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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用户： 

感谢您购买我公司研制生产的触摸屏！ 

为了使您尽快掌握本产品的使用方法，我们特别为您编写此说明书，从

中您可以获得有关本公司触摸屏产品的重要注意事项、指导、运输保养、接

口及数据线 PIN 定义等方面知识，我们建议您在使用本产品前，务必先仔细

阅读，这会有助于您更好的使用本产品。 

我们将尽最大的努力确保本说明书中所提供的信息是正确可靠的，如有

疏漏，欢迎您指正，我们表示感谢。为了提高本产品的整机性能和可靠性，

可能会对产品的硬件做一些改进和升级，导致本说明书内容与实物存在差

异，请以实物为准，但这不会实质性地影响您对本产品的使用，请您能够谅

解！ 

谢谢您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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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注意事项 

01.触摸屏运输到需方仓库时，请第一时间确认好产品的型号、安装方式、

数量是否正确。 

02.请不要将触摸屏放置在不稳定，易跌落的地方，防止产品被刮伤，触摸

屏任意位置被刮伤都会造成产品功能或者外观的不良。 

03.试触摸屏默认是盖板正面朝上，通常 sensor 要放置在绝缘物品上进行测

试（比如珍珠棉），下方不得有导电物品，将 sensor 直接接触通电的液晶

屏时会出现严重干扰，跳点，断线。 

04.触摸屏数据线改动时请严格按照我司接口的 PIN 定义接线，否则通电会

烧坏控制卡 IC。 

05.客户需要对触摸屏进行来料电测测试 pass 后才能装机，装机后出货前再

进行一次电测 pass 方可出货，电测 pass 的触摸屏可以确定为硬件正常。 

06.每一款整机在量产之前都需要进行一次整机调试，避免量产后出现大范

围的功能异常。 

07.触摸屏有任何体验异常请第一时间我司相关人员联系。 

08.触摸显示器与主板连接工作时务必做一次 Sensor Test（电测测试），

一体机每更换一款主板做一次 Sensor Test，如有异常第一时间与我司相关

人员联系。 

09.注意事项： 

工作温度：-40℃～85℃   工作湿度：20%～90% 

存储温度：-40℃～95℃   存储湿度：2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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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运输及售后保修 

01.运输：为确保您收到货物的完好，接收货品时，请与承运方当面开

箱验收，确认产品无运输损坏和缺失后签收。如有运输损坏缺失，请勿签收，

注意原封不动地保留货物、货物包装材料及附件，并立即与我公司取得联络，

收货当日内需方对收到产品打开包装后，除触摸屏，请确认包装箱内还有如

下配件，并清点好数量： 

触摸屏 USB 连接线 PCB 板 

02.售后保修：产品自购买之日起计算保修时间，保修期一年，免费保

修，未装机的触摸屏请注意储存环境，不要储存至湿度、温度较高的地方，

避免因保护膜覆盖产生玻璃表面发霉的情况，不装机的触摸屏外观质保期是

3 个月。 

保修期内，由于产品本身质量问题所导致工作不正常的，我公司将提供

免费的维修服务。下列情况，不提供免费维修： 

1. 产品或部件超过相应保修期； 

2. 错误或不适当使用、维护或保管导致的故障或损坏，如：不当搬运；

非按产品合理预期用途使用；不当插拔外接设备；跌落或不当外力冲

撞挤压； 

3. 因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造成的故障或损坏； 

保修期满后和不在免费保修条例之内的设备，用户仍可得到本公司的维修服

务，但需要酌情收取配件及维修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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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触摸屏的安装指导 

1. 安装之前注意务必将所有触摸屏进行功能及外观的检测，检测 OK 方可上

线，外观检测请参照《友联亨达外观检验标准》，功能检测请参照附件

《友联亨达测试指导》。 

2. 安装过程中避免触摸屏 SENSOR、FPC 划伤或者破损，以上两个配件出现

损坏，触摸屏功能将不良，且无法返修，报废处理，也要避免盖板划伤

或破损，影响产品的外观。 

3. 装机时，TP 和 LCD 的空气间隙建议>1mm，TP 与 LCD 框贴的背胶必须是绝

缘的，当背胶厚度低于 1mm 时，通常 LCD 会对触摸屏产生多余的干扰，

可能需要调试整机才能屏蔽 LCD 的干扰，避免跳点或者断线的现象，（全

贴合除外）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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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CD 铁框必须与控制卡（Touch controller）及 LCD 驱动板（Board）共

地，三者共地可以有效解除静电累积，避免造成由于静电积累造成的干

扰。（如下如图所示）： 

 

5. 控制器最好螺丝固定（如下图），若没有定位孔，则需用导电胶带将控

制卡的铜柱固定到 LCD 背面，或者用电线将控制卡的铜柱与五金机壳进

行连接，实现 Touch controller 和 LCD Board 共地。

 

6. 无论触摸屏是表贴在五金框上，还是内嵌在五金框里，都要求五金件的

内边缘禁止进入 SENSOR AA 区以内，防止通电后五金件传导的电流对触

摸屏边缘产生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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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禁止对 FPC 进行对折，并将 FPC 在机构中固定好，避免 FPC 经常性的晃

动，若 FPC 过长，也要采用胶带固定，否则 FPC 有可能时而接触五金件，

时而又不接触五金件，造成电容值变化，对电容产生干扰。 

如下图示：

 

此外还要极力避免对 FPC 进行三折，如图所示： 

但如果只能三折时，必须将两层 FPC 用绝缘胶布或者纸片等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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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触摸屏的控制板和 FPC 避免直接从高频信号及主机电源上方或者下方通

过，避免整机其他部件对触摸屏产生多余干扰。 

9. 户外广告机，洗车店或者卫浴等需要接触到水或者带水操作的机器，针

对防水我们有如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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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机器立起比平放易于排水； 

b) 玻璃表面做 AF（AS）coating 优于普通玻璃，水不聚集形成水滩； 

c) 塑料边框优于金属边框，金属边框通过水导信号到触摸屏； 

d) 全平面设计优于内嵌设计，内嵌设计会导致水积累在内框，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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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边框内嵌设计：水积累在下边框难以排走，导致杂讯进入触摸屏，

形成误触现象，此类结构不建议做防水机器。 

 

塑料边框全平面设计：水直接经过屏表面排走，不残留，效果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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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使用透明款触摸屏做内嵌结构导致边缘触摸不了，一般原因都是因为

机器前框厚度太大，导致手指无法触摸到边缘和角落区域，对此我们有

如下的建议： 

a) 盖板增加黑色丝印，机壳前框的视窗区开大一些，比 VA 区大至少 2mm； 

b) 减小机壳前框的厚度，建议不大于 2mm； 

c) 在软件设计方面把边缘显示的图标或者 logo 增大，增加容错率。 

11. 如触摸屏出现如下图显影的现象，主要原因是机器在湿度高的环境中

置久未工作，触摸屏和液晶间隙中的水汽附着在触摸屏内表面，形成“白

雾”，这是行业内比较常见的，对此我们有如下的建议： 

a) 机器进行老化烤机，温度上升后附着在屏上的“白雾”会蒸发消失； 

b) 触摸屏与液晶之间进行全贴合绑定，保证两者之间没有空气间隙。 

c) 保证触摸屏和液晶屏之间的 3M 粘胶贴合紧密也会减少此类情况的概

率，或使用我司的新贴合工艺代替 3M 粘胶，优化密封性。 

 



  深圳市友联亨达光电有限公司 

 13 / 26 
 

(四) 触摸屏 PCB 板接口详解 

 

A.     D.  

B.     E.  

C.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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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触摸屏 USB 数据线 PIN 定义图 

 

 

 

 

 

更改数据线请注意严格按照我司数据线 PIN 定义接线，接线错误会直接

烧坏控制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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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触摸屏升级分位指导 

1. 将控制卡通过 USB 线连接到计算机，然后打开测试工具文件夹，找到

并打开升级程序“eGalaxUpdate2.exe” 

 

2. 点击“Load Image”找到对应编号的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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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后点击下方的“Go！”进行烧录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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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表示烧录升级的进度 

 

下图表示 FW 升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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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触摸屏测试指导 

1. 打开测试工具文件夹，找到打开测试程序“eGalaxSensorTester4.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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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 Start Test 

 

3. 等待测试完成，并且过程中不能接触触摸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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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最终显示测试结果 

 

如果显示“Pass！！”表示测试通过，触摸屏测试没问题，硬件正常； 

如果显示“Fail！！”表示测试失败，请回传测试生成的 Log 文件（如

下图），以便我司工程师分析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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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触摸屏改方向指导 

 

31XX 系列： 

1. 打开程序“eGalaxTuner31XX.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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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据实际方向重新勾选，修改下图箭头所指位置中的 X 和 Y，然后点击

“SAVE”即保存成功 

 

请参照下方修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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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H/80W 系列： 

A. 用工具“eGalaxTouchManager_v2.0.15.1227-YLHD” 

1. 打开程序“eGalaxTouchManager.exe” 

 

2. 点击“硬体设定”中的“手动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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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其他设定”修改“方向性”中的 X 和 Y 

 

4. 根据实际方向重新勾选，勾选方式如下图，然后点击“套用”即保存成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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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用工具“eGalaxTouchManager+_v3.0.2.506_Adv-YLHD” 

1. 打开程序“eGalaxTouchManager+.exe” 

 

2. 按下图中的提示打开“Touch Panel 1”中的“一般”栏 

 

3. 修改“方向性”中的 X 和 Y，根据实际方向重新勾选，勾选方式如下图，

然后点击“套用”即保存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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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感谢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