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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尔客户端软件解决方案

DELL OPTIMIZER 戴尔智能调优软件DELL OPTIMIZER 戴尔智能调优软件
围绕您打造的个性化智能技术 

在随时随地办公的时代，Dell Optimizer 戴尔智能调优软件不但要为更智能的商用 PC* 

提供支持，还要将个性化智能技术扩展到戴尔生态系统的其他部分。

Dell Optimizer 戴尔智能调优软件是一款基于人工智能的优化软件，可学习并顺应您的工作方式，

通过后台运行自动提高应用程序和设备性能、优化 PC 和配件电池续航时间、改善音频/视频设置

并提升隐私保护，而丝毫不妨碍您工作。

I n te l l i g e n t  P r i v a c y  

智能隐私保护

E x p re s s C o n n e c t  

智能双网连接

E x p re s s C h a rg e  

快速充电

E x p re s s R e s p o n s e  

快速响应

I n te l l i g e n t  A u d i o  

智能音频

E x p re s s S i g n - i n  

智慧感知登录

单击此处观看视频，了解其工作原理！

全新上市！智能生态系统  全新上市！协作式触控板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SwSmClmXFQ&t=7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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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尔客户端软件解决方案

DELL OPTIMIZER 戴尔智能调优软件DELL OPTIMIZER 戴尔智能调优软件

对于戴尔而言，安全和隐私至关重要。

我们的技术在系统本地收集和分析优化数据，这些数据不

会离开系统。这样做是为了根据您使用戴尔设备的方式不

断改善您的 PC 体验。 

遥测信息（如事件数据和服务心跳信号）将发送到戴尔，

帮助我们了解应用程序是否正常工作，这一过程是匿名

的。这样可以确保我们不断地改进软件的功能和流畅性。

安全可靠且易于管理 

人工智能被许多人视为变革性技术的基础，但使用时不讲道德、不负责任，就会变得很危险。借助 Dell 

Optimizer 戴尔智能调优软件，优化和数据收集将遵循严格的流程，可确保您的隐私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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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尔客户端软件解决方案

DELL OPTIMIZER 戴尔智能调优软件DELL OPTIMIZER 戴尔智能调优软件

通过集成 Dell Display Manager 和 Dell Peripheral 

Manager，您可以轻松配对和管理戴尔显示器和

配件。

Dell Display Manager 通过全面易用的工具提供出

色的观看体验和高效的显示管理。

使用 Dell Peripheral Manager**，您可以对具有高

级功能*（如网络摄像头的 AI 智能自动取景、可

编程键盘按键）的兼容戴尔配件34 进行自定义和

更新。

智能生态系统 

通过将智能优化技术从 PC 扩展到办公桌的其他部分，提升您的工作体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pQqytPdB2k&t=24s
https://www-wip.dell.com/en-us/lp/dp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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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尔客户端软件解决方案

DELL OPTIMIZER 戴尔智能调优软件DELL OPTIMIZER 戴尔智能调优软件

在部分 Latitude PC 上，可以通过协作式触控板^ 轻松

使用各种会议功能。^

 

您再也不必在进行 Zoom 通话时为了按静音按钮慌忙关

闭所有应用程序了。 

协作式触控板可帮助您轻松访问常用的 Zoom 功能，如

视频、屏幕共享、麦克风和聊天等，在您需要时将它们

自动弹出。 

Latitude 9440 现在提供触觉振动，以增强协作体验。

动动指尖，轻松协作 

协作式触控板^ 助您轻松进行多任务处理 — 只需动动手指，即可按需打开常用的视频，使用屏幕共享、

麦克风和聊天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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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尔客户端软件解决方案

DELL OPTIMIZER 戴尔智能调优软件DELL OPTIMIZER 戴尔智能调优软件

通过以下方式智能地保护数字资产和隐私：  

旁观者检测可在检测到旁观者时启用纹理化或打开 

Safe Screen 功能。 

目光移开检测可根据用户行为使 PC 屏幕变暗。

ExpressSign-in 智慧感知登录会在检测到您在场时

唤醒您的系统，并在检测到您离开时锁定您的 PC。 

Intelligent Privacy 智能隐私保护和 ExpressSign-in 智

慧感知登录已集成到部分 OptiPlex 一体机 PC 和戴尔

显示器，还可以与部分戴尔网络摄像头搭配使用，

让您尽享无缝地高效工作体验和安全的隐私保护。

无处不在的智能隐私保护 

隐私保护是一大难题，但我们全面的 Intelligent Privacy 智能隐私保护功能1，可帮助保持敏感数据的

私密性。

单击此处观看 Intelligent 
Privacy 的工作原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JQG0xOnZK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JQG0xOnZK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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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尔客户端软件解决方案

DELL OPTIMIZER 戴尔智能调优软件DELL OPTIMIZER 戴尔智能调优软件
利用 ExpressResponse 快速响应提升应用程序性能 

智能系统的新时代已经开始。ExpressResponse 快速响应会管理您常用应用程序的速度和性能3，

让每次交互都轻松顺畅。

“我喜欢 Dell Optimizer 
戴尔智能调优软件优先
考虑我的重要应用程
序。它能帮助我更顺利
地完成一天的工作。”

Sakkanart Udomdirekrirk
Pragma Technology 负责人

了解您的应用程序

Dell Optimizer 戴尔智能调优软件会让您选择

自己最常用的应用程序，并将其余交给机器

学习来处理。它会评估每个程序消耗资源的

方式并确定从哪些方面进行优化。

增强性能 

在 了 解 您 所 选 择 的 应 用 程 序 后 ，

ExpressResponse  快速响应便会提高应

用程序性能并优先处理当前的任务。 

 

让部分 Precision PC 保持高效运行

ExpressResponse 快速响应可在断开电源适

配器时，为您选择的应用程序提供 240 瓦的

峰值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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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L OPTIMIZER 戴尔智能调优软件DELL OPTIMIZER 戴尔智能调优软件

8 倍
视频质量提升^

30%
应用程序和数据

处理速度提升^

20%
数据传输量

增加^

3 倍
缓冲缩短^

同时多网络连接功能

使用两种网络连接（有线和无线）同时发送和

接收数据，以加快下载速度。

带宽管理

无论您在哪里工作，它都会优先考虑会议应用

程序。

自动网络切换功能

在有信号更强的网络时，建议切换到该网络。

使用 ExpressConnect 智能双网连接获得出色的连接性 

享受更强的互联网连接。ExpressConnect 智能双网连接3 具有先进的同时多网络连接功能，能够以更快的

速度传输数据及下载视频。4 无论您在哪里工作，它都可以自动接入速度更快的网络5。

观看此视频，了解 ExpressConnect 
智能双网连接如何使您受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upPbpxGSh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upPbpxGSh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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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L OPTIMIZER 戴尔智能调优软件DELL OPTIMIZER 戴尔智能调优软件

延长 PC 电池的寿命

高级充电可防止 PC 电池充电过度，从而延长 PC 电池的寿命和正

常使用。

可在新的电源界面中快速查找电池详细信息，并通过智能警报了

解硬件和生态系统中电源、散热和电池的各种变化。

防范电力不足

通过调节屏幕亮度、CPU 性能、音频和其他设置来实现。

ExpressCharge 快速充电可帮助确保您的电池充分发挥其潜力。

保持正常运行不间断

用更短的时间获得所需的全部电力 — 在一小时内将电量充至高达 

80%，或者使用 ExpressCharge Boost，在 20 分钟内将电池电量

充至 35%。***

使用 ExpressCharge 快速充电延长电池续航时间 

ExpressCharge 快速充电会分析电源使用习惯以提高 PC 电池利用率。它可以延长运行时间，并在您需要

大量用电时更快地给系统充电。

35%
电量只需充约 

20 分钟。

“我明显感受到了电池续
航时间上的显著变化 — 
有了 Dell Optimizer 戴尔
智能调优软件，我现在可
以在不连接电源的情况下
轻松工作 12 小时”

Peiying Zhang 
Schreder 澳大利亚分公司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首席运营官

电量从 

0% 充至 

80%
只需 6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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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L OPTIMIZER 戴尔智能调优软件DELL OPTIMIZER 戴尔智能调优软件

集齐您需要的所有协作功能

 

智能消噪通过神经消噪技术自动降低背景噪音，因此

您的同事在会议期间只会听到您的声音。 

消除他人的背景噪音功能可智能地消除电话会议中参

与者的背景噪音和回声。

语音质量监控功能可监控电话会议期间的语音质量，

并在质量不佳时通知您。

 

使用 Intelligent Audio 智能音频清晰聆听并畅所欲言 

Intelligent Audio 智能音频可检测您的声音，并保持系统音量的稳定，以提升会议体验，让您信心十足地

开展协作。 

“紧急避难所是非常嘈杂的地
方，很难进行清晰的 Zoom 或 
Teams 通话，但这些线上对
话直接影响到人的生命。Dell 
Optimizer 戴尔智能调优软件的 
Intelligent Audio 智能音频技术
确实帮了我们大忙。”

Kelly Durand  
费城人民急救中心
组织学习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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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L OPTIMIZER 戴尔智能调优软件DELL OPTIMIZER 戴尔智能调优软件

适应您的工作

为终端用户和 IT 决策者创造顺畅、易于管理的

工作体验。通过模块化安装设置适合您工作环境

的 Dell Optimizer 戴尔智能调优软件的各个功能

和模块。

借助戴尔 Precision 工作站上的分析功能获得个性

化见解，如系统和工作负载分析。

在不造成中断的情况下，提高工作效率 

通过集中化管理，同时远程部署更新和优化多个系统，尽量减少对您的工作流造成中断。

“Dell Optimizer 戴尔智能
调优软件为我们带来实实
在在的效率提升。” 

Dario Ladu 
freecon AG 系统工程师，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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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L OPTIMIZER 戴尔智能调优软件DELL OPTIMIZER 戴尔智能调优软件
探索适合您的系统 

无论您的需求为何或者面临什么样的挑战，Dell Technologies 配有 Dell Optimizer 戴尔智能调优软件的系统

都能帮助您实现卓越的工作效率。

OptiPlex Latitude 笔记本电脑
Precision 
移动工作站

Precision 
工作站

Rugged 
笔记本电脑

3000 5000 7000 3000 5000 7000 9000 3000 5000 7000 3000 5000 7000 5430 7230 7330

协作式触控板 

Intelligent Privacy 智能 
隐私保护

分析

ExpressSign-in 智慧感知

登录

ExpressCharge 快速充电

ExpressConnect 智能双

网连接

ExpressResponse  
快速响应

Intelligent Audio 智能音频

橙色图标表示该功能仅在系统使用 Dell Peripheral Manager 连接到外部网络摄像头或集成了网络摄像头的部分戴尔显示器时可用。

Dell Optimizer 戴尔智能调优软件的功能因 PC 型号和平台而异。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产品供应信息表。

https://www.delltechnologies.com/asset/en-us/solutions/business-solutions/technical-support/dell-optimizer-features-availability-matrix.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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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详情，请访问 www.delltechnologies.com/optimizer。
^ 协作式触控板目前在 Latitude 9330 和 9440 上提供，只能与 Zoom 搭配使用。

^^ 仅适用于 Precision 5470、7670 和 7770 工作站。

1 基于戴尔针对竞争 PC 性能软件和应用程序进行的内部分析。2021 年 9 月。Intelligent Privacy 智能隐私保护在部分戴尔系统和设备上提供。

2 需要使用 64 位操作系统才能支持 4 GB 或更大容量的系统内存。
3 ExpressConnect 智能双网连接随 Dell Optimizer 戴尔智能调优软件 2.0 和更高版本提供。请访问 https://www.dell.com/support/home 下载最新版本。

4  *免责声明：同时多网络连接（或者称为基于连接的分组）是 ExpressConnect 智能双网连接下的一项新的连接功能。它使用有线或无线两种连接，同时发送和接收数据以及视频流量。同时多网络连接

功能同时使用有线和无线网络。对于部分戴尔平台，需要使用 USB Wi-Fi 适配器才能连接第二个 Wi-Fi 网络。基于戴尔内部分析，2021 年 9 月。

5 基于信号强度、通道拥塞程度、路由器类型及其他因素选择速度更快的网络。网络建议基于用户凭据。

6 标明的瓦时 (WHr) 数并不表示电池续航时间。

7 英特尔快速存储技术需要使用硬盘、mSATA 或 SSD 作为主存储设备。请参见操作系统要求。

8 无线天线和模块仅在购买系统时提供。Wi-Fi 6E 供应情况因地区而异。

9  戴尔 Latitude 9420 不含溴化阻燃剂（不含 BFR）、不含聚氯乙烯（不含 PVC）；符合有关“低卤素电子产品（不含 BFR/CFR/PVC）定义”的“iNEMI 立场声明”中对于不含 BFR/PVC 的界定。塑料

部件的溴含量低于 1000 ppm (0.1%)（如果溴来源于 BFR），氯含量低于 1000 ppm (0.1%)（如果氯来源于 CFR、PVC 或 PVC 共聚物）。所有印刷电路板 (PCB) 和层压基板所含的溴/氯总量低于 1500 
ppm (0.15%)，其中氯含量最大值为 900 ppm (0.09%)，溴含量最大值为 900 ppm (0.09%)。

10 移动宽带受服务提供商的宽带服务和覆盖区域限制；需要另行付费。

11  远程诊断后上门服务：远程诊断由技术人员通过网络或电话确定问题原因；可能需要客户检查系统内部，并进行多次或长时间的沟通。如果问题属于有限硬件保修 (www.dell.com/warranty) 范围且无

法远程解决，戴尔通常会在完成远程诊断后的 1 个工作日内派遣技术工程师和/或派发部件。各地提供的服务不尽相同。需遵守其他条件。

12 戴尔服务：戴尔服务的可用性和条款因地区而异。有关详情，请访问 www.dell.com/servicedescriptions。
13 1 GB 代表 10 亿字节，1 TB 代表 1 万亿字节；根据系统内存大小和其他因素，可能使用大量系统内存来支持显卡。

14 Miracast 无线技术：需要兼容的媒体适配器（另售，可集成到显示器中）和支持 HDMI 的显示器。

15 重量会因配置和制造工艺不同而有所差异。

16 仅在美国提供。

17 基于戴尔在 2020 年 11 月进行的分析。

18 已在美国获得 EPEAT Gold 认证。EPEAT 认证情况因国家/地区和配置而异。请访问 www.epeat.net 了解各国家/地区的具体认证状态。

19 基于戴尔在 2020 年 10 月进行的分析。

20 基于 2020 年 9 月的分析。

21 基于信号强度、通道拥塞程度、路由器类型及其他因素选择速度更快的网络。网络建议基于用户凭据。

22  必须在应用程序功能中启用 ExpressResponse 快速响应功能。Dell Optimizer 戴尔智能调优软件 (DO) 可在几小时内了解用户如何使用所选的应用程序。基于 2020 年 3 月戴尔使用 Sysmark 2018 基准对

运行生产力应用程序进行的测试。改善程度将因产品配置、使用情况、应用程序和其他因素而异。

23 ExpressSign-in 智慧感知登录在 Latitude 9000、7000 和 5000 系列上提供。请参阅产品详细信息以了解提供情况。

24  DO 中的 ExpressCharge 快速充电功能需要 14 天时间来学习用户的行为，然后动态地应用适当的电池设置。必须在名为“Adaptive Battery Performance”的电源功能设置中启用 DO 自适应电池设置。

改善程度将因产品配置、使用情况、软件、工作条件、电源管理设置和其他因素而异。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善程度可能会降低。系统性能可能会受到影响。ExpressCharge 快速充电可在 40 分钟内将

系统电池的电量从 0% 充至高达 80%。电量达到 80% 后，充电速度将恢复正常。建议与提供的戴尔电源适配器配合使用；不推荐与容量较小的电源适配器配合使用。受系统容差影响，充电时间可能

会有 +/-10% 左右的差异。ExpressCharge Boost 在系统关机而且电池温度在 16-45 摄氏度之间时，可在 20 分钟内将系统电池电量从 0% 充至 35%。启用 ExpressCharge 快速充电模式后，可继续为系

统电池充电，在 40 分钟内充电至 80%。电量达到 80% 后，充电速度将恢复正常。建议与提供的戴尔电源适配器配合使用；不推荐与容量较小的电源适配器配合使用。受系统容差影响，充电时间可

能会有 +/-10% 左右的差异。

25 基于戴尔于 2020 年 9 月进行的分析。按重量计算的回收材料所占百分比。

26 基于戴尔在 2020 年 11 月对电池续航时间使用模型计算进行的内部分析。结果会因使用情况和计算条件而异。

27 基于 2019 年 11 月进行的戴尔内部分析。

28 基于 2020 年 11 月戴尔对电池续航时间使用模式计算（每年 300 万次键击）的内部分析。结果会因使用情况和计算条件而异。

29 移动宽带受服务提供商的宽带服务和覆盖区域限制；需要另行付费。

30 基于戴尔于 2021 年 2 月进行的分析。

31 基于戴尔于 2020 年 9 月进行的分析。液晶屏后盖中含 21% 的生物塑料。

32 基于设计、制造、包装、产品生命周期维护和截至 2020 年 5 月取得的生态标签认证数量 — 包括针对戴尔 Precision、Latitude 和 OptiPlex 产品组合的 EPEAT Gold 认证。

33  基于初始配对情况。单击此处了解有关 Dell Pair 和受支持型号的更多信息 (https://www.dell.com/support/kbdoc/en-us/000201693/what-is-dell-pair)
*  基于戴尔在 2022 年 10 月进行的分析。OptiPlex 3000 系列、Latitude Chromebook Enterprise 和 Linux 设备不配备 Dell Optimizer 戴尔智能调优软件。提供的特性与功能因型号而异。有关详情，请访问：

https://www.delltechnologies.com/asset/en-us/solutions/business-solutions/technical-support/dell-optimizer-features-availability-matrix.pdf.external
***  必须在 Dell Power Manager 软件中启用 ExpressCharge 快速充电功能。系统必须关闭或处于休眠模式，ExpressCharge 快速充电功能才能运行。电量达到指定容量后，充电速度将恢复正常。建议与

提供的戴尔电源适配器搭配使用。充电时间可能会有差异。

++ FirstNet 和 FirstNet 徽标是 First Responder Network Authority 的注册商标。所有其他标识均为其各自所有者的资产。

https://www.delltechnologies.com/optimizer
https://www.dell.com/support/home
https://www.dell.com/warranty
https://www.dell.com/servicedescriptions
https://www.epeat.net
https://www.dell.com/support/kbdoc/en-us/000201693/what-is-dell-p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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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赋予其智能，您赋予其个性

有关详情，请访问 www.delltechnologies.com/optimizer。

DELL OPTIMIZER 
戴尔智能调优软件 

https://www.delltechnologies.com/optimiz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