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ternal power
5V/2A or above

显示器支持使用USB-C电缆连接到手机以显示手机内容，或者根据系统
设置定制UI界面。

没有外部电源时，手机电池将用作为显示器充电的电源。（注1）

当显示器连接到外部电源时，显示器将用作为手机充电的电源。
（注2）

注1：显示器将切换到节能模式；显示屏亮度将自动调整为30％。用户
可能需要根据手机的功耗来调整显示器的亮度和音量级别。

注2：为确保显示器和手机均具有足够的工作电流，建议使用至
少18w的充电器/移动电源，通过使用大功率充电器可以实现快速充
电。

注3：将显示器连接到具有电视输出功能的安卓手机时，它将变成工作
站。使用iPhone时，借助官方的Lightning至HDMI转换器，您可以
将iPhone镜像到显示器上。

A-11
便携式触摸屏显示器
快速使用指南

使用前请仔细阅读本手册。

I. 产品描述

①Micro USB

② ③ 全功能 USB Type-C接口

端口或外部电源端口：用于电源，音频和视
频信号传输，触摸屏信号传输，可逆插入功
能

USB Type-C 电源接口: 支持外部电源和

反向充电，兼容PD2.0电源协议，支持5V / 9V
/ 12V / 15V / 19V / 20V电压输入

④ 迷你HDMI接口：用
于音频和视频信号传输

⑤ 信号切换/返回按钮：短按按

钮可切换信号通道。在主菜单模式
下，短按按钮返回。

快速用户指南

⑥ 拨轮：打开主菜单，控制菜单和确认

选择按钮

⑦ 3.5毫米音频端口：耳机/扬声器扩展

端口

功能按钮设计有拨轮。

1.按下拨轮打开主菜单，向上/向下滚动以控制菜单，然后按下拨轮确

认选择。短按信号切换/返回按钮返回。

2.当主菜单未打开时，向上拨盘进入亮度设置菜单； 向上/向下滚动以

调节亮度等级。

3.当主菜单未打开时，向下拨盘进入音量设置菜单； 向上/向下滚动以

调节音量大小。

III. 连接

1. 使用全功能的Type-C接口连接到计算机

Type-C to Type-C

II. 按钮功能
显示器支持使用标准的Type-C电缆连接到功能齐全的USB3.1Type-C接口，以
进行扩展显示或镜像显示。 如果需要激活触摸屏功能，请将Type-C电缆连
接到屏幕左侧的全功能Type-C接口（对于带有触摸屏功能的型号）。
屏幕左侧的Type-C接口同时也可用于供电。

2. 连接到具有电视输出功能的手机

Type-C to Type-C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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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rnal power
5V/2A or above

video/audio signal
Mini HDMI to HDMI

Type-C to USB-A
power supply

3. 连接到Nintendo Switch 5.连接到多个HDMI设备 IV. 规格 常见问题

Type-C to Type-C

external power 15.6’’
5V/2A or above

显示器支持使用标准电缆连接到打开电视模式的开关。
当显示器连接到5V电源时，显示器将通过外部电源充电；
交换机将通过自己的电池供电，分辨率为720P。

当显示器连接到15VPD协议电源时，显示器和Switch都将通过外部电源

运行；交换机处于充电状态，分辨率为1080P。

4. 使用HDMI接口连接到计算机

video/audio signal
Mini HDMI to HDMI

如果计算机USB接口的电源不足，请连接5V / 2A或更高的外部电源。

通过HDMI电缆将显示器连接到HDMI设备时，显示器可以作为电视使

用。如果USB端口具有足够的功率，则显示器可以通过外部电源运

行，也可以通过其USB端口通过HDMI设备的电源运行。

222mm

365mm

便携式显示器

13.54*7.63''

16.7m

1200:1

Mini HDMI, USB3.1 Type-C

1W * 2

video/audio signal
Mini HDMI to HDMI

Type-C to USB-A
touchscreen signal

注意：

屏幕左侧的两个Type-C接口是具有电源功能的全功能USB3.1接口。它们

同时也是辅助电源接口。通常请优先使用功能齐全的Type-C接口为设备

供电。

可视角度（水平/垂直）

像素

178°(89°/89°)H, (89°/89°)V

1920 * 1080

300cd/m2

问：显示屏和电源指示灯无法点亮。
答：按电源按钮检查显示器是否已打开；检查USB电缆是否正确

连接到显示器和电源接口

and power supply 输出 3.5mm

如果计算机USB接口的电源不足，请连接5V / 2A或更高的外部电源。

显示器带有一个迷你HDMI接口，可与大多数HDMI设备兼容。 将显示器

连接到HDMI接口时，除了HDMI电缆外，用户还需要使用USB-C到USB-
A电缆。如果需要激活触摸屏功能，请将USB-C至USB-A电缆连接至功能

齐全的USB-C端口。

4

将显示器连接到HDMI接口时，请先连接电源，然后再连接HDMI电缆，以
确保信号传输顺畅。

使用全功能Type-C接口进行单次连接时，显示器将切换到节能模式，并且

显示屏亮度将自动调整为30％。用户可以根据环境调整亮度。如果无法调

节亮度，请关闭H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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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

触摸类型

支持的设备

Samsung S8, S9,S10,Note8,Note9,Note10,
Huawei Mate 10, 20 ,30;Mate10 Pro,20Pro,

30Pro;P20,30;P20Pro,P30Pro;
Honor Note10; Smartisan R1, Pro 2S;

WorkwithPS4/XBOXOne/NintendoSwitch;
WokwitnWindows/macOS,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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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喇叭数量

产品类别

输入方式

对比度

显示颜色

可视区域

亮度

900克
10点触摸

问：屏幕上变色（变形/褪色）。

答：检查连接线，确保所有插针正确对齐。

问：显示屏不亮，电源指示灯为红色。
答：检查显示器和连接的设备是否打开；确保在显示器和所连接
的设备之间正确连接了USB电缆；检查信号电缆，确保所有插针
正确对齐。尝试试连接其他设备以消除造成该设备的原因；如果
故障仍然存在，请联系零售经销商或售后中心。

问：没有信号显示。
答：检查信号电缆是否正确连接到所连接设备的接口；尝试先连
接电源，然后再连接信号线，重新插入电缆。

问：显示的图像上有波纹和闪烁。
答：确保显示器和所连接设备之间的电线正确连接；可移除任何
可能引起电子干扰的电子设备。

问：屏幕出现闪烁。
答：如果屏幕闪烁，则需要检查电源是否为18W或以上才能为显示
器供电。如果电源正常并且屏幕闪烁，请联系零售经销商或售后
中心。



●请勿用力按下屏幕框架，尤其是三个狭窄的侧面，否则LCD面板可能
会变形。

●屏幕上可能会出现红色，绿色和蓝色像素，但它们不会影响显示功
能。

●请使用推荐的分辨率以获得最佳效果。如果您使用非推荐的分辨
率，则可能会由于LCD屏幕固定在某个分辨率而导致显示异常。

●如果您将图像暂停太长时间，可能会损坏屏幕并产生残像。确保使用
屏幕保护程序。残像和相关问题不在产品保修范围内。

●如果在使用此设备时遇到任何技术问题，请与服务技术人员或零售商
联系。

保养和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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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信息

为了确保您的安全和所有组件的正常运行，
在安装，操作和维护时，应遵循以下说明：

●为防止火灾或电击危险，请勿将本产品暴露于雨水或湿气中。

●操作前，请确保所有电缆均已正确连接且电源线未损坏。如果发现缺

陷，请联系您的零售商以获取所有保修索赔。

●请勿将设备暴露于灰尘、潮湿和极端温度下。请勿在水附近或潮湿的

地方使用设备。请将本设备放置在平坦的平面上。

●请勿在显示器上插入任何异物或将液体洒到显示器上。

●请使用显示器随附的电源线。如果您使用第三方电源线，请确保它符

合所有相关的国家标准。如果电源线损坏，请与零售商联系。

●显示屏支持六个输入电压：5V / 9V / 12V / 15V / 19V / 20V。我们建议

您使用这些电压的标准电源适配器，移动电源或其他USB接口电源。请

勿使用输出功率低于10W的充电器。如果要对多台设备进行反向充

电，请根据相关设备使用不同的电源适配器。请联系您的零售商以了
解需求规格。

●请勿打开设备或尝试拆卸内部零件或以任何方式对其进行改装。该设

备不包含用户可维修的部件。如果有任何故障，请与零售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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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人身伤害，请遵守以下说明：

●除非采取安全措施，否则请勿将显示器放在倾斜的表面上。

●请勿将物品/玩具掉落或扔到显示器上，否则可能导致人身伤害，产品

损坏和屏幕损坏。

为防止火灾和其他伤害，请遵守以下说明：
●长时间离开房间时，请关闭显示器的电源。

●请勿让儿童将物品扔到显示器的端口中或将任何物品插入显示器的端

口。

●请勿安装非显示器专用的配件。

●如果长时间不使用显示器，请拔下电源线。

●雷击时请勿触摸电源线和信号线，否则可能会导致触电。

●请勿按压或缠绕电源线。请勿将显示器放置在容易损坏电源线的地

方。

为防止损坏显示器，请遵循以下说明：

●请勿将显示器放置在容易掉落的地方。

●请勿将显示器放在散热器或热源附近。

●请勿用任何硬物摩擦屏幕面板，否则将划伤或永久损坏LCD。

●请勿长时间用手指用力按压LCD屏幕，否则可能会损坏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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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触摸屏功能不可用。
答：请检查Windows系统下笔记本电脑是否可以使用触摸屏功能。
A.Nintendo Switch / PS4或其他游戏机不支持将扩展屏幕变成触摸
屏。
B.当连接到手机时，请首先确保设备的系统和版本支持第三方屏
幕。
C.Mac或iOS系统可能会限制触摸屏的功能。

问：显示器使用哪种面板？
答：这是IPS面板。由于在IPS屏幕中使用液晶分子来获得更好的视
角，同时减少光的渗透以实现更好的显示，因此背光源的照度也得到
了提高。因此，背光泄漏是所有LCD上的常见现象，这些光区域通常出
现在显示器的边缘或角落。这种方法会使IPS失去高对比度，而IPS的
静态对比度通常在2000：1和3000：1之间。 AV屏幕的静态对比度可以
轻松达到5000：1。

问：如何索取保修？
答：请首先妥善保管屏幕底部的条形码。对于质量相关问题，我们
提供一年保修。在提交保修索赔之前，请参考产品的特定常见问题
解答，并尝试所有故障排除建议。如果您认为该产品有缺陷并且在
保修期内，请与我们联系以获取更多帮助。 ●清洁。关闭显示器电源，然后拔下电源线。使用非研磨布清洁显示屏表

面。在中性清洁剂中浸湿抹布后，擦去顽固的污渍。

●请勿使用含有酒精或丙酮的清洁剂。请使用LCD专用清洁剂，请勿将清洁
剂直接喷在屏幕上，因为清洁剂可能会渗入显示屏并导致触电。

通常将以下场景视为正常情况：

●您可能会发现屏幕上的亮度有些不均 。它与您正在使用的桌面墙纸的图
案相关。

●同一图像显示几个小时后，切换图像时，先前显示在屏幕上的图像可能会
保留下来。屏幕将缓慢恢复，或者您可以关闭电源几个小时。

●当屏幕变暗或闪烁或无法操作时，请联系零售经销商或服务中心进行维
修。不要自己修理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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