簡外型	
	
無論放置在任何場所使⽤用，它都會是所
有⺫⽬目光的焦點	

Wi-Fi	



•  提供各種網路資源素材的搜尋，包括圖⽚片、YouTube
影⽚片透過拖曳⽅方式即可匯⼊入。	

•  具備簡單⽽而強⼤大的互動教學⼯工具，備課與互動設計簡單
輕鬆。存檔功能保留教學紀錄可依班級及⽇日期存檔。	

•  匯⼊入素材亦可播放、剪裁或是進⾏行儲存的動作。	•  提供剪裁畫⾯面，可依需求選擇矩形或不規則剪裁。剪裁
後的物件可⾃自由設定。	

n  ⽩白板軟體：	

n  電⼦子⽩白板架：	

MyBoard專⾨門為液晶觸控顯⽰示器所撰寫的⽩白板筆軟件，任何⼈人都可以順利地操作FET60A及FET70A。⼀一旦在任何應⽤用軟件創建的⽂文件已經導⼊入為圖像，
並顯⽰示在觸摸屏上，⽤用⼾戶可以快速地編寫和使⽤用捆綁的觸摸筆或⼿手指在屏幕表⾯面上直接繪製。	
此⽤用⼾戶友善的界⾯面⽀支持筆的顏⾊色和線的厚度選擇，以及橡⽪皮擦⼯工具，可以⽤用來刪除所選的符號或清除整個屏幕上⼀一次屏幕上的功能。屏幕圖像可以放
⼤大或旋轉，並可以選擇和重新定位，⼿手寫體的符號，如⽂文字和圖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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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產品規格：	

n  產品尺⼨寸圖：	

FET60A
FET70A

No.	 型號 FET60A	 FET70A	
1	 製造商 foxconn	 foxconn	
2	 液晶顯示器規格 　 　

面板尺寸 60吋	   70吋	  

背光板 E-LED背光板 E-LED背光板

解析度 1920X1080 pixels	 1920X1080 pixels	
亮度 350 nits（cd/m2） 350 nits（cd/m2）

對比度 4500:1	 4000:1	
反應時間 4 ms	 4 ms	
可視角 176°H，176°V (CR≥10)	 176°H，176°V (CR≥10)	
螢幕尺寸 1329.12mm(H)X747.63mm(V);152.496cm(可視對⾓角⻑⾧長)	 1538.88mm(H)X865.62mm(V);176.563cm(可視對⾓角⻑⾧長)	
影像比例調整 4種(逐點、縮放、劇院、正常等四種模式)	 4種(逐點、縮放、劇院、正常等四種模式)	
螢幕使用壽命 約50,000⼩小時	   約50,000⼩小時	  

3	 紅外觸控規格 　 　

觸控型式 紅外線感應觸控 紅外線感應觸控

多點觸控 4點觸控 4點觸控

書寫方式 手指或書寫筆等不透光物體 手指或書寫筆等不透光物體

最小觸控物體 5mm	 5mm	
觸控解析度 32,767 X 32,767	 32,767 X 32,767	
觸控精度 觸控精度：90%以上的觸控區域為±2mm	 觸控精度：90%以上的觸控區域為±2mm	
響應速度 <20ms	 <20ms	
傳輸速度 120Mbps	 120Mbps	
掃描頻率 200Hz	 200Hz	
抗光性 具抗光性 具抗光性

電源及通訊端子 經由USB	 經由USB	
保護玻璃厚度 4mm強化玻璃 4mm強化玻璃

技術特性 HID免驅動	   HID免驅動	  

4	 支援信號 　 　

水平頻率 31-75 (KHz)	 31-75 (KHz)	
垂直頻率 50-70 (Hz)	 50-70 (Hz)	
視頻彩色系統 PAL，PAL-60，SECAM，NTSC(3.58MHz)	 PAL，PAL-60，SECAM，NTSC(3.58MHz)	
相容數位訊號 480p, 720p, 1080i, 1080p	 480p, 720p, 1080i, 1080p	
支援PC最大解析度 1920 x 1080 (@60Hz)	 1920 x 1080 (@60Hz)	

5	 輸入/輸出端子 　 　

音效輸入端子 3.5mm phone Jack 綠  x1	 3.5mm phone Jack 綠  x1	
HDMI輸入端子	 19 pin HDMI  x3	 19 pin HDMI  x3	
USB端子	 USB 2.0  x2	 USB 2.0  x2	
VGA數入端子 D-Sub 15-pin  x1	 D-Sub 15-pin  x1	
AV影音輸入端子 RCA x 1組（⿈黃/⽩白/紅)  x1	 RCA x 1組（⿈黃/⽩白/紅)  x1	
色差影像輸入端子 Component:RCA Jack(聲⾳音共⽤用AV)  x1	 Component:RCA Jack(聲⾳音共⽤用AV)  x1	
數位光纖端子 SPDIF  x1	 SPDIF  x1	
音效輸出端子 3.5mm phone Jack ⿊黑  x1	 3.5mm phone Jack ⿊黑  x1	
網路端口 RJ-45  x1	 RJ-45  x1	
電視調諧器擴充槽 1組,可擴充U/V及數位視訊盒 1組,可擴充U/V及數位視訊盒

控制方式 紅外線遙控器及RS-232 In x1(與VGA埠共用)	 紅外線遙控器及RS-232 In x1(與VGA埠共用)	
聲音輸出 立體喇叭輸出功率 10W x 2	 立體喇叭輸出功率 10W x 2	

6	 一般規格 　 　

電源 Universal AC 110v-220v/50-60Hz	 Universal AC 110v-220v/50-60Hz	
額定電流 2A	 3A	
消耗功率 200W	 265W	
消耗功率(待機時)	 ≦1W	 ≦0.5W	
操作溫度 0℃～35℃	 0℃～35℃	
操作濕度 10%~85%	 10%~85%	
外觀尺寸(無腳座時)	 1421.87*74.3*866.37(寬x深x⾼高)mm3	   1631.59*76.7*984.98(寬x深x⾼高)mm3	  

外觀尺寸(含腳座時)	 1421.87*353.9*903.07(寬x深x⾼高)mm3	   1632*343.44*1025.98(寬x深x⾼高)mm3	  

重量 50 kg (凈重)	 65 kg (凈重)	
7	 其它 　 　

遙控器 遙控器（含電池） 遙控器（含電池）

安裝架 壁掛架、活動立架(選購)	 壁掛架、活動立架(選購)	
固定孔 符合VESA規格:400 x 400 (mm)	 符合VESA規格:400 x 400 (m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