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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規聲明

Polycom® RealPresence Deb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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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您在本設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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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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使用乙太網路供電 （PoE）時，該設備只能連接到 PoE 網路，不能連接到外圍設備。
所有 PoE 來源皆必須符合以下的限制型電源 （LPS）要求：IEC 60950-1:2005 （第二版）； Am1:2009 或 IEC
60950-1:2005 （第二版）； Am1:2009; Am2:2013。
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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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甲類的資訊產品，在居住的環境中使用時，可能會造成射頻干擾，在這種情況下，使用者會被要求某些適當的對
策。
美國及加拿大安規聲明
FCC 注意事項
A 類數位設備或周邊設備
依照 FCC 規則中第 15 項的規定測試證實，本設備符合 A 類數位設備之限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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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設備符合 FCC 規則第 15 項規定。操作時必須遵守以下兩條件：
1) 本設備不可產生有害干擾
2) 本設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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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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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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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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
警告！
這是甲類的資訊產品，在家用環境中，此產品可能導致無線電干擾，在此情況下，使用者可能需要採取適當措施。

墨西哥安規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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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經濟特區安規聲明
CE 標誌 LVD 及 EMC 指令
此 Polycom RealPresence Debut 已通過 CE 標誌認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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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規格
Polycom RealPresence Debut， 48Vdc/0.52A @ 100V~240Vac/50-60Hz 一般安裝 BTU/h：85
所使用的 PoE 電源來源必須符合以下的運作範圍：

● IEEE 802.3 af
● IEEE 802.3 at
 第一型：15.4W 電源，使用兩組 44 ～ 57V 的直流電供應。
 第二型：30W 電源，使用兩組 50 ～ 57V 的直流電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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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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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資訊
Copyright© 2016, Polycom, Inc. 版權所有。未經 Polycom, Inc. 明確的書面許可，不得為任何目的、使用任何形式或方
法 （包括電子形式或機械形式），將本文的任何部分予以複製、轉譯成另一種語言 / 形式或傳送。
6001 America Center Drive
San Jose, CA 95002
USA

商標 Polycom®、Polycom 標誌以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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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 Polycom 明確書面許可，除非收受者個人私下使用，否則不得為任何目的、使用
任何形式或方法，將本文的任何部分予以重製或傳送。

免責聲明 雖然 Polycom 將儘量使本文件的資訊正確且及時，但 Polycom 不對內容正確性做任何擔保或表示。本文內
容如有任何印刷或其他錯誤或疏漏之處， Polycom 恕不負責。

責任限制 Polycom 或其各自供應商不就本文包含資訊是否符合特定用途而做任何聲明。所有資訊係依 「現狀」提供，
且不含任何擔保，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使用者風險自負。無論導致何種直接、繼發、偶發、特殊、懲罰或其他任
何損失 （包括但不限於損失營業利潤、業務中斷或損失營業資訊） ，即使 Polycom 事前已被告知可能發生此類損失，
Polycom 或其各自供應商亦概不負責。

使用者授權合約 只要安裝、複製或以其他方式使用本產品，即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本產品《使用者授權合約》
條款規範。如需本產品的使用授權合約，請前往產品的 Polycom 技術支援專頁。

專利資訊 隨附產品可能受 Polycom, Inc. 擁有之美國及外國一項以上專利及 （或）申請中專利的保障。
本產品使用的開放原始碼軟體 本產品可能包含開放原始碼軟體。自適用產品或軟體銷售當天起，您可獲得 Polycom
提供的開放原始碼軟體最長三 （3）年，費用不超過 Polycom 將軟體出貨或銷售給您的成本。如要索取軟體資訊以及本
產品使用的開放原始碼軟體程式碼，請透過電子郵件與 Polycom 聯絡：OpenSourceVideo@polycom.com。
客戶意見 我們持續努力精進說明文件水準，也非常希望您能夠提供意見。如有任何意見指教，歡迎來信
DocumentationFeedback@polycom.com。
Polycom 技術支援 如需 《使用者授權合約》、下載軟體、取得產品說明文件、產品使用授權、故障排除建議、提出
維修要求 …… 等等，請前往 Polycom 技術支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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