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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衷地感谢您购买「８英寸USB接口 LCD显示器 plus one(LCD-8000U2)」。
在使用本产品前,请仔细阅读本产品的使用说明书

【安全注意事项】＜请务必遵守＞
・请于使用前详读安全注意事项并正确使用。
・请遵守安全注意事项与警告标志,以避免伤害自己或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以下依危害程度将错误操作的状况区分为如下几类。

表示若无视于此图示所记载的内容,可能会造成资料永久丢失的状况

表示若无视于此图示所记载的内容,可能会造成产品故障的状况

■�冒烟,焦臭,异常噪音� �
发生冒烟,焦臭或异常噪音时,请将电源关闭,电源插头分离,至购买商店检查或咨询本公司客户支持中心。

■�请勿自行拆解或改造本产品� �
自行拆解或改造本产品都有可能引起硬件损坏的危险。  
产品的检查或修理请咨询购买商店或本公司客户支援中心。

■�机器内部进水或掉入异物� �
产品进水或掉入异物时,请速将电源关闭并拔除电源插头,送至购买商店检查或连络本公司客户支持中心。

■�请勿在高湿度或有水气的场所使用本产品� �
请勿在洗手间或浴室等湿度高,有水气的地方使用本产品,有触电或机器故障,火灾的危险。

■�请勿将本产品放在容易晃动的场所� �
请勿将本产品放在倾斜,不平稳或易晃动的地方。

■�请遵守电压规定� �
请遵守本产品的电压容许规定交流100-240V,超过指定电压负荷会有火灾,触电或故障的危险。

■�关于电源线,连接线的使用说明� �
请避免在电源线,连接线上放置本产品主机或其他重物,或用钉子固定,否则可能破坏电线内芯,造成内芯露出或断线等引起的机器
故障或火灾,触电等危险。另外,请勿将机器放置在可能会绊倒人的地方。

■�打雷时请勿触碰电源插头� �
可能会造成触电或火灾等危险。

■�手湿的时候请勿触碰机器� �
请避免在手湿的时候触碰机器,否则可能造成机器故障。

■关于摆放场所的注意事项
　请勿将本产品摆放在以下场所,否则可能会造成火灾,触电等危险,或造成产品故障。
　・请勿将本产品放在靠近厨房,瓦斯炉,火炉等有油烟的地方。・请勿将本产品放在靠近厨房,瓦斯炉,火炉等有油烟的地方。
　・ 请勿将本产品放置在浴室,温室,厨房等湿度极高的地方,或是可能淋到雨水的地方。
　・请勿将本产品摆放在室温低于5℃,高于40℃的场所。
　・请勿将本产品靠近烟火,高温热源或火源。・请勿将本产品靠近烟火,高温热源或火源。
　・请勿放置在使用有机溶剂,腐蚀性气体的场所,或暴露在海风下。
　・ 请勿暴露在金属粉,研磨材料,小麦粉,化学调味料,纸屑木屑等粉尘灰尘多的地方。
　・请勿放置在机械加工厂等切割油,研磨油等瀰漫的场所。
　・请勿放置在食品工厂,调理场等油,醋等挥发性油类弥漫的场所。
　・请勿放置在受日光直射的地方。

■�长时间不使用本产品时请拔除连接线。� �
长时间不使用本产品时请拔除连接线并妥善保存。

■移动本产品时请将连接线等全部拔除。
■�请勿放置于幼童伸手可及之处。� �

请勿让幼童爬上机器上否则可能会造成受伤。

■�请做好静电防护。� �
本产品为精密电子机器,静电可能会造成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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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事项】＜请务必详读＞

・因误操作本产品而直接或间接造成档案的消失或损害等恕不负责。

・ 本产品不能完全满足医疗机器,核能机械,航空太空机械等设备的应用具有符合以
上高度信赖的机械设备请与我们联系并单独定制。

・ 在靠近收音机或电视机,录像机等机器设备旁使用本产品可能会造成影响,使用时
请务必远离。

・ 本产品(包括软件)以在日本国内正常测试,使用,在其他国家使用时请特别关注他国
法律。

【使用前注意事项】
・关于本说明书之内容未来若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 关于本说明书之内容已审慎的审核完成,但若发现有不实的地方还请与本公司的客
户支持中心联络。

・Windows 是 Microsoft corporation 的注册商标。

・Mac 是 Apple Inc. 的注册商标。

・DisplayLink 是 DisplayLink 的注册商标。

・可能会有机种功能改良而变更规格的情况,不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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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规格】

【产品内容】
・LCD-8000U2 主体
・专用屏幕保护盖
・专用支架(在产品背面)

・专用USB2.0连接线
・驱动程序 CD-ROM
・使用说明书

■�商 品 名 称
■�型 号
■�界 面
■�分 辨 率
■�亮 光 度
■�可 视 角 度
■�色彩影像处理
■�背 光 系 统
■�尺 寸
■�重 量
■�消 耗 功 率
■�温 度・湿 度

：8英寸USB接口 LCD显示器 plus one
：LCD-8000U2(黑色), LCD-8000U2/W(白色)
：USB2.0
：SVGA 800×600
：250cd/m2(最大时)
：50°/ 70°/ 70°/ 70°(上下左右)
：24bit 1,670万色
：LED
：H151.5×W210×D32 mm(不含突起,液晶专用保护盖)
：约518g(不含液晶专用保护盖)
：＋5V 2.5W/2.8W/3.2W(可选择亮度)
：温度5 〜 35℃・湿度20 〜 80％(无水气干扰的正常工作范围)

※ 彩色液晶面板的特性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坏点(永久亮点或黑点)产生,并非产品不良或损坏。  
若坏点超过以下范围,请与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联络：  
●永久亮点：2个以上/黑点：6个以上。

LCD-8000U2 主体 专用支架
(在产品背面)

专用屏幕保护盖 专用USB2.0连接线

驱动程序 CD-ROM

使用说明书

标准A型MINI USB
(5P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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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位的名称】

电源指示灯

USB接口

亮度调整控制键
(3段Hi/Mid/Lo)

ON/OFF开关按键

变压器壁挂
组装孔(P.20)
※另行购买

■正面

■侧面

■背面

液晶屏幕

横向用
支架固定沟槽

专用支架

竖向用
支架固定沟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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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计算机/OS(操作系统)】
■Windows
〈对应计算机〉

・具有USB2.0�Host�界面的PC/AT计算机(推荐使用搭载intel处理器的平台)
・CPU：CPU运算速度2GHz以上(推荐Core2�Dou以上)
・内存容量：1GB以上
※连接Windows 8/Windows 7/Windows Vista时,推荐使用Core Duo。
※必须具有DVD-ROM/CD-ROM来安装驱动程序。
※使用本产品的驱动程序更新功能时,需要连接网络。
※ 同时连接数台时,连接的PC的CPU必须要高。  

(推荐…CPU：Core 2 Duo,存储器容量：2GB以上)

〈对应OS(操作系统)〉

・Windows�8
・Windows�7
・Windows�Vista
・Windows�XP(32bit)
※请用Windows Update保持OS在最新的版本(包括Service Pack)。
※Starter Edition,Embedded Edition,Windows RT无法使用。

■Mac
〈对应计算机〉

・�Intel�Mac(搭载Intel�CPU的Mac),Mac�Mini,iMac,MacBook,MacBook�
Pro,Mac�Pro

〈对应OS(操作系统)〉

・Mac�OS�10.9/10.8/10.7.5/10.6.8/10.5.8(2013年12月现在)
※没有搭载USB2.0 接口的机种无法使用。

※不能保证与市场上所有计算机设备均无规格上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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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
■专用支架横放的使用方法

固定的沟槽位置

抓住支架往中间握紧

1. 将主体背面的支架拿起。

2.

3. 压住支架,可上下移动到想要的
沟槽后放手,支架固定

将支 架两边 朝内 侧压 ,可 取 出 
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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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支架确实的卡
住沟槽

4. 确认支架固定在主体上后,可设
置屏幕。

5. 有3种沟槽高度可供支架固定, 
来调整屏幕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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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接续)
■专用支架直放的使用方法

■专用支架的收纳方法

取出立支架1.

2.

将支架移至最上方沟槽中,往内
侧压,取出支架。

放入直向专用沟槽。
请 确 认 支 架 与主 体 是 否 确 实 
固定。

支架放入最上方沟槽中,如图所
示收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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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面面板部的名称与功能

●ON/OFF开关按键
长按2秒可控制本产品电源ON/OFF。
连接线未与PC连接时使用的按键。
与PC连接后会保持ON的状态。

※USB的电力只到500mA(2.5W)某些PC
会无法超过此亮度的设定。

Hi (高) : 630mA
Mid (中) : 560mA
Lo (低) : 500mA

●电源指示灯
电源ON开时亮灯。

●亮度调节开关
可调整3段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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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驱动程序(Windows)】

1 .

2 .

将配件的驱动程序光盘放进PC
的光 盘机 , 到 我的计算机 开启
CD-ROM>Win。

在Windows资料夹中, 
点击【DisplayLink–X.X.XXXXX】。
※「X.X.XXXXX」会显示数字。

出现软件使用权限说明,同意的
话点击同意。

■Windows�8/Windows�7/Windows�Vista
　 使用Windows 8/Windows 7/Windows Vista安装驱动程序时,画面会

变暗,出现使用者账户控制(UAC)视窗。 
※某些设定下会没有出现。 

点击【运行】(继续执行)可继续安装驱动程序。 
没有管理员权限的使用者无法继续安装。

※本产品连接PC前请先安装驱动程序。
※驱动程序安装时,请务必将其他程序关闭后再执行。
※安装驱动程序时,必须是有管理员权限的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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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画面显示安装进度。

※ 安装的驱动程序分为"DisplayLink 
Core Software"和 
DisplayLink Graphics 2种。

安 装 完 成 后,用 配 件 的 专 用
USB2.0连 接 线 连 接本产品与
PC,开启电源。

※ 初次连接,会自动进行驱动程序的
安装。 
此时可能会要求重新启动PC。

专用USB2.0
连接线
(配件)

往PC的USB接口

〈LCD-8000U2〉

MINI 5PIN

标准A型

〈使用的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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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工具的使用方法(Windows)】
将本产品连接到PC的USB后,下方的工具列会出现液晶的图示,设定工具会一直在 
上面。
使用这个工具来进行各种设定。

点击右下方工作列上的图示,显示
设定主选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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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本的设定与画面开关的设定�
(→P.13)

■设定功能的概要

1.��本产品的画面的设定�
(→P.15)

●�升级确认(UPDATE)�
可进行装置程序的在线升级 
※ PC要连接到网络才能进行。 

连线网络的费用必须客户自行负担。

●�机种名(机种名称)�
显示连接的机种名称

　 ※ 连接数台时,连接的机种名会排列显示
在此

　 ※前面的数字代表画面的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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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画面关闭)�
本产品在连接的状态下将画面关闭。 
画面关闭后,开始工具列中工具图示
还会一直存在。 
要开启画面时,选择其他设定模式
(镜像或延伸)。

●�镜像(镜像模式)�
本产品和主屏幕显示相同的画面。
显示的分辨率会以主屏幕或本产品
中,比较高的最大解析度为主。 
例： 主屏幕为1,920×1,080,但选

择镜像模式后,主屏幕和本产品
会显示成「800×600」。 
※ 使用不同的视视配接器可能

会有不同的动作反应。

■基本的设定与画面的开关设定
设定本产品的画面开关,或一些基本设定。左侧有●为现在的设定。

【设定工具的使用方法(Windows)】(接续)

LCD-8000U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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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
原主显示端连接到本产品的画面,
扩大桌面空间。

※ 设定移动位置从原本的显示器到
本产品。

●�设置为主显示器�
选择的屏幕为主屏幕使用。

LCD-8000U2 LCD-8000U2

LCD-8000U2

LCD-8000U2

●�笔记本电脑显示器关闭�
关闭笔记本电脑的屏幕,切换成只在
本产品显示 
※ 本选项可能因为连接状况与环境不能而

无法正常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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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旋转�
是的旋转设置此产品基础上彰示的方向

●屏幕分辨率

LCD面板显示时为固定800×600。

●�适合电视机尺寸�
本产品不使用此功能。

●�为视频优化�
补正播放影片的画质与PC的性能。

■本产品画面的详细设定
设定本产品的色彩影像处理与转向。

【设定工具的使用方法(Windows)】(接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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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8/Windows�7
设定工具的功能统合在[屏幕分辨率]对话窗。

本手册P.13〜15的设定方法如下:

・在计算机的桌面画面上点击右键。
・在出现的选单中,点击[屏幕分辨率]。
・可在[屏幕分辨率]中进行各种设定。
・设定变更完成后点击[确定]。

①�多显示器
　镜像模式…选择[复制这些显示]
　扩展模式…选择[扩展这些显示]

②�关于画面出现的位置�
选择拖动画面出现的位置时,鼠标指着代表本产品的图示(2),按着左键拖曳到想要的位置(上/下
/左/右)。

③�方向�
 本产品竖向放置时选择「方向」为「纵向」横向放置时设定为[横向]

※使用Windows 8时,不作为主显示器也会显示下方工具列。

③�

②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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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工具的使用方法(Mac)】

1.

2.

3.

将配件的驱动程序光盘放进Mac的
CD-ROM,开启CD-ROM(volume 
label 为cenruty USB-LCD)>Mac。
开启【Disp layL ink_Ins ta l l e r_
X.X.dmg】※

※ 不同的OS程序会有所不同。
〈OS 10.9.x, 10.8.x, 10.7.x, 10.6.x〉是
「DisplayLink_MacOSX_V2.1.dmg」
〈OS 10.5.x〉是
「DisplayLink_Installer_1.7.dmg」

出现Disk image视窗。

游标移至左上的【D i s p l a y L i n k 
Software Installer】点击左键两次
开启。

DisplayLink Software 开始安装。

点击[继续]。

※安装途中,会被要求认证管理员权限。此时请按照指示输入管理员使用者密码。
※管理者权限或密码是使用者自行在Mac设定的。设定内容本公司并不了解。
※Mac OS 10.9.x, 10.8.x, 10.7.x 上无法使用转向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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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5 .

6 .

7 .

文件被复制后完成安装程序。
依照指示画面重新启动Mac.

出现使用使用条约的画面。
点击[继续]后,出现关于使用条约内容
的对话视窗。

同意的话点击[同意]。

出现程序要安装位置的选择画面。
要安装的位置可能只有显示启动磁碟
而已。

要安装到其他磁碟时,从要安装的磁碟
启动后再重新安装。

重新启动Mac后,LCD-8000U2连接
到USB POST,确认有无显示。

在Mac下没有专用的画面设定工具。
选择设定请到Mac的Apple选单>功能
设定>显示器。
详细设定方法请参考Mac OX x的说
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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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数台本产品的注意事项】
本产品可同时连接数台。只要PC还有未使用的USB接口,最多可连接６台。

■�取出� �
本产品不会显示在移除硬件项目中,移除时请直接拔除连接线。右下方工具列中的图示会消失,
此时PC的画面会一瞬间变暗。

■�连接方法� �
插入USB接口后会自动识别。

■�设定方法� �
右下方工具列中会显示连接的数量的设定选单图示。点击进去可变更设定。

■�与其他产品同时使用� �
本公司与其他的USB液晶荧幕同时使用时,使用方法是相同的。使用相同的驱动程序,操作方法
也相同。

※ 本产品与其他公司同样使用Graphics engine(DisplayLink社制)的产品同时连
接时,使用方法是相同的＞

〈连接例〉

LCD-10000U/U2

LCD-4300U LCD-8000U2

LCD-8000U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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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购商品(另行购买)的说明】
■关于专用壁挂架
能使用专用壁挂架将显示器挂在墙壁上。

■关于Plus�one专用吸盘架
也可另行购买专用吸盘架来做使用。

※在壁挂架上有VESA规格螺丝孔,也可组装VESA悬臂支架来使用。

※此处可购买：
Century世特力中国用户请联络Century世特力中国分公司进行购买

VESA规格：75mm

■型号：Plus one Blacket
【产品内容】

壁挂架 固定螺丝

安装显示器用螺丝孔
（4个）

壁挂用孔
（4个）

VESA规格用
螺丝孔
（4颗）

液晶用固定夹

架子

锁定杆

锁定杆

海绵

支杆

拆卸时用的
突出部位

固定夹

安装盘

【产品内容】

■型号：POHS-8000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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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难解答】
■连接本产品后OS无法正常开启
→ 根据PC机种不同,若USB装置在连接状态下开启电源,可能会有无法进入启动OS步骤的情况。  

此时,请先将本产品移除,OS正常启动后再进行与PC的连接。另外,关于有此问题与PC规格有关,
详情请咨询PC制造商。

■某些应用程序的图像无法显示
■拨放影片时影像无法显示
→ 某些应用程序或编码器缘故无法对应播放影片的动作。  

特别是影片或3D应用程序,连接本产品后可能还会影响主显示器也无法正常显示。  
发生此状况请先移除本产品。

■PC与显示卡的组合下,画面失真或者无法显示
→某些显示卡的组合有可能无法正常动作。

■连接数台本产品,启动时有屏幕无法显示
→PC的空间不足时会发生此情形。请将无法显示的屏幕USB连接线重新拔插

■经由USB�HUB连接无法动作
→ 数据经由USB HUB传输时可能会发生图像偏差变慢或无法正常显示着情形。本公司无法保证

使用USB HUB连接产品能正常运作。

■经由PCMCIA�USB�CARD�无法动作
→ 使用PCMCIA USB CARD会电力供应不足时无法动作。  

USB的输出功率最大到500mA,本产品的亮度最低状况下电力也会用到最满。  
※ 参考亮度与消耗电力的差别(P.8)  

PCMCIA的USB CARD需要AC ADAPTER来补强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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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自休眠状态下恢复
→ 本产品不对应PC或Mac休眠模式,请在进入休眠前移除本品。

■在Mac中无法拍摄屏幕快照
→屏幕快照请在主显示器中拍摄。

■发生故障,安装驱动程序被强制关闭(Windows)
→ 以下的信息表示安装驱动程序被强制关闭。 

  
「发生无法预期的错误, 错误代码 2738」 
  
本产品的驱动程序是使用VB Script,有可能因使用环境不同无法处理这个VB acript,因此安装
时发生错误。  
 
〈处理方法〉� �
开启"附属应用程序"中的"命令提示字符",在命令提示字符视窗里输入regsvr32 vbscript.dll后
按Enter。

■安装驱动程序后,本电脑的显卡失效(Windows)
→ 本产品可在Windows上可做为显示器,但和原本连接在PC上的显示器可能会有功能相抵的 

情形。  
请先测试使用的显示器的驱动程序,效能等版本升级。无法保证适用于所有的规格。

■�从双显示器设定变更到单显示器设定(移除)时,出现BSOD(WindowsXP)
→ Micorosoft 公司已发布更新  

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959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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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Q(常见问题解答)】
Q：一台PC可连接几台显示器?
A： 同时可连接本公司的显示器为6台。  

※使用相同控制芯片(DisplayLink社制)的其他公司产品时,能使用的台数会减少。  
※ 同时连接６台显示器时,连接的PC需要有足够空间。推荐使用Core 2 Duo 以上的CPU、

内存２GB以上

Q：连接多台显示器时,可以分别使用镜子模式与移动模式吗?
A：可以

Q：可以变更分辨率吗?
A：无法变更。分辨率固定为800×600

Q：可以使用Linux吗?
A：无法对应

Q：可以使用USB1.X�吗?
A：无法使用。只能用USB2.0。

Q：可以当作安装OS用的显示器吗?
A： 不可以  

驱动程序必须是PC的OS启动状态下才能安装

Q：可以当作主显示器吗?
A：不可以。无法作为BIOS的主显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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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有AC电源适配器吗?
A：没有。也无法连接AC电源适配器。

Q：可以使用其他家公司的制品长度较长的USB连接线吗?
A： 在USB规格范围内,可以连接的话就可以使用。  

只是产品外框的接口位置可能无法使用过粗过大的连接线。  
请尽量使用配件中的连接线、确保能使用产品的最佳状态。  
使用其他公司的连接线若发生故障恕不负责。

Q：可连接监视系统吗?
A： 不可以  

除了USB外,其他影像输入源皆无法使用



—　注意　—
１．本说明书的内容未经允许严禁部分或全部转载。

２．本说明书的内容将来若有做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３． 本说明书之内容已审慎的审核完成,但若发现有错误的地方还请与本公司
联络。

４． 关于使用本说明书造成的影响,除了上述第３项外,恕不负担责任。

５． 若本产品因用户的不当使用,或未依照说明书指示操作 
或由非本公司或本公司指定外厂商人员修理,拆解或改造产品等原因造成的
损害,本公司皆不负担责任。

※记载的各公司名,产品名称为各公司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如对于商品的使用上有任何感想,或是对于今后的商品开发上有宝贵意见,欢迎
利用以下e-mail信箱或连结。

【e-mail】info@century-china.cn

【U�R�L】http://www.century-china.cn

由衷地感谢您的购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