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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t60A / Fet70A

   分享，合作，沟通，直观方便的触摸屏解决方案	      日本原装面板・超窄边框屏幕・超薄立面厚度 

全世界唯⼀一⽇日本G10的⾯面板	

超乎想象   震撼视界	
超薄型外框	
时尚窄边框	

钢琴镜⾯面精简设计	
侧隐藏式按键设计	

	 	超乎想象的视觉飨宴	
	
 	 	采⽤用世界最新进G10液晶⾯面板	
	
采⽤用⽇日本原装进⼝口，世界顶级堺⼯工⼚厂第⼗十代⾯面板，并由世界顶尖电⼦子制造业⻰龙头制造，
是⾼高质量加⾼高技术的完美结合！	
	
⼗十代线⾯面板是⽇日本最先进液晶⾯面板技术，堺⼯工⼚厂采⽤用世界最⼤大(2880x3130mm)第10代
液晶主板，⽣生产低耗电、⾼高对⽐比度度的先进液晶⾯面板，呈现出超精细画⾯面，带来前所
未有⾼高画质体验。	

	 	1080 Full HD液晶⾯面板	
	

	 	清晰真艳   领先视界	
	
完整⽀支持1080P，提供给您⾼高画质、⾼高分辨率的⼤大画⾯面感受，让您观看时就拥有⾼高级
剧院般的享受！	
	

第10代⾯面板	

1080⾼高解析	

	 	多点触控功能	
	

	 	标准为四点触控   可选购六点触控	
	
LCD显⽰示和触控框采⼀一体成型整机设计，触控⾯面板具有四点多点触控功能，⽤用户可以
⽅方便地⽤用⼿手指移动画⾯面，扩⼤大、缩⼩小及浏览移动！	

多点触控	



流畅逼真   让动感更清晰	
	
120Hz动态流畅技术	
	
采⽤用120Hz动态流畅技术，在原本传统60Hz画⾯面插⼊入双倍的影像格，
将影像由原本的每秒60格增加⾄至每秒120格，有效改善拖影现象，
使动态影像更加清晰并流畅！	

动态流畅技术	

传统60Hz画⾯面	

新采⽤用120Hz画⾯面	

	 	⾊色彩鲜艳   ⿊黑⽩白绝对分明	
	

	 	光配向技术UV2A	
	

	 	搭载UV2A技术以提⾼高背光效率，消灭背光灯漏光问题，进⽽而使⽩白⾊色更亮，⿊黑⾊色更深，彩⾊色更鲜艳。	
	
	 	＊UV2A光配向技术是”Ultraviolet-induced multi-domain Vertical Alignment”的简称，此项技术确保液晶分⼦子按照特定⽅方向均勻匀排列。	

玻璃基板涂上⾃自⾏行开发的特殊材料作
为配向膜。

液晶分⼦子预倾斜⾓角度⾃自动导向成配向膜
⾼高分⼦子的⽅方向。

当照射UV光时，配向膜的⾼高分⼦子⾃自动导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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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配向技术

层次感鲜明 ⾊色彩表现更细腻	
	
12bit⾊色彩处理技术	
	
12bit Color 细致处理所有讯息让数据不失真，层次感更鲜明，⾊色彩
表现更细腻。	

细腻⾊色彩处理	

n  产品特点：	



	
智能背光  技术领先	
	
画⾯面亮度可依照您观赏的环境，为您调整最舒适的
观赏亮度，让您轻松观赏⼜又不会造成眼睛负担。	

智能背光	

节能:	 节能:	

轻松串连多媒体	
	
内建⺴⽹网络界⾯面 任意浏览畅游	
	
Smart HDMI可以串起HDMI周边装置(此装置需⽀支持CEC)，使⽤用电视
遥控器就可以简单的操作周边装置，⽀支援SAC(System Audio 
Control)可透过电⼦子⽩白板直接控制扩⼤大机⾳音量。	

HDMI智能连结	

节能环保 未来视界	
	
清晰真艳   领先视界	
	
LED节能背光技术打造低炭优质⽣生活，即使70吋的⼤大画⾯面，消耗电⼒力也仅
有110W的低耗能，其明亮、⾼高透光性的液晶⾯面板，以及俱有⾼高准确度发光
的LED背光，更能达到节能效果！	

节能⾼高光⾯面板 省电节能	

多媒体共享

	 	极致相容   掌握视界	
	

	 	⽀支援USB随⾝身碟或硬盘直接播放和多媒体共
	 	享功能，电⼦子⽩白板也可以透过⺴⽹网络播放于同
	 	⺴⽹网段的计算机中分享的照⽚片！	

	
	 	⽀支援的⽂文件格式及扩展名：	
	 	电影：.mpg/.avi/.ts/.mov/.mkv/.mp4/.dat/.vob/.rm	
	 	⾳音乐：.mp3	
	 	照⽚片：.jpg/.jepg/.bmp/.png	
	 	(在某些情况下有可能⽆无法播放)	



  智能型⼿手机	

or	

⺴⽹网络⽆无限畅游	
	
内建⺴⽹网络界⾯面   任意浏览畅游	
	
内建⺴⽹网络界⾯面，让您轻松联机，随意畅游⺴⽹网络。	

智 慧 遥 控	

内建⺴⽹网络端⼝口	

Smart TV Controller	
超乎预期的智慧⽣生活	
	
智慧遥控   领先群伦	
	
	
下载App程序                  Smart TV Controller到您的⼿手
机或平板计算机，让您的智能型装置摇⾝身⼀一变成为遥
控器，轻松的操控电⼦子⽩白板。	
	

⽀支持多种外接设备 ，轻松
享有多媒体播放功能	
	
内建多种输⼊入界⾯面 任意播放多媒体	
	

	3组HDMI数字影⾳音输⼊入端⼦子	
	2组USB端⼦子	
	1组AV/⾊色差输⼊入端⼦子	
	1组RJ45⺴⽹网络端⼦子	

70吋1080P⼤大画⾯面，给您精品视觉感受	 超窄边框	

极致美型	

后侧隐藏式按键设计	

钢琴镜⾯面底座设计，⽓气派⼤大⽅方(选配）	

铝挤型红外触控框⼀一体化设计，轻薄好操控	

时尚窄边框   极简外型	
	
⽆无论放置在任何场所使⽤用，它都会是所
有⺫⽬目光的焦点	

Wi-Fi	



•  提供各种⺴⽹网络资源素材的搜寻，包括图⽚片、YouTube
影⽚片透过拖曳⽅方式即可汇⼊入。	

•  具备简单⽽而强⼤大的互动教学⼯工具，备课与互动设计简单
轻松。存盘功能保留教学纪录可依班级及⽇日期存盘。	

•  汇⼊入素材亦可播放、剪裁或是进⾏行储存的动作。	•  提供剪裁画⾯面，可依需求选择矩形或不规则剪裁。剪裁
后的对象可⾃自由设定。	

n  ⽩白板软件：	

n  电⼦子⽩白板架：	

MyBoard专⻔门为液晶触控显⽰示器所撰写的⽩白板笔软件，任何⼈人都可以顺利地操作FET60A及FET70A。⼀一旦在任何应⽤用软件创建的⽂文件已经导⼊入为图像，
并显⽰示在触摸屏上，⽤用户可以快速地编写和使⽤用捆绑的触摸笔或⼿手指在屏幕表⾯面上直接绘制。	
此⽤用户友善的界⾯面⽀支持笔的颜⾊色和线的厚度选择，以及橡⽪皮擦⼯工具，可以⽤用来删除所选的符号或清除整个屏幕上⼀一次屏幕上的功能。屏幕图像可以放
⼤大或旋转，并可以选择和重新定位，⼿手写体的符号，如⽂文字和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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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型号	 FET60A	 FET70A	
1	 制造商	 foxconn	 foxconn	
2	 液晶显⽰示器规格	 　	 　	

⾯面板尺⼨寸	 60吋	 70吋	
背光板	 E-LED背光板	 E-LED背光板	
分辨率	 1920X1080 pixels	 1920X1080 pixels	
亮度	 350 nits（cd/m2）	 350 nits（cd/m2）	
对⽐比度	 4500:1	 4000:1	
反应时间	 4 ms	 4 ms	
可视⾓角	 176°H，176°V (CR≥10)	 176°H，176°V (CR≥10)	
屏幕尺⼨寸	 1329.12mm(H)X747.63mm(V);152.496cm(可视对⾓角⻓长)	 1538.88mm(H)X865.62mm(V);176.563cm(可视对⾓角⻓长)	
屏幕使⽤用寿命	 约50,000⼩小时	 约50,000⼩小时	

3	 红外触控规格	 　	 　	
触控型式	 红外线感应触控	 红外线感应触控	
多点触控	 4点触控	 4点触控	
书写⽅方式	 ⼿手指或书写笔等不透光物体	 ⼿手指或书写笔等不透光物体	
最⼩小触控物体	 5mm	 5mm	
触控分辨率	 32,767 X 32,767	 32,767 X 32,767	
触控精度	 触控精度：90%以上的触控区域为±2mm	 触控精度：90%以上的触控区域为±2mm	
响应速度	 <20ms	 <20ms	
传输速度	 120Mbps	 120Mbps	
扫描频率	 200Hz	 200Hz	
抗旋旋旋光性	 具抗旋旋旋光性	 具抗旋旋旋光性	
电源及套接字⼦子	 经由USB	 经由USB	
保护玻璃厚度	 4mm强化玻璃	 4mm强化玻璃	
技术特性	 HID免驱动	 HID免驱动	

4	 ⽀支持信号	 　	 　	
⽔水平频率	 31-75 (KHz)	 31-75 (KHz)	
垂直频率	 50-70 (Hz)	 50-70 (Hz)	
视频彩⾊色系统	 PAL，PAL-60，SECAM，NTSC(3.58MHz)	 PAL，PAL-60，SECAM，NTSC(3.58MHz)	
兼容数字讯号	 480p, 720p, 1080i, 1080p	 480p, 720p, 1080i, 1080p	
⽀支援PC最⼤大分辨率	 1920 x 1080 (@60Hz)	 1920 x 1080 (@60Hz)	

5	 输⼊入/输出端⼦子	 　	 　	
⾳音效输⼊入端⼦子	 3.5mm phone Jack绿x1	 3.5mm phone Jack绿x1	
HDMI输⼊入端⼦子	 19 pin HDMI  x3	 19 pin HDMI  x3	
USB端⼦子	 USB 2.0  x2	 USB 2.0  x2	
VGA数⼊入端⼦子	 D-Sub 15-pin  x1	 D-Sub 15-pin  x1	
AV影⾳音输⼊入端⼦子	 RCA x 1组（⻩黄/⽩白/红)  x1	 RCA x 1组（⻩黄/⽩白/红)  x1	
⾊色差影像输⼊入端⼦子	 Component:RCA Jack(声⾳音共享AV)  x1	 Component:RCA Jack(声⾳音共享AV)  x1	
数字光纤端⼦子	 SPDIF  x1	 SPDIF  x1	
⾳音效输出端⼦子	 3.5mm phone Jack ⿊黑  x1	 3.5mm phone Jack ⿊黑  x1	
⺴⽹网络端⼝口	 RJ-45  x1	 RJ-45  x1	
电视调谐器扩展槽	 1组,可扩充U/V及数字视频盒	 1组,可扩充U/V及数字视频盒	
控制⽅方式	 红外线遥控器及RS-232 In x1(与VGA埠共享)	 红外线遥控器及RS-232 In x1(与VGA埠共享)	
声⾳音输出	 ⽴立体喇叭输出功率10W x 2	 ⽴立体喇叭输出功率10W x 2	

6	 ⼀一般规格	 　	 　	
电源	 Universal AC 110v-220v/50-60Hz	 Universal AC 110v-220v/50-60Hz	
额定电流	 2A	 3A	
消耗功率	 200W	 265W	
消耗功率(待机时)	 ≦1W	 ≦0.5W	
操作温度	 0℃～35℃	 0℃～35℃	
操作湿度	 10%~85%	 10%~85%	
外观尺⼨寸(⽆无脚座时)	 1421.87*74.3*866.37(宽x深x⾼高)mm3	 1631.59*76.7*984.98(宽x深x⾼高)mm3	
外观尺⼨寸(含脚座时)	 1421.87*353.9*903.07(宽x深x⾼高)mm3	 1632*343.44*1025.98(宽x深x⾼高)mm3	
重量	 50 kg (凈重)	 65 kg (凈重)	

7	 其它	 　	 　	
遥控器	 遥控器（含电池）	 遥控器（含电池）	
安装架	 壁挂架、活动⽴立架(选购)	 壁挂架、活动⽴立架(选购)	
固定孔	 符合VESA规格:400 x 400 (mm)	 符合VESA规格:400 x 400 (mm)	

n  产品规格：	

n  产品尺⼨寸图：	

FET60A
FET70A


	未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