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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規聲明

Polycom® RealPresence Centro™
重要安全措施
在使用本系統前，請詳細閱讀並瞭解下列安全說明：
• 在兒童附近使用本系統時，請嚴密注意周遭區域。使用本系統時必須有人看守。
• 如需使用延長線，其電流額定值至少需與系統的電流額定值相等。
• 系統清潔、維修以及閒置不用時，請務必切斷系統電源。
• 在清潔系統時，請勿將液體直接噴灑在系統上，請務必先將清潔液灑在無靜電的抹布上。
• 不要將系統浸泡在任何液體中，或將任何液體潑灑到系統上。
• 請勿拆解本系統。為了避免觸電並使系統保固有效，請務必由合格技術人員進行維修工作。
• 請將此設備連接到接地插座。
• 您只能使用具突波保護功能的電源插座。
• 通風口需保持暢通、不可堵塞。
• 如果在密閉空間內 （如櫥櫃）安裝系統或任何配件，請確保機箱內的氣溫不可高於 40°C （104° F）。您可能必
須設置強制降溫裝置，以確保設備運作溫度處於可接受範圍。
• 請勿在近水處使用本產品。
• 避免在雷雨期間使用本產品，因為閃電可能導致觸電 （雖然機率極小）。
請妥善保存上述安全說明。

特殊安全說明
利用插頭切斷裝置電源：本設備連接的插座必須位於設備附近，且必須容易插拔。
遵守現有的安全說明，並依指示遵守所有安全措施。執行安裝時必須符合所有相關國家的配線規則。
建議您在本裝置所接的交流電插座上加裝交流電突波保護器，避免附近雷擊和其他電力突波發生時導致設
備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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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規聲明
警告
這是甲類的資訊產品，在居住環境中使用時，可能會造成無線電干擾，在這類情況下，使用者可能會被要求採取某些
適當的對策。
美國及加拿大安規聲明
FCC 注意事項
A 類數位裝置或周邊設備
依照 FCC 規則中第 15 項的規定測試證實，本設備符合 A 類數位裝置之限制。這些限制用於對設備在商業環境中操
作時產生的有害干擾提供合理防護。本設備會產生、使用並釋出無線射頻能量，如果未按說明手冊進行安裝與使用，
可能會對無線電通訊造成有害干擾。在住宅區使用本設備可能造成有害干擾，使用者必須自行排除干擾因素。
依 FCC 規則中第 15 項規定，使用者須注意任何未經 Polycom Inc. 明確允許的變更或改造行為，均可能導致使用者
無權操作本設備。
FCC 規則第 15 項
本裝置符合 FCC 規則第 15 項規定。操作時必須遵守以下兩條件：
1) 本裝置不可產生有害干擾
2) 本裝置必須可承受所接收的任何干擾，包括可能造成不良運作的干擾。
加拿大工業部 （Industry Canada，IC）
本 Class [A] 數位設備符合加拿大 ICES-003 規定。
Cet appareil numerique de la Classe [A] est conforme à la norme NMB-003 du Canada.
A 類電器產品聲明
日本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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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規聲明
韓國
警告：當 RealPresence Centro 正在運作時，請勿觸摸攝影機的鏡頭或攝影機的機身，因為這些區域對靜電放電相
當敏感，可能會因觸摸而失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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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
警告！
這是甲類的資訊產品，在居住環境中使用時，可能會造成無線電干擾，在這類情況下，使用者可能會被要求採取某些
適當的對策。

墨西哥安規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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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規聲明
歐洲經濟特區安規聲明
CE 標誌 LVD 及 EMC 指令
此 Polycom® RealPresence Centro™ 系 統 已 通過 CE 標誌的認證，代表產品符合 EEC 指令 2006/95/EC 及
2004/108/EC 規定。完整的 「一致性聲明」可從 Polycom Ltd., 270 Bath Road, Slough UK SL1 4DX 取得。
安裝說明
執行安裝時必須符合所有相關國家的配線規則。

危害物質禁限用指令 （RoHS）
Polycom 產品符合 RoHS 規定，因此不再使用以下物質，或將以下物質限制在標準範圍內：
鉛、汞、鎘、六價鉻、多溴聯苯和多溴聯苯醚。如需詳細資訊，請聯絡 RoHSinformation@polycom.com。
壽命終結產品
Polycom 鼓勵您將壽命終結的 Polycom 產品以環保方式回收再利用。
根據歐洲廢棄電氣電子設備 （WEEE）指令規定，所有 Polycom 產品均標示劃叉的垃圾桶符號，如 「電池使用規
範」一節下方所示。標示該符號的產品不得以家庭或一般廢棄物的方式處置。如需深入了解您有哪些選擇，以及應如
何回收並以環保方式處理壽命終結的 Polycom 產品，請參考 http://www.polycom.com/WEEE。

電池使用規範
電池用法
第一次使用前請先將遙控器的電池充電。將電池的 USB 接頭插上 USB 2.0 連接埠，例如系統本身的 USB 連接埠。
電池充電完成時，電池上的 LED 燈號會變成綠色。
切勿使電池短路。
請根據電池製造商的指示處理和使用電池。
電池注意事項與處置方式
請注意：若換裝的電池類型錯誤，則有爆炸之虞。請按照指示處理用過的電池。
遙控器電池壽命結束時，請取出電池並送到回收點回收再利用，或以符合環保原則的方式丟棄。切勿
將電池丟入火中或隨未分類的一般廢棄物丟棄。
有關電池回收與處理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http://www.polycom.com/batteries。

安全聲明
根據各地法令，並非所有國家 / 地區皆可使用所有安全選擇。

Polycom, Inc.

4

Polycom RealPresence Centro 安規聲明

版權資訊
©2016 Polycom, Inc. 版權所有。
未經 Polycom, Inc. 事先提供書面許可，不得為任何目的拷貝本文的任何部分。
對於此產品包含的軟體，Polycom, Inc. 保有並擁有全部智慧財產權。本軟體受美國著作權法和國際條約之
條款的保障。

專利資訊
隨附產品可能受 Polycom, Inc. 擁有之美國或外國一項以上專利及 （或）申請中專利的保障。

免責聲明
此軟體係依 「原有形式」提供，不含有包括 （但不限於）正確性及特殊用途適用性等特性的任何明示或暗
示保固。

商標資訊
Polycom®、Polycom 標誌設計以及和 Polycom 產品相關的名稱與標示為 Polycom, Inc. 的商標與 （或）服
務商標，以及在美國和其他各國的註冊商標與 （或）一般法律標示。
其他所有商標則為各擁有人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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