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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ty Instructions (UK)   

To prevent damage to your Datapath product or injury to personnel operating the equipment, please read the following safety precautions prior to operation.  These instructions should be made available to all those who will use and operate Datapath products.

Power Supply

All Datapath products require a mains power supply. This power supply must be disconnected when equipment is being upgraded or relocated.

Cables

Do not expose cables to any liquids; doing so may cause a short circuit which could damage the equipment.  Do not place heavy objects on top of any cables as this can cause damage and possibly lead to exposed live wires.

Ventilation

All computer equipment should be located in a well ventilated area.  All ventilation holes on the computer casing must be kept clear of any obstruction at all times.  Failure to do so will result in the system over heating and damaging your equipment.

Working Environment

The equipment should be located in an environment free from dust, moisture and extreme changes in temperature and should be placed on a stable and solid work surface.  Liquids (hot/cold drinks etc) should not be placed near the equipment as spillage could cause serious damage.

Gas/Flammable Liquids

Electronic equipment should never be used in the presence of gas or any flammable liquid, doing so could result in an explosion or serious fire.

Smoke/Unusual Smells

Should you notice smoke or unusual smells being emitted from your computer, turn off and unplug the system from the mains supply.   
The system should then be passed to a qualified technician for inspection.  Continued operation could result in personal injury and damage to property. 

Maintenance

Maintenance should only be carried out by competent technicians, any Datapath plug-in cards that are physically damaged should be returned to Datapath for repair using Datapath RMA procedures.

Disposal

At the end of life all Datapath products should be disposed of as per local laws and regulations dictate.  In UK contact Datapath to arrange disposal.  Our WEE registration number is WEEE/AA0005ZR.

 
Rack Mount Safety Instructions
Temperature  

 If x4 systems are to be installed in a closed or multi-unit rack assembly, the installation should be such that the amount of air flow required for safe operation of the equipment is not compromised. The operating ambient temperature of the rack environment should be maintained 
below 35 degrees centigrade under all conditions. Appropriate cooling arrangements should be built into the cabinet to ensure that this specification is maintained.

Mechanical Loading 

Mounting of the equipment in the rack should be such that a hazardous condition is not achieved due to uneven mechanical loading.

Circuit Overloading

Consideration should be given to the connection of the equipment to the mains supply circuit and the effect that overloading of the supply might have on any overcurrent protection or supply wiring. Appropriate consideration of equipment nameplate ratings should be used when 
addressing this concern.

Reliable Earthing

Reliable earthing of all rack-mounted equipment should be maintained. Particular attention should be given to supply connections other than direct connections to the branch circuit (e.g. use of power strips).

安全说明（中国） 

为防止损坏 Datapath 产品或伤害设备操作人员，请在操作之前认真阅读以下安全防范措施。这些说明应供使用和操作 Datapath  

产品的所有人员随时取阅。

电源

所有 Datapath 产品都需要电源供电。在设备升级或迁移过程中必须断开电源。

电缆

切勿让电缆接触任何液体，否者可能导致短路，从而损坏设备。不要在任何电缆上放置重物，否者可能会损坏电缆，还可能使电缆成为裸露的带电电线。

通风

所有计算机设备应放置在通风良好的区域，计算机外壳上的所有通风孔应确保始终畅通无阻，否则将会导致系统过热和设备损坏。

工作环境

设备应处于防尘、防潮且温差不大的环境中，应放置在稳定且牢固的工作表面上。切勿在设备附近放置液体（热/冷饮料等），

因为液体喷溅会对设备造成严重损坏。

燃气/易燃液体

严禁在存在燃气或任何易燃液体的环境中使用电子设备，否则可能导致爆炸或严重的火灾。

烟雾/异味

如果您发现计算机中冒出烟雾或异味，请立即关机并拔掉电源插头。然后将系统送交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检查。继续运行系统可能会导致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 

维修

维修操作只能由专业技术人员执行，对于发生物理损坏的任何 Datapath 插入卡，应根据 Datapath RMA 程序将其返回到 Datapath 进行修复。

处置

所有使用寿命结束的 Datapath 产品均应根据当地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处置。英国用户请联系 Datapath 以安排处置。我们的 WEE 注册号是 WEEE/AA0005ZR。

 
机架安装安全说明

温度  

如果要将 x4 系统安装在封闭环境或多单元机架组件中，则应确保达到设备安全运行所需的空气流量。机架环境的工作环境温度应保证在所有条件下低于 35 摄氏度。应在机柜中配置适当的冷却装置以确保符合上述规范。

机械负载 

在机架中安装设备时应避免因机械负载不均匀而导致危险状况。

电路过载

安装设备时应考虑设备与电源电路的连接，以及电源过载对过流保护或电源线路的影响。解决此问题时应适当考虑设备的铭牌额定值。

可靠接地

所有机架安装的设备均应确保可靠地接地。应特别注意电源连接，不要直接连接到分支电路（例如，可使用电源插座）。



简介

Datapath x4 是一款独立的显示墙控制器，它接受标准的单链路或双链路 DVI 输入信号，可在四

个输出显示器上灵活地显示这些信号。

每个输出可作为 DVI 或模拟 RGB 驱动，可表示原始输入图像的任意裁剪区域。输出的分辨率和帧

速率不必与输入相关联，因为 Datapath x4 可选择性地单独放大每个裁剪区域并转换其帧速率。

但是，如果 Datapath x4 检测到帧速率相同匹配，则会自动帧锁定所有输出，并同步锁相输出与

输入信号。此外，每个输出可单独镜射或旋转 90°、180° 或 270°，以支持横向和纵向显示器的创

意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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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示例

下面几页列出的几个示例阐述了利用 Datapath x4 可实现的一些效果。这些示例并非一成不变的， 

我们鼓励用户通过不同的显示方向进行实验。

复制输入信号 x 4 并在各个屏幕上显示每个复制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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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输入信号拆分为四部分，将每个部分显示在单独的显示器上，可选择转换帧速率（此例中帧速率

从 30Hz 转换为 60Hz）。裁剪区域可进行调整，以便提供显示器边框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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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输入信号 x2，在一个横向显示器上显示一个复制信号，将另一个复制信号旋转为纵向、放大并

拆分为三部分显示在三个显示器上。

裁剪输入信号，放大特定区域，并显示在 4 个独立的屏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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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输入信号裁剪为  4  个部分，将两个部分显示在横向显示器上，另两个部分显示在纵向显示器上。 

将输入信号裁剪为 4 部分，旋转 90º、180º 或 270º，显示在横向和纵向显示器上。利用裁剪区域的灵

活性，可艺术性地组合显示器，同时保证图像不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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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箱

包装箱中应包含以下物品：

• x4 显示墙控制器。

• x4-PSU 电源设备，带国标插片。

• USB 2.0 电缆 A 型至 B 型。

• Datapath CD，包含配置应用程序和用户手册。

注：

建议您不要急于丢弃包装箱，直到您对   x4  完全满意、将其安装到位并且确保其正常工作。还建

议您将控制器连接到计算机之前，将控制器的序列号记录在显眼的位置。这样做的目的是：在您

需要联系我们的技术支持部门时，可以快速报出序列号。x4 和包装箱的标签上均显示序列号。

安装 x4 PSU 插片

选择适当的插片，将插片的顶边插入 PSU 的凹洞，然后向上滑动，直到卡子咔哒一声固定到位，确

保插片牢牢地插入凹洞。

要取出插片，请向下充分按压卡子，然后将插片从 PSU 凹洞中取出。PSU 出厂时配有英国插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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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前面板

图 1

运行指示灯

前面板上有三个 LED 用于指示 x4 的运行状态：

•  电源

•  输入

•  状态

电源

•  电源 LED 亮起时，表示 x4 已通过随附的 PSU 连接到主电源。

输入

•  输入 LED 亮起时，表示已连接有效的 DVI 信号源。

状态

•  持续亮起 – 表示 x4 正常运行。

•  闪烁 – 表示设备温度高于正常工作温度。请确保输入输入风扇通风孔没有阻塞。

•  如果状态 LED 熄灭并且不再亮起，则表明 x4 应用程序中配置的设置不再适合输入，这通常是输

入发生变化的结果。x4 将补偿设置并重新配置以显示尽可能接近设置的结果。输出仍会显示，

但未必显示预期的结果。

当 x4 设备通过 USB 电缆连接到 PC，并且 x4 控制应用程序激活时，所有三个指示灯会依次闪烁， 

以帮助确定正在控制哪个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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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板

图 2

同步插孔

同步插孔用于未来的同步锁相增强功能。目前不要连接它们。

USB 插孔

USB 插孔用于 x4 到 PC 的 USB 连接：使用随附的 USB A 型至 B 型电缆进行连接。x4 的配置可通过应

用程序进行编程，实现对裁剪、缩放、旋转和间隔的轻松控制。

DVI-D 输入插孔

DVI-D 输入插孔用于将 DVI 输入源连接到 x4。x4 支持双链路 DVI、单链路 DVI，还可以使用可选的 
DVI/HDMI 适配器连接 HDMI 输入（非 HDCP 兼容）。 

DVI-I 输出插孔

4 个 DVI-I 输出插孔用于将 x4 连接到输出显示器。x4 支持 DVI 和模拟 RGB 显示器。

电源

电源插孔用于将 x4 连接到电源。随附的 x4-PSU 插入到电源插孔。当电源连接到 x4 时，x4 前面板

上的电源 LED 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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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x4
•  确保 DVI 信号源的电源断开连接。

•  将电缆从 DVI 信号源连接到 x4 后部的输入插孔。

•  将四个显示器连接到 x4 后面板上的输出插孔。 

•  将 x4-PSU 连接到 x4，然后将正确的国标插片插入电源插孔，打开电源（见第 9 页）。  

•  打开 DVI 信号源的电源。

前面板上的电源 LED 将亮起，指示设备成功通电。  

x4 利用内部处理器连续监控收到的 DVI 信号，只要检测到有效且稳定的输入，输入 LED 就会亮起。

如果输入 LED 不亮，则 x4 无法检测有效的 DVI 输入源。

在运行过程中，x4 能够自动调整其内部运行，即使在输入分辨率发生变化时，也能保持编程的输出

比例。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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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x4
出厂默认设置

x4  存储了许多用于配置其运行的参数。这允许它以非常灵活的方式独立运行。配置会影响输入

和输出显示模式，以及显示器之间所需的输入图像分区。

默认情况下，x4 配置如下：

输入 EDID 首选模式：  1920 x 1080 x 60Hz（SMPTE 时序）

输出显示器模式：   使用显示器首选模式 
     默认：1920 x 1080 x 60Hz (SMPTE)

裁剪模式：    2 x 2 等分 (960 x 540) 
     无旋转

使用随附的 Windows® 应用程序可更改默认设置，该应用程序可运行在任何 Windows® 平台上，

并通过随附的   USB  电缆连接到   x4。有关该应用程序的使用说明，请参阅“x4  控制应用程序” 

一节。

下面几节介绍可能的设置及其作用。有关如何根据您的理想配置来编程 x4 硬件，请参阅“x4 控制 
应用程序”一节。

配置 DVI 输入分辨率

由于  DVI  输入的时序和分辨率由  DVI  信号源机器进行设置，因此  x4  只能通过其  EDID  （扩展显示识 

别数据）的可编程“首选模式”对其进行间接配置。

大多数显卡和  HDMI  设备会自动选择  x4  EDID  提供的“首选模式”分辨率和时序，但在  EDID  内容

被  x4      应用程序更改时，它们可能需要强制进行重新检测。这通常通过断开连接并重新连接   DVI 
输入电缆引起的热插拔事件来实现。

配置应用程序将允许回读当前正在检测的分辨率，并提供读取和写入内部 EDID ROM 的功能。 

显示器输出

x4  可配置为读取每个相连显示器的相应  EDID，并发出与首选模式的分辨率、时序和模式（RGB 
或 DVI）相对应的信号。这是出厂默认配置。  

请注意，当不同的显示器连接到四个输出端时，每个显示器可能会选择不同的首选模式，因此每

个输出将在不同的模式下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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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显示器 EDID 时，x4 会计算内部缩放系数，以确保显示器（在任何分辨率下）仍显示正确比例

的输入图像。

如果  EDID  无法读取（例如，如果显示器电缆不支持所需的 DDC 信号），则可将默认模式编程到 x4 
的存储器中。出厂配置为 1080p。

在某些情况下，用户可能需要非常明确的输出时序（例如，在同步锁相输入时），而不考虑显示

器 EDID。在这种情况下，可将 x4 配置为总是将已编程的输出模式作为默认输出模式。

选择要显示的区域

x4  的每个输出可显示所捕获输入图像的任意矩形区域。这些裁剪矩形的出厂默认配置为：四个显

示器以 2x2 阵列分别显示图像的四分之一，这些比例在不同的输入分辨率下也保持不变。

对于 1080p 输入，意味着输入图像的 960x540 像素将在每个方向上以系数 2 放大（如果选定的输出

分辨率为 1080p）。

但是，如果输入分辨率变更为 1600x1200，则对于同样的输出显示器，x4 将从 800x600 区域放大，

并且会将其缩放系数重设为水平 2.4 和垂直 1.8，以支持同样的 1080p 显示器。

裁剪区域可任意分配，也可以重叠，唯一的限制是在任意方向上产生的缩放系统必须大于  1.0（即 
1:1 或放大）。例如，可使用 x4 输出四个相同的输入信号副本（假设产生的输出时序在单链路 DVI 
输出的能力范围之内）。

要在特定输出显示器上显示的输入图像区域可通过 USB 连接的 Datapath 配置应用程序进行编程。  

为了支持纵向显示器，源数据在输出到显示器时可旋转 90º、180º 或 270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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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说明

DVI 输入 

当 X4 成功启动并且电源、输入和状态 LED 指示灯亮起时，表示已检测到 DVI 输入模式并且工作 

正常。 

如果输入 LED 指示灯不亮，请检查以确保单链路或双链路 DVI 电缆正确插入适当的插孔。

在高分辨率模式下，如果电缆长度超过 5 米，就无法保证 DVI 信号的质量，其原因是 DVI 电缆和连

接器固有的信号损失特性。Datapath 在 x4 上添加了能够补偿这些信号损失的主动均衡硬件，即使

在完全双链路分辨率（330Mhz 像素时钟）下也能够支持长达 20 米的电缆。分辨率更低时可支持更

长的电缆。

这允许更灵活地安排 x4 与信号源和显示器的相对距离。

一旦   LED  指示灯亮起，X4  将根据存储在非易失性存储器中的配置在所有四个屏幕上显示源信

号。x4 的出厂配置为显示 2x2 分割的输入图像，如图 3 所示。 

输出

要连接到模拟输出，需要使用 DVI-I-VGA 电缆。要连接到 DVI 输出，需要使用 DVI-D 电缆。

配置 x4

x4  上有一个用于将主机  PC  连接到  x4  设备的  USB  接口，方便用户编程其配置。配置完成后，x4  将

独立运行，无需  USB  连接，自动检测输入分辨率并调整内部缩放比例以稳定地驱动输出显示器。

同步锁相

当输入和/或输出时序被设置为相同的帧速率时，x4  上运行的固件会检测到这一情况，并自动同步

锁相。在所有同步锁相模式下，时序被配置为共享参考时钟，因此不存在同步偏移，从而无需持

续调整（调整有时可能会干扰 LCD 面板）。同步锁相状态显示在 x4 控制应用程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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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4 控制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安装

注：在驱动程序安装完成之前，不要将 x4 插入 USB 接口。

在 x4 随附的 Datapath CD 上找到安装文件夹，运行 install.exe，然后根据安装向导操作。在安装过

程中会显示一条警告消息，提示该驱动程序没有 Windows® 徽标认证。  

选择“继续安装”以完成安装。

现在可使用随附的电缆将 Datapath x4 连接到合适的 USB 1.0 或 2.0 接口。此时，该硬件将作为 USB 
API 接受 Windows® 的检测，并且系统会显示新硬件向导。允许向导搜索，然后单击推荐的选项，

以启用此前安装的与新硬件相关的驱动程序。  

单击“继续安装”以接受驱动程序。

运行 x4 控制应用程序

要打开 x4 控制应用程序，请选择“开始”/“所有程序”/Datapath x4。  

应用程序将搜索连接到计算机的 x4，并显示检测到的第一个 x4 的状态。如果在使用多个 x4，可

从“文件”菜单中找到所有可用 x4 的列表。

应用程序检测到 x4 后，将显示主状态屏幕，如图 4 所示。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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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

所连接的  USB  设备的唯一名称显示在“设备”部分。设备可关联一个更便于用户理解的名称，例

如“一四输出”。友好名称存储在  x4  的非易失性存储器中，在今后配置时可帮助识别设备。使用 

 “文件”菜单中的“选择设备..”命令可选择连接到 PC 的特定设备。x4 将以 USB 设备或此前配置

的友好名称显示在选择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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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图 6

主控制对话框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连接图

DVI-D 输入

输入捕捉区域

设备

显示器输出

接图

连接图显示 x4 后面板的概要视图，以帮助识别接口。 



VI-D 输入

DVI-D 输入部分显示当前正在捕捉（如果有）的 DVI 模式和已写入 x4 的 EDID 中的首选模式。使用 

 “修改”按钮可更新 EDID。当前输入分辨率左侧的小方框指示 x4 是否同步锁相输入源。

•  绿色 – 输出同步锁相输入点时钟和垂直同步

•  绿色 – 输出未同步锁相

要更改输入 EDID 的时序，请单击“修改”按钮，以下对话框出现。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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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增强均衡硬件，请单击“设置”按钮，以下对话框出现。图 8。

图 8

使用滑块补偿因 DVI 电缆长度超过 5 米而造成的信号质量损失。均衡硬件可补偿长达 20 米的电缆。

图 7



 “DVI-D 输入”对话框显示当前模式的分辨率供用户参考，并允许编辑 EDID 首选模式的时序。要用

当前时序填充 EDID 时序，请单击“复制时序”按钮。

对话框支持标准时序公式，例如：

• VESA CVT 

• VESA CVT 的减少消隐

• SMPTE（用于高清模式）

• VESA GTF 

•  自定义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自动”时，通常会默认为 VESA CVT 算法，该算法最适合典型的标准 VESA 输
出模式。但是，为了尽量减少点时钟并延长 DVI 电缆的长度，推荐选择“CVT 的减少消隐”。

选择“自定义”可编辑时序参数。请注意，您需要在“像素时钟”和“垂直刷新”之间做出选

择，因为它们是互相排斥的参数。

编辑完成后，单击“确定”将首选模式写入  EDID，但通常不会影响正在捕捉的输入模式。可能需

要强制主机中的图像设备检测新模式，具体方法包括：在“屏幕分辨率”对话框 (Windows® 7) 中选择 

 “检测”，或断开信号源与 x4 的连接然后重新连接。

对“输入”设置的所有修改可保存为   .vqs  文件的一部分，删除要求再次输入相同的设置。要保存

设置，请在“文件”菜单中选择“保存…”命令。要打开保存的 .vqs 文件，请选择“打开…”命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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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输入捕捉区域

x4 的每个输出可选择输入源图像的不同区域。此对话框（图 10）显示每个区域的设置（区域 1 与
输出  1  对应等）。数字表示要显示区域的顶、左、宽度和高度坐标。请注意，这些参数用于描述

当前活动的输入分辨率。如果输入分辨率发生变化，则捕捉区域会缩放到新的输入分辨率，以便

保持相同的比例。

要修改这些设置，请单击“修改”以显示编辑对话框（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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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图 11



预定义区域

为便于使用，有两个预设按钮可选择两种最常用的配置：“四等分”或“复制”。

四等分
第一个显示器显示输入图像的左上角，第二个显示器显示右上角，第三个显示器显示左下角，第四

个显示器显示右下角。此运行模式可用于从单个高分辨率输入驱动四个 2x2 排列的显示器。

复制
每个输出显示整个输入图像。输出显示器可在相同的分辨率（不同的时序，如有必要）或更高的分

辨率下驱动。

区域设置中没有限制（除了结果缩放系数必须为 1:1 或更高之外），因此区域可以有重叠或间隔等。

此外，每个区域可以变换，例如旋转或翻转（裁剪后），以便支持不同的输出显示器方向。

请注意，可能有一些实例，其设置存储在非易失性存储器中，它在存储时是有效的（即从输入到输

出的缩放系数为 1:1 或更高），但在后来由于输入分辨率的提高，需要调低缩放系数。在此例中，固

件将调整缩放系数，以提供 1:1 的输入裁剪（以原始区域为中心）。为了指示至少有一个输出不再准

确地反映已编程的区域设置，前面板状态指示灯将不会亮起。

缩放优化

缩放优化用于优化已缩放的显示。如果显示主要是基于文本的内容，则应选择“文本”。这将确保

显示的文本在缩放后保持清晰。如果显示是基于视频的内容，则选择“视频”。缩放优化将确保流

畅、清晰的视频显示。 

对区域设置的所有修改可保存为 .vqs 文件的一部分，删除要求再次输入相同的设置。要保存设置，

请在“文件”菜单中选择“保存…”命令。要打开保存的 .vqs 文件，请选择“打开…”命令。

示器输出

显示器输出部分显示目前每个 x4 输出的实际分辨率和刷新率。要查看更多信息，例如是模拟 RGB 模
式还是 DVI 模式，是显示器 EDID 首选模式还是写入 x4 的默认模式，以及详细的时序信息，请单击所

需输出的“修改”按钮。

帧锁定状态通过彩色小方框指示：

绿色 
输出被帧锁定到与第一个显示器同步，使用共同的参考时钟。如果输入同步锁相灯为绿色（见上

文），则参考时钟取自输入  DVI  信号源，并且系统完全同步锁相此信号源。如果输入帧锁定指示灯

为红色，则输出同步锁相在一起，但与输入同步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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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显示器输出可通过单击相应的“修改”按钮进行配置。这将弹出一个与输入时序的对话

框相类似的时序对话框。该对话框如图 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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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红色 
输出未被帧锁定。

图 13



模式来源选择用于控制   x4  输出的时序值和分辨率：采用所连显示器的首选模式，或使用其内部

编程的“默认”模式。请注意，在此对话框中只能编辑内部默认时序。

如果选择了“使用显示器的首选模式”，但无法从所连的显示器读取有效的  EDID，则  x4  固件会

使用默认模式时序编程输出。

对话框的其余部分与设置输入时序的对话框基本相同，不同的是输出显示器可选择模拟   RGB 
(“VGA”) 输出和  DVI。

对输出设置的所有修改可保存为   .vqs  文件的一部分，删除要求再次输入相同的设置。要保存

设置，请在“文件”菜单中选择“保存…”命令。要打开保存的 .vqs 文件，请选择“打开…” 

命令。

最后有一个“测试”按钮，在定义默认模式时，如果您不确定所连的显示器是否能够支持，可使

用该按钮。在测试模式中，编程输出时序时，在您单击“确定”按钮以接受模式后，您的编辑才

会保存到 x4 的非易失性存储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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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x4 物理尺寸 235 x 175 x 44mm/9.25” x 6.9”  x 1.75” 

工作温度范围 0 - 35 DegC/32 - 96 DegF

电源要求 5V DC，18W。随附通用电源适配器 (100-240V)

冷却 设备包含冷却风扇。输入和输出通风口应保持

畅通。

USB 2.0 支持全速运行 (12Mbits/s)

1 x 双链路 DVI 捕捉 高达 330 Mpixels/s

输入表面 最大 4k x 4k

4 x 单链路 DVI 或模拟 RGB 输出 高达 165Mpixels/s

输出屏幕分辨率 高达 2.5Mpixel（在任意方向上最大 2048 像素）

任意放大 高达 64 x 允许的非整数缩放系数

固件支持 支持通过 USB 更新

保修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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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path Limited
Datapath 在计算机图形行业有着悠久而辉煌的历史。Datapath 自 1982 年以来，始终致力于为全

球最大、要求最严格的公司和机构设计并提供高性能、高质量的图形显示系统。Datapath  是使

用单板和多板解决方案处理多屏幕   Windows  加速的先驱企业之一。现在，Datapath  使用最新的

显示技术，为要求最严格的应用提供一些世界领先的多屏幕图形加速器。

随着新技术的进步，Datapath 不断改进其硬件与软件的性能和功能，力求为客户提供更多价

值。通过持续发展计划，我们能够为所有客户及其不断变化的需求提供卓越的支持和响应性。由

于更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变得唾手可得，因此我们不遗余力地挖掘这些技术的力量和潜力。

技术支持

注册用户可通过电子邮件和 Datapath 网站上的“支持”页面联系我们的技术支持部门，通常响

应时间不超过 24 小时（周末除外）。

通过电子邮件

发送电子邮件到 support@datapath.co.uk，尽可能详细说明有关系统的信息。为了更快地响应，

我们需要了解以下详情：

• PC 规格 - 包括处理器速度

•  操作系统

•  应用程序软件

• Datapath 硬件 / 软件

•  问题的确切性质 - 请尽可能具体。

请尽可能注明所用硬件和软件的版本和修订号。

版权声明

© Datapath Ltd., England, 2011 

Datapath Limited 拥有对本文档的版权。未经 Datapath Limited  的明确许可，除本文规定的用途之

外，不得因任何目的复制、发布、披露、以任何电子格式存储或使用本文档的整体或任何部分。

虽然我们尽最大努力确保本用户手册中内容的正确性，但 Datapath Limited 对内容的正确性不做

任何声明或保证，并且不接受任何错误或遗漏导致的相关责任。Datapath  保留在不提前通知的

情况下更改规格的权利，并且不承担使用这些信息导致的相关责任。本文档中使用的所有注册商

标均为 Datapath Limited 认可的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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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总部和销售中心
Datapath Ltd., 
Alfreton Road, 
Derby, DE21 4AD, UK
电话： +44 (0) 1332 294441 
传真： +44 (0) 1332 290667
电子邮件：sales@datapath.co.uk
www.datapath.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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