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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声明

Polycom® RealPresence Centro™
重要安全措施
请在使用本系统前阅读并理解下列说明：
• 在儿童附近使用该系统时需予以密切看管。系统使用时应有人照看。
• 只使用额定电流至少与该系统相等的延长电线。
• 清洁和维护本系统之前以及未使用本系统时，请务必断开电源。
• 清洁时不要将液体直接喷洒在系统上。务必先用液体润湿无静电的布再进行擦试。
• 不将系统浸泡在任何液体中，或将任何液体置于其上。
• 不要拆卸本系统。为了避免触电危险和保持该系统的保修有效，必须由合格的技术人员进行维护或修理工作。
• 将该设备连接到接地插座。
• 只将系统连接至有电涌保护的电源插座。
• 保持通风口通畅，没有任何堵塞。
• 如果系统或任何附件安装在一个封闭的空间 （如机柜）中，请确保封闭空间中的气温不超过 40°C (104° F)。您
可能需要对设备强制制冷，将其控制在工作温度范围内。
• 不要在靠近水的地方使用此产品。
• 不要在暴风雨天气使用此产品。闪电可能会导致触电 （尽管这种可能性比较小）。
请妥善保管这些说明。

特殊安全说明
插头用作断电设备：该设备所连接至的电源插座必须安装在设备附近，并且可以随时方便地够到。
请遵守现有的安全说明并按照指导采取所有安全措施。必须按照所有的相关国家 / 地区布线规则进行安装
我们建议您在连接此设备的交流插座上安装一个交流浪涌避雷器。这样有助于避免因当地闪电和其他电流
波动而引起的设备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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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声明
警告
本产品为 A 类产品。在室内环境中，本产品可能会产生无线电干扰，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用户采取适当措施。
美国及加拿大监管声明
FCC 通告
A 类数字设备或外围设备
根据 FCC 规则第 15 款，该设备经测试证明符合 A 类数字设备的限制。这些限制旨在提供合理性的保护，防止当设
备在商业环境中运行时造成有害干扰。此设备会产生、使用和辐射射频能量，如果未按照说明手册安装和使用，可能
会对无线电通信造成有害干扰。在居民区内运行该设备可能会造成有害干扰，这种情况下用户需自费纠正干扰。
按照 FCC 规则第 15 款的规定，要提醒用户的是未经 Polycom 公司明确批准，用户不得对设备进行任何变动或修
改，否则将招致用户操作本设备的授权无效。
FCC 规则第 15 款
本设备遵守 FCC 规则第 15 款规定。操作受如下两个条件限制：
1) 本设备不能产生有害的干扰，而且
2) 本设备必须能经受干扰，包括可能引起意外操作的干扰。
加拿大工业标准 (IC)
该 [A] 类数字设备符合加拿大 ICES-003 标准。
Cet appareil numerique de la Classe [A] est conforme à la norme NMB-003 du Canada.
A 类声明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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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
警告：请勿在 RealPresence Centro 工作时触摸镜头或摄像头外壳，因为这是 ESD 敏感区，并可能导致功能损坏。
경고 :RealPresence Centro 의 동작중 ESD 에 민감한 카메라 렌즈나 카메라 하우징을 만지지 마십시요 . 카메라 렌즈나 카
메라 하우징을 만지시면 RealPresence Centro 의 기능이 손실 될수 있습니다 .

주의사항:
1.고장시 임의로 분해하지 마시고 A/S센터로 연락하십시오
2.통풍이 잘되는 곳에서 사용하십시오
3.습기 및 수분이 많은 장소에서는 사용을 금합니다.

中国台湾
警告！
本产品为 A 类产品。在室内环境中，本产品可能会产生无线电干扰，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用户采取适当措施。

墨西哥监管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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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A 监管声明
CE 标记 LVD 及 EMC 指令
此 Polycom® RealPresence Centro™ 系统带有 CE 标记。此标志表明符合 EEC 指令 2006/95/EC 和 2004/108/EC。
完整的符合性声明副本可向 Polycom Ltd. 索取，地址：270 Bath Road, Slough UK SL1 4DX。
安装说明
必须按照所有的相关国家 / 地区布线规则进行安装

危害物质禁限用指令 (RoHS)
Polycom 的产品符合 RoHS 规定，这意味着我们已消除危害物质或将危害物质限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铅、汞、镉、六价铬、多溴联苯和多溴二苯醚。如需详细信息，请联系 RoHSinformation@polycom.com。
寿命终结的产品
Polycom 鼓励您将寿命终结的 Polycom 产品以环保方式回收利用。
根据欧洲报废电子电气设备 (WEEE) 指令的规定，所有 Polycom 产品均在电池指导下面标有带叉的垃圾桶符号。带
有该符号的产品不得按照生活垃圾或一般废物处置程序进行处置。有关您可用的选项以及如何以环保方式回收利用
寿命终结的 Polycom 产品的详情，请参见 http://www.polycom.com/WEEE。

电池指导
电池使用
首次使用前请将遥控器电池充电。将电池的 USB 插头插入 USB 2.0 端口，如系统上的端口。电池充电完成后，电池
上的 LED 灯会变为绿色。
切勿短接电池。
应根据电池制造商的指示处理和使用电池。
电池注意事项及处置方法
注意：如换用不正确的电池类型，会有爆炸风险。请按照指示处置旧电池。
当遥控器的电池使用寿命结束时，卸下电池并将其送到收集点以便回收利用，或以环保的方式处置。
请勿将电池放入火中或未分类的城市垃圾中。
有关回收利用和处置废旧电池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http://www.polycom.com/batteries。

安全声明
根据当地法律法规，并非所有安全选项都在所有国家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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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信息
© 2016 Polycom, Inc. 保留所有权利。
未经 Polycom, Inc. 的事先书面许可，不得为任何目的复制本文件的任何部分。
Polycom, Inc. 保留对产品所含软件全部专有权利的产权和所有权。本软件受美国版权法和国际条约规定的
保护。

专利信息
随附产品可能受美国或其他国家 / 地区的一项或多项专利和 / 或 Polycom, Inc. 正在申请的专利所保护。

免责声明
此软件 “ 按原样 ” 提供，不对其包括但并不限于准确性和适用性方面的属性做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担保。

商标信息
Polycom®、 Polycom 的徽标设计及与 Polycom 有关的名称和标志均为 Polycom 公司的商标和 / 或服务标
志，且均已在美国及其他国家注册并 / 或成为了普通法所认可的标志。
其他所有商标均为其各自所有者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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