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MT-32KT1

24







110-240V









步驟1

安裝前請取出底座, 區分左右底座, 然後請將

底座支柱垂直插入底座凹槽內。

步驟2

自附件包取出底座螺絲，並將其與底座螺

絲孔位對齊，用螺絲起子將螺絲鎖緊固定。

L 左

R 右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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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 （正确）

防止翻到的安装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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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區
使用遙控器時，請對準顯示器這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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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意介面单次按下，为确定键，任意介面长按此键，面板左侧
弹出功能选择目录。在待机状态下，按压按键中心键即可开机。

单次推动：在有目录的情況下可用於目录选择，如进入目录，按     键
可选择目录项，长按     键则退出目录。

单次推动：在有目录的情況下可用於目录选择，如进入目录，按     键

可调整目录项值或设置。在退出目录按     键 减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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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殼上的控制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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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次推动：在有目录的情況下可用於目录选择，如进入目录，按     键
可选择目录项，长按     键则退出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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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次推动：在有目录的情況下可用於目录选择，如进入目录，按     键

可调整目录项值或设置。在退出目录按     键增加音量。

u
u

显示器的功能按键示意图，
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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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調整可根據您個人喜好的畫面影像模式、對比、亮度、彩色、畫質、色相、色溫、

寬螢幕、背光、雜訊抑制、藍光抑制、動態對比度等相關項目讓您自行調整至您最滿意的參

數值。

t u p或 q

   調整之細項設定。

t與u p與q

目錄 離開確認



影像調整細項如下說明

影像模式                      內建幾種模式：自然、柔和、自訂、亮麗模式。

                                    您可以依自己喜好，選擇適合的影像模式。

                                    自訂模式可調整的細項：

                                    對比：本選項可調整影像亮暗之間的差異。

                                    亮度：本選項可調整畫面的亮度。

                                    彩色：本選項可調整影像的色彩飽和度。

                                    畫質：本選項可調整影像的清晰度。

                                    色相：本選項可調整畫面的色調。

色溫                             調整畫面影像的色溫值，可選擇冷色、暖色、標準模式。

寬螢幕                         在不同模式下可調整畫面的比例。

背光                             可以用來調整螢幕的整體亮度，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進行設定。

藍光抑制                      畫面藍光抑制調整功能的選擇, 可設定開、關。

雜訊抑制                      影像雜訊抑制功能，可設定關、低、中、高。

動態對比度                  影像亮暗層次選擇，可設定開、關。

螢幕                             本選項與電腦模式且有訊號輸入時才有作用。可調整的細項：

                                    自動調整：自動調整影像效果。

                                    水平位置：本選項可調整影像的水平位置。

                                    垂直位置：本選項可調整影像的垂直位置。

                                    時脈：本選項可調整畫面頻率。

                                    相位：本選項可調整調整影像之相位。

選擇

蓝光抑制

蓝光抑制调整                         0

杂讯抑制                                 中

萤幕

动态对比度                             开

1. 請勿長期將畫面 設定4:3模式，否則會引起畫面邊緣與畫面中心亮度不一致，產生畫面烙印現象。

2. D-sub模式下暫不支援點對點的模式，即在電腦模式下， 模式中不包含點對點模式。可以添加

    此模式，但只有當輸入信號的分辨率和頻本身分辨率相匹配時，此時點 點模式下才會滿螢幕顯示。

    低於螢幕本身的分辨率訊號，按訊號本身分辨率實現點對點的顯示。

3. HDMI下P訊號支援點對點模式，當輸入的P訊號，如480P、576P這類訊號，在 模式下才可以

    下不包含點對點模式。

4. 色差模式下不支援點對點模式。

目錄 離開 目錄 離開



聲音調整可根據您個人喜好的聲音模式、平衡、自動音量调整、環繞、S/PDIF�

出、聲音延遲等項目，讓您自行調整至您最滿意的參數值。

您可依下列步驟進行設定：

1. 按目錄（選單）鍵，並確認主目錄出現在螢幕上。

2. 按調整鍵t或u移到【聲音】的選項上，再按確認（OK）鍵和選擇鍵p或q選擇

    所要調整之細項進行設定。

3. 再按確認（OK）鍵，進入細項，即可按調整鍵t與u或選擇鍵p與q來設定所要

   調整之細項。

目錄 離開確認



聲音調整細項如下說明

聲音模式                    內建幾種模式：標準、音樂、電影、 、自訂模式。

                                  您可以依自己喜好，選擇適合的聲音模式。

                                  自訂模式可調整的細項：

                                  120Hz，500Hz，1.5KHz，5KHz，10KHz。

平衡                           控制左右聲道音量的平衡。

自動音量調整            可開啟與關閉自動音量調整功能。

環繞                          本選項可啟動環繞音效功能，可選擇關閉與開啟立體環繞。

S/PDIF輸出              數位同軸模式在數位音訊來源可做調整（HDMI、USB），

                                 可選擇PCM/自動/關三 模式。

聲音延遲                    當數位同軸輸出的聲音與影響不同步時，透過調整該選項

                                  數值使其達到最佳的效果。

S/PDIF

目錄 離開 目錄 離開



時間設定可設定本機時鐘、關機時間、唤醒時間、睡眠 、自動睡眠等相關項目，

讓您自行調整至您最滿意的參數值。

您可依下列步驟進行設定：

1. 按目錄（選單）鍵，並確認主目錄出現在螢幕上。

2. 按調整鍵t或u移到【時間】的選項上，再按確認（OK）鍵和選擇鍵p或q選擇所

    要調整之細項進行設定。

3. 再按確認（OK）鍵，進入細項，即可按調整鍵t與u或選擇鍵p與q來設定所要

   調整之細項。

唤醒时间

目錄 離開確認



時間設定調整細項如下說明

時鐘                           可設置本機時間(年/月/日...小時/分鐘)

關機時間                    本選項可調整關機時間，可設定關、一次、每天、週一

                                  到週五、週一到週六、週末、週日。

唤醒時間                    本選項可調整開機時間，可設定關、一次、每天、週一

                                  到週五、週一到週六、週末、週日。

睡眠                   本選項可調整睡眠關機時間，可設定關/ 分/ 分/ 分/

                                  60分/90分/120分/180分/240分。

                                  5小時。

唤醒时间

目錄 離開



選項調整可根據您個人喜好的目錄語言、工廠設定、藍背景、目錄 時間等相關

項目，讓您自行調整至您最滿意的參數值。

您可依下列步驟進行設定：

1. 按目錄（選單）鍵，並確認主目錄出現在螢幕上。

2. 按調整鍵t或u移到【選項】的選項上，再按確認（OK）鍵和選擇鍵p或q選擇

    所要調整之細項進行設定。

3. 再按確認（OK）鍵，進入細項，即可按調整鍵t與u或選擇鍵p與q來設定所要

   調整之細項。

文件系统

選項

目錄

目錄 離開確認



選項調整細項如下說明

目錄語言                    本選項可選擇自己所需的語言。

工廠設置                    本選項可使設備恢復到出廠時的狀態，需重新開機。

藍背景                        本選項可設定無訊號輸入的時候，顯示藍色背景。

目錄 時間             本選項可選擇 秒、 秒、 秒、 秒、 秒、 秒、 。

A. USB必須配合遙控器使用。

B. 部分功能須格式化隨身碟（多媒體USB）,使用前請確認重要

   檔案是否保存，格式化造成檔案遺失不在保固範圍內。

選項

目錄顯示時間

文件系统

目錄 離開確認



鎖碼設定

鎖碼設定可根據您個人喜好的系統鎖碼、密碼設置、 鎖碼、清除鎖碼等相關項

目，讓您自行調整至您最滿意的參數值。

您可依下列步驟進行設定：

1. 按目錄（選單）鍵，並確認主目錄出現在螢幕上。

2. 按調整鍵t或u移到【鎖碼】的選項上，再按確認（OK）鍵和選擇鍵p或q選擇

    所要調整之細項進行設定。

3. 再按確認（OK）鍵，進入細項，即可按調整鍵t與u或選擇鍵p與q來設定所要

   調整之細項。

目錄 離開確認



鎖碼設定調整細項如下說明

系統鎖碼                    本選項設定進入 細項，初始密碼“ ”，然後進入系統

                                  鎖碼可設置：開或關。

密碼設置                    本選項可設定您喜 的密碼。

                                  綠色鍵鎖碼 。

清除                    本選項可清除所有鎖定設置。

目錄 離開



W731.8×D187.8×H495.5

W731.8×D87.3×H454.6

4.38 Kg 

SMT-32KT1

外形尺寸 (mm)

型号

外形尺寸 (不含脚座)mm

壁     孔距（mm） 长100X高100

最大脚距（mm） 长660.2X宽187.9

萤幕尺寸（mm）

面板最大解析度

液晶面板

额定电压/额定频率

总额定消耗电功率

喇叭

D-SUB 

说明书 保证书 电源      遥控器各1个

     出

掛

S/PDIF

YPbPr





SMT-32KT1多媒体液晶显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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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anlux.com.tw

RoHS網址: http://www.sanlux.com.tw/s1504/rohs.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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