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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附带配件仅供参考，实际配件请以实物为准，技嘉科技保留修改的权利。

清点配件

 5 GA-B150-D3A主板- 1片
 5 驱动程序光盘- 1片  5 SATA 排线
 5 使用手册- 1本  5 后方I/O设备挡板铁片- 1个

为减缓地球暖化效应，本产品包装材料皆可回收再利用，技嘉与您一同为环保
尽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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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中嘉科贸有限公司 - 中国

技术服务专线：800-820-0926，021-63410189
服务时间 ( 法定节 / 假日除外 )：
星期一 ~ 星期五　上午 09:00 ~ 12:00 
　　　　　　　     下午 01:00 ~ 06:00 
技术 / 非技术问题支持：：http://esupport.gigabyte.com
会员网站：http://club.gigabyte.cn
网址：http://www.gigabyte.cn

技嘉科技全球服务网

 • 技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 231 新店区宝强路 6 号
电话：+886 (2) 8912-4000，传真：+886 (2) 8912-4005
技术服务专线：0800-079-800 ， 02-8665-2646 
服务时间：

星期一 ~ 星期五　上午 09:30 ~下午 08:30 
星期六  　　  　　上午 09:30 ~下午 05:30 
技术 / 非技术问题支持：：http://esupport.gigabyte.com
网址 ( 英文 )：http://www.gigabyte.com
网址 ( 中文 )：http://www.gigabyte.tw

版权
© 2016 年，技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本使用手册所提及的商标与名称，均属其合法注册的公司所有。

责任声明
本使用手册受著作权保护，所撰写的内容均为技嘉所拥有。

本使用手册所提及的产品规格或相关信息，技嘉保留修改的权利。

本使用手册所提及的产品规格或相关信息有任何修改或变更时，恕不另行通知。

未事先经由技嘉书面允许，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修改、转载、传播或出版本使用手册内容。

产品相关信息，请至网站查询：http://www.gigabyte.cn/



USB 2.0接口

PS/2 键盘/鼠标接口

VGA接口

DVI-D接口(注)

USB 3.0接口

网线接口(RJ-45)
音频输入(蓝色)
音频输出(绿色)
麦克风(粉红色)

(注)  此DVI-D接口不支持转接为VGA的功能。

请至技嘉网站查询更详尽的硬件
安装说明。

请至技嘉网站「支持\工具程序」页
面下载最新的工具程序。

安装处理器

在开始安装处理器 (CPU) 前，请注意以下的信息：
 • 请确认所使用的 CPU 是在此主板的支持范围。

( 请至技嘉网站查询有关支持的 CPU 列表 )
 • 安装 CPU 之前，请务必将电源关闭，以免造成损毁。
 • 请确认 CPU 的第一针脚位置，若方向错误，CPU 会无法放入 CPU 插槽内 ( 或是确认 CPU 两侧
的凹角位置及 CPU 插槽上的凸角位置 )。

 • 请在 CPU 表面涂抹散热膏。
 • 在 CPU 散热风扇未安装完成前，切勿启动电脑，否则过热会导致 CPU 的损毁。
 • 请依据您的 CPU 规格来设定频率，我们不建议您将系统速度设定超过硬件的标准范围，因为
这些设定对于周边设备而言并非标准规格。如果您要将系统速度设定超出标准规格，请评估
您的硬件规格，例如：CPU、显卡、内存、硬盘等来设定。

安装内存条 / 扩展卡

在开始安装内存条 / 扩展卡前，请注意以下的信息：

 • 请确认所使用的内存条规格是在此主板的支持范围，建议您使用相同容量、厂牌、速度、颗粒

的内存条。( 请至技嘉网站查询有关支持的内存条速度及列表 )
 • 请确认所使用的扩展卡规格是在此主板的支持范围，并请详细阅读扩展卡的使用手册。

 • 在安装内存条 / 扩展卡之前，请务必将电源关闭，以免造成损毁。

 • 内存条有防呆设计，若插入的方向错误，内存条就无法安装，此时请立刻更改插入方向。

驱动程序安装

「Xpress Install」会先自动扫描您的系统并列出建议您安装的驱动程序。您可以按
下「Xpress Install」键，自动为您安装所有勾选的驱动程序，或按 单独安装您所
需要的驱动程序。

后方设备插座介绍



技嘉主板售后服务及质量保证卡
         亲爱的用户，感谢您选用技嘉科技的主板产品，选择技嘉——创新科技，美化生活。

 为了确保您能够充分享有技嘉科技为您提供的完善售后服务支持，请您在购买技嘉科技产品后认真阅
读本质量保证卡的说明并妥善保存此说明。

关于技嘉主板售后服务及质量保证卡说明如下：
1. 技嘉科技的主板产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 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 由宁波中嘉科贸有限公司总经销。
2. 技嘉公司对中国大陆地区（不含港澳台）发售，经合法认证授权渠道销售给消费者的技嘉主板提供 
 3 年（涵盖三包法规定的保修期间）免费保修服务。如参加 4 年质保活动的，则按官网注册时间延迟 
 保修期 . 非授权认证商户 ( 详细请访问技嘉官网 ) 无法完整享受厂家提供的售后服务（免费三年质保）。
3. 技嘉公司对中国大陆地区（不含港澳台）发售的技嘉主板依国家三包法规定提供保修服务。
 （1）消费者出具正规购买发票或国家认可的有效凭证可享受全国联保。
 （2）如消费者无法出具正规购买发票或国家认可的有效凭证，则需送至原购买经销商接受保修服务。
4. 技嘉主板售后服务及质量保证卡仅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 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 通过合法途径

购买的技嘉主板产品。
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部分商品修理更换退换货责任规定 (三包法 )，用户在使用本公司主板产品过程中，

若主板产品出现下列情况，本公司将不承担保修义务：
A. 超过技嘉提供的有效保修期限；
B. 未按产品使用手册的要求使用、维护、保管而造成的损坏；
C. 擅自改动、自行维修、组装不当而造成的产品损坏；
D. 使用未经合法认证的扩展部件而造成的产品损坏；
E. 遇不可抗力（如：水灾，火灾，地震，雷击，台风等）或人为的操作使用不当造成的损害；
F. 非正常的使用方式或环境造成电路板或部件划伤、扭曲、腐蚀、生锈、氧化、断裂等外观不良；
G. 有明显人为损坏痕迹，如：PCB 板撞裂，板弯，线路划断，CPU 角座损坏等
H. 把主板作为特殊测试用途，对内存，显卡，USB，网口插槽长时间进行不正当插拔造成主板的 
 异常损坏；
I. 产品序列号标贴遗失，破损，涂改导致无法辨认序列号，或与实际产品实物不符；

6. 技嘉主板产品技术支持服务指导
 A.  如果您在使用技嘉主板产品过程中遇到问题，可以先通过查阅产品用户手册寻找答案。
 B.  您也可以直接访问技嘉官方 http://www.gigabyte.cn/ 或直接拨打技嘉科技 800 主板免费服务热线： 

 800-820-0926 进行咨询（未开通 800 电话或手机无法拨打 800 的地区，请拨打 021-63400912）。服务 
 时间：星期一到星期五 9:00-18:00 法定节假日除外。（技嘉科技 800 主板免费服务热线由技嘉科技 
 授权宁波中嘉科贸有限公司成立）。

7. 技嘉主板产品送修服务指导
         A. 当确认您所使用的技嘉主板产品由于硬件故障需要维修服务，在送修前请务必告知您所使用的主

板产品型号，BIOS 版本，搭配的配件配置，详细的故障现象等信息，方便技嘉工程师能够帮助您
更加准确快速的判断出故障的原因。

 B. 如购买时经销商向您承诺的服务范围大于技嘉提供的服务范围，超出部分的服务，请联系经销商
以取得详细服务咨询。

C. 产品送修时，请以原厂包装材料或其他适合材料（如纸箱、气泡袋等）包装，送修主板需加置 CPU
保护盖，以免运送途中发生损坏。如是因包装不当导致运送中发生的损坏，本公司将恕不提供保修。
随产品的耗材，赠品及包装材料等均不在保修范围内。

8.   申请质保售后服务时请同时出示本质保卡和有效购买凭证。
9. 质量保证卡必须加盖经销商印章方为有效。
10.   申请质保售后服务请联系技嘉科技授权的当地代理商。
11. 本公司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保留对《技嘉主板售后服务及质量保证卡》增加、删减、修改及解释的所有

权利，并于本公司官方网站上公告后生效。



管理声明

规章注意事项

此份文件没有技嘉的书面允许将不可复制，以及不可向第三方透露文件内容，也不被使用于任
何未经授权的目的。
违反前述时将被起诉。我们相信内容中所包含的信息在印刷时，于各方面是准确的。然而，技
嘉将不承担本文中任何的错误或省略的责任。再则，指明此份文件里的信息是随时调整不另
行通知，且不涵括未来法规的异动范围。

我们对保护环境的承诺

除了高性能产品外，所有技嘉主板均履行欧盟规章，如 RoHS ( 电器电子设备使用某些危
害物质限制指令 Restriction of the use of Certain Hazardous Substances in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RoHS) 及 WEEE ( 废电器及电子设备指令 Waste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WEEE) 环境指令，与主要全球性的安全规章要求。并需防止有害物质释放进入环境，以及使我
们的自然资源使用度达到最大化。以下信息是技嘉提供如何能负责地在您的『最终产品』内回
收再利用或再使用大多数的原材料。

电器电子设备使用某些危害物质限制 RoHS 指令的声明

技嘉产品无有意添加危害物质 ( 镉，铅，汞，六价铬，多溴联苯类与多溴二苯醚类 )。零件与零
部件均经过仔细地选择，使符合 RoHS 要求。并且持续着努力发展不使用国际间禁止的毒性化
学制品。

废电器及电子设备 WEEE 指令的声明

技嘉将履行欧盟法律诠释的 2002/96/EC 废电器及电子设备指令。废电器及电子设备指令是关
于处理、收集、回收再利用与处置电器及电子设备及它们的零部件。在指令下，使用设备必须
标明记号、分开地收集，并且正确地处理。

WEEE 标志陈述

以下显示标志是在产品或在它的包装上标明，象征此产品不得并同其他废弃物处理。
相反，废弃设备应该被带往拥有有效处理、收集、回收再利用等废弃物收集中心。废
弃设备在处理时，须做好分类收集与回收再利用，将会有助于保存自然资源，并且确
保某种程度上的回收再利用是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更多关于能减少废弃设备环境

安全方面的回收再利用细部信息，请与您的当地政府办公室、家庭废弃物处理服务窗口、或是
您购买产品的地点联系。
w 当您的电器或电子设备不再对您有用时，请将它回收到您的当地或地区废弃物管理部门去
做回收再利用。

w 如果您需要进一步的在您「最终产品」中协助回收再利用、再使用，您可以在您的产品使用
手册中所列出的消费者关怀专线与我们联系，以您的努力，我们将很乐意援助您。



最后，我们建议您通过认识和使用此产品的节能特点 (适用的话 )， 来实践其他环境友善的行动，
回收再利用此产品所交付的的内部与外部包装材 ( 包含运输货柜 )，并且正确地处理或回收再
利用所使用的电池。有你的帮助，我们才能减少生产电器及电子设备所需自然资源的数量，尽
可能减少最终产品的垃圾掩埋处置耗用， 所以一般通过确保潜在的危害物质不会释放到环境，
以及与正确的处理来增进我们的生活品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信息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的名称及含量标识格式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毒有害物质的限制要求 (China RoHS) 提供以下的表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