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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和服務資訊
法規符合性資訊
本節說明關於法規的所有相關要求和聲明。確認的對應應用應參考裝置上的 名牌標籤和相關標記。

CE 歐洲國家聲明
本裝置符合 EMC 指令 2014/30/EU 及低電壓指令 2014/35/EU。  
R&TTE-Richtlinie 1999/5/EC.

以下資訊僅適用於歐盟成員國：
右側所示的符號符合《廢電子電機設備指令 2012/19/EU (WEEE)》之 規定。此符號表示不得將設備視為未分類都市廢
棄物棄置，而是必須 依照當地法律使用回收和收集系統。

台灣 RoHS 符合性聲明
依檢驗標準 CNS15663 之規定將限用物質含有情況標示於表列商品之本體、包裝、標貼、或說明書。以下表格列出了
產品中可能包含的有害物質的名稱和含量。

限用物質及其化學符號
部件名稱 鉛 (Pb) 汞 (Hg) 鎘 (Cd) 六價鉻 (Cr+6) 多溴聯苯 (PBB) 多溴二苯醚 (PBDE)
支架 / 外殼 ○ ○ ○ ○ ○ ○
印刷電路板 (PCBA)* — ○ ○ ○ ○ ○
玻璃面板 — ○ ○ ○ ○ ○
電纜 / 電線 / 連接器 — ○ ○ ○ ○ ○
電源設備 / 
外接電源供應器 ○ ○ ○ ○ ○ ○

配件 / 其他 — ○ ○ ○ ○ ○
本表格依據 CNS15663 的規定編制。
備考 1.〝超出 0.1 wt %〞及〝超出 0.01 wt %〞係指限用物質之百分比含量超出百分比含量基準值。 
備考 2.〝○〞係指該項限用物質之百分比含量未超出百分比含量基準值。 
備考 3.〝－〞係指該項限用物質為排除項目。
* 電路板元件包括印刷電路板及其構成的零部分，如電阻、電容、積體電路、連接器等。

上述某些產品元件在 RoHS2 指令附錄 III 下得以免除，如下所述：
• 鉛含量達 4% 的銅合金。
• 高熔點型焊料中的鉛（即鉛含量 85% 以上的鉛合金)。
• 電容器（例如壓電裝置）玻璃、或非介電陶瓷或玻璃或陶瓷基複合材中的含鉛電力電子元件。
• 額定電壓為 125V AC 或 250V DC 以上之電容器的介電陶瓷中的鉛。

產品壽命結束時的產品棄置
ViewSonic® 尊重環境，致力於綠色工作和生活。感謝您參與 Smarter, Greener Computing。請造訪 ViewSonic® 網站深入
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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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聲明
Android, Google, Google Play, the Google Play logo and other marks are trademarks of Google Inc.

Copyright© ViewSonic® Corporation, 2019。保留所有權利。

Macintosh 和 Power Macintosh 是 Apple Inc. 的註冊商標。

Microsoft、Windows 和 Windows 標誌是 Microsoft Corporation 在美國及其他 國家的註冊商標。

HDMI 標誌和 High-Definition Multimedia Interface 是 HDMI licensing LLC 的 商標。

ViewSonic®、三隻鳥標誌、OnView、ViewMatch 和 ViewMeter 是 ViewSonic® Corporation 的註冊商標。

VESA 是 Video Electronics Standards Association 的註冊商標。  
DPMS、DisplayPort 及 DDC 是 VESA 的商標。

免責聲明：對於本文所述之技術或編輯錯誤或疏失，或對於因本文件提供之說明而導致偶發或伴隨之損
壞，ViewSonic® Corporation 概不負責。

為持續改善產品，ViewSonic® Corporation 有權變更產品規格，恕不另行通知。 本文件內資訊可能會另行變更，而不另
行通知。

未經 ViewSonic® Corporation 事先書面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翻印或 傳輸本文件任何部分做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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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感謝您購買 IFP2410 系列產品。本快速啟動指南將描述如何安全地開始使用本產品。為了您的安全
和正確使用本產品，在進行任何操作之前，請仔細閱讀本指南。請把本指南放在手邊，以便您在使
用本產品遇到任何問題時，可以快速地查找問題和參考。
在啟動本產品之後，您可在系統主螢幕找到完整的使用者使用手冊。

A. 開始
 ■ 在啟動本產品之後，您可以在系統主螢幕找到完整的使用者使用手冊。
 ■ 在使用本產品之前，請檢查並確認包裝盒中包含了下列配件：

IFP2410主機 x 1 電源變壓器 x 1 電源線
* 插頭型號視銷售國家而定

快速使用指南 x 1

VSD242
Smart Display
Quick Start Guide

本產品的附件
 ■ 請確認產品機身上的序號與保修卡上一致。
 ■ 如果任何配件丟失或損壞，請立即與經銷商聯繫。

 安全地使用本產品
本產品的設計已充分考慮了使用中的安全性，但錯誤的操作仍可能引起火災或觸電，並導致受傷或生
命危險。為防止此類事故發生，請遵照下列安全建議：

 ■ 遵守安全預防措施
 請仔細閱讀並遵守所列出的所有安全預防措施。

 ■ 當本產品發生故障時，請立即停止使用
 若產品發生故障，請立即聯絡 ViewSonic 售後服務中心。

 ■ 如果發生下列意外情況，請遵照下述安全建議處理：
• 發現煙霧

• 發現異響或特殊氣味
• 如果本產品進水
• 如果本產品跌落或者已損壞

• 關閉電源
• 拔下電源插頭以及 USB 資料線
• 聯絡 ViewSonic 售後服務中心

安全警示標識

注意標誌 禁止標誌 指示標誌

請注意 禁止 禁止拆卸 保持乾燥 搬動前
請擦乾雙手

拔下電源插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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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產品概述
基本操作及前視圖 

 內置攝影機（5.0 MP）
 內置麥克風
 觸控顯示螢幕

關於 LCD 顯示螢幕：
本產品採用的是 TFT LCD 顯示螢幕。當您以不同的角度來觀
看，或者當螢幕呈現不同的色彩或亮度時，螢幕上的某些圖
元點將可能出現常暗（呈黑色）或常亮（呈橙色、綠色或藍
色）的狀態。請注意，這是 TFT LCD 顯示幕的固有特性，並
非產品缺陷。

 電源按鈕
 LED 指示燈
 OSD 選單 / 退出
 箭頭按鈕（向下 / 向左）
 箭頭按鈕（向上 / 向右）
 輸入訊號開關 / OSD 功能表選擇

後視圖 

左視圖
 網路介面（RJ45）
 HDMI OUT（輸出）埠
 HDMI IN（輸入）埠
  耳機插孔
  麥克風輸入
 SD 卡槽
 MiniUSB 埠(OTG)
 電源輸入介面 

右視圖
 USB Type-A x 4 
 USB Type-B 

請勿使用非本產品包裝內附帶的電源適配器，以免發
生觸電或火災等事故。
請不要在電源適配器上擺放任何物品，或以任何物品

覆蓋電源適配器。電源適配器因上述原因過熱時，將有可能
引發火災。

左視圖 右視圖

1

1

2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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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安裝與安全措施
安裝環境
健康措施 

長時間注視電腦螢幕將有可能引起身體疲倦、四肢麻木和視力模糊等情況。
請參考圖示，作為長時間使用的指導。

安全措施
• 請將本產品放置在通風良好的位置，避免暴露在高濕度的環境中，以防止濕氣冷凝在本產品的表面
或產品內部。

• 請將本產品放置在距離牆面至少15釐米以上的位置，以達到最佳的散熱效果。

 關於閃電災害
當有可能遭受雷擊時，建議您關閉本產品並斷開所有連接至此設備的線纜。

理想的安裝和使用方法

在座椅上，保持您的
背部豎直。

調整螢幕，使您的視
角稍稍低於您平時就

坐時的視線。

確保您的設備被放置在
平坦和平穩的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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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安裝與連接
1) 按箭頭方向打開支架。
將本產品面朝下放置在平坦乾淨的表面，謹防接觸到
任何可能損壞螢幕的物體。

2) 接通電源。
 將電源變壓器的一端插入本設備背部的電源輸入
介面。

 在電源變壓器的另一端插入電源線。
 將電源線的插頭插入插座。

連接插座

3) 將本設備放置在平坦和平穩的表面。

E. 開始使用和初始設置
打開電源

1) 確認電源線及電源適配器已正確連接。
2) 長按電源開關直到狀態指示燈變為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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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機

1) 長按電源開關，直到螢幕中央出現“關機”畫面。 
2) 當螢幕上出現右圖中的功能表，按一下“確認”來關閉電源。

  當電源開關被短按時，螢幕顯示將被關閉並進入節電模式。
當電源開關被長按 8 秒以上，本設備將被強制關閉。

F. 節電模式和恢復操作
進入節電模式
當本設備在工作時，快速地按下電源鍵將使其進入節電模式。

從節電模式返回
當狀態指示燈顯示為橙色時，快速的按下電源鍵將使本設備從節電模式返回，恢復工作。

G. 基本操作
主畫面
開啟IFP2410的電源後，主畫面顯示如下。

主畫面包含有主頁與默認應用程式，其中包括最常用的應用程式。

myViewBoard: Annotation app
vCastReceiver: Wireless presentation and collaberation app
Chromium: 網頁瀏覽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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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網路設置
連接至無線區域網路
1) 按一下“所有應用”——“設置”。
2) 拖曳“Wi-Fi”選項內的“關閉”至右邊來打開無線網路。

 
3) 當Wi-Fi被開啟，螢幕右邊將列出所有可用的無線接入點。按一下想要連接的無線接入點名稱來連接
無線區域網路。

4) 如果需要密碼認證，請輸入密碼，然後按一下“連接”。

連接至有線區域網路
只需將網線接入 RJ45 介面，便可連接至您的有線局域網。不需要進行任何設置。

I. 格式化
重置本設備

格式化操作將徹底刪除所有您購買本設備之後所創建或添加的資料（包括系統和應用程式中的設置，以及已
下載和安裝的應用等。)

1) 按一下“所有應用”——“設置”。
2) 按一下“Back up & reset（備份和重置）”。
3) 按一下“恢復出廠設置”。
4) 確認所有螢幕上的提示資訊，按一下“重置平板電腦”。
5) 再次確認所有螢幕上的提示資訊，按一下“刪除所有”。格式化操作將很快被執行。

 在格式化過程中，系統將被重新開機數次。

J. 用作 HDMI 輸入的顯示器
通過顯示模式的選擇，本產品可被作為支援HDMI輸入的顯示器來使用。

Android 模式 作為 Android 平板電腦使用。
顯示器模式 連接到 PC，它可以用作顯示裝置。

切換至顯示器模式
1)使用 HDMI-HDMI 資料線來連接本設備和 HDMI 輸出設備。HDMI 資料線為可選配件，本產品包裝內沒
有包含此配件。

2)點擊選擇圖示  以切換到顯示模式。

切換至安卓模式
1)點擊選擇圖示  以切換到 Android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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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故障排除 Q&A
Q. 無法開機。
A. ● 檢查電源線以及電源適配器是否正確連接。
 ● 重新連接電源線和電源適配器，再次打開電源。
 ● 長按電源鍵並等待8秒以上，再次打開電源。

Q. 我想要得到關於我自己下載安裝的應用程式的技術支援。
A. 我們並不提供此類支持。若有任何相關疑問，您需要自行聯絡這些應用的開發者。

Q. 當啟動一個應用之後，螢幕上提示“相容性縮放”。
A. “相容性縮放”是本產品的一個功能和特色，用來增大設計為固定解析度的應用。使用相容性縮放
將使您可以在全螢幕狀態下使用各類應用。

Q. 設備死機。
A.  “關機” - 如果出現由於軟體造成的查找或阻止正常關機或重新開機的應用錯誤，請長按電源按鈕 6 
秒以上以強制關機。

Q. 觸控式螢幕對手勢沒有反應或反應位置不正確。
A.  1. 使用壓縮空氣除去反射鏡和相機上的灰塵或顆粒。

2. 使用柔軟防靜電刷小心地輕輕清潔相機和反射鏡表面，避免劃傷。
3. 使用清潔無塵的乾布清潔剩餘灰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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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Source Licenses Notice

The firmware/software included in this product contains some copyrighted software that is licensed 
under the GPL v2. A copy of that license is included in the product by going to Settings > About 
Tablet > Legal Information > Open Source Licenses. You may obtain the complete Corresponding 
Source code from us for a period of three years after our last shipment of this product, which will be 
no earlier than 2016-09-30, by sending a money order or check for $5 to the following addresses and 
an additional shipping charge which may vary from different areas shall be paid upon your receipt:

North America:
GPL Compliance Division
14035 Pipeline Ave. Chino, CA 91710, USA

Europe:
ViewSonic Europe Limited
Level 10, Tower 42, 25 Old Broad Street, London, EC2N 1HQ, UK

Rest countries:
Sequel Technology Inc.
ViewSonic_Parts Logistic Center Dept.
3F, No 38, Lane 148, Li-De St., Jhonghe Dist., New Taipei City 235, Taiwan. R.O.C.

Please write “source for VSD242” in the memo line of your payment.

You may also find a copy of the source at

http://www.viewsonic.com/support/downloads/drivers/VSD242_Source_Code.zip

This offer is valid to anyone in receipt of this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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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http://www.viewsonic.com.cn
电话：4008 988 588

香港
http://www.hk.viewsonic.com
電話：852 3102 2900

澳門
http://www.hk.viewsonic.com
電話：853 2840-3687

台灣
http://www.viewsonic.com.tw
電話：0800 061 198

한국
http://ap.viewsonic.com/kr/
Phone: 080 333 2131

Singapore/Malaysia/Thailand
http://www.viewsonic.com.sg
Phone: 65 6461 6044

India
http://www.in.viewsonic.com
Phone: 1800 266 0101

Europe
www.viewsoniceurope.com/uk/
support/call-desk/

Australia/New Zealand
http://www.viewsonic.com.au
Phone: 1800 880 818 (AUS)
 0800 008 822 (NZ)

United States
http://www.viewsonic.com
Phone: 1-800-688-6688 (Toll-Free) 
 1-424-233-2530 (Toll)

Canada
http://www.viewsonic.com
Phone: 1-866-463-4775 (Toll-Free)
 1-424-233-2533 (Toll) 

South Africa
http://ap.viewsonic.com/za/

Latin America (Chile)
http://www.viewsonic.com/la/
Chat Online: http://www.viewsonic.
com/la/soporte/servicio-tecnico

Latin America (Mexico)
http://www.viewsonic.com/la/
Chat Online: http://www.viewsonic.
com/la/soporte/servicio-tecnico

Latin America (Peru)
http://www.viewsonic.com/la/
Chat Online: http://www.viewsonic.
com/la/soporte/servicio-tecnico

Latin America (Argentina)
http://www.viewsonic.com/la/
Chat Online: http://www.viewsonic.
com/la/soporte/servicio-tecnico

Puerto Rico & Virgin Islands
http://www.viewsonic.com
Phone: 1-800-688-6688 (English)
Chat Online: http://www.viewsonic.
com/la/soporte/servicio-tecnico 
(Españo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