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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指南

注意事项
在操作之前，请仔细阅读以下注意事项。

电源

请务必遵守指示

•请勿损坏电源线。
- 请勿让电源线靠近加热器等热源。
- 请勿用力折弯或改造电源线。
- 请勿损坏电源线。
- 请勿在电源线上放置重物。
- 请勿使用订书钉固定电源线。
使用露出线芯的磨损电源线可能会造成火
灾、触电或产品损坏。
•在闪电或雷暴天气期间，请勿触摸本产
品、电源插头或电源线。
否则可能会触电。

请仔细阅读并遵守以下注意事项，以避免人
员受伤或者个人财物损坏。
通读本文档之后，请将其存放在便于本产品
用⼾随时取阅的地方。
•如需检修本产品，请与以下客⼾中心
联系。
- 本产品购自的商店
•本产品的设计用途是作为普通家电使
用。在任何需要高可靠性以确保生命
或贵重财产安全的场合或活动中，请
勿使用本产品。
•请注意，对于因不当使用或擅自改动
本产品⽽造成的任何损失，Yamaha 概
不负责。

警告
以下注意事项提醒您留意会导致自己或
他人死亡或重伤的可能性。

如果发现任何异常
•如果发现以下任何异常，请立即从交流电
源插座中拔出电源线插头。
- 电源线或插头损坏。
- 产品发出异常气味、噪声或烟雾。
- 有物体或水进入产品中。
- 产品上出现裂纹或其他损坏。
在发现异常后继续使用产品可能会造成火
灾、触电或产品损坏。请立即要求检修产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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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产品应使用指定电压。
使用错误电压可能引起火灾，电击或产品
损坏。
•确保仅使用下列装置为本产品供电：
- 随附的交流电源适配器
- 随附的电源线
否则可能会导致产品着火、燃烧或损坏。
•请勿将本产品随附的以下配件用于其他
设备。
- 交流电源适配器
- 电源线
否则可能会导致产品着火、燃烧或损坏。
•定期检查电源线插头，并清除可能堆积的
脏物或灰尘。
否则可能会造成火灾或触电。
•请务必将电源线插头完全插入交流电插座
中。
否则可能会因短路⽽造成触电、火灾或产
品损坏。
•请将电源线插头插入显眼且易于插接的交
流电插座中。
如果发生问题或者故障，您应能立即轻松
地从交流电插座中拔下插头。即使电源
开关已关闭，只要未从墙壁交流电插座中
拔下电源线，产品仍然未完全断电。
•如果听到雷声，请尽快从交流电插座中拔
下电源线插头。
否则可能会导致产品着火或损坏。

注意事项

•如果打算长时间不使用产品，请从交流电
插座中拔下电源线。
否则可能会导致产品着火或损坏。

连接
•请务必阅读待连接设备的说明书，并按照
说明书中的指示操作。
否则可能造成火灾、设备过热、爆炸或故
障。

请勿拆解
•请勿改装或拆解本产品。
否则可能会导致火灾、触电、受伤或产品
损坏。

进水警告
•请勿在浴室或雨天⼾外场所等潮湿环境下
使用本产品。请勿将盛有液体的容器（如
花瓶或药瓶）放在本产品上。
如果液体溅入本产品内，可能会导致火
灾、触电或产品损坏。
•请勿用湿手在交流电插座中插拔电源线插
头。请勿用湿手拿取本产品。
否则可能会导致触电或产品损坏。

火灾警告
•请勿在本产品附近使用明火。
否则可能会导致火灾。

保养
•请勿使用含有易燃气体的喷雾器或喷雾状
化学品进⾏清洁或润滑。
否则，残留的易燃气体会造成爆炸或火
灾。

电池
•请将电池置于儿童无法触及之处。
- 请勿吞下电池。
- 如果电池收纳盒无法关紧，请停止使用
本产品并将其存放于儿童无法触及之处。
如果吞下电池，请立即就医。如果吞下电
池，可能会在两小时内造成严重的化学灼
伤和身体组织毁坏，并可能会导致死亡。
•请勿将电池扔到明火中。请勿将电池曝露
在高温下，如直射的阳光或明火下。
否则，电池可能会爆炸，造成火灾或受
伤。
•如果电池内部液体泄漏，请勿接触这些液
体。
否则可能会导致视力受损或化学灼伤。如
果接触了电池内部液体，请立即用水冲走
这些液体并就医。
•请勿以不当方式使用电池。
- 请勿混用新旧电池。
- 请勿使用指定电池之外的其他电池。
- 请务必按照 +/- 极标记，以正确方向插入
电池。
- 请勿拆卸电池。
- 请勿对一次性干电池充电。
否则可能会造成电池破裂或电解液泄漏，
导致火灾、烧伤、失明、发炎或产品损
坏。如果不慎接触到电解液，请立即用水
冲洗并就医。
•请勿混用不同类型的电池（例如碱性电池
和锰电池）、不同品牌的电池，或相同品
牌的不同类型电池，否则可能会因漏液⽽
导致火灾、烧伤或发炎。

操作

•请勿将电池放入口袋或背包中，或者将电
池与金属一起存放。
否则，电池可能会短路，从⽽导致爆炸或
者液体泄漏，这可能会造成火灾、视力受
损或受伤。

•请勿让本产品或交流电源适配器掉落地上
或遭受猛烈撞击。
否则可能会导致火灾、触电或产品损坏。

•如果打算长时间不使用产品，或者如果电
池已完全放电，请从遥控器中取出电池。
否则，电池内部液体可能会泄漏，从⽽可
能导致视力受损、炎性损伤或产品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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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在存放或丢弃电池之前，请在接头处粘上
胶带，使其保持绝缘。
如果电池接头接触其他电池或金属物体，
则可能会爆炸或者泄漏电池内部液体，从
⽽可能导致火灾、烧伤、视力受损或炎性
损伤。

无线设备
•请勿在限制使用无线电波的地方（例如医
疗设备附近）使用本产品。
否则，本产品发射的无线电波可能会影响
医疗电器的运⾏。
•使用本产品时，请与植入心脏起搏器或除
颤器的人保持至少 15 厘米的距离。
否则，本产品发射的无线电波可能会影响
心脏起搏器或除颤器的运⾏。

注意

安装
•请勿将本产品放在不稳的地方或受到振动
的位置。
否则，本产品可能会掉落或翻倒，导致受
伤或产品损坏。
•请按照以下说明书中的说明组装和安装本
产品。
- 快速指南（在我们的网站上）
否则，本产品可能会掉落或翻倒，导致受
伤或产品损坏。
•移动本产品前，请务必拔下所有连接的
线缆。
否则，脚或手可能会碰到线缆，⽽且本产
品可能会掉落或翻倒，导致受伤或产品损
坏。
•请务必将安装托架的安装工作交给有资质
的安装公司完成。
安装不当可能会导致人身伤害或产品损坏
及财产损失。

以下注意事项提醒您留意会导致自己或
他人身份受伤的可能性。

•确认已完成的安装安全牢固。另外，应定
期开展安全检查。否则，可能会导致
设备坠落并造成人身伤害。

电源

•安装托架时，请拧紧安装螺丝等紧固件。
拧松螺丝时，请勿用力过猛。长时间使用
后，应定期检查确保无螺丝松动。
否则，产品可能会翻倒，并可能造成人身
伤害。

•请勿用布或毯子覆盖或包裹交流电源适配
器。
否则，热量将积聚在内，进⽽可能引发火
灾或变形。
•如果插入交流电插座中的电源线插头出
现扭动或松动，请勿使用该插座。
否则可能会导致火灾、触电或烧伤。

•请勿将本产品放在不稳定的地方进⾏托架
安装。
否则，产品可能会翻倒，并可能造成人身
伤害。

•从本产品或插座中拔出电源线插头时，
请务必抓住插头⽽非电源线。
否则，电源线可能会损坏，导致火灾或触
电。

•安装托架时，请勿使用来自除产品随附配
件之外其他来源的螺丝。（用于将壁式托
架固定到墙壁上的螺丝并未随附。）
否则可能会造成损坏或人身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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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连接

保养

•如果打算连接外部设备，请先阅读每个
设备的使用说明书，然后按照说明进⾏连
接。
如果未正确按照说明操作，可能会导致受
伤或产品损坏。

•清洁本产品之前，请从交流电插座中拔下
电源线插头。
否则可能会触电。

听力损失

•将小部件放在远离婴儿的地方。
否则，婴儿可能会意外吞下小部件。

•请勿长时间在高⾳量或令人不舒服的⾳量
下使用⾳箱或耳机，否则可能会造成永久
性听力损害。如果出现任何听力损失或耳
鸣，请咨询医生。

操作

•如果打算将本产品连接到任何其他设备，
请先关闭所有设备的电源。
否则，可能会导致听力损失、触电或产品
损坏。
•在开启电源或使用本产品之前，请勿将⾳
量调得太高。在关闭本产品的电源之前，
请将本产品和所有连接设备的⾳量调至最
小。
否则，可能会导致听力损失或产品损坏。
•开启⾳频系统的电源时，请务必最后才
开启本产品的电源。关闭⾳频系统的电源
时，请先关闭本产品的电源。
否则，可能会导致听力损失或产品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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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注意事项
须知
请遵守以下注意事项，以免本产品出现故障
和损坏，以及防止数据丢失。

电源
•如果打算长时间不使用本产品，请从交流
电插座中拔下电源线。
即使通过按遥控器上的 [A]（待机 / 开机）
将本产品关闭，本产品中也依然会有微电
流流过。

安装
•电话、收⾳机或电视机可能会产生噪声，
具体取决于本产品的使用环境。在此类情
况下，请改变产品位置或朝向，或者改变
周围环境。
•请勿在以下地方安装本产品：
- 阳光直射
- 温度极高或极低
- 灰尘过多
否则可能会导致本产品故障或损坏。
•请勿在可能因环境温度急剧变化⽽发生冷
凝的地方安装本产品。发生冷凝时使用本
产品可能会损坏产品。如果有理由相信本
产品表面或内部可能发生了冷凝，请在不
开启电源的情况下将本产品放置数小时。
在冷凝完全变干时，您可以开始使用本产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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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勿在以下物品附近安装本产品：
- 金属墙壁或桌子
- 微波炉
- 无线 LAN 设备
- 无线⻨克⻛发射器
否则，无线电波的质量可能会下降，导致
无线通信不稳定。

保养
•请使用柔软的干布清洁本产品。请勿使用
汽油、稀释剂、清洁剂或化学抹布清洁本
产品的表面。否则，表面可能会变色或
变质。

重要信息
注
本部分说明在使用过程中需要采取的防范措
施、需要注意的功能限制，以及可能对您很
有帮助的补充信息。

产品功能
•Yamaha 致力于不断对本产品中包含的软
件进⾏改进和更新。您可以从 Yamaha 网
站下载最新的软件版本。
•声明
此为 A 级产品，在生活环境中，该产品可
能会造成无线电干扰。在这种情况下，可
能需要用⼾对其干扰采取切实可⾏的措
施。
•有关本产品中使用的开源软件的许可条
款，请访问下面的网站。
https://download.yamaha.com/

•载频容限：20 ppm
•帯外发射功率 ( 在 2.4-2.4835GHz 頻段以
外 )：
≤ -80 dBm / Hz (EIRP)
•杂散辐射等其他技术指标请参照 2002/
353 号文件
不得擅自更改发射频率、加大发射功率 ( 包
括额外加装射频功率放大器 )，不得擅自外
接天线或改用其它发射天线；
使用时不得对各种合法的无线电通信业务产
生有害干扰；一旦发现有干扰现象时，应立
即停止使用，并采取措施消除干扰后方可
继续使用；
使用微功率无线电设备，必须忍受各种无
线电业务的干扰或工业、科学及医疗应用
设备的辐射干扰；
不得在⻜机和机场附近使用。

无线通信规范
蓝牙
•使用频率：2.4 - 2.4835 GHz
•等效全向辐射功率 (EIRP)：
≤ 100 mW 或 ≤ 20 dBm
•最大功率谱密度：
≤ 20 dBm/MHz (EIRP)
•载频容限：20 ppm
• 帯外发射功率 ( 在 2.4-2.4835 GHz 頻段以
外 )：
≤ -80 dBm / Hz (EIRP)
•杂散辐射等其他技术指标请参照 2002/
353 号文件
无线网络 (2.4 GHz)
•使用频率：2.4 - 2.4835 GHz
•等效全向辐射功率 (EIRP)：
≤ 100 mW 或 ≤ 20 dBm
•最大功率谱密度：
≤ 10 dBm / MHz(EI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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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信息

本产品的铭牌

此文档的内容
•此文档中出现的插图仅用于说明目的。

产品铭牌之上或铭牌位置附近会显示机
型名称（产品编号）、制造编号（序列
号）和功率要求等产品信息。我们建
议您在以下空白处填写机型名称和序列
号，并将此文档妥善保管，以便在您丢
失本产品时，用于识别产品。

° 产品

•本使用说明书的内容为出版时最新的技
术规格。请至 Yamaha 网站下载最新版本
的使用说明书。
•禁止未经授权即复制此文档的部分内容或
全部内容。

型号

处置或转让

序列号

•如果您打算转让本产品的所有权，请附上
本文档和随本产品一起提供的配件。

° 遥控器

•请按照当地有关部门的规定处置本产品及
其配件。

型号
序列号
铭牌位于主机底部，以及遥控器底部⻨克⻛
静⾳按钮内侧。
产品（底部）

遥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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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档中所使用的公司名和产品名都是各
自公司的商标和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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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按照当地有关部门的规定处置废旧电
池。

重要信息

产品中有害物质的名称及含量
有害物质
部件名称

铅 （Pb）

汞 （Hg）

镉 （Cd）

六价铬
（Cr(VI)）

多溴联苯
（PBB）

多溴二苯醚
（PBDE）

印刷线路板

×

○

○

○

○

○

传感器

×

○

○

○

○

○

本表格依据 SJ/T 11364 的规定编制。
○：表示该有害物质在该部件所有均质材料中的含量均在 GB/T 26572 规定的限量要求以下。
×：表示该有害物质至少在该部件的某一均质材料中的含量超出 GB/T 26572 规定的限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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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标识适用于在中华人⺠共和国销售的电器电子产品。
标识中间的数字为环保使用期限的年数。

保护环境
如果需要废弃设备及电池时，请与本地相关机构联系，获取正确的废弃方法。请勿将
设备及电池随意丢弃或作为生活垃圾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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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Einzelheiten zu Produkten sind bei Ihrer unten
aufgeführten Niederlassung und bei Yamaha
Vertragshändlern in den jeweiligen
Bestimmungsländern erhältlich.

For details of products, please contact your nearest
Yamaha representative or the authorized distributor
listed below.
Pour plus de détails sur les produits, veuillez-vous
adresser à Yamaha ou au distributeur le plus proche de
vous figurant dans la liste suivante.

Para detalles sobre productos, contacte su tienda
Yamaha más cercana o el distribuidor autorizado que
se lista debajo.

NORTH AMERICA

OTHER COUNTRIES

Yamaha Unified Communications, Inc. (U.S.A)
144 North Rd, Suite 3250, Sudbury, MA 01776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el: +1-800-326-1088

https://www.yamaha.com/products/en/communication/

EUROPE
Yamaha Music Europe GmbH
Siemensstrasse 22-34, 25462 Rellingen, Germany
Tel: +49-4101-303-0

RUSSIA
Yamaha Music (Russia) LLC.
Room 37, entrance 7, bld. 7, Kievskaya street,
Moscow, 121059, Russia
Tel: +7-495-626-5005

Head Office/Manufacturer: Yamaha Corporation
10-1, Nakazawa-cho, Naka-ku, Hamamatsu, 430-8650, Japan
Importer (European Union): Yamaha Music Europe GmbH
Siemensstrasse 22-34, 25462 Rellingen, Germany
Importer (United Kingdom): Yamaha Music Europe GmbH (UK)
Sherbourne Drive, Tilbrook, Milton Keynes, MK7 8BL, United Kingdom

Yamaha Global Site
U.S.A. and Canada
https://uc.yamaha.com/
Other Countries
https://www.yamaha.com/

⺐想㸔蜘ꮠ嗞罇♸僘⪞
YAMAHA MUSIC & ELECTRONICS TAIWAN CO.,LTD.
https://tw.yamaha.com
(02) 7741-8888
0809-091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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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Nakazawa-cho, Naka-ku, Hamamatsu, 430-8650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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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maha Downloads
U.S.A. and Canada
https://uc.yamaha.com/support/
Other Countries
https://download.yamah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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