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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苹果产品均为苹果公司商标。
所有索尼产品均为索尼电子公司商标。
所有搜诺思产品均为搜诺思公司商标。
蓝牙文字标记及标志均为注册商标，由蓝牙技术联盟拥有。 
所有谷歌产品均为谷歌公司商标。
其它商标以及商标名，品牌名归其各自的拥有者所有。

由于产品改进和增设新功能，故本手册可能推出新版本。
本手册的最新版本可以在网站(www.dynaudio.com/support/manuals)上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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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
您选用丹拿Xeo系列音响。

Xeo系列音响将最新无线技术与令人难以忘怀的完美音质融为一体，让聆听音乐变得真正简单、
方便。

我们在本手册接下来的几页中提供了关于系统连接和操作的重要信息，供您参考，以确保音响各
功能正常运行并达到最佳音效。

祝您在聆听音乐时获得无穷乐趣！

丹拿

关于本产品
有源的Xeo 2扬声器配有强大的内置放大器，并允许直接连接各种模拟和数字音频源。蓝牙接口
使蓝牙设备可以运行，播放出最佳音质。可选组件如Xeo Hub或丹拿Connect能够建立起一个无
线的多房间应用系统，对最佳音质的实现不会有任何局限。扬声器可由遥控器完全控制，而音箱
上方的按钮可转换开/关或调节音量。系统的运行状态由音箱前方的两个LED灯显示。

关于本手册
本手册介绍Xeo 2扬声器的操作流程。可选的Xeo组件(Hub, Connect, Extender, Link)详情可
参看与这些组件一同提供的用户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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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安全说明
1. 请仔细阅读这些说明。
2. 请妥善保管这些说明。
3. 注意所有警告事项。
4. 请遵照所有说明操作。
5. 请勿在靠近水源处使用此设备。
6. 只能使用干燥的布块清洁。
7. 请勿阻塞任何通风口，并按照制造商的说明书指示安装。
8. 安装时，请远离热源，如散热器、热寄存器、炉灶，以及其它产生热量的设备(包括放大器)。
9. 请勿破坏极性插头或接地型插头的安全功能。极性插头有两个插片，其中的一个插片比另一

个宽。接地型插头有两个插片和一个接地插脚。宽插片或此接地插脚可为您提供安全保障。
如果插头与插座不匹配，请咨询电工更换过时的插座。

10. 防止电源线被踩踏或紧压，尤其在插头，插座以及机身电源线引出处。
11. 仅使用制造商指定的附件/配件。
12. 仅使用制造商指定的或与设备一同出售的推车、支架、三脚架、托架、或桌子。使用推车时，

请小心移动推车与设备，避免因推车倾翻而受伤。
13. 如遇雷电天气或长时间不使用时，请拔下此设备的插头。
14. 所有维修事项请咨询合格的维修人员。设备有以下破损情形的，需要对设备进行维修：电源

线或插头受损，设备中溅入液体或落入物体，设备淋雨或暴露在潮湿环境中，设备无法正常
运行或掉落地面。

15. 警告：为了减少火灾或触电危险，此设备不能被雨淋或受潮，请勿将装有液体的物品如花瓶
置于本设备上。

16. 要使该设备完全断开电源，需将电源线插头从插座处拔出。
17. 电源线的电源插头应保持随时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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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eo 2 扬声器

 警告
触电危险！请勿开启！
如扬声器与电源相连，则扬声器内部存在危险电压。

 ► 请使用随机附送的电源线连接扬声器与电源。注意，确保电源线完好无损，如有损坏，请及
时更换新的电源线。

 ► 为降低触电风险，请勿拆除后围板，请勿把扬声器外壳打开。请勿让扬声器被雨淋湿或受
潮。

 ► 内部不含用户可维修的组件。请咨询合格的人员进行维修。
 ► 请勿使用损坏的扬声器，如扬声器有损坏，须切断电源。 

如果您遇到任何问题，请咨询丹拿Xeo分销商。分销商地址详情可在(www.dynaudio.com)
中找到。

遥控器电池

 警告
存在爆炸危险。
电池若更换不当将有爆炸危险。

 ► 更换时请使用原装电池或相同型号的电池。

 警告
化学灼伤危害
如果钱币型/纽扣电池被人吞食，仅在2小时内，人体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内部灼伤，甚至导致死亡。

 ► 如果您认为电池可能被人吞食或者电池可能在人体内任何部位，须立即向医护人员寻求医疗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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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箱
开箱后，确保系统完整并检查设备和所有配件有无运输损坏。如果包装已经严重损坏，有可能已
发生了运输损坏。不要尝试运行受损的设备。如果物品不完整或损坏，请联系您的丹拿Xeo经销
商，经销商地址可以在(www.dynaudio.com)网站找到。

移除保护盖
高音扬声器由护盖保护以避免在运输或拆箱过程中受到损坏。

 ► 将扬声器拆箱后，需直着拿下保护盖，移除保护盖过程中请勿扭转保护盖。

包装材料
如果在运输过程中没有损坏，则该包装可重复使用。因此，请保存该包装，并在其它运输中使用
原包装。

废弃处置
旧电气和电子设备处理 (适用于为该设备设有单独收集系统的欧洲国家）

产品或其包装上的此符号表明该产品不能作为生活垃圾处理，而须将其交至电气和电子设备再循
环回收点。对本产品进行正确的废弃处理，可有助于保护环境及周围人群的身体健康。材料回收
有助于保护自然资源。关于此产品回收利用的更详细信息，请联系您的地方当局、社区废物处理
办公室或购买此产品的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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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货范围
 2个Xeo 2扬声器

 2个Xeo 2扬声器布罩

 1个Xeo 2遥控器

 2条电源连接线 (国内版，线长：2.5米)

 1条立体声线 (RCA–RCA，线长：1.5米)

 1条光纤线 (Toslink–Toslink，线长：1.5米)

 1条立体声线带mini jack (3.5毫米–3.5毫米，线长：1.5米)

1份Xeo首次安装说明书 (快速安装指南，图中未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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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与控制元件
这部分讲述连接与控制元件。如遇到连接与启动问题，请咨询丹拿Xeo分销商。分销商地址可通
过(www.dynaudio.com)网站查询。

后挡板元件
一对Xeo 2音箱由一个主扬声器和从属扬声器构成。主扬声器上有所有的音频输入接口。

A 背板 仅在安装Vesa 100托架时需松开背板螺丝(请看第19页“配件”部分)。
B 底板 仅在安装桌架或墙架时需松开底板螺丝(请看第19页“配件”部分)。可以松开底

板螺丝，以更便于连接及操作控制元件。 
C Speaker 

Position
(扬声器
位置)

声音调节(取决于扬声器所在位置)
•  Neutral (一般) = 独立式摆放位置
•  Wall (贴墙) = 放置在墙面附近
•  Corner (墙角) = 放置在角落

扬声器位置
•  Left (左) = 立体声模式下的左侧扬声器
•  Right (右) = 立体声模式下的右侧扬声器 

D Speaker 
ID/Zone
(扬声器
ID/区域)

选择收听区域
可通过遥控器分别控制分配到不同区域的扬声器。区域被定为Red(红)、
Green(绿)和Blue(蓝)。

E   Aux In (辅助输入) 
通过mini jack将一个模拟音频源与
扬声器相连。

  Line In (线路输入) 
通过RCA将一个模拟音频源与扬声器
相连。

F Optical In (Toslink) (光纤输入)
将数字音频源与扬声器连接。

G USB In (USB输入)
仅供固件更新。

H Mains socket (电源插座)
将扬声器与电源连接。

USB In Mains socketAux In Line In
R L

1

Optical In

2 3 4

Neutral

Zone

Red
Green
Blue

W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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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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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仅限主扬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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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箱顶部按钮
扬声器开/关

 ► 按  键开启扬声器。Xeo 2会扫描输入信号。
 ► 长按  键关闭扬声器。

输入源选择
 ► 当开启时，按  键更换至另一个输入源。

  
音量控制

 ► 按＋或－提高或降低音量。按住并长
按可快速调节音量。

蓝牙配对
 ► 同时按住并长按－和＋键开始配对(请
见12页)。

遥控器
遥控指令对两个扬声器均起作用。

MUTE
(静音)

扬声器静音
 ► 按  键将扬声器静音或取消静音。 

固定音量
 ► 长按  2秒以上为扬声器设置一个高 
音量(请看14页)。

ON/OFF
(开/关)

扬声器开/关
 ► 按  键开启扬声器。
 ► 按  键进入待机模式。长按  键5秒
以上，扬声器进入睡眠模式。

重新设置
 ► 长按  键5秒以上可将扬声器恢复为
出厂设置。

VOLUME
(音量)

音量控制
 ► 按  或  键调高或调低音量。

INPUT
(输入)

信号源
 ► 按键选择一个信号源。  

 选择一个蓝牙设备或者 
Hub/Connect。

蓝牙配对
 ► 长按  键5秒以上进入蓝牙配对模
式。

  控制
 ► 按键控制大部分符合蓝牙4.1的设备:  = 后退,  = 播放或暂停,  = 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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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与设置

放置与连接电源
 ► 将扬声器放置在所需的位置。

 – 请勿将扬声器直接暴露在阳光直射、热源或潮湿处。

 – 请勿将扬声器靠近带强电磁辐射的设备或可被磁场损坏或毁坏的设备。

 ► 请将扬声器用电源线与电源连接。

提示: 为更便于连接，可移除音箱底板。用硬币或螺丝刀松开螺丝移除底板，连接电源线后，将底板
再次固定回音箱底部。

布罩
此布罩设计不会影响扬声器声音散播。布罩通过磁铁附在音箱外壳表面，如有必要，可将其移除。

一般设置
 ► 立体声模式下：

 – 为左扬声器选择左(Left)工作模式。

 – 为右扬声器选择右(Right)工作模式。

 ► 根据扬声器放置地点，调节扬声器位置按钮，以实现这个位置的最佳音效。

 – 一般 = 独立摆放位置

 – 贴墙 = 放置在墙面附近

 – 墙角 = 放置在角落

 ► 选择红、绿或蓝区域。请为左右扬声器选择相同区域。 
(有关收听区域的额外信息，请见第22页的“收听区域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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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连接信号源
 ► 用信号源线连接主扬声器一个或多个音频输入接口 Aux , Line , Opt  (请看20页“连接选项”)。

开启后，扬声器将自动搜索一个音频信号，并立即播放出音乐。如果有几个有效的信号源，那么
其中的一个信号源将被使用，播放出音乐。

提示: 为更便于连接，可移除音箱底板。用硬币或螺丝刀松开底板螺丝，连接电源线后，将底板再次
固定回音箱底部。

连接一个蓝牙设备
1. 同时按住并长按任意一个扬声器上的 和 按钮，开始蓝牙配对。

 ▼ 一旦Xeo 2准备好配对，Xeo 2状态指示灯会闪烁白光，可供一分钟的配对。

2. 请到您的蓝牙设备的设置功能，找到子菜单中的蓝牙，选择红、绿或蓝区域，就可以将您的蓝
牙设备与Xeo 2配对。扬声器将储存配对信息。

通过Hub或Connect连接信号源
Xeo Hub和丹拿Connect是可选组件，可连接模拟和数字信号源，并通过蓝牙与Xeo2相联。 
有关完整Xeo系统的进一步详情，请看第23页的“Xeo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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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开启
将扬声器从待机模式切换到开启状态:

 ► 按其中一个扬声器顶部键    或将遥控器对准一个扬声器并按    键。

 ▼ 扬声器将自动搜索一个有效的音频信号。如搜索到，信号将被输出（自动播放功能）。 

 ▼ 如果没有输入信号，扬声器将持续搜索输入信号20分钟，之后进入睡眠模式。

如果没有输入信号，扬声器在一段时间后将进入待机模式。 

播放已连接的信号源
 ► 如果您已用线缆连接Xeo 2和一个信号源，您只需在遥控器上选择所需的输入方式。

 ▼ 扬声器能自动探测信号并开始播放。若主扬声器及从属扬声器设置在同一区域，主扬声器
及从属扬声器将会无线连接。

 ▼ 如果没有信号适用于任何输入模式，扬声器将持续搜索输入信号20分钟，之后进入睡眠模式。

播放一个蓝牙设备
如果您的蓝牙设备已与Xeo 2配对，您可从蓝牙设备的列表中选择Xeo 2进行连接。

 ► 选择遥控器上的蓝牙 ，并在您的蓝牙设备上按播放键。

断开连接
 ► 长按  键以断开一个已连接的设备或直接从蓝牙设备断开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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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音量
您可以使用固定音量功能给扬声器设置一个更高的音量。此设置在待机模式下也仍然有效。如果
一个与Xeo 2连接的信号源本身有音量控制，您可通过该信号源在很大范围内改变输出音量。

固定音量的步骤：

 ► 将遥控器对准一个扬声器并按下  至少2秒。若要取消固定音量，按下两个音量按钮中的其中
一个。

待机
将扬声器切换为睡眠模式的步骤：

 ► 将遥控器对准一个扬声器并按下  或按下其中一个扬声器顶部的    。 

 ▼ 扬声器将进入睡眠模式。 

 ▼ 如果20分钟没有音频信号，则扬声器也会进入睡眠模式。

 ▼ 在这种模式下，无线网络处于开启状态，且所有已连接的设备仍然可以同步。

 ▼ 睡眠模式的功耗 <2瓦。

将扬声器切换到低功率待机模式的步骤：

 ► 长按遥控器上的  至少5秒钟。

 ▼ 扬声器进入低功率待机模式。

 ▼ 在这种模式下，无线网络处于关闭状态，且扬声器彼此没有连接。

 ▼ 低功率待机模式功耗 <0.5瓦。

关闭自动待机的步骤：

 ► 长按遥控器上的 Opt  至少5秒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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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方LED灯指示状态
音箱前方左上角的两个LED灯通过不同的颜色和闪光功能指示扬声器和系统的操作状态。

打开状态 亮蓝灯 音箱已打开，已连接到Hub或Connect，可播放音频信号。

打开状态 蓝灯慢慢闪烁 音箱已打开，已连接到Hub或Connect，但无音频信号。

打开状态 亮紫灯 音箱已打开，已连接到本地输入，可播放音频信号。

打开状态 紫灯慢慢闪烁 音箱已打开，已连接到本地输入，但无音频信号。

连接 红灯慢慢闪烁 没有可用的发射器2)或主扬声器，或无法连接。

搜索 蓝灯快闪20分钟 搜索一个可用的输入信号。

同步/连接 红灯快闪10秒 与发射器2)或主扬声器无连接时，系统的同步。

蓝LED关闭0.2秒 选择了新的发射器2)标识、发射器2)输入或直接输入。

红灯亮5秒 接收器模式变更中。

白灯亮 蓝牙连接已建立。

白灯慢慢闪烁 扬声器处于配对模式。

固件加载 白色 LED灯：加载过程中由慢
到快闪, 
红色 LED灯：亮

固件加载中。

音量 蓝灯快闪 音量正被调节中。

静音 灯若隐若现 扬声器处于静音状态。

关闭状态 弱红灯亮 扬声器处于待机状态。
1) 取决于音频源的分辨率，2) Hub、Connect、移动设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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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闪光模式

关闭 白灯亮 一种颜色的
灯亮

慢闪  
(1或2赫兹)

快闪  
(3或4赫兹)

注意: LED状态指示灯也会组合出现，例如当从一个蓝牙设备播放44.1/48k音频信号时，左侧LED蓝
灯亮，同时右侧LED白灯也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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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
播放音乐时的中断、点击噪音或其它可听得到的干扰通常不是由Xeo系统中的无线电传输引起
的。通常，其它外部原因会影响传输质量。

下面是提高传输质量的几条小建议：

1. 将所有的无线电发射器和接收器彼此放得远一点。如果靠得太近，WLAN设备、无线电接收
器和无线电系统可能相互影响。在不同位置测试每个设备。

2. 请关闭WLAN设备的自动搜索功能。WLAN设备和其它无线电系统永久扫描可用的频率，并
发送信号，此信号可能会扰乱其它无线电系统。通常可以关闭自动搜索功能。

3. Xeo技术的无线电信号当然可以穿透墙壁传输。然而，墙壁可能由非常不同的材料构成，如
木纤维板、石头，甚至钢。墙壁还可能包含电力系统、电话、电视和收音机的复杂布线以及
水管和通风井。这些都可能使无线电信号转向。因此要在不同位置测试Xeo Hub、Extender
和Link，并优先选择Xeo组件之间最直接的无线电波传播路径。

4. 一些电气设备，如微波炉，会产生强大的电磁场，可能会扰乱无线电系统。请勿在靠近Xeo
组件的地方操作此类电气设备。

若要帮助，您可以随时咨询您的丹拿Xeo经销商。

或者进入(www.dynaudio.com/support)阅读FAQ(常见问题解答)或联系客户支持团队。

更多信息还可以从Xeo网站(www.dynaudio.com/xeo)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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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数据

技术规格
频率响应 (±3分贝) 40赫兹–24千赫

设计原则 低音反射式(低音反射口设置在后面)

分频器 2-路(基于数字信号处理器)

分频器频率 3100赫兹

分频器斜率 24分贝/倍频程(基于数字信号处理器)

低音扬声器 直径14厘米的硅酸镁聚合物

高音扬声器 直径27毫米的软球顶

低音扬声器放大器功率 65瓦

高音扬声器放大器功率 65瓦

交流电源输入 100–240伏, 50/60赫兹

操作状态消耗功率 6–100瓦

待机状态消耗功率 1.2瓦(网络处于开启状态)

<0.5瓦(无线网络处于关闭状态)

重量 4公斤/8.8磅

尺寸(宽 x 高 x 深) 173x255x154毫米/6.8x10x6.1英寸

连接
数字音频输入 Toslink(高达24位/192千赫)

模拟音频输入 RCA,mini jack(3.5毫米)

无线 蓝牙,Hub(16位/48千赫),
Connect(16位/48千赫和24位/96千赫)

USB 仅限维修时技术人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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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
桌架或墙装托架可拓展您的Xeo 2扬声器的适用范围。详情可登陆(www.dynaudio.com)网站或
咨询丹拿分销商。分销商地址可通过(www.dynaudio.com)网站查询。

桌架
专为Xeo 2设计的丹拿优雅桌架可供扬声器安置在书桌或架子上。购买桌架附送安装说明。

墙装托架
墙装托架可供Xeo 2扬声器安装在墙面上。

VESA 100托架
VESA是视频电子标准协会开发的墙装托架标准。Xeo2扬声器允许您安装符合VESA 100标准的
墙装托架。这表明背板上的螺丝钉间有100毫米的距离。

安装VESA 100托架:
1. 松开四个螺丝(梅花头螺丝类型)，拆卸扬声器背板。保留背板以便后续使用。

2. 按照说明书要求将托架安装在您想要的位置(购买托架时，提供了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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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连接选项
 ► 将信号源与Xeo2扬声器合适的输入端口连接。
下表给出了一系列信号源和它们连接Xeo2的方式。

您的信号源 信号源输出 Xeo 2输入* 线缆 
(信号源–Xeo 2)

备注

笔记本电脑、苹果 Mac™系列产品、个人电脑 光纤* 光纤输入 Toslink–Toslink *如设备有光纤输出

线路输出 线路输入 RCA–RCA

耳机 辅助输入 Jack3.5毫米–3.5毫米

智能手机、其它便携设备 耳机 辅助输入 Jack3.5毫米–3.5毫米 –

Astell&Kern 耳机 辅助输入 Jack3.5毫米–3.5毫米 –

光纤 光纤输入 Toslink–Toslink

PonoPlayer Jack 辅助输入 Jack3.5毫米–3.5毫米 –

扩展坞，网络客户端，搜诺思，Bluesound等 线路输出 线路输入 RCA–RCA *如设备有光纤输出

光纤* 光纤输入 Toslink–Toslink

谷歌Chromecast电视棒音频 线路输出 辅助输入 Jack3.5毫米–3.5毫米 多选一

光纤 光纤输入 Mini Toslink–Toslink

苹果AirPort Express路由器 光纤 光纤输入 Mini Toslink–Toslink –

苹果电视* 光纤 光纤输入 Toslink–Toslink *适用于一，二，三代

硬盘、网络播放机、CD播放机 线路输出 线路输入 RCA–RCA *如设备有光纤输出

光纤* 光纤输入 Toslink–Toslink

模拟收音机、数字收音机 线路输出 线路输入 RCA–RCA *如设备有光纤输出

光纤* 光纤输入 Toslink–Toslink

模拟电唱机 线路输出* 线路输入 RCA–RCA *在唱机前置放大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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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信号源 信号源输出 Xeo 2输入* 线缆 
(信号源–Xeo 2)

备注

电视机 耳机 辅助输入 Jack3.5毫米–3.5毫米 多选一

线路输出 线路输入 RCA–RCA

光纤* 光纤输入 Toslink–Toslink *如设备有光纤输出

立体声前置放大器 前级输出，主输出 线路输入 RCA–RCA –

立体声功率放大器 磁带输出 线路输入 RCA–RCA *请不要桥接

前级输出，主输出* 线路输入 RCA–RCA

第二个前级输出 线路输入 RCA–RCA

低音炮 模拟输出 线路输入 RCA–RCA –

音频视频接收器、音频视频处理器 光纤 光纤输入 Toslink–Toslink –

前级输出，主输出 线路输入 RCA–R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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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听区域分配
Xeo扬声器(如同Xeo Link)可通过选择开关Zone分配一个收听区域。然后通过遥控器同时控制
分配给该区域的所有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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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图片表示可能的区域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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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eo系统
Xeo由几个高品质且彼此间完美匹配的组件构成。组件结合后可满足对无线多房间和多音源系统
提出的最为严苛的要求。

Xeo系统组件

Xeo扬声器 有源的Xeo扬声器Xeo 2,Xeo 4和Xeo 6从Hub或Connect接收无线信号，
并把信号以最佳音质播放出来。此外，Xeo 2能直接与各种音频源连接。所有
扬声器都有一个内置放大器，并可由遥控器控制。显示元件指示系统的操作状
态，可由音箱上的按钮控制开/关或调节音量，无需使用遥控器。

Xeo遥控器 Xeo遥控器可用来开启和关闭扬声器，调节音量大小，选择一个Hub或
Connect以及与之相连的信号源。

丹拿 
Connect和
Xeo Hub

丹拿Connect和Xeo Hub是Xeo系统的控制中心。两者皆可提供一个新水准
的无线连接和便捷。信号源例如调谐器、接收器、CD播放机、电视、流媒体
客户端、网络播放器、MP3播放器或电脑与Connect或Hub连接。信号无线
无损地传输至已连接的Xeo或Focus XD扬声器(或者Xeo Link)，扬声器播放
出音乐。

Xeo 
Extender

Xeo Extender拓展了Xeo Hub的接收范围。因此，可在距离丹拿Connect 
或Xeo Hub较远处使用Xeo扬声器或其它Xeo组件。

Xeo Link Xeo Link从Xeo Hub或丹拿Connect接收无线信号并从其输出源输出模拟和
数字信号。因此，您也可将有源低音炮、有源扬声器或者其它组件与Xeo系统
相连。Xeo Link也可与第一代Xeo Hub(发射器)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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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示例
以下可见几种Xeo组件的组合示例。Xeo系统的高度灵活性可为您带来更多种组合可能。咨询丹
拿分销商为您提供所需的最优组合方案。

直接有线组合型:

模拟/数字音频源 + Xeo 2

直接无线组合型:

蓝牙设备(手机等) + Xeo 2

带Hub或Connect组合型:

模拟/数字音频源 + Hub或Connect

+ Xeo扬声器

注： 若Hub或Connect和Xeo 2组合使
用，则需要Xeo 4/Xeo 6遥控器。

Hub或Conn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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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范围组合型： 

模拟/数字音频源 

+ Hub或Connect + Extender + Xeo扬声器 Hub或Connect Extender

额外扬声器组合型: 

模拟/数字音频源 

+ Hub或Connect + Xeo扬声器

和 

+ Link + 有源组件(例如: 有源低音炮，有源
扬声器，或者功放和无源扬声器)

Hub或Connect

Link

注意: Extender和Link也可组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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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标准声明 (仅适用于欧盟)
丹拿公司在此声明，丹拿Xeo 2产品符合以下指令： 

• 2001/95/EF (产品安全)

• 2006/95/EF (低电压指令)

• 2004/108/EF (电磁兼容指令)

• 1999/5/EC (无线电和电信终端设备指令)

• 2011/65/EU (危害性物质限制指令)

• 1275/2008 (欧盟能源相关产品生态设计指令)

查看符合标准声明详情可登陆www.dynaudio.com/support/man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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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仅适用于美国和加拿大) 
本设备遵循FCC规则第15部分的规定。操作使用应符合以下两项条件：
1）本设备不能引起有害干扰，
2）本设备必须能承受接收到的任何干扰，包括可能导致非正常运行的干扰。

经测试证明，本设备符合FCC(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规则第15部分中关于B类数字设备的限制规
定。这些限制要求旨在住宅安装中提供合理的保护，避免有害干扰。本设备产生、使用且能够辐
射射频能量，如果未按照说明安装和使用，可能会对无线电通信产生有害干扰。然而，这并不能
排除安装个别设备产生干扰的可能性。如果本设备确实对收音机或者电视信号接收产生了有害干
扰(可通过开关本设备确定)，我们鼓励使用者试着通过以下一种或多种措施消除干扰：

• 调整接收天线的方向或重新放置接收天线。

• 增大此设备和接收器间的距离。

• 将此设备和接收器连接到不同电路的插座上。

• 咨询经销商或者富有经验的收音机/电视技术人员获得帮助。

请注意，未经合规责任方明确同意对本设备进行更改或改动，可能会导致用户丧失操作本设备的
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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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工业部通告
本设备符合加拿大工业部许可证豁免RSS标准。本设备操作使用应符合以下两项条件：
1）本设备不能引起干扰，
2）本设备必须能承受任何干扰，包括可能导致设备非正常运行的干扰。

MPE提示
安装和操作本设备时，应在散热器和您的身体之间保持至少20厘米的距离。

(i.) 在5150-5250MHz波段运行的设备只能在室内使用，以减小对同信道移动卫星系统造成有害
干扰的可能性；

(ii.) 在5250-5350MHz波段和5470-5725MHz波段的设备所允许的的最大天线增益，应符合
e.i.r.p的限制值；

(iii.) 在5725-5825MHz波段的设备所允许的的最大天线增益应符合为点对点和非点对点运行而
规定的e.i.r.p限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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