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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信息和通知
安全电池的处理和使用
小心！如果将电池组替换为不正确的类型、拆解、刺穿、切割、压碎、短路、焚烧、充电（一次性电池）或暴露在水中、火中或高温环境中，可能会引
起爆炸、着火和/或导致灼伤。
确保优质的安全和性能
只能使用 NETGEAR 或运营商认可的电池组和配件 。如果您不确定更换的电池或充电器是否兼容，请联系 NETGEAR。
请勿将此电池组用于任何非预期用途。
如果电池盒损坏、膨胀或受损，请勿使用电池组。示例包括但不限于泄漏、发出气味、凹痕、腐蚀、锈蚀、裂纹、膨胀、熔化和划痕。
请勿拆卸、挤压、刺穿、短路外部触点或将其置于火中或水中。
请勿将电池暴露在火中或温度高于 60°C (140°F) 的环境中。请勿将电池放在可能发热的区域旁边。示例包括但不限于局部供热装置、烹调器具表面、烹
饪用具、熨斗、散热器或壁炉上或附近。
请勿弄湿电池组或 NETGEAR 设备。即使电池可能是干的，并且看起来运行正常，电路也会缓慢腐蚀并破坏其安全电路。
请勿将零散的电池组放入衣兜、钱包或其他装载金属物品（例如钥匙、首饰或工具）的容器内。
请勿将电池组与危险或易燃材料存放在一起。将备用电池存放在阴凉、干燥且通风良好的地方。
务必让儿童远离电池组。
请勿逆向装入电池组。确保在置入新电池前电池盒是空的且没有任何水分或零散碎片。
避免电池组或 NETGEAR 设备掉落。如果掉落（特别是在硬表面上），可能会损坏电池和 NETGEAR 设备。如果怀疑电池组或 NETGEAR 设备损坏，请进行
更换。
遵守《快速入门指南》中的说明和/或 NETGEAR《产品用户手册》上的文字说明。
依照当地的规定处理用过的废旧电池组。
未遵守这些警告和 /或说明可能导致您的 NETGEAR 产品损坏，且在适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可能无法获得 NETGEAR 的保修。

电源适配器安全须知
请勿跌落或撞击电源适配器。
如果电源线损坏（例如，电线裸露或破损）或插头松动，请立即停止使用。继续使用可能会导致触电、短路或火灾。
请勿用湿手触摸电源适配器。这样做可能会导致短路、故障或触电。
如果您的电源适配器暴露在水中、其他液体中或过度潮湿的环境中，请将其送至授权的维修中心进行检查。

配件安全须知
使用未经批准或不兼容的电源适配器、USB 电缆或电池可能会导致火灾、爆炸或其他危险。
仅选择设备制造商批准用于此型号的配件。使用任何其他类型的配件会可能导致保修失效、违反当地法规和法律，并且可能带来危险。请联系您的经销
商，了解关于在您所在地区获取正规配件的信息。

设备安全须知
设备只能连接到设备附近且易于接入的插座上。
请勿将设备插入超过产品额定值的电源线直通插座。
请勿将主要家用电器插入 Netgear 设备上的滤波交流电插座或连接的配电盘。

标记位置
NETGEAR 产品（包括所有 NETGEAR 交换机和机架式 ReadyNAS 产品）以及几乎所有无线路由器和卫星的标记信
息位于设备底部。

在可能有儿童的地方使用
由于安全标准的变化，以下产品尚未评估在儿童可能出现的地方使用的情形（EN 62368-1 引入的试电指）
NETGEAR 合规性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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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510PP
GC728X/XP
GC752X/XP

GS348/T
GS408EPP
XSM4396S

GS324/P/PP/T/TP
JGS524/E/PE
XS708E/T
XS748T
XSM4556
RND-2E
RND-6E
RNR-60A

GS510TLP/TPP
XS505M
XS712T
GS418TPP
RNR-12B
RND-4E
RND-6F

GS710TUP
GS716T/TP/TPP
MS510TX/TXM/
TXPP/TXUP
GS728TP/TPP/TX/TXP
GS724T/TP/TPP
XS716E/T
XSM4316PA/PB/S
R9000
RNR-4B
RND-8A

GS748T
GS750E
GS752TP/TPP/TPSE/
TSB/TX/TXP/TXS
GSM4210P
XS508M
XS724EM
XSM4324CS/FS/S
RAX120
RND-2F
RND-8B

GSM4328PB/S
GSM4352PB/S
GSM7328FS
JGS516/PE
XS512EM
XS728T
XSM4348CS/FS/S
RAX200
RND-4G
RNR-4C

限制访问声明
本设备仅用于安装在限制进入的位置，且仅限合格维修人员使用：




RR2312
RR3312
RR4312

选定型号上的同轴有线电视和互联网连接注意事项
本节中的信息适用于带有电视调谐器的 NETGEAR 产品。
CATV 系统安装人员注意事项：此提醒旨在提请 CATV 系统安装人员注意《国家电气规范》
第 820-93 节，该节规定
正确接地的准则，特别是规定同轴电缆护罩应尽可能靠近电缆入口点连接到建筑物的接地系
统。

法规合规信息
为符合本地无线电频率使用及无线电设备操作法规，本文档对操作 NETGEAR 产品的用户提出相关要求。若终端用户
未遵守这些要求，可能会导致非法操作以及致使相关国家/地区监管当局对终端用户采取不利行动。
NETGEAR 无线产品固件仅限在特定国家/地区的授权信道中使用。因此，本文档中所描述的所有选项可能不适用于您
的产品版本。
本文档适用于 A 类和 B 类设备：





A 类设备拟用于商业或工业环境。 此类设备不适用于住宅环境，也不适用于一般公共用途。
B 类设备拟用于住宅环境，也可用于商业和工业应用。 B 类设备的示例包括电话、个人电脑和住宅数据网
关。
保险丝只能由维修人员安装。
NETGEAR 建议使用 26 AWG 或更大规格的电话线。

经认证可在室外使用的设备
以下产品经认证可在室外使用：

表 1：经认证可在室外使用的产品
WND930
RBS50Y
NETGEAR 合规性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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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室外安装本设备时的注意事项：请注意，室外安装需要特别注意，并且只能由经过培训的合格安装人员进行操作。
如果必须安装外接天线、电源和接地才能使用，则一般公众不得在室外安装 NETGEAR 无线产品。 必须特别注意允许
的操作频率。 如果本产品需要了解室外安装的特殊注意事项，请联系 NETGEAR 了解有关如何联系安装人员进行户外
操作的说明。 有关在法国安装的详细信息，用户应联系法国国家频谱管理局 (http://www.arcep.fr/)

带外接天线的设备
带外设的设备必须使用指定天线和电缆，或者净增益（天线 + 电缆）须小于以下规定，或者使用推荐的天线：

表 2.外接天线增益
产品

频率

EX6200

2400-2500 MHz
5100-5850 MHz
2400-2500 MHz
5100-5850 MHz
2400-2500 MHz
5100-5850 MHz
2400-2500 MHz
5100-5850 MHz
2400-2500 MHz
5100-5850 MHz
2400-2500 MHz
5100-5850 MHz
2400-2500 MHz
5100-5850 MHz
2400-2500 MHz
5100-5850 MHz
2400-2500 MHz
5100-5850 MHz
2400-2500 MHz
5100-5850 MHz
2400-2500 MHz
5100-5850 MHz
2400-2500 MHz
5100-5850 MHz

RS400
R6800
R6900P、R7000P
R6900、R7450
AC2600、
R7200、R7350、
R7400
D7000
EX7000、DC112A
D7800、R7800
C6220
XR450、XR500

最大净增
益 (dBi)

Masterwave 98619PRSX005
Masterwave 98364PRSX004
Masterwave 98364PRSX004
Masterwave 98364PRSX004
Masterwave 98364PRSX009
Masterwave 98364PRSX009
Masterwave 98364PRSX009
Masterwave 98365PRSX000
2dB

Masterwave 98619PRSX006

Masterwave 98365PRSX003
98365PRSX004

Masterwave 98365PRSX003
98365PRSX004

Masterwave 98366PRSX000
98366PRSX001
98366PRSX002
Masterwave 98369PRSX000，
98369URSX000、98369PRSX001
Masterwave 98369PRSX000，
98369URSX000、98369PRSX001

RAX43、RAX45、
RAX48
RAX50、RAX50S

2400-2500 MHz
5100-5850 MHz
2400-2500 MHz
5100-5850 MHz

MR1100

WCDMA 频段 1：1920-1980 MHz
WCDMA 频段 VII：880-915
LTE 频段 1：1920-1980 MHz
LTE 频段 2：1850-1910 MHz
LTE 频段 3：1710-1785 MHz
LTE 频段 4：1710-1755 MHz
LTE 频段 5：824-849 MHz
LTE 频段 7：2500-2570 MHz
LTE 频段 8：880-915 MHz
LTE 频段 12：699-716 MHz
LTE 频段 14：788-798 MHz
LTE 频段 20：832-862 MHz

NETGEAR 合规性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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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R1000
MR5100/MR5200
LAX20

LTE 频段 28：703-748 MHz
LTE 频段 30：2305-2315 MHz
LTE 频段 38：2570-2620 MHz
LTE 频段 40：2300-2400 MHz
LTE 频段 66：1710-1755 MHz
2400-2500 MHz
5100-5850 MHz
2.4 和 5GHz - 内部。
WCDMA 和 LTE 频段 - 请参阅用户指南
2.4-2.4835 GHz, 5.15-5.85
LTE

-0.1
1.2
2.0
1.5
1.6
Masterwave 98369PRSX000，
98369URSX000、98369PRSX001

内部
400-10092-01
内部

欧洲运营的监管要求
本节适用于带有 CE 标志的产品：

带有 CE 标志的产品符合以下欧盟指令：



生态设计指令 2009/125/EC
RoHS 指令 2011/65/EU

对于非无线电设备：

EMC 指令 2014/30/EU

低电压指令 2014/35/EU
对于无线电设备：

无线电设备指令 2014/53/EU (RED)
遵守这些指令意味着符合欧盟符合性声明 (EU 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 中所述的统一欧洲标准。欧盟 CE 符合性声
明可在 http://support.netgear.com/app/answers/detail/a_id/11621/ 上找到。

符合 2014/53/EU 无线电设备指令 (RED)
带有 CE 标志的 NETGEAR 产品符合第 10(2) 条的要求，因为经审查其可在至少一个成员国运行。
根据第 10(10) 条，仅在所示国家/地区的 5150 至 5350 MHz 频率范围内运行时才限制在室内使用的 NETGEAR 产品
包装上带有以下标志：

射频暴露指南
对于除移动热点和 USB 调制解调器以外的设备，为满足最大允许暴露量 (MPE) 要求，请确保 NETGEAR 无线设备距
离用户身体至少 20 厘米的间隔。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NETGEAR 合规性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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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etgear.com/about/regulatory/specific-absorption-rate/
根据 RED 第 10.8(a) 和 10.8(b) 条，下表提供了有关在欧盟销售的 NETGEAR 无线产品所使用的频段和最大射频发射
功率的信息：
Wi-Fi
频率范围 (MHz)

使用的频道

最大发射功率 (dBm/mW)

2400-2483.5

1-13

ODFM：19.9dBm (97.7mW)
CCK：17.9dBm (61.7mW)

5150-5250
5250-5350

36-48
52-64

22.9dBm (195mW)

5470-5725

100-140

29.9dBm (977mW) 带 TPC
26.9dBm (490mW) 非 TPC

使用的频段
LTE 频段 28
LTE 频段 20
3G 频段 8
LTE 频段 8
LTE 频段 3
3G 频段 1
LTE 频段 1
LTE 频段 40
LTE 频段 7
LTE 频段 38

最大发射功率 (dBm/mW)
FDD：23.9dBm (245mW)
FDD：23.9dBm (245mW)
WCDMA/HSDPA/HSUPA：23.9dBm (245mW)
FDD：23.9dBm (245mW)
FDD：23.9dBm (245mW)
WCDMA/HSDPA/HSUPA：23.9dBm (245mW)
FDD：23.9dBm (245mW)
TDD：23.9dBm (245mW)
FDD：23.9dBm (245mW)
TDD：23.9dBm (245mW)

22.9dBm (195mW) 带 TPC
19.9dBm (97.7mW) 非 TPC

TPC：发射功率控制。

蜂窝
频率 (MHz)
700
800
900
900
1800
2100
2100
2300
2600
2600

EMC 具体预防措施
NETGEAR 产品（包括所有无线设备、模块和小型交换机）均为 EMC B 类设备。具有 8 个以上端口的以太网交换机通
常是 EMC A 类设备。
警告：NETGEAR A 类设备符合 EN 55032 的 A 类标准。在住宅环境中，此设备可能会造成无线电干扰，在这种情况
下，用户可能需要采取适当措施。

在美国使用时的 FCC 要求
本节中的信息适用于带有 FCC 标志或声明的产品：
本设备符合 FCC 第 15 部分的规定。操作需满足以下两种条件：(1) 本设备可能不会造成有害干扰；
(2) 本设备必须接受接收到的任何干扰，包括可能导致意外操作的干扰

NETGEAR 合规性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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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C 符合性声明
我方，即 NETGEAR, Inc., 350 East Plumeria Drive, San Jose, CA 95134，声明本产品符合 FCC CFR47 规则第 15
部分 B 子部分的规定。操作需满足以下两种条件：
(1) 本设备可能不会造成有害干扰；
(2) 本设备必须接受接收到的任何干扰，包括可能导致意外操作的干扰。

致用户的 FCC 信息
此 NETGEAR 产品不包含任何用户可维护的组件。任何产品变更或修改将使所有适用的监管认证和批准失效。
以下声明适用于不能在标签上包含 FCC 合规性声明的产品：

表 3.产品太小，无法贴 FCC 标签
A7000
RBK40
ACC761

ACC763
ACM761
ACM762

AGM731F
AGM732F
AGM734

AXM761
AXM762
AXM763

AXM764
AXM765

本设备符合 FCC 第 15 部分的规定。操作需满足以下两种条件：(1) 本设备可能不会造成有害干扰；(2) 本设备必须接
受接收到的任何干扰，包括可能导致意外操作的干扰。

FCC 射频警告和说明
对于美国市场提供的产品，只能使用 1~11 频道。无法选择其他频道。
国家/地区代码选择用法（WLAN 设备）
国家/地区代码选择仅适用于非美国型号，不适用于所有美国型号。根据 FCC 的规定，在美国销售的所有 WiFi 产品必
须仅固定到美国运营频道。
本 NETGEAR 产品只能与经批准的天线一起使用。 本设备及其天线不得与任何其他天线或发射器一起放置或运行，除
非符合 FCC 多发射器产品程序。

FCC 射频辐射暴露和 SAR 声明
本节中的信息适用于以无线方式传输数据或通信的产品。
SAR 声明
本节中的信息适用于拟在人体附近操作的 NETGEAR 无线产品。
拟在人体附近操作的 NETGEAR 产品经测试符合人体佩戴比吸收率 (SAR) 要求。本产品符合适用国家/地区 1.6 瓦/千
克的 SAR 限制。随身携带或佩戴本产品时，应与身体保持 10 毫米的距离，以确保符合射频暴露要求。要核实最小距
离和更多详细信息，并查看此设备测得的最高 SAR 级别，请访问：
https://www.netgear.com/about/regulatory/specific-absorption-rate/
NETGEAR USB 加密狗发射器经批准可用于典型的笔记本电脑。为符合 FCC 射频暴露要求，当主机上的 USB 接口无
法提供或确保为设备及其用户或旁观者提供必要的操作配置，以满足射频暴露合规性要求时，请勿在其他设备中或某些
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配置中使用 NETGEAR USB 加密狗发射器。
最大允许暴露量声明
本节中的信息适用于拟在离人体至少 20 厘米处操作的 NETGEAR 无线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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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GEAR 产品符合 FCC 规定的非受控环境辐射暴露限制。在安装和操作本设备时，辐射源和人体之间的最小建议距
离应为 35 厘米。要验证最小距离以及特定产品的更多详细信息，请访问：
https://www.netgear.com/about/regulatory/specific-absorption-rate/

EMC 具体预防措施
NETGEAR 产品（包括所有无线设备、模块和小型交换机）均为 EMC B 类设备。具有 8 个以上端口的以太网交换机通
常是 EMC A 类设备。
B 类产品
本 NETGEAR 产品依照 FCC 规则第 15 部分之规定，经过测试表明其符合 B 类数字设备限制条件。此类限制条件经过
专门设计，可在住宅安装中针对有害干扰提供合理防护。此设备使用并会产生无线电频率能源，如果未按说明安装或使
用可能会对无线电通信造成有害干扰。不过，不担保按指定的方式安装而不产生干扰。要知道设备是否对广播或电视接
收造成有害干扰，可通过关闭或打开设备确定，鼓励用户使用以下某个或某些方法去除干扰：





更换方向或更换接收天线的位置。
增大设备和接收器间的距离。
将设备连接到与无线电接收器连接的不同电源插座中。
寻求零售商或有经验的无线电/电视技师的帮助。

A 类产品
本 NETGEAR 产品依照 FCC 规则第 15 部分之规定，经测试表明其符合 A 类数字设备限制条件。这些限制旨在提供合
理的保护，当设备在商业环境中操作时防止有害干扰。此设备产生、使用并会辐射射频能量，如果不按使用手册安装和
使用，可能会对无线电通信造成有害干扰。在住宅区操作本设备可能会造成有害干扰，在这种情况下，将需要用户自费
纠正干扰。

FCC 第 68 部分通告
以下设备符合 FCC 规则第 68 部分和 ACTA 采用的要求：

表 4.属于 FCC 第 68 部分范围内的产品



D2200D




本设备的产品标签上有一个标签，除其他信息外，该标签会以 US:WXXXXYYYZZZZZ 格式标识产品。如有要求，必须
向电话公司提供此编号。

加拿大创新、科学和经济发展部 (Innovation, Scie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anada, ISED)（英文）
本节中的信息适用于带有以下声明的产品：
CAN ICES-3 (B)/NMB-3(B)
CAN ICES-3 (A)/NMB-3(A)
“此数码设备不超过加拿大通信部无线电干扰规则对数码产品设定的 B 级无线电噪音消除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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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t appareil numérique ne dépasse pas les limites de la classe B pour les émissions radio bruit des
appareils numériques, tel qu'énoncé dans le Règlement sur le brouillage radioélectrique du ministère des
Communications du Canada.”

所有 NETGEAR 产品均符合 ISED 免许可 RSS 标准。操作需满足以下两种条件：(1) NETGEAR 产品可能不会造成有
害干扰；(2) NETGEAR 产品必须接受接收到的任何干扰，包括可能导致意外操作的干扰。

射频警告和说明
对于美国/加拿大市场提供的产品，只能使用 1~11 频道。无法选择其他频道。
本设备及其天线不得与任何其他天线或发射器一起放置或运行，除非符合 IC 多发射器产品程序。
5150-5250 MHz 频段的设备仅供室内使用，以减少对同频道移动卫星系统的有害干扰。
还应告知用户，高功率雷达被分配为 5250-5350 MHz 和 5650-5850 MHz 频段的主要用户（即优先用户），这些雷达
可能会对 LE-LAN 设备造成干扰和/或损坏。
根据 ISED 的规定，此无线电发射器只能使用 ISED 认可的类型和最大（或更小）增益的天线进行操作。为了减少对其
他用户的潜在无线电干扰，天线类型及其增益的选择应使等效全向辐射功率 (e.i.r.p.) 不超过成功通信所需的功率。参
见表 2
频段 5250-5350 MHz 和 5470-5725 MHz 中设备允许的最大天线增益必须符合 EIRP（等效全向辐射功率）限制。
5725-5825 MHz 频段中设备允许的最大天线增益必须符合适用于点对点和点对多点操作的 EIRP（等效全向辐射功
率）限制。

重要提示：辐射暴露声明
SAR 警告：
本节中的信息适用于拟在人体附近操作的 NETGEAR 无线产品。
NETGEAR 产品符合 IC RSS-102 中的一般人群 SAR/非受控暴露限制的规定，并已按照 IEEE 1528 规定的测量方法和
程序进行了测试。请至少保持 10 毫米的距离，以符合人体受损警告的规定。
NETGEAR 产品符合加拿大针对非受控环境规定的便携式射频暴露限制，并可按照其手册中的说明安全地进行预期操
作。尽量使产品远离人体或将设备设为较低输出功率（如有此功能），可进一步降低射频暴露风险。
有关详细信息并要查看此设备的最高 SAR 级别，请访问：
https://www.netgear.com/about/regulatory/specific-absorption-rate/
最大允许暴露量声明
本节中的信息适用于拟在离人体至少 20 厘米处操作的 NETGEAR 无线产品。
NETGEAR 产品符合 IC 规定的非受控环境辐射暴露限制。 在安装和操作 NETGEAR 产品时，辐射源和人体之间的最
小距离应为 70 厘米。要核实最小距离和更多详细信息，并查看此设备测得的最高 SAR 级别，请访问：
https://www.netgear.com/about/regulatory/specific-absorption-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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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Sciences et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Canada
Normes réglementaires
Les informations de cette section s'appliquent aux produits avec les déclarations suivantes:
CAN ICES-3 (B)/NMB-3(B)
CAN ICES-3 (A)/NMB-3(A)
“This digital apparatus does not exceed the Class B limits for radio-noise emissions from digital apparatus
as set out in the Radio Interference Regulations of the Canadian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s.”
“Cet appareil numérique ne dépasse pas les limites de la classe B pour les émissions radio bruit des
appareils numériques, tel qu'énoncé dans le Règlement sur le brouillage radioélectrique du ministère des
Communications du Canada.”

Ce dispositif est conforme à la norme CNR d'Industrie Canada applicable aux appareils radio exempts de licence.
Son fonctionnement est sujet aux deux conditions suivantes: (1) le dispositif ne doit pas produire de brouillage pré
judiciable, et (2) ce dispositif doit accepter tout brouillage reçu, y compris un brouillage susceptible de provoquer un
fonctionnement indésirable.

Avertissements et instructions concernant les fréquences radio
Pour les produits disponibles aux États-Unis / Canada du marché, seul le canal 1 à 11 peuvent être exploités. Sé
lection d'autres canaux n'est pas possible.
Cet appareil et son antenne (s) ne doit pas être co-localisés ou fonctionnement en association avec une autre
antenne ou transmetteur.
Les dispositifs fonctionnant dans la bande de 5 150 à 5 250 MHz sont réservés uniquement pour une utilisation à l’
intérieur afin de réduire les risques de brouillage préjudiciable aux systèmes de satellites mobiles utilisant les mêmes
canaux
De plus, les utilisateurs devraient aussi être avisés que les utilisateurs de radars de haute puissance sont désignés
utilisateurs principaux (c.-à-d., qu’ils ont la priorité) pour les bandes 5250-5350 MHz et 5650-5850 MHz et que ces
radars pourraient causer du brouillage et/ou des dommages aux dispositifs LAN-EL
Conformément à la réglementation d'Industrie Canada, le présent émetteur radio peut fonctionner avec une antenne
d'un type et d'un gain maximal (ou inférieur) approuvé pour l'émetteur par Industrie Canada. Dans le but de réduire
les risques de brouillage radioélectrique à l'intention des autres utilisateurs, il faut choisir le type d'antenne et son gain
de sorte que la puissance isotrope rayonnée quivalente (p.i.r.e.) ne dépassepas l'intensité nécessaire à l'é
tablissement d'une communication satisfaisante. See Table 2
Pour les dispositifs munis d’antennes amovibles, le gain maximal d’antenne permis pour les dispositifs utilisant les
bandes de 5 250 à 5 350 MHz et de 5 470 à 5 725 MHz doit être conforme à la limite de la p.i.r.e
Le gain d'antenne maximum autorisé pour les appareils dans la bande 5725-5825 MHz pour se conformer à la pire
limites fixées pour les opérations se point- à-point et non point- à-point, le cas éché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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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ARQUE IMPORTANTE: Exposition aux RF
Avertissement débit d’absorption spécifique (DAS):
Les informations de cette section s'appliquent aux Netgear émetteur-récepteur sans fil normalement utilisé près du
corps.
NETGEAR est le respect de SAR pour la population générale / limites d'exposition incontrôlée de CNR-102 et a été
testé en conformité avec les méthodes et procédures de mesure spécifiées dans la norme IEEE 1528. Maintenir au
moins 10mm à distance pour la condition physique-garde.
Produits NETGEAR sont conformes à la limite d'exposition aux RF portable Canada établies pour un environnement
non contrôlé et sont sans danger pour le fonctionnement prévu comme décrit dans le manuel. Poursuite de la ré
duction de l'exposition aux RF peut être réalisé en gardant le produit autant que possible de votre corps ou par le ré
glage du dispositif à une puissance de sortie inférieure si une telle fonction est disponible
Pour plus de détails, visitez:
https://www.netgear.com/about/regulatory/specific-absorption-rate/
Déclaration d'exposition aux RF
Les informations de cette section s'appliquent aux produits sans fil NETGEAR qui sont destinés à être utilisés à au
moins 20 cm du corps.
Produits NETGEAR sont conformes aux limites IC d'exposition aux rayonnements définies pour un environnement
non contrôlé. Produits NETGEAR doivent être installés et utilisés avec distance minimum de 70cm entre le radiateur
et votre corps. Pour vérifier la distance minimale et pour plus de détails sur cet appareil, visitez:
https://www.netgear.com/about/regulatory/specific-absorption-rate/

干扰抑制表
为减少干扰，下表显示了 NETGEAR 设备与家用电器之间的建议最小距离（以英尺和米为单位）。
家用电器
微波炉
婴儿监护仪 - 模拟
婴儿监护仪 - 数字
无绳电话 – 模拟
无绳电话 – 数字
蓝牙设备
ZigBee

建议的最小距离（以英尺和米为单位）
30 英尺/9 米
20 英尺/6 米
40 英尺/12 米
20 英尺/6 米
30 英尺/9 米
20 英尺/6 米
20 英尺/6 米

日本 VCCI 通告
本节中的信息适用于带有 VCCI 标志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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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类 ITE

B 类 ITE

日本无线通告
この製品には、認証済みの無線機器を搭載しています。
5GHz W52 和 W53 的使用限制
電波法の規定により 5GHz 帯（W52、W53）は屋内使用に限ります。

韩国通告
本节中的信息适用于带有 KCC 标志的产品：

알림 : 대한민국으로 배송되는 제품인 경우
Class A :
A 급 기기
(업무용 방송통신기자재)
Class B :
B 급 기기
(가정용 방송통신기자재)

이 기기는 업무용(A 급) 전자파적합기기로서 판매자 또는 사용자는 이 점을
주의하시기 바라며, 가정외의 지역에서 사용하는 것을 목적으로 합니다.
이 기기는 가정용(B 급) 전자파적합기기로서 주로 가정에서 사용하는 것을
목적으로 하며, 모든 지역에서 사용할 수 있습니다.

对于 2,400~2,483.5MHz 和/或 5725~5850MHz 的无线设备（无线电设备规则，第 98 条，项目号）
해당 무선설비가 전파혼신 가능성이 있으므로 인명안전과 관련된 서비스는 할 수 없음
（此无线/无线电设备不能用于针对人身安全的服务，因为它可能会产生无线电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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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类警告声明
사용자안내문

이 기기는 업무용 환경에서 사용할 목적으로 적합성평가를 받은 기기로서
가정용 환경에서 사용하는 경우 전파간섭의 우려가 있습니다.

A 类：警告声明

如果此设备在家庭环境中使用，则存在无线电干扰的风险，因为此设备已在
EMC 中注册用于商业用途。

台湾 WWAN 无线通告
本节中的信息适用于带有台湾地区通信委员会标志的产品：

此电信设备符合 NCC 的规定。

第十二條→經型式認證合格之低功率射頻電機，非經許可，公司，商號或使用者均不得擅自變更頻率、加
大功率或變更原設計之特性及功能。
第十四條→低功率射頻電機之使用不得影響飛航安全及干擾合法通信；經發現有干擾現象時，應立即停
用，並改善至無干擾時方得繼續使用。
前項合法通信，指依電信法規定作業之無線電通信。 低功率射頻電機須忍受合法通信或工業、科學及醫療
用電波輻射性電機設備之干擾。
在 5.25-5.35 頻帶內操作之無線資訊傳輸設備，限於室內使用。
無線資訊傳輸設備忍受合法通信之干擾且不得干擾合法通信；如造成干擾，應立即停用，俟無干擾之虞，
始得繼續使用。
無線資訊傳設備的製造廠商應確保頻率穩定性，如依製造廠商使用手冊上所述正常操作，發射的信號應維
持於操作頻帶中。
不致造成違反低功率電波輻射性電機管理辦法之所有控制、調整及開關之使用方法
對任何可能造成違反管理辦法規定之調整予以警告，或建議由具有發射機維修專長之技術人員執行或由其
直接監督及負責
對任何可能造成違反管理辦法之零件(晶體、半導體等)置換之警告
下列聲明適用於本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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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7500
電磁波曝露量 MPE 標準值 1mW/cm2，送測產品實測值為：0.783945 mW/cm2
WND930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applies to Class A products:

警告使用者 : 甲類資訊技術設備 , 於居住環境中使用 , 可能會造成射頻擾動 , 在此種情況
下 , 使用者會被要求採取某些適當的對策。

台湾 NCC 通告
NCC 一般声明：

應避免影嚮附近電達系統之操作
NCC MPE statement:

SRR60, SRS60:
本產品電磁波暴露量(MPE) 標準值 1mW/cm2 , 送測產品實測值為 0.524 mW/cm2 , 建議使用時至少距離人
體 28cm
RBR20, RBS20
本產品電磁波暴露量(MPE) 標準值 1mW/cm2 , 送測產品實測值為 0.357 mW/cm2 , 建議使用時至少距離人
體 20cm
RBS50Y
本產品電磁波暴露量(MPE) 標準值 1mW/cm2 , 送測產品實測值為 0.581 mW/cm2 , 建議使用時至少距離人
體 27cm

泰国通告
本节中的信息适用于泰国国家通信委员会批准的产品：

เครื องโทรคมนาคมและอุปกรณ์นี มีความสอดคล้ องตามข้ อกําหนดของ กทช.

中国通告
本节中的信息适用于带有中国强制性认证标志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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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设备符合中国的安全和质量要求
Netgear 产品，依据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界定为 1608 类的产品，以太网集线器。此设备的功能包含连接以太网兼容
设备，如桌面式电脑，服务器，笔记本电脑等等，使互连的设备之间进行计算机通信的能力。

此为 A 级产品，在生活环境该产品可能会造成无线电干扰，在这种情况下可能需
要用户对其干扰采取确实可行的措施。
以下声明仅适用于在海拔 2,000 米以下使用的产品：

标识的含义解释: 仅适用于海拔 2000m 以下地区安全使用。
以下声明适用于不适合在热带气候条件下使用的产品：

标识的含义解释: 仅适用于非热带气候条件下安全使用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通告
本节中的信息适用于带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监管合规标志 (RCM) 的产品：

本设备符合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法规批准要求。

警告
可能在家庭/住宅环境中使用的 NETGEAR A 类产品可能会导致无线电干扰，在这种情况下，用户可能需要采取适当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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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通告
以下警告适用于带直通插座的电力线产品：
Nicht hintereinander stecken.

印度电信网络通告
除非相关产品用户信息中另有说明，否则提供 WiFi 和以太网接口的 NETGEAR 产品不适合
连接到公共电信网络。

日本电信网络通告
除非相关产品用户信息中另有说明，否则提供 WiFi 和以太网接口的 NETGEAR 产品不适合
连接到公共电信网络。

墨西哥通告
此信息适用于带有 IFETEL 认证号 IFT:xxxxxxxxxxxxx 的产品：

“La operación de este equipo está sujeta a las siguientes dos condiciones: (1) es posible que este
equipo o dispositivo no cause interferencia perjudicial y (2) este equipo o dispositivo debe aceptar
cualquier interferencia, incluyendo la que pueda causar su operación no deseada.”
翻译版本供参考：本设备的操作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1) 本设备或装置可能不会造成有害干
扰；(2) 本设备或装置必须接受任何干扰，包括可能导致意外操作的干扰。

俄罗斯通告
运往欧亚关税同盟的 NETGEAR 产品将根据相关要求进行评估，并贴上如下所示的 EAC 标记：
Продукты NETGEAR, которые поставляются в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таможе
нный союз, оцениваются с учетом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х требовани
й и помечены знаком EAC, как показано ниже:

以下警告适用于在俄罗斯室外使用的 5GHz 无线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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Внимание: перед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м точки доступа вне помещени
й убедитесь, что радиомодуль, работающий в диапазоне 5 ГГц, о
тключен!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диапазона 5 ГГц вне закрытых помещений допу
скается только при наличии разрешен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ор
ганов, осуществляющих надзор в сфере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радиоч
астот.
Получите разрешение на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частот в диапазоне 5
ГГц, а также при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другие документы в соответс
твии с действующим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ом, перед установкой то
чки доступа вне помещений..

锂离子和锂金属电池包装标签要求
由于担心与锂离子和锂金属电池一起运输的产品，联合国制定了关于这些设备的正确测试、包装和标签的准则。
锂离子和锂金属电池
锂离子电池一般可以充电，而锂金属电池一般不可充电。如果损坏或包装不当，这两种类型的电池都有可能造成火灾危
险。
锂离子和锂金属电池的标签要求
托盘和主纸箱上必须带有所要求的标签，并附上空运提单等文档或其他表明以下内容的文档（锂电池指导文档
2014）：





包装内装有锂离子电池或电池；
必须小心处理包装，如果包装损坏，则存在易燃性危险
包装损坏时应遵循的特殊程序
联系信息

为了符合 IATA 的危险品管理规定，不同标签适用于不同瓦时（锂离子）和不同质量（锂金属）。瓦时的计算方法如
下：
标称电压 x 标称容量 (Ah) = 瓦时
电压和电流可以在电池数据表中找到。
请参阅下表，了解应正确使用哪种标签。
电池运输所需标签（联合国测试和标准手册第三部分第 38.3 小节）
锂离子电池标签要求
电池运输

Wh（瓦时）

标签

限制电池重量/包装

包含在设备中（安装在设备
中）

等于或小于 100Wh

图 12 或 13

PAX = 5 千克
CAO = 5 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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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于或小于 100Wh

单独

图 12 或 13

等于或小于 2.7 Wh = 2.5 千克
或
大于 2.7Wh 但等于或小于 100Wh =
2 节电池

与设备分开包装（不安装在设
备内）

等于或小于 100Wh

图 12 或 13

PAX = 5 千克
CAO = 5 千克

锂金属电池标签要求
电池运输

电池的锂金属质量

标签

限制电池重量/包装

包含在设备中（安装在设备
中）

等于或小于 2 克

图 12 或 13

电池运输

电池的锂金属质量

标签

限制电池重量/包装

单独

等于或小于 2 克

图 12 或 13

等于或小于 0.3 克 = 2.5 千克

PAX = 5 千克
CAO = 5 千克

或
大于 0.3 克但等于或小于 2 克 = 2 节
电池
与设备分开包装（不安装在设
备内）

等于或小于 2 克

图 12 或 13

PAX = 5 千克
CAO = 5 千克

如果锂离子电池大于 100Wh，而锂金属电池的锂质量超过 2 克，请咨询环境合规工程师，以获取应使用的正确标签。
图 12: 运输电池的标签内容要求：

图 13: 用于运送较小电池包装的标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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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豁免
如果包装中包含的电池不超过 2 块，则不需要锂离子电池处理标签。设备中包含的锂金属电池不需要任何锂电池处理
标签。
产品处置警告
NETGEAR 产品不得与生活垃圾一起处置。NETGEAR 产品必须在授权回收电器和电子设备的地点进行处置。通过收
集和回收废物，有助于节约自然资源，并确保以环保和健康的方式处置产品。

电池安全信息
.
电池注意事项：
如果更换的电池类型不正确的话会有爆炸风险。
按照说明处理旧电池。

电力线设备和直通插座安全和 EMC 信息
请遵循以下安全指南，以确保自身的人身安全，并帮助保护系统免受潜在损坏：










对于国家/地区认证（除 CB 以外的认证方案），在按国家/地区标准对插头、插座、直插式装置（如美国）进
行检测和认证时，还应参考相关国家/地区标准。
检查插入滤波交流插座的所有设备的电流。请勿超过家用和产品插座额定值和电气要求。
插座应安装在设备附近，且易于接入
仅允许将电源线插入滤波交流插座；不允许使用其他带直接插件的设备。电源线的最大长度为 1 米，最小横
截面积为 0.75 平方毫米。
请勿将设备插入超过产品额定值的电源线直通适配器过滤交流插座。 滤波交流电源插座的输出电压与电源线
直通适配器插入的电源插座相同。为避免损坏系统，请确保所连接设备的额定电压能在您所在位置的可用电源
下工作。
如果输入交流电压低于 100 伏交流电，则插入电源线直通适配器滤波交流插座的设备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请勿将主要家用电器插入滤波交流电插座或连接的配电盘。 本设备不适用于家用电器，如空调、电动工具、
局部供热装置、风扇、吹风机、烤箱或冰箱。
实际数据输出有所不同。网络条件和环境因素，包括网络流量、建筑物的材料和结构以及网络的开销较低的实
际数据输入率。

NETGEAR 合规性声明

2020 年 10 月 2 日修订

第 20 页











除非系统文档中另有说明，否则请勿维修任何产品。
打开或卸下标有带闪电符号的三角形标志的盖板可能会使您受到电击。 只有经过培训的维修技术人员才能维
修这些隔室内的部件。
本产品只能与经认可的设备配合使用。
卸下盖板或接触内部组件之前，请让产品冷却。
为避免损坏系统，请确保电源上的电压选择开关（如果提供）与您所在位置的可用电源相匹配：
o 北美洲和南美洲大部分地区以及一些远东国家/地区（如韩国和台湾），电压为 110 伏 (V)，频率为
60 赫兹 (Hz)。
o 日本东部为 100 伏、50 Hz，日本西部为 100 伏、60Hz
o 欧洲大部分地区、中东和远东地区为 230v、50Hz
外设电源线配有三脚插头，有助于确保正确接地。 请勿使用适配器插头或拔下电缆上的接地插头。
观察延长电缆和配电盘的额定值。 确保插入延长电缆或配电盘的所有产品的总额定电流不超过延长电缆或配
电盘的额定电流限制的 80%。
为帮助保护系统免受电源突然中断、瞬时增加和减少的影响，请使用浪涌抑制器、线路调节器或不间断电源
(UPS)。

NETGEAR 电力线产品提供了一种使用现有电线扩展网络的替代方法。如果遇到干扰问题，请遵循以下准则：




将电源线适配器插入远离手机充电器和无绳电话基站的插座
确保电力线适配器远离带电动机的设备（如风扇、真空吸尘器等）
确保电力线适配器远离音频设备（如无线电接收器）

机架安装安全说明
此信息适用于安装 NETGEAR 机架安装产品







环境工作温度。如果交换机安装在一个封闭或装有多个设备机架的环境，该机架工作环境温度可能会高于房
间的环境温度。因此，设备应安装在与最大额定环境温度相符合的位置。
空气流通量减少。设备应安装在支架中，以便获取安全操作所需的空气流通量。
机械负载。设备应水平安装到机架，以防止因为机械负载不平衡所造成的危险情况。
电路超负荷。应考虑到设备所连接的电源电路以及电流保护和电源布线上的任何可能的电路超载带来的影
响。处理这个问题时应考虑设备铭牌额定值。
可靠的接地。本产品要求始终保持可靠接地。要确保此项要求，将机架直接放在地上。在使用分支电路时较
直接连接线路更应特别注意电源的连接（例如，使用电源接线板时）。
整洁。支架前（约 25 英寸）和支架后（约 30 英寸）要保留足够的空间以便能够完全打开前门，并保证后部
有足够的通风及方便维护。

壁挂式安全说明
此信息适用于安装 NETGEAR 壁挂式产品 GSS108EPP 和 GS408EPP：


电源线不得连接到建筑表面，也不得穿过建筑结构中的墙壁、天花板、地板和类似开口。

以太网供电 (PoE) 安全说明
此信息适用于 NETGEAR PoE 产品 GS408EPP 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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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E 产品只能连接到 PoE 网络，而不能路由到外部设备。

NETGEAR, Inc., 350 E. Plumeria Avenue, San Jose, CA 95134 USA

与 Arlo 品牌下销售的产品相关的声明
防止听力损失
以下声明适用于 ABD1000：
-小心：如果长时间使用高音量入耳式或头戴式耳机，可能会导致永久性听力损失。本设备和
耳机经测试符合适用的 EN 50332-1 和/或 EN 50332-2 标准中规定的声压级要求。
以下声明适用于下述产品：
产品类型：LTE 摄像头
型号：VML4030
ISED ID：4054A-16200352
包含 ISED ID：2878D-T77W595

以下声明适用于本产品：
VMC3040S
本 PoE 产品只能连接到 PoE 网络，而不能路由到外部设备
以下声明适用于不能在标签上包含 FCC 合规性声明的产品：
ABB1000
AL1101
VMA4400Cv2
以下声明适用于下述产品：
HMNC100
VMB3000
VMC3010
设备及其天线不得与任何其他天线或发射器
共置或协同运行，除非符合 FCC 多发射器产品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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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下产品距离人体如下表 2 所述的最小距离安装和运行时，符合 FCC 规定的非受控环境的辐射暴露限制：

产品以及设备与人体之间的最小距离
产品

设备与人体或动物之间的最小距
离
25cm

VML4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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