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X2038Sa

Model No. VS16048

设置分辨率

底座安裝说明

底座拆卸说明

中国能源效率标识

8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提示性说明：

当用户不再需要此产品或产品寿命终止时，请遵守国家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相
关法律法规，将其交给当地具有国家认可的回收处理资质的厂商进行回收处理。

VS16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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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菜单选项
使用向上 ▲ 和向下 ▼按钮调节下面显示的菜单项。
注意：检查 LCD OSD 上的主菜单项并参阅以下主菜单说明。

主菜单说明
注意：此部分列出的主菜单项目是指所有型号的全部主菜单项目。实际主菜单取决于
您的产品，请参见您液晶显示器的 OSD 主菜单项目。

A 图像自动调整

自动调节大小，对准和微调视频信号以消除波纹和扭曲。按〔AUTO
按钮获

〕
得更清晰的图像。

注意:"图像自动调整"适合大多数普通的图形显示卡。如果此功能对您的液
晶显示器无效。则将垂直扫描频率降低为 60 Hz 并将分辨率设置为其默认
值。

B
调节屏幕图像的背景黑色位准。

C 色彩调整

提供几种色彩调节模式: 预设颜色温度和用户自定义色彩，用户自定义色
彩允许您分别调节红色（R）、绿色（G）和蓝色（B）。本产品的出厂设
置为预设。

D 信息
显示计算机图形显示卡的时序模式（视频信号输入） 

注意 VESA 1600x 900 @60 Hz（建议）表示分辨率为 1600 x 900 且垂直
扫描频率为60赫兹。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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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MENU POWER

退出菜单选项。

滚动菜单选项；
对比度快捷菜单；
数字减小。

显示主菜单，或返回上一级菜单；

自动调整，或选定菜单选项；

电源开关，打开或关闭显示器。

滚动菜单选项；
亮度快捷菜单；
数字增加。

M6MMGVX2038V00

使用手册

注意：本使用手册中，“Windows”一词指的是以下Microsoft作业系统：Windows  Vista和
Windows  7.

使用手册 快速启动指导

图像手动调整E
DOWN UP

VESA1600 x 900@60Hz

适配器

对图像进行行场位置、频率、微调、锐度、ECO模式、DCR、宽高比等功能
进行设置。

F   设定菜单
对显示器各种辅助功能进行调整，例如对语言、指示灯提示、睡眠提示等
功能，使显示器更加好用。

G  恢复设定
使显示器恢复出厂设置。

：

主菜单 控制按键

适配器与显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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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信息

技术规格

显示器 类型

屏幕大小

像点排列

TFT（薄膜晶体管）、活动矩阵 1600x 900 显示器，
0.2712 毫米像素点距

英制: 19.5英寸（英寸可视对角区域）

RGB 垂直条纹

输入信号 视频 RGB 模拟信号（0.7/1.0 Vp-p，75 欧姆）

频率水平：30-80 kHz，频率垂直：56-75 Hz

兼容性 PC
1

最大 1366 x 768 ，逐行扫描（NI）

分辨率 建议使用的 
分辨率
受支持的 
分辨率

1600x 900@ 60 Hz

1280 x 1024 @ 60, 75 Hz

1024 x 768 @ 60, 70, 72, 75 Hz

800 x 600 @ 56, 60, 72, 75 Hz

640 x 480 @ 60, 75 Hz

1366 x 768 @ 60 Hz

电源 电压 100-240 VAC, 50/60 Hz（自动切换）
显示区域 全扫描 433.9 毫米（水平）x 236.3毫米（垂直）

17.1 英寸（水平）x 9.3英寸（垂直）
尺寸 物理 468 毫米（宽）x 345.5 毫米（高）x  172 毫米（厚）

18.42 英寸（宽）x 13.60  英寸（高）x 6.77 英寸（厚）

重量 物理 5.29 磅（2.40 公斤）
省电模式 开

待机
25W（典型）（绿色指示灯）
<0.5W

1 切勿将计算机中的图形显示卡设置为超过这些时序模式，否则，可能导致显示器
永久损坏。

131211

10

如何清洁显示器
• 确保显示器已关闭。

• 切勿将任何液体直接喷洒在屏幕或外壳上。

清洁屏幕:
1. 用干净、柔软、不起毛的布擦拭屏幕，以便除去灰尘和其它微粒。

2. 如果还不干净，请将少量不含氨、不含酒精的玻璃清洁剂倒在干净、柔软、 
不起毛的布上，然后擦拭屏幕。

清洁外壳:
1. 用柔软的干布擦拭外壳。

2. 如果还不干净，请将少量不含氨、不含酒精的柔软非磨损性清洁剂倒在干净、 
柔软、不起毛的布上，然后擦拭表面。

免责声明
• ViewSonic® 建议不要使用含氨或含酒精的清洁剂来擦拭显示器屏幕或外壳。 

已发现一些化学清洁剂对显示器的屏幕和/或外壳会造成损坏。

• ViewSonic 对因使用含氨或含酒精的清洁剂而导致的损坏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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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诊断

不通电

• 确认电源按钮（或开关）已开启。

• 确认交流电线牢靠地连接到显示器背部及电源插座。

• 将另一电器（例如收音机）插入电源插座以确认插座提供正常电压。

电源开启但屏幕无图像

• 确认随显示器提供的视频信号线牢固地插入计算机背面的视频输出端口。  
如果视频信号线的另一端没有牢固地连接到显示器，请将其连好。

• 调节亮度和对比度。

• 如果您使用的是早于 G3 的 Macintosh ，则需要使用 Macintosh 适配器。

颜色错误或反常

• 如果某种颜色（红、绿或蓝）消失，请检查视频信号线以确保其连接牢固。  
缆线接头的针松动或折断可以引起连接异常。

• 将此显示器连接到另一台计算机。

控制按钮不工作

• 一次只能按一个按钮。

客户支持

关于技术支持或产品服务，请参照下表或洽询经销商。

注意 : 您需要提供产品序列号。

国家/ 
地区

网站 电话 电子邮件

中国 www.viewsonic.com.cn 4008 988 588 service.cn@cn.viewsonic.com

香港 www.hk.viewsonic.com 852 3102 2900 service@hk.viewsonic.com

澳门 www.hk.viewsonic.com 853 2870 0303 service@hk.viewson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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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

如何清洁显示器

故障诊断

客户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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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支撑柱按照图示向上与上支撑连接 将底座卡槽对准支撑柱卡扣向上推动，
将螺钉固定到箭头2所示位置

1440x 900@ 60 Hz

拆卸掉连接底座与支撑柱的箭头1所示
螺钉，取下底座。

按压支撑颈与支撑柱连接处的按钮
取下支撑柱。

完成

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