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概览

• 具备Elo品质的入门级显示器

优点

• “为触摸而设计”特性如稳定
的倾斜支架

• 可选IntelliTouch表面声波，或
AccuTouch五线电阻触摸技术

• 持久的产品生命周期

• 触摸屏密封

• 3年标准质保

• 支持串口/USB接口
• 可拆卸式底座以及VESA安装选项
• 安装孔位于底座底部，以确保桌面安全

1915L 19" LCD桌面式触摸显示器
Elo的1915L液晶触摸显示器为系统集成商、
分销商和OEMs厂商提供了高性价比的触摸解
决方案，并使Elo的触摸解决方案在零售及酒
店接待市场的应用更为齐全。1915L触摸显示
器是以“为触摸而设计”理念为基础，该设计
理念是在产品设计初始阶段就以触摸为设计核
心，而不是简单地把显示器加工成带有触摸功
能的产品。1915L桌面式液晶触摸显示器可选

择的触摸技术包括：AccuTouch® 五线电阻
技术，以及IntelliTouch® 表面声波技术，并
支持串口/USB触摸接口。此款显示器具备良
好的工厂密封性，并防水及防尘。1915L可
以在多种环境下使用，因为不管是用手指、
带手套或触摸笔等触摸激活，都有快速和精
准的响应。该机型有全球规范的机构认证，
以及Elo的质保和售后服务。

• 控制健位于侧边，及在公共应用环境下
的锁定功能
• 全球机构认证

应用
• 销售点(POS)
• 服务点
• 预定系统
• 台面信息查询系统
• 上网服务点
• 互动广告及展示
• 顾客登记及结账系统

关于Elo
Elo Touch Solutions于1971年创立并发
明触控技术。现在，Elo是领先的触摸技
术、产品和行业解决方案供应商。Elo的
产品组合包括技术齐全的OEM触摸屏组
件，触摸显示器，互动式数字标牌，移
动平板电脑和触摸一体机，可满足各类
市场包括游戏机、接待系统、工业自动
化、互动查询机、医疗保健、办公设
备、销售终端机、零售显示屏和交通运
输应用等领域的严格要求。全球已有超
过2,000万用户使用Elo产品，Elo的质
量，创新，诚信于我们所接触到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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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L 19" LCD桌面式触摸显示器规格
外壳/边框颜色

深灰色

显示器

尺寸：19.0" 对角线
类型：活性矩阵 TFT LCD
长宽比：5:4

有效显示区域

水平：14.82" (376.32 mm)
垂直：11.85" (301.06 mm)

显示器尺寸

宽：16.9" (429 mm)
高：14.92" (379 mm)
厚：8.15" (207 mm)

最佳分辨率

1280 x 1024

其他支持的分辨率

1280 x 1024 60, 75 Hz; 1152 x 864 75 Hz; 1024 x 768 60, 65, 70 或 75 Hz;
832 x 624 75 Hz (Mac); 800 x 600 56, 60, 72 或 75 Hz; 720 x 400 70 Hz;
720 x 350 70 Hz; 640 x 480 60, 66, 72 或 75 Hz

色彩

1,670万

亮度 (标准)

LCD面板：250 nits
AccuTouch五线电阻：187 nits
IntelliTouch表面声波：225 nits

响应时间 (标准)

5 msec

视角 (从中心)

水平 (左/右)：±80°或总计 160°
垂直 (上/下)：±80°或总计 160°

对比度 (标准)

1000:1

输入视频格式

模拟VGA

输入视频信号连接器

Mini D-Sub 15-Pin VGA类型

输入频率

水平：31.5–80 kHz
垂直：56.3–75 Hz

电源

类型：内置，带有电源插口可选择外部电源适配器
AC输入(线)电压：85 -265 VAC, 47- 63 Hz
DC输入(线)电压：12.0 VDC ±0.75V

功耗 (标准)

23 W

温度

工作：0°C - 40°C
储存：–20°C - 60°C

湿度 (无冷凝)

工作：20%-80%
储存：10%-90%

重量 (近似值)

实际：17.42 lbs (7.90 kg)
运输：25.76 lbs (11.68 kg)

质保

3年

MTBF

经验证为50,000小时

机构认证

北美/全球：UL/cUL, MPR II, CE, FCC, VCCI, C-tick Class B
亚洲机型：BSMI, CCC, MIC, China RoHS

屏幕显示 (OSD)控制

OSD按钮：菜单，上，下，选择，电源；OSD：对比度，亮度，水平/垂直位置，RGB (色温)，时钟，相位，清晰度，调
用默认值，语言(英语，德语，西班牙语，日语，法语)；OSD失效/有效：电源，OSD菜单

安装选项

螺纹安装孔，位于底座底部；可拆卸式底座；100 mm VESA 安装

其他特性

安全锁插座

订购信息
型号
1915L

料号

技术

接口

表面处理

颜色

E607608

AccuTouch 五线电阻

串口/USB

防眩光

深灰

供货
美洲，EMEA

E266835

IntelliTouch 表面声波

串口/USB

防眩光

深灰

美洲，EMEA

E109325

AccuTouch 五线电阻

串口/USB

防眩光

深灰

中国

E109524

IntelliTouch 表面声波

串口/USB

防眩光

深灰

中国

如欲了解有关 Elo 的更广泛的触控解决方案的详细信息，请访问 www.elotouch.com.cn 或 EloAsia@elotouch.com。

全国服务热线： 400-619-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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