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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声明

Polycom® RealPresence Deb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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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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使用以太网供电 (PoE) 时，只能将设备连接至没有与外部设备连接的 PoE 网络。
所有 PoE 电源必须符合 IEC 60950-1:2005 （第 2 版） ; Am1:2009 或 IEC 60950-1:2005 （第 2 版） ; Am1:2009;
Am2:2013 的限制电源要求。
法语
Lorsque vous utilisez une alimentation électrique par cable ethernet (PoE - Power over Ethernet) , l'équipement doit
être connecté uniquement aux réseaux PoE sans connexions vers l'extérieur de l'usine.
Toutes les sources PoE doivent satisfaire aux exigences de source d'alimentation limitée de la CEI 60950-1 : 2005
( 2ème édition ) ; Am1 : 2009 ou IEC 60950-1: 2005 (2ème édition ) ; Am1 : 2009; Am2 :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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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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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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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A 监管声明
CE 标记 LVD 及 EMC 指令
此 Polycom RealPresence Debut 带有 CE 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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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均在电池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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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气规格
Polycom RealPresence Debut, 48Vdc/0.52A @ 100V~240Vac/50-60Hz 典型 BTU/h: 85
所用的 PoE 电源必须符合以下工作范围：

● IEEE 802.3 af
● IEEE 802.3 at
 1 型：15.4W 电源， 44 至 57Vdc 使用两对线供电
 2 型：30W 电源， 50 至 57Vdc 使用两对线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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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权所有 © 2016, Polycom, Inc。保留所有权利。未经 Polycom, Inc. 明确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或通过任何电子或
机械方式，复制或传播本文档的任何部分，或将其译为其他语言或形式。
6001 America Center Drive
San Jose CA 95002
USA

商标 Polycom®、 Polycom 徽标以及与 Polycom 产品相关的名称和标志均为 Polycom,Inc. 的商标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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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其他商标均为其各自所有者的资产。未经 Polycom 明确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或任何方式复制或传播此文件的
任何部分，除非接收者用于个人用途。

免责声明 尽管 Polycom 做出了合理努力在本文档中包括准确的最新信息，但 Polycom 不就其准确性做出任何担保或
声明。对于本文档内容的任何印刷错误或其他错误或遗漏， Polycom 不承担任何责任。

责任限制 对于本文档所包含信息针对任何用途的适用性，Polycom 和 / 或其供应商不做任何声明。信息按“原样”提
供，无任何类型的担保，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信息使用所产生的全部风险由接收者承担。在任何情况下，Polycom
和 / 或其供应商对任何直接、连带、偶发、特殊、惩罚性或其他损害赔偿 （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利润损失、业务中断、业
务信息丢失）概不负责，即使 Polycom 已被告知发生此类损害赔偿的可能性。

最终用户许可协议 安装、复制或以其他方式使用本产品，即表示您确认已阅读和理解本产品最终用户许可协议的条
款和条件，并同意受其约束。本产品的 EULA 可在 Polycom 的产品支持页面下载。
专利信息 随附产品可能受美国和其他国家 / 地区的一项或多项专利和 / 或 Polycom, Inc. 正在申请的专利所保护。
本产品使用的开源软件 本 产 品 可 能 包 含 开源软件。您可以在适用产品或软件的分发日期后最多三 (3) 年内从
Polycom 收到开源软件，费用不超过 Polycom 将软件寄送或分发给您的成本。要接收软件信息以及本产品中使用的开源
软件代码，请通过电子邮件联系 Polycom：OpenSourceVideo@polycom.com。
客户反馈 我们正在努力提高文档质量，欢迎您提出反馈意见。请将您的意见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到
DocumentationFeedback@polycom.com。
Polycom 支持 请访问 Polycom 支持中心，以获取最终用户许可协议、软件下载、产品文档、产品许可证、故障排除
建议、提交服务请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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