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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介紹

感謝您選擇本款凱樂產品。

請在使用凱樂便攜式裂隙燈之前仔細閱讀此手冊。這將確保病患

的安全並使您獲得這一精密光學儀器的最佳性能。

凱樂便攜式裂隙燈包括以下部件：
•	便攜式裂隙燈照明體和放大光學器件

•	底座充電器

•	供電──轉換模式適合所有電壓/頻率

	 部件編號1941-P-7778

•	使用說明及簡要指南

•	鏡片擦布

在無製造商預先書面批准的情況下，該手冊所包含的資訊不能被

整體或部分複製。本製造商保留修改本文件所包含的規格和其他

資訊的權利，恕不另行通知。

版權	©凱樂有限公司，2009年。2009年於英國出版。

請仔細閱讀並謹遵各項說明。

請在使用凱樂便攜式裂隙燈之前仔細閱讀此手冊。這將確保病患

在無製造商預先書面批准的情況下，該手冊所包含的資訊不能被

整體或部分複製。本製造商保留修改本文件所包含的規格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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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符號

	 請閱讀使用說明中的警告、注意事項以及其他資訊。

	

	 雙重絕緣

	 B	類防震保護

	

	 參照使用說明

	

	 製造廠商名稱和地址

	

	 儀器或包裝物上和使用說明中的這一符號表明該	 	

	 產品於2005年8月之後投入市場，並且該儀器不	 	

	 應作為家用垃圾來處理。

	

保持乾燥

電源輸入接口

易碎

朝上

材料適合循環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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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樂PSL	Classic裂隙燈采用交流電裂隙燈生物顯微鏡，用於檢查從角膜上

皮到後囊的眼內前部。它用於輔助診斷對眼內前部的結構性特徵產生影響

的眼疾或損傷。

該儀器只能由經過適當訓練和授權的衛生專業人士使用。

3. 使用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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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裂隙燈包括一個光源，光源可以集中把一薄片（裂隙）光射入眼內。

光源与生物顯微鏡一起使用。裂隙燈協助檢查眼內前部、前部結構和後部，

包括眼瞼、鞏膜、結膜、虹膜、自然晶狀體和角膜。雙目裂隙燈仔細檢查眼

部結構的立體放大視圖，從而對一系列眼睛狀況進行解剖性的診斷。

4. 儀器的預期用途	/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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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儀器的簡要描述

凱樂便攜式裂隙燈由一個可充電的手持式便攜照明生物顯微系統

和一個安裝於桌面的低壓（12V）電源充電器組成。

手持式器件包括一個鋰离子充電電池，為照明系統提供電力。

把手前部的雙擊扳機啟動照明系統和固定目標。為了增加或減少

光線強度，目鏡下面把手後部裝有一個變阻器。

10倍和16倍光覺放大系統由可調節目鏡下面的撥桿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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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全性

凱樂便攜式裂隙燈的設計和製造符合歐共體93/42/EEC指令和	

ISO	9000	及	EN	46000等品質標準。

便攜式裂隙燈上的							（歐共體）標志表明它符合歐共體

93/42/EEC指令附錄I、VI	及	VII中的規定。

生產流程、測試、啟動、維護及修理嚴格根據相關法律和國際

參照標準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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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全性

使用本儀器時必須慎重遵從法律規定的所有相關的防範事故措施，

確保病患安全。

事實證明，肉眼長時間受到強光的照射會有網膜透光損傷風險。

許多眼科儀器使用強光照射眼睛。而凱樂裂隙燈的光亮度則可以

連續從最大調節到零。此外，照明系統還配備有紅外線濾鏡，

減少紅外光的水平。

至今為止沒有證據表明使用凱樂裂隙燈會造成明顯的網膜損壞，

不過兒童和患有眼疾者受到的風險可能較高。如果在過去24小時

內接受了這一儀器或其它具有強光源的眼科儀器的檢查，

所受的風險可能稍高些，受過網膜照相的肉眼尤其如此。

												注意：本儀器釋放的光線具有潛在的風險。暴露在光線照

射的時間越長，視覺受到損害的風險也越大。在本儀器最強光線

照射超過44分鐘之後，風險程度將超過安全指引的規定。

圖1：PSL	Classic的相對光譜輸出

數量 測值 2組限制 通過/未通過
2組

評注

Eir-cl 54.82	mW	cm-2	 100	mW	cm-2	 通過 -

LA-r 38.0	mW	sr-1	cm-2	 10	J	cm-2	 通過，有暴
露限制

暴露時間限
於44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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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全性

以下聲明為美國客戶準備，並參照美國聯邦食品藥監局《裂隙燈指引》。

由於肉眼長時間暴露在強光下，可能對網膜造成損傷，使用本儀器進行眼睛

檢查的時間不應沒有必要地延長，並且光度設置也不應超出目標結構所需的

清晰度。本儀器應与能夠消除紫外輻射（<	400	nm）的濾鏡，最好是与能

夠消除短波長藍光（<420	nm）的濾鏡一起使用。

網膜暴露於光化風險之下的量是光亮度和暴露時間的一個產物。如果光亮度

被降低一半，就需要兩倍的時間來達到最大的暴露限制。

儘管至今為止沒有證據證明裂隙燈會引起明顯的光輻射風險，我們建議把射

入病患眼內的光線強度限制在診斷所需的必要水平。嬰兒、晶狀體以及患有

眼疾者所受的風險較大。如果在過去24小時內接受了這一儀器或其它具有可

見光源的眼科儀器的檢查，所受的風險可能稍高些，受過網膜照相的眼睛尤

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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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儀器只能使用所述手動非浸泡式清潔。不要使用高壓蒸汽滅菌器或者浸泡

在洗滌劑中。在清潔前請保持電源處於切斷狀態。

a	用一塊乾淨、不脫落、有吸收性的，用水/清潔劑溶液（按體積計2%的清		

	 潔劑）或者水/异丙醇溶液（按體積計70%的异丙醇）浸濕的布料擦拭外

	 表面。避免接触光學表面。

b	確保不讓過多的溶液進入到儀器中。

	 謹慎使用，以確保布料未被溶液飽和。	

c	 表面必須使用一塊乾淨的不脫落的布料小心地擦乾。

d	安全地處置使用過的清潔材料。

7. 清潔和消毒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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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對凱樂便攜式裂隙燈采用下列環境條件的限制。

建議在運輸和儲存裂隙燈時使用製造商的原始包裝。

使用裂隙燈之前，應讓它有幾個小時自然地調節到環境室溫。

												當儀器在寒冷環境中儲存或運輸之後，這一點尤其重要。

因為這些情況可能會使光學元件產生嚴重的冷凝。

工作環境

+10°C	至	+35°C

30%	至	75%	相對濕度

運輸及儲存條件

運輸：-40°C	至	+70°C

儲存：-10°C	至	+55°C	

8. 運輸、儲存和工作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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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儀器的安全操作，應遵守下列規定	
											

	 	 		警告

•	如果產品已明顯損壞，請不要使用；定期檢查有無損壞跡象	

	 或錯誤使用的情況。

•	如果環境溫度、大氣壓力、和/或相對溫度不在此手冊所限定	

	 的範圍之内，切勿使用本儀器。	

•	在清潔儀器或基座之前，必須斷開電源線。

•	請僅按照此說明手冊描述的方法清潔儀器外部。

•	本產品不能在流體中浸泡。

•	任何修理和修改必須製造商技術服務中心的專業技工或由經	

	 過製造商訓練並授權的人員來完成。對於未經授權的修理	 	

	 所造成的損失和/或損壞，製造商拒絕承擔任何和所有責任；	

	 此外，任何此類行為將使保修單無效。	

•	如果本儀器受到撞擊（例如，意外摔落），光學設備或照明	

	 系統受到損壞，可能有必要將儀器返送給製造廠商修理。	

•	始終認真遵守安全規則以及在此公布的其他預防措施。	

•	本儀器僅供經過適當訓練和授權的衛生專業人士使用。

•	美國聯邦法律規定本儀器僅限於醫生或從業人員購買或訂購。

•	儀器的擁有者負責訓練人員，正確使用儀器。

•	路由電源線安全地減少了絆倒的危險和對用戶的損害。

•	確保儀器置於牢固的平面上。

•	不可在有可燃性氣體/液體的場合使用本儀器。

•	裂隙燈在連續使用後，燈泡可能很燙。在取下燈泡時應小心。

•	在取下燈泡之後，不可同時触摸燈泡接触點和病患。

•	僅可以使用凱樂電源1941-P-7778，否則將會導致設備故障。

9. 警告和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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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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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攜式裂隙燈照明體和放大光學器件
1.	 扳機

	 扳動並按住扳機將點亮燈光照明。雙擊（就像雙點擊電腦鼠標按鈕一樣）

	 將會點亮照明燈和固定目標。

2.		 棱鏡光學體

	 把一薄片（裂隙）光正交投向棱鏡面。

3.		 目鏡	–	屈光調節

	 順時針旋轉，取得一個	+	(加)	的設置，逆時針旋轉，取得一個	　	(減)	的設置。

4.		 目鏡	–	PD	調節

	 逆時針旋轉左目鏡及順時針旋轉右目鏡可增加PD值。順時針旋轉左目鏡

	 及逆時針旋轉右目鏡可減少PD值。

5.		 合成膠保護卷套

	 這些卷套可以超前卷起，更適合戴眼鏡者。

6.		 固定目標

	 為病患提供一個集中視力的光源。雙擊（就像雙點擊電腦鼠標按鈕一樣）

	 將會點亮照明燈和固定目標。

7.		 物鏡鏡片

	 這些鏡片齊平時外表面可放大10倍，儀器突出時放大16倍。

8.		 裂隙輪

	 旋轉裂隙輪，選擇0.15mm	(0.15),	0.5mm	(0.5),	0.8mm	(0.8),	1.6mm	(1.6)裂隙，

	 12mm	(O)圓圈，或	1mm		(	 	)	方框，作前房閃輝評定。）。

	 （括號中的字母与裂隙輪上的符號相同。）

9.		 濾鏡輪

	 旋轉濾鏡輪，選擇紅光（R.F）、藍光（B.F）、中性密度（N.D）或清晰過濾（O）。

	 （括號中的字母与濾鏡輪上的符號相同。）

10. 控制件和部件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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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攜式裂隙燈照明體和放大光學器件

10.		放大變動桿

	 變動桿推向右邊將把放大值設置為10倍，變動桿推向左邊將把放大值設置為16倍。

11.		另一個電源插座

	 除了透過基座充電器充電之外，儀器還能透過這一插座充電。

12.		充電LED
	 在正常充電時，黃色充電LED始終亮著，而在涓流充電時則出現閃爍。在為一個耗盡的電池	

	 充電或試圖為已充滿電的電池充電時，會出現涓流充電。

13.		電池狀態LED
	 當電池即將耗盡時，黃色LED閃爍。

14.		亮度調節輪

	 順時針旋轉該輪，增加照明燈的亮度。逆時針旋轉該輪，減少照明燈的亮度。

便攜式裂隙燈基座充電器
15.		凱樂12V電源插座

	 把電源線接入這一插座，並把裂隙燈燈體放入充電器，就能給儀器充電。	

16.		充電連接插針

	 連接裂隙燈燈體与充電器，就能給儀器充電。

17.		裂隙燈體凹座

	 在不使用裂隙燈時，可把裂隙燈燈體放入充電器。

18.		電纜槽

	 把電纜線放入最合適的槽內，保持儀器整潔。

19.		保護性的橡膠托座

	 能夠確保承受充電器的表面不會有划痕。

20.		充電安全特徵

	 說明：在裂隙燈燈體被放入充電器凹座之前，連接插針（16）沒有電流通過。

10. 控制件和部件名稱

倍。

始終亮著，而在涓流充電時則出現閃爍。在為一個耗盡的電池	

10

14

13

11 1216

17

19

18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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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	60320	TYPE	7	接頭

11. 使用說明

準備電源和底座

1.	除去遮板後把適當的電源插頭適配器連接到變壓器，

	 或如有必要，使用IEC	60320	type	7接頭（沒有附帶）。

2.		把輸出電源線連接到充電基座底部的插座。

3.	把便攜式裂隙燈放在充電器上，黃色LED燈將會亮起，

	 表明電池正在充電。為一個耗盡的電池充滿電一般需要2.5

	 個小時。

照明「開啟時間」	50分鐘

（充滿電以後使用最強光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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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使用說明

使用便攜式裂隙燈前的準備工作

1.		設定目鏡的瞳孔距离：緊緊握住目鏡，輕輕向內或向外旋轉棱	

	 鏡體來調節距离，直至雙目鏡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個完整的圓	

	 形圖像。

2.	逐個調節每個目鏡的屈光力。

	 把目鏡	調到最高+（加）設置並透過	

	 光學元	件觀看外圍聚焦標記，

	 慢慢地把目鏡	調向	-（減）設置，

	 直到聚焦標記清	晰地聚焦。

	 另一個目鏡重复以上步驟。

說明：戴眼鏡者可以選擇向前折疊橡膠

眼罩。

3.	使用放大變動桿把放大倍數設為10倍或16倍。

4.	旋轉裂隙輪和濾鏡輪，選擇您喜歡的裂隙寬度和濾鏡。

5.	如要設置裂隙的角度，可圍繞著中軸旋轉照明塔。

6.	緊緊抓住裂隙燈，扳動並按住扳機點亮燈光照明。

	 雙擊並按住扳機點亮照明燈和固定目標。

	 照明燈不會連續工作，兩分鐘之後會自動關閉。

    

說明：對於年紀很小的病人、怀抱嬰兒和

一些動物，有時候可能需要將便攜式裂隙

燈倒置使用。參見圖示。

外圍
聚焦標記

說明：下圖所示的方法可能

有助於穩定裂隙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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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使用說明

病患的準備工作
應該使病患盡量覺得舒服。並處於能夠方便地進行檢查的位置。

凱樂便攜式裂隙燈根據左、右手操作原理設計。

用您主要的手握住裂隙燈，同時按動扳機開關。

為了提高穩定性，尤其是放大倍數較高時的穩定性，

可以把另一只手作為裂隙燈燈體和病患之間的「橋梁」。

和其它裂隙燈檢查程序一樣，可能有必要提起病患的眼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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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解決問題

問題 解決方法

沒有照明，或照明度很低。

檢查儀器是否完全充電。

檢查濾鏡和裂隙的位置，確保它們設置正確。

檢查燈泡，必要時予以更換。

裂隙出現傾斜。 檢查裂隙片的位置。它可能沒有處於正確的裂隙位置。

圓圈不完美或偏移。 檢查裂隙片和濾鏡片的位置。它們可能沒有處於正確的裂隙位置。

聚焦差。 檢查目鏡的屈光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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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3. 更換燈泡

												警告：裂隙燈在連續使用後，燈泡可能很燙。

在取下燈泡時應小心。

燈泡的預期使用壽命較長，約為2,000個小時。

更換燈泡前務必切斷電源。

如在使用裂隙燈之後更換燈泡，應讓它自然冷卻5分鐘。

這是更換燈泡的方法

1.	逆時針旋轉，擰鬆黑色塑料燈罩。

2.	取下舊燈泡。如在使用裂隙燈之後更換燈泡，

	 應讓它自然冷卻5分鐘。

3.		插入新燈泡，確保豁口朝上，如圖所示。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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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檢查以前是否受到損壞或有灰塵積聚。

小心地保持物鏡和目鏡鏡片清潔。

按照第8節「清潔說明」的說明進行日常清潔。

如果儀器受到任何篡改或沒有進行日常維護或未按照製造商說明

進行維護，製造商拒絕承擔任何和所有責任和保修責任。

													

														注意事項

應定期清潔並維護凱樂裂隙燈。

必須由凱樂有限公司或經過適當訓練和授權的經銷商進行所有維

修或修理。

該儀器中沒有可由用戶自行維修的零部件。經過授權的凱樂服務

中心或者凱樂專業訓練的服務人員可以索取維修手冊。

14. 儀器的日常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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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規格和電氣額定功率

指引和製造商聲明	─	電磁抗擾性

凱樂便攜式裂隙燈適合在下述指定的電磁環境下使用。顧客和用戶應該確保它在這樣的環境下工作。

抗擾性測試 IEC	60601	測試水平 合規水平 電磁環境	─	指引

靜電放電(ESD)。
IEC	6100-4-2

±	6	kV接触

±	8	kV空氣

±	6	kV接触

±	8	kV空氣

地面應當是木質的、水泥或瓷磚。如果地面被
合成材料覆蓋，相對濕度至少應為30%。

電快速順瞬變/脈沖
群。IEC	61000-4-4

±	2	kV用於供電線路
±	1	kV用於輸入/輸出線路

±	2	kV用於供電線路
±	1	kV用於輸入/輸出線路

電源品質應該是典型的商業環境或者醫院環境
的電源品質。

電涌。
IEC	61000-4-5

±	1	kV線到線
±	1	kV線用於輸入/輸出線

±	1	kV	線到線
±	1	kV線用於輸入/輸出線

電源品質應該是典型的商業環境或者醫院環境
的電源品質。

電源輸入線上的電壓
驟降、短暫中斷和電
壓變化。
IEC	61000-4-11

<5%	UT	(UT	降低>	95%)

40%	UT

(UT	降低60%)，5個循環周期

70%	UT	
(UT	降低30%)，25個循環周期

<5%	UT

(UT	降低>95%)，5秒

<5%	UT	(UT	降低>	95%)

40%	UT

(UT	降低60%)，5個循環周期

70%	UT	
(UT	降低30%)，25個循環周期

<5%	UT

(UT	降低>95%)，5秒

電源品質應該是典型的商業環境或者醫院環境
的電源品質。如果用戶需要在電源主線中斷的
過程中持續操作凱樂便攜式裂隙燈，建議該儀
器從一個不間斷的電源供電。

電源頻率	(50/60	Hz)	
磁場。
IEC	61000-4-8

3	A/m 3A/m 電電源頻率磁場應該具有典型的商業環境或者
醫院環境中典型的地點的特定水平。

注：UT是在應用測試電平前的交流電電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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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樂便攜式裂隙燈是一种醫學電子儀器。這种儀器在電磁兼容性（EMC）方面需要特殊的護理。本部分描述了該儀器在

電磁兼容性方面的適用性。在安裝或者使用該儀器時，請仔細閱讀並注意本手冊中描述的內容。

1.		便攜式或移動式無線電頻率通信設備可能對該儀器產生不良的影響，導致故障。

15. 規格和電氣額定功率

指引和製造商聲明─電磁輻射

凱樂便攜式裂隙燈適合在下述指定的電磁環境下使用。顧客和用戶應該確保它在這樣的環境下工作。

輻射測試 合規性 電磁環境	─	指引

射頻輻射
CISPR	11

1組 凱樂便攜式裂隙燈使用的射頻能量僅用於其內部功能。因此，
它的射頻輻射很低並且不會對附近的電子設備產生任何干擾。

射頻輻射
CISPR	11

A級 凱樂便攜式裂隙燈適合於除家庭和直接与公共低壓電源網相連
接給家庭建筑物提供電力的機構以外的所有機構中使用。

諧波輻射
IEC	61000-3-2

A級

電壓波動/
閃爍輻射
IEC	61000-3-3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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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規格和電氣額定功率

指引和製造商聲明	─	電磁抗擾性

凱樂便攜式裂隙燈適合在下述指定的電磁環境下使用。顧客和用戶應該確保它在這樣的環境下工作。

抗擾性測試 IEC	60601測試水平 合規水平 電磁環境	─	指引

傳導射頻		
IEC	61000-4-6

輻射射頻
IEC	61000-4-3

3	Vrms

3	V/m

80MHz至2.5GHz

3	V

3	V/m

便攜式和移動射頻通信設備應在遠离凱樂便攜式裂隙燈任何部
分（包括纜線）的情況下使用，該距离應該大於適用於發射器
頻率的公式計算出的推荐間距。

推荐的間距
d	=	1.2	√	p	

d	=	1.2	√	p		80MHz至800	MHz

d	=	2.3	√	p		800MHz至2.5GHz

根據發射器製造商的說明，其中p是以瓦特（W）單位的發射
器最大輸出額定功率，d是以公尺（m）為單位的推荐間距。

透過電磁現場測量¹	確定的來自固定射頻發射器的場強度應小
於每個頻率範圍²	內的合規水平。

在具有以下標志的設備附近可能出現干擾：

注	1	 在80MHz和800MHz，最高的頻率範圍適用。
注	2	 這些準則可能不適用於所有的情況。電磁傳播可能受到來自結構、物體和人體的吸收和反射的影響。

¹	 來自於固定發射器的場強度理論上不能被準確地預測，例如基站（蜂窩式/無繩）電話以及陸地移動無線電台、業余無線電台、AM和FM無線廣播和電	 	
	 視廣播等。為了評估固定射頻發射器導致的電磁環境，應該考慮電磁現場測量。如果測得使用凱樂便攜式裂隙燈的地點的場強度超出以上適用的射頻合	
	 規水平，應檢查該凱樂便攜式裂隙燈以核實正常操作。如果發現异常表現，可能有必要進行其他的測量，例如重新定位或者重新放置凱樂便攜式裂隙燈。

²				如超過150kHz	到	80	MHz頻率範圍，場強度應該少於3	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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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規格和電氣額定功率

便攜式和移動射頻通信設備与凱樂便攜式裂隙燈的推荐間距。

凱樂便攜式裂隙燈適合在射頻輻射干擾受到控制的電磁環境中使用。顧客或者用戶可以根據通信設備的最大輸出功率，透過保持便
攜式和移動射頻通信設備（發射器）与凱樂便攜式裂隙燈的以下推荐間距來幫助防止電磁干擾。

發射器的額定最大輸
出功率

W

根據發射器的頻率計算的間距
m

50	kHz至80MHz	

d	=	1.2√	p

80MHz至800MHz

d	=	1.2√	p

800MHz至2.5GHz

d	=	2.3√	p

0.01 0.12 0.12 0.23

0.01 0.37 0.37 0.74

1 1.2 1.2 2.3

10 3.7 3.7 7.4

100 12 12 23

對於最大額定輸出功率沒有在上面列出的發射器，可使用適用於發射器頻率的公式得到以公尺（m）為單位的推荐間距d，
其中p是根據發射器製造商的以瓦特（W）為單位的最大額定輸出功率。

注	1	 在80MHz和800MHz時，較高頻率的間距適用。

注	2	 這些準則可能不適用於所有的情況。電磁傳播可能受到來自結構、物體和人的吸收和反射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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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技術規格

生物顯微鏡

類型	 	 雙目手持生物顯微鏡裂隙燈

光學器件		 會聚雙目鏡，角度	13˚

放大	 		 10倍及	16倍，變換柄

10倍時物鏡鏡片工作距离	 100mm

16倍時物鏡鏡片工作距离	 80mm

10倍視域	 16mm

16倍時視域	 10.5mm

PD範圍	 	 50mm至72mm

目鏡屈光調節範圍	 +/-	7屈光度

尺寸：		 手持器件	 238	x	116	x	210	mm
	 基座	 205	x	138	x	40	mm

重量：		 手持器件	 ~900g
	 基座	 30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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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技術規格

裂隙和過濾系統

裂隙類型		 旋轉裂隙輪選擇，裂隙燈

裂隙長度	 12mm

裂隙寬度	 0.15mm,	0.5mm,	0.8mm和	1.6mm	裂隙；	12mm	圓和	1mm	方框

濾鏡	 無紅光、藍光、中性密度0.8和清晰過濾

紅外線保護	 內置紅外線阻止濾鏡

裂隙角度	 +/-	60˚

照明控制	 低到高亮度持續可變

供電

供電器	 轉換模式	(110V	–	240V)	+/-	10%	多插頭，符合	EN	60601-1
	 EN	61000-6-2,	EN	61000-6-3等標準

電力輸出	 30VA	(12V	DC	2.5A

合規性 電器安全	(醫療)	BS	EN	60601-1:2006	
	 電磁兼容性	EN	60601-1-2:2007
	 眼科儀器	-	基本要求和測試方法	ISO	15004-1:2006
	 眼科儀器	-	光輻射風險	ISO	15004-2: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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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附配件

附配件 

鋁製攜帶箱 部件編號3010-P-7000

測試棒 部件編號EP39-70737

供電	 部件編號1941-P-7778

合成膠保護卷套	 部件編號3010-P-7004

	 	

耗材

裂隙燈 6V	15W 燈泡 部件編號 1030-P-7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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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聯係，包裝及處置資訊

製造商製造商

凱樂有限公司

Keeler Limited 
Clewer Hill Road
Windsor
Berkshire
SL4 4AA

免費電話： 0800 521251
電話： +44 (0) 1753 857177
傳真：+44 (0) 1753 827145

美國銷售公司

凱樂美國

Keeler USA
456 Parkway
Broomall
PA 19008
USA

免費電話： 1 800 523 5620
電話：1 610 353 4350
傳真：1 610 353 7814

3010-P-7001		發行號G

舊電子和電器產品的處置	

（適用於歐盟和使用不同收集系統的其他歐洲國家）

儀器或包裝物上和使用說明中的這一符號表明該產品於

2005年8月之後投入市場，並且該儀器不應作為家用垃圾來

處理。

為了減少WEEE（廢電子電器設備）的環境影響並且使進入垃圾場

的WEEE的體積最小化，我們鼓勵該設備在產品壽命終期予以回收

和再利用。

如果您還需要關於回收品重新使用和再利用的更多資訊，請撥打

01691	676124	（+44	1691	676124）聯係B2B	Compli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