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艺卓 21.5" (54.7 cm) 触摸屏显示器

FDF2121WT-A采用声表面波技术（SAW），与电阻式触控面板
相比，具有更高的透光率，可实现高清晰度。它支持2点多点触
控操作，即使戴着手套或使用触控笔也可以输入，因此易于在
工厂，无尘室和公共访问区域使用。

纯平设计可实现整个屏幕的无缝触摸操作。光滑的表面便于清洁。

适用于工厂、无尘室和公共访问区域的21.5英寸纯平多点触控显示器

纯平设计 手、手套或触控笔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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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倾斜支架
显示器的斜倚支架可将屏幕灵活定位到所需角度。显示器还配
备带倾斜的台式支架，并符合VESA标准，可安装在挂壁或其它
固定装置上。

耐用可靠
屏幕具有由强化玻璃制成的抗划痕表面，莫氏硬度为7H，可长
期使用。该显示器可承受0 - 40°C的温度,从而提高在工业环境
中的耐用性。

多输入端口
显示器配有DisplayPort，DVI-D和D-Sub输入，用于支持数字和
模拟信号。端口位于显示器侧面，便于操作。

内置立体声扬声器
DuraVision FDF2121WT-A配备内置1.0 W + 1.0 W扬声器，适
用于需要显示器声音输出的环境。

艺卓 21.5" (54.7 cm) 触摸屏显示器

无需附加驱动程序即可触摸操作
标准 Windows 10或8.1驱动程序支持多点触控界面。只需连接
USB电缆即可操作触摸屏，无需额外的驱动程序。

24小时使用，3年质保
该显示器专为24小时不间断使用而设计，三年原厂保修，确保
长期可靠性。

规格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官方微信 官方微博

艺卓中国官网：www.eizo.com.cn
产品查询       ：info@eizo.com.cn
技术支持       ：tech@eizo.com.cn
销售及查询热线：400-819-8889

艺卓中国独家总代理：

高清晰度
防眩光屏幕可最大限度地减少反射，从而保持高清晰度。它还
可以防指纹，确保始终保持清晰的图像。

带LaidBack底座、带Tilt底座、不带底座
灰色、黑色

类型 VA
背光类型 LED
尺寸 21.5" / 54.7 cm
物理分辨率 1920 x 1080 （长宽比16:9)
可视尺寸（H x V） 476.6×268.1 mm
像素间距 0.248×0.248 mm
显示颜色 1677 万
可视角（H / V，典型值） 178°, 178°
亮度（典型值） 230 cd/m2

对比度（典型值） 5000:01:00
响应时间（典型值） 25 ms（黑-白-黑）
类型 表面声波式
接触点 2
表面处理 防眩光涂层，防指纹痕迹
通信协议 USB
触摸寿命 5000万次触摸（最小）
表面硬度 7 Mohs
兼容的操作系统 Windows 10 (64位, 32位) / Windows 8.1

(64位, 32位) / Windows 7 (32位, 64位)
输入端口 DisplayPort (HDCP1.3), DVI-D (HDCP1.4), D-

Sub mini 15 pin
数字扫描频率（H / V） 31 - 68 kHz, 59 - 61 Hz
模拟扫描频率（H / V） 31 - 81 kHz, 55 - 76 Hz
同步格式 独立

USB 上行 USB 2.0: Type-B
扬声器 1.0 W + 1.0 W
输入端口 3.5 mm立体声插孔 
声音调节 音量、节能、信号源（DisplayPort）
功率要求 AC 100 - 240 V，50 / 60 Hz
最大功耗 33 W
典型功耗 11 W
节能模式 小于2.0 W
待机模式 小于0.7 W
预设模式 色彩模式 (User1, User2, sRGB)
屏幕菜单语言 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日文、简体和

繁体中文、西班牙语、瑞典语
其它

屏幕调整（时钟、相位、位置、范围（自
动）、屏幕尺寸（全屏、放大、标准）、平滑
（5个阶段）、边框强度、DDC/CI、色彩调整
（亮度、对比度、伽玛、温度、饱和度、色
调、增益、复位）、信号切换、产品信息（名
称、序列号、分辨率、操作时间等）、OSD菜
单设置、调整锁定、电源指示灯、重置

带LaidBack 底座: 533 x 139 – 347.5 x 89 –
401.5 mm 
带Tilt 底座: 533 x 402 x 157 mm

尺寸(无底座W x H x D) 533 x 326 x 54 mm
带LaidBack 底座: 6.5 kg / 14.3 lbs 
带Tilt 底座: 8.4 kg / 18.5 lbs

净重（无底座） 6.0 kg / 13.2 lbs
带LaidBack 底座: 15° - 70° 
带Tilt 底座: 向上30°, 向下0°

安装间距（VESA标准） 100 x 100 mm
工作温度 0 - 40 °C
工作湿度（相对湿度，无冷
凝）

20 - 90 %

CB, CE, cTUVus, FCC-B, CAN ICES-3 (B),
VCCI-B, CCC, RoHS, WEEE, China RoHS

信号线 DVI-D (2 m), D-Sub mini 15 pin (1.8 m)
其他 USB电缆(1.8m)、音频线(2.1m)、安装手册、

CD-ROM、 4个用于安装选件的螺钉（仅限
Freemount）
3年质保

面板

触控面板

视频信号

音频

电源

特色和功能

物理规格

环境要求

附件

尺寸(横向W x H x D)

净重

倾斜

型号选择
机身颜色

认证和标准（请联系艺卓集团公司或联强国际
了解最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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