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支援最新操作技術和概念的工業級顯示器

直接升級顯示器
強化操作效率 

FP5000系列機種的開孔尺寸與FP3000系列相同， 可直接升級， 不用擔心
開孔尺寸相容的問題。 另外， FP5000系列新增解析度自動調整和亮度調
整的功能，  升級不用重新設定， 更增加操作的效率。 

捲動 滑動 縮/拉
* 需安裝 Win8 系統

兩點觸控

享受最新科技
多點觸控操作

支援最新的手勢操作科技， 讓操作更具直覺性， 大幅減少誤觸的機會。 採用
電阻式薄膜的觸控螢幕，  即使手戴手套也不影響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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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ace IPC 產品系列

PE4000B 系列工業電腦
精巧型工業電腦大幅強化您的應用。
無風扇設計適用於惡劣環境。
體積精巧， 安裝空間狹小也不是問題。

FP5700TPD (PFXFP5700TPD) FP5600TPD (PFXFP5600TPD)

產品規格

顯示類型 TFT 全彩 LCD

1,024 x 768 畫素 (XGA)

電阻式薄膜 (類比, 多點觸控)

30 A 以下

USB 2.0 (Type B) x 1

DVI-D 24 pin (socket) x 1, 大通信距離 5 m (16.4 ft)

0 至 60°C (32 至 140°F)

解析度

觸控面板介面

周圍空氣溫度

視訊

重量

顯示尺寸 15吋 12.1吋

12 至 24 Vdc

5.2 kg (11.5 lb) 以下 3.9 kg (8.6 lb) 以下

觸控面板

輸入電壓

湧入電流

顯示顏色
1600萬色

顯示器顏色的詳細資訊， 請參閱畫面編輯軟體手冊

IP65F, IP67F, Type1*

接頭: USB 2.0 (Type A) x 1, 電源電壓: 5 Vdc ±5%
大輸出電流: 500 mA, 大通信距離: 5 m (16.4 ft)

白色LED
(用戶無法自行更換。需更換時，請與您的代理商聯絡)

主要電源輸入(包含電力流失):
Max. 21W

主要電源輸入(包含電力流失):
Max. 17W

W397 x H296 x D67 mm
(W15.6 x H11.7 x D2.64 in)

W315 x H241 x D67 mm
(W12.4 x H9.49 x D2.64 in)

W383.5 x H282.5 mm (W15.1 x H11.12 in)
(與FP3700相同 [無鍵盤])

W301.5 x H227.5 mm (W11.87 x H8.96 in)
(與FP3500和FP3600相同)

USB (Type A)

保護等級

背光

外部尺寸

開孔尺寸

耗電量

介面

產品特色

輕鬆設定顯示器
在啟始畫面就可執行亮度及其他設定， 確保顯示器調整到 佳效能。

解析度自動調整
解析度自動調整的功能會依電腦的解析度設定來調整螢幕畫面， 以達到畫面面
積的 大利用度。

其他FP3000 系列 FP5000 系列

SVGA XGA 設定畫面初始畫面

替換

警告

本型錄中所刊載的其他產品都有其各自公司的註冊商標。
本型錄中所刊載的內容若有變更恕不另行通知。

本型錄上印刷的顏色與實機不同時，以實機為主。
實際的使用者畫面可能會與本型錄顯示的不同。
任何電器設備都應由合格人員安裝、操作、整理和維護。因使用本型錄所產生的任何結果非屬本公司之責任。

使用 Pro-face 產品前請務必詳細閱讀使用說明書。請注意現場機器的運作及人員的安全，避免人員受傷或機器損壞。正式操作任何產品前請務必先詳讀相關的使用手冊。
小心人員受傷或機器損壞

更多詳細資訊，請參閱台灣普羅菲司網站：

www.proface.com.tw

台北公司

台灣普羅菲司
Pro-face Taiwan 

台中辦事處 台南辦事處

詳情請參閱http://www.proface.com.tw/product/ipc/pe4000b.html

*前端USB加上強化USB保護蓋

FP5000系列可與Pro-face 工業電腦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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