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全使用说明

•	 使用产品之前，请务必阅读本用户手册。
•	 使用产品时，请遵守本用户手册中记载的内容。
	 产品固有的注意事项有时可能记载在随附的其他用户手册中。使
用产品时，也请遵守该内容。

•	 请妥善保管本用户手册，以便需要时能立即查阅。
•	 本用户手册的内容是制作当时的内容。
	 咨询窗口、住址、电话号码、主页内容及网址可能发生变更。敬
请事先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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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的含义
本用户手册记载了安全使用产品的项目（如下所示）。

表示未遵守记载内容时，会带来的影响程度。

警告 表示可能引起死亡或人身伤害及物品损坏的情况。

伤害及事故防止的禁止事项采用以下标记。

一般禁止.
禁止该行为。

伤害及事故防止的注意事项采用以下标记。

表示使用者必须按照指示
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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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	请将本产品安装在电源插座附近，以方便电源线的插拔（使用
电池组时除外）。
如果安装在远离电源插头的场所，当发生冒烟、异味、异响，或机
器发烫，手不能碰触等时，可能会无法立即拔下电源线的插头。

●	出现冒烟、异味、异响，或机器发烫，手不能
碰触时，请立即切断本机电源，从插座拔下电
源线的插头。

	 如果安装了电池组，请确认安全后再取下。
如果继续使用，可能会导致火灾、烧伤、触电。

●	如果在碰触本产品时有明显的触电感，请立即切断电源，将电
源线的插头从插座上拔下。

	 如果安装了电池组，请确认安全后再取下。
如果继续使用，可能会导致触电、受伤、火灾。

●	如果本产品出现变形或裂缝等破损，请立即切断电源，将电源
线的插头从插座上拔下。

	 如果安装了电池组，请确认安全后再取下。
如果继续使用，可能会导致触电、受伤、火灾。

安全警告事项

主机使用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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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	将电源线的插头从插座上拔下时，请勿拉扯线
缆。
如果电源线破损，可能会导致火灾或触电。

●	请勿在打雷时碰触本机或与本机连接的线缆	
（电源线、AC适配器、USB线缆等）。此
外，请勿进行设备的连接或拆除。
否则可能因雷击导致触电。

●	请将塑料袋等包装材料保管于儿童（尤其是婴幼儿）无法接触
到的安全场所。
否则可能导致窒息事故等。

●	请勿将本机放置在容易掉落或翻倒的不平稳场所。
否则机器可能掉落、翻倒，从而导致受伤。

●	请勿改造、分解本机。
否则会导致触电、冒烟、着火。

●	请勿将本产品投入火中、进行加热，或造成接头短路。
否则会导致发热、着火，破裂。

●	请勿将以下异物放入本产品内部。
•.金属物
•.水等液体
•.易燃烧的物质
•.药品
否则会使线路短路，从而导致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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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	请勿阻塞装置的通风孔（散热孔）
内部热量积聚可能会导致冒烟、着火。

●	请勿在以下场所使用、保管本产品。
•.浴室等湿度高的场所
•.烹饪台或加湿器旁等水、湿气、蒸汽、灰尘、
油烟等多的场所
否则会导致触电。如果本产品侵入液体，请切断
电源，并致电“联系我们”进行咨询。即使看上
去干燥，本机内部也可能会有残留水分。

●	本机在使用时、刚使用完后以及电池组充电期间，均可能会温
度升高，敬请注意。
尤其在主机底面、主机背面的连接器、液晶显示屏的周围、键盘的
按键、固定线缆的螺丝、散热口、AC适配器的表面、PC卡、PC
插槽、CF卡的周围、电池组及电池组周围等，有时温度会升高，
从而可能导致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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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警告
●	请小心不要在安装或移动本产品时夹住手指或身体的任何其他
部位。
如果在安装或移动本产品时不慎将手指夹在地板或墙壁与本产品
间，您可能会受伤。

●	移动较重的本产品时，请弯曲膝盖、平衡身体，并将本产品尽
可能靠近身体以便将其抬起。
如果抬起较重的本产品时未如上操作，可能会导致后腰受伤。请
注意，重型或大型本产品必须至少由两人抬起。

●	本产品并非为24小时以上连续使用而设计。敬请注意。
请从故障、安全的角度注意。

●	请注意通风孔（散热孔）送出的风。
通风孔（散热孔）排出的温度比室温高。长时间对着通风孔（散热
孔）送出的风，可能导致低温烧伤，请肌肤敏感的用户特别注意。

●	请勿在液晶显示屏处于关闭状态时使用。
否则内部温度变高，会导致故障、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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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	请勿放在膝盖上长时间使用。
本机在使用过程中底面会变热，有可能导致低温烧伤。
低温烧伤是指发热体长时间一直接触固定部位时，肌肉易发生红
斑、水泡等症状。肌肤敏感的用户请特别注意。

●	根据使用的软件，掌托部位（支撑手的部分）或键盘的按键有
时会感觉发热。
长时间进行键盘操作时，可能会导致低温烧伤，因此肌肤敏感的
用户请特别注意。

●	在蓝光光盘驱动器托盘弹出的状态下使用时，请务必注意。即
使不按蓝光光盘驱动器托盘的弹出按钮，有时也会因软件的运
行等而弹出，敬请注意。
如果强烈碰撞或不慎身体部位勾住蓝光光盘驱动器的托盘，会导
致受伤或破损。

●	请切勿分解蓝光光盘驱动器。
否则会导致故障、发热、破损、触电。

●	请勿直接目视蓝光光盘驱动器等的激光光源。
否则可能导致眼睛疼痛等视力障碍。

●	请勿将随附的CD-ROM.	 DVD-ROM光盘用于不支持CD-
ROM.	DVD-ROM的播放器。
否则有可能因音量过大而导致听力受损，或损坏扬声器及CD-
ROM・DVD-ROM光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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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警告
●	请勿用尖头物品划伤液晶显示屏表面。
●	请勿用力按压液晶显示屏表面及外框部分。
●	请勿吞服液晶显示屏内部的液体。此外，请
勿碰触内部的液体。
若由于液晶显示屏破损而吞服了内部液体时，
请立即漱口。另外，附着到皮肤或进入眼睛
时，请立即用水冲洗15分钟以上，并及时从
医就诊。

●	操作时，请注意液晶显示屏的玻璃。
液晶显示屏由玻璃制成。有时会因操作不当导致玻璃破碎。请注
意以下事项。
•.请慢慢开关本机，以免撞击液晶显示屏。
•.请勿强行打开本机，以免液晶显示屏破损。
•.请勿敲打、用力按压液晶显示屏。
•.请勿将物体夹在液晶显示屏和键盘之间。

●	请勿注视激光鼠标底面中央的孔。
由于激光从底面中央的孔透出，如果注视底面中央的孔，可能会
导致眼睛疼痛等视力障碍。
若要了解激光鼠标是否正常运作，请移动鼠标进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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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警告
●	请使用AC220V(50Hz)电源。
如果在不同电压下使用本产品，将导致触电、.
冒烟或火灾。

●	使用电源线、AC适配器时，请遵守以下事项。
•.不使其掉落或受到撞击
•.不在弯折或捆扎状态下使用
•.不强行弯曲根部
•.不搁置重物
•.不用布等包裹
•.不在室外使用
•.不在会溅到水等液体的场所使用
否则会导致冒烟、起火、火灾或触电。

●	请勿使用破损的电源线。
电源线破损时，请勿用胶带等进行修复和使
用。否则修复部分过热，会导致火灾或触电。

●	如果AC适配器本体或连接线缆已变形、破裂
或损伤，请勿使用。
否则会导致冒烟、着火、火灾、触电或烧伤。

●	请勿将电源线或连接线缆缠绕在AC适配器的
本体上。
否则电源线或连接线缆的线芯可能会露出或断
掉，从而导致冒烟、着火、火灾、触电或烧伤。

●	搬运电源线和AC适配器时，请按图中所示，
将电源线正确捆扎。
否则如果不捆扎电源线直接搬运，会导致电源
线破损、冒烟、着火、火灾、触电或烧伤。

电源、电源线、AC适配器使用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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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	请勿在电源线、AC适配器的插头积满灰尘的状态下使用本机。
如果在电源线、AC适配器的插头积满灰尘时直接使用本机，插头
的插脚之间会放电，从而导致火灾。

●	请使用本产品随附的电源线，并将插头直接插入墙壁或地板上
设置的额定220V插座中。此外，本产品随附的电源线不能用
于其他设备。
不得不使用延长线缆等时，用户需负责在额定范围内使用双重绝
缘（双重覆盖）的物体，并充分注意以下事项。
•.不使其掉落或受到撞击
•.不在弯折的状态下使用
•.不强行弯曲根部
•.不搁置重物
•.不用布等包裹
•.不在室外使用
•.不在会溅到水等液体的场所使用
•.不使用破损的线缆
•.不在插头积满灰尘时使用
•.牢牢地插入底部
•.将插头正确地插入插座
•.从插座上拔下插头时，务必握住插头端部
•.切勿用湿手碰触
•.切勿使用钉子、卡钉等连接
延长线缆可能会导致冒烟、着火、火灾、触电，因此请务必注意。

●	请勿使用多头插座。
如果从一个插座上引出多条电源线，将使插座
过热，从而导致火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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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	请使用指定的AC适配器，切勿分解、改造AC适配器。
如果使用非指定的AC适配器，或分解、改造后再使用，将导致触
电、冒烟、着火。

●	连接电源线、AC适配器等时，请遵守以下事项。
•.按正确的方向连接插入部位
•.将电源线与AC适配器连接时，请将插头牢牢地插入到底
•.将插头端正确地插入插座
•.从插座上拔下时，务必握住插头端
否则会导致冒烟、起火、火灾或触电。

●	长时间不使用时，请拔下电源插头。
否则会因绝缘性能降低而导致漏电火灾。

●	有关AC电源适配器和计算机的连接部分（DC接口部分），请
遵守以下事项。
•.请勿扭曲或对连接部施力
•.搬运、移动时解除连接
•.不损伤连接线
否则可能导致冒烟、着火、烧伤。
此外，有时也可能因故障等造成过热，接触连接部分时请务必注
意。

●	连接电源线、AC适配器等，使用主机时，请尽量不碰触AC适
配器。
否则会导致烧伤。
尤其在电池组充电期间，AC适配器的温度有时会升高，敬请注
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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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	请勿用湿手碰触。
将电源线插头连接到插座时，如果用湿手碰触主机或AC适配器，
会导致触电。

●	将电源线插头连接到插座，或已装有电池时，请勿取下主机及
存储器的外盖。
否则会导致触电。

●	进行保养之前，请务必切断本机及周边设备的电源，将电源线
插头从插座上拔下并取出电池。
如果不切断电源就进行保养，会导致触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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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	请勿对电池组使用非指定的方法充电。
请按用户手册中记载的指定方法充电。如果使用非指定的方法充
电，有可能导致发热、着火、破裂。

●	请勿分解、改造电池组。
如果分解、改造电池组，有可能导致发热、着火、破裂。如果使用非
本公司指定的电池组或经过分解、改造的电池组（经过本公司修理的
除外），则确保安全的检查和控制功能可能无法正常运行。
非本公司指定的电池组或经过分解、改造的电池组不属于品质、性
能、安全性的保障对象。

●	请勿将电池组投入火中，靠近火源，进行加热，或放置在高温
状态下。
如果投入火中，靠近火源，进行加热（包括微波炉等），或放置
在高温状态下，均有可能导致发热、着火、破裂。

●	请勿使电池组受到撞击，如掉落、碰撞，用尖
头的物品用力按，施加强压等。
在装在主机中的状态下或由于整个装置的掉落等
撞击造成电池组内的电池或电路板的损伤，均有
可能导致发热、着火、破裂。若电池组受到撞
击，或外观有明显变形或破损时，请停止使用。

●	请勿使电池组的金属接口短路，或被水、咖啡、果汁等液体弄
湿。
否则会导致着火或因漏电而引起触电。

电池组使用警告

使用非指定的方法及利用环境以外的方法使用电池组时，有可能导致发热、着火、
破裂等故障，甚至可能导致人身事故，因此请充分注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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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充满电，也只能驱动规格的3成以下的电池组。

为保护宝贵的资源，请勿废弃电池组等不需要的可充电电池，而是将其进行循
环利用。

	警告
●	电池的驱动时间变短时，请更换新的原装电池组。
电池组为消耗品。使用时间变短的电池组，有可能内部使用的电池
的消耗程度发生了变化。如果继续使用消耗程度发生了变化的电池
组，有可能发生故障。电池使用时间变短时※，请更换为本公司指
定的新的电池组。详情请致电“联系我们”进行咨询。

●	请确认您所使用的AC适配器是所用电脑的原装AC适配器。
若使用非原装AC适配器，电池组则可能会发热、着火、破裂。请
务必使用原装AC适配器。

●	请尽量将电池组保管在阴凉避光且湿度低的场所。并且，请保
管在儿童无法接触到的场所。
长期保管电池组时，为防止过放电，请按半年一次的频率，每次
充电50%左右。另外，保管时，为了避免接口发生短路，请将电
池组装入塑料袋等内，然后放入纸板箱等绝缘的箱中，且勿与其
他电池组重叠。

●	安装/取下电池组时，请小心不要夹住手指。
否则会导致受伤。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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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	请将电池保管于儿童（尤其是婴幼儿）无法接触到的场所。
由于电池内部含有有害物质，因此如果误吞入或舔食，均会有危
险。如果吞食，请立即从医就诊。

●	请勿使电池短路，进行加热，或投入火中。
如果电池发生短路、进行加热或投入火中，则电池会发热、破裂，
从而导致受伤或火灾。如果电池内部液体进入眼睛或接触了液体，
请用水充分冲洗之后，立即从医就诊。

电池使用警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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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	请务必使用指定的电池，按(＋)、(－)方向正确装入。
如果使用了非指定的电池，或电池未正确装入，会使电池破裂，
从而导致受伤或火灾。此外，用完的电池请立即从设备中取出。

●	请勿将电池充电，或直接进行焊锡。
如果进行充电或直接焊锡，会使电池破裂，从而导致受伤或火灾。

●	请勿分解电池。
否则可能导致有害物质溢出，对人体造成不良影响。

●	请避免将电池保管在阳光直射、高温、湿度高的场所。
否则会导致漏液。并且可能降低电池性能和减少寿命。

●	电池内部漏液时，请勿碰触液体。
否则可能烧伤。如果碰触了液体，请用水充分冲洗后，立即从医
就诊。

●	请勿使用不同种类的电池，或新旧电池混用。
否则会发生漏液、破裂等，从而导致烧伤、受伤。

●	请将干电池用透明胶带将＋极和－极绝缘后，按当地政府的规
定指示进行废弃。
如果未经绝缘直接废弃，会导致冒烟、着火。

●	用户请勿自行更换本机内部的锂电池。
	 此外，因某些理由需要废弃锂电池时，请用透明胶带将＋极
和－极进行绝缘后，按当地政府的规定指示进行废弃。
如果用户自行更换，会导致故障、冒烟或着火。如果未经绝缘直接
废弃，会导致冒烟、着火。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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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	如果用户安装了嵌入式心脏起搏器，请将本产品远离起搏器
30cm以上使用。
否则可能受到电波的影响。

●	在可能与其他人靠近或近距离接触的场所，
请切断本产品的电源，或关闭无线LAN等无
线功能。
这是因为可能会靠近使用了心脏起搏器或助听
器等医疗设备的用户，需要防止因不小心而给
他们的仪器造成影响。

●	在医疗机构禁止使用本产品的区域，请切断本产品的电源，或
关闭无线LAN等无线功能。

	 另外，即使在医疗机构允许使用本产品的区域，当附近有医疗
设备在使用时，请切断本产品的电源，或关闭无线LAN等无线
功能。
否则可能对医疗设备产生影响，从而导致事故。有关详细内容，
请向各医疗机构咨询。

●	目前各航空公司根据飞机的飞行状态，禁止在机内使用无线设
备、电子设备等，本产品也属于其中之一。请在机内切断本产
品的电源，或关闭无线LAN等无线功能。
否则有可能对电子设备产生影响，从而导致事故。有关详细内容，
请向各航空公司咨询。

无线功能使用警告

使用无线功能时，请务必一并阅览随附用户手册中的各无线功能使用注意事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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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	在使用本产品的无线功能过程中，如果对其他设备产生了电波
干扰，请立刻关闭无线功能，或停止使用本产品。
否则有可能对设备产生影响，使运行出错，从而导致事故。

●	对于佩戴了助听器的用户，使用本产品可能会引起助听器噪音
等，因此请在使用前进行确认。
否则可能对听力产生不良影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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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	请根据用户手册中记载的步骤正确安装周围设备。
如果未正确安装，会导致冒烟、着火。

●	安装／拆卸周围设备时，尤其是将手放入主机内部时，请注意
不要夹住、碰撞、切割到手指。
否则会导致受伤。

●	安装/拆卸增设的RAM板时，请注意不要夹住、碰撞或切割到
手指。
否则会导致受伤。

●	在刚刚使用完电脑后打开本机外盖，安装或拆卸周围设备时，
请勿碰触CPU或CPU的周围，以及散热器（散热板）。
由于CPU、CPU的周围及散热器（散热板）变得很热，如果用手
碰触，可能会烫伤。建议切断电源后，搁置30分钟以上。

●	安装/拆卸本电脑的增设RAM板时，请勿直接用手碰触板上的
部件或金属部位。
由于板上的部件、金属部位变得很热，如果用手碰触，可能会烫
伤。

周围设备使用警告

2

	警告
●	请勿使用易燃空气吹灰器清洁本产品。
否则可能会导致起火或火灾。

关于清洁本产品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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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	请勿长时间注视显示器。
如果长时间注视显示器等，可能造成眼睛疲劳，视力下降。如果
因持续注视显示器等画面，导致身体部分疼痛或不适时，请立即
停止使用本机，进行休息。
若休息后疼痛或不适感仍无法消除，请立即从医就诊。

●	请勿长时间使用键盘、NX	PAD及鼠标。
如果长时间使用键盘、NX.PAD及鼠标，可能导致手臂及手腕疼
痛。如果在使用键盘、NX.PAD及鼠标的过程中，身体部分疼痛
或不适，请立即停止使用本机，进行休息。
若休息后疼痛或不适感仍无法消除，请立即从医就诊。

●	使用耳机或耳麦时，请注意音量不要过大。
如果长时间在大音量状态下使用，可能对听力产生不良影响。

●	在佩戴了耳机或耳麦的状态下，请勿进行插头的插拔、本机电
源的开／关、省电状态／还原等操作。
否则可能对听力产生不良影响。

健康警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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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保护注意事项

■	本机的使用注意事项

●	请勿在以下场所使用/保管本机。
否则可能导致运行出错或故障。
灰尘多的地方/会受到撞击或振动的地方/不平稳的地方/暖气设备附近/带磁
性物体（电风扇或大型扬声器、热风式暖炉等）的附近/长时间阳光直射的
地方/有掉落可能的地方/电视机、收音机、无线电话等的附近/热气笼罩的
地方/水分或湿气多的地方/夏天封闭的汽车内

●	请在以下环境中使用。
台式电脑的情况下，温度10℃～35℃、湿度20％～80％（应无结露）
笔记本电脑的情况下，温度5℃～35℃、湿度20％～80％（应无结露）

●	使用本机时，请注意以下事项。
●.请在平坦且具有足够强度的地方使用，以免掉落或碰撞。
●.请勿在结露状态下使用。如果从寒冷的场所突然搬入温暖的场所，有可能
会附着水滴（结露），从而导致运行出错、发生故障。

●.请勿在本机上放置物品。此外，请勿用文件或布等阻塞通风孔（散热孔）。
●.请定期清除本机灰尘等。如果因灰尘等造成通风孔（散热孔）网眼阻塞，
将会使主机内的空气流通受阻，从而导致本机故障或功能下降。

●.请勿在本机旁进食或吸烟。
●.请勿改造本机。否则有可能不属于本公司的保障及服务对象。
●.请勿用尖头物品划伤本机。尤其是如果划伤了指纹传感器，会导致故障或
核对精度下降。

●.在DVD及CD等磁盘中记录数据时，请勿振动或撞击本机。
●.请注意静电。本机可能因静电导致故障、破损。在碰触本机前，请先用手
碰触身边的铝窗或门把手等金属，去除身上的静电。

●	移动本机时，请务必切断电源，将电源线、AC适配器的插头从插座
上拔下。
进行运输时，请使用搬运箱或购买时的包装箱。

●	移动本机时，请取出DVD及CD等磁盘。
否则会导致本机故障，或损坏DVD及CD等磁盘。

●	长时间不使用本机时，请将电源线、AC适配器的插头从插座上拔下。
如果电源线或AC适配器连接到插座，即使关闭了电脑的电源开关，电脑中
仍存在电流。
如果长时间不使用本产品，为了安全起见，请将电源线的插头从插座上拔
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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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盘的使用注意事项

●	请勿在振动或不平稳的场所使用。

●	请勿在打开电源的状态下移动本机。

●	请务必注意不要在本机的硬盘运行时撞击或振动本机器。
如果在硬盘运行时从外部进行强烈撞击，不仅可能会丢失数据，还会导致
硬盘故障。

●	请务必注意不要在本机的硬盘运行时切断电源或重新启动。
如果在硬盘运行时切断电源或重新启动，可能会导致硬盘故障。

●	拆卸与本机器连接的周围设备时，请务必握住连接线缆的插头部分将
其拔出。另外，拔下插头时，请勿用力或拉扯。
如果拉扯线缆或强行拔下插头，可能会导致故障。

●	请整理线缆部分。
如果不预先整理线缆，可能会被绊到或勾到，从而导致本机故障。

●	如果在本机的液晶显示屏上显示画面，液晶显示屏的周围部分可能会
变热。
这是由显示时的电源热量所引起，并非故障或异常现象。如果关闭本机电
源，则显示用电源被切断，温度会下降。
使用笔记本电脑时，如果关闭液晶显示屏，则显示用电源被切断，温度会
下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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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数据备份

●	什么叫备份
将电脑中保存的数据复制（拷贝）到DVD及CD等磁盘/软盘/移动硬盘等叫做“备
份”。
如果因购买的电脑发生故障，导致制作的数据丢失，则无法还原该数据。
为防万一，请定期进行数据备份，保护重要数据。

●	备份时间
对于重要数据，建议每次制作或更新时均进行备份。另外，也可规定时间或星期几，
定期进行备份。

■	关于用户制作数据的保存
用户制作的数据（图像数据、影像数据、文件数据等）、程序或设定内容保存在存
储装置（硬盘等）中时，请用户自己负责进行备份。建议用户平时经常将已制作的
数据等进行备份。
由于本商品故障及运行出错或备份方法等造成存储装置中的存储内容消失，或备份
数据无法使用等损失，本公司概不负责，敬请谅解。

■	关于电脑病毒的预防

●	什么是电脑病毒
电脑病毒是指对电脑运行产生不良影响的不当程序，可能会通过因特网或电子邮件
感染。如果感染了电脑病毒，不仅已感染的电脑程序及数据会遭到破坏，还有可能
成为其他电脑的感染源。
部分型号附有电脑病毒预防及清除的软件，建议定期进行检查。
另外，为应对不断增加的病毒，需要更新“病毒定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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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DVD、CD、蓝光光盘等的使用注意事项

●	使用DVD、CD及蓝光光盘等磁盘时，请注意以下事项。
●.请勿用手碰触数据面（未印有文字的一面）。
●.请勿在磁盘上粘贴标签，或划伤磁盘。
●.在磁盘上写字时，请写在磁盘的印刷面（圆纸说明面）。请避免使用圆珠
笔或铅笔等尖头物品，而使用签字笔等笔尖柔软的油性笔记用品手写，或
使用支持喷墨打印机的磁盘，用喷墨打印机直接打印。

●.请勿在上面搁置重物、使其弯曲或掉落。
●.请勿使用脏污的DVD、CD及蓝光光盘等磁盘。
●.磁盘被弄脏时，请用软布由内向外擦拭。
●.清洁时请使用CD专用喷剂。
●.请勿用汽油、稀释剂等擦拭。
●.请避免在垃圾及灰尘多的场所使用。
●.不使用时请存放进收藏箱中。
●.请勿保管于阳光直射或高温的场所。



25

1

■	储存卡的使用注意事项

●	使用储存卡时，请注意以下事项。

	 关于使用
●.使用前请先仔细参阅储存卡中所附的说明书。
●.为防止因静电引起故障，请于放电后再使用储存卡。
●.小型储存卡等需要使用适配器，因此请务必安装适配器。
●.请确认方向后安装储存卡。
●.请勿将不支持的储存卡插入储存卡插槽中。
●.请勿在储存卡的读取/写入期间将其从主机及周围设备的储存卡插槽中取
出。

●.请勿碰触储存卡及储存卡插槽的金属接口部分。
●.请勿使用背面使用了导电性（通电的性质）金属的SD储存卡、SDHC储
存卡及SDXC储存卡、多媒体卡及转换适配器。

●.对于脏污的储存卡，请在清除脏污后，再将其安装到周围设备的储存卡插
槽中。

	 关于操作
●.请勿分解。
●.请勿在上面搁置重物，或将其弯曲。
●.请勿将溶剂类、饮料等靠近。
●.请勿用别针等将其夹住，或将其扔投、摔落。
●.请避免在垃圾及灰尘多的场所使用。

	 关于保管
●.不使用时请存放进收藏箱中。
●.请将储存卡、适配器及安装在储存卡插槽中的防尘待机卡等保管于儿童
（尤其是婴幼儿）无法接触到的安全场所，以免被误吞服。

●.请不要放置在阳光直射的场所、靠近暖气设备等高温场所、垃圾及灰尘多
的场所。

●.长期不使用时，请勿将储存卡及适配器安装在储存卡插槽中。
●.请勿将随附的指定标签以外的物品粘贴在储存卡上。
●.请勿在储存卡的非指定粘贴位置粘贴标签。
●.请将重要数据复制到硬盘等存储设备中以进行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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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池组的使用注意事项

●	电池组为消耗品。
使用时间变短的电池组，有可能内部使用的电池的消耗程度发生了变化。如
果继续使用消耗程度有变化的电池组，有可能导致发热、着火、破裂等。电
池使用时间变短时※，请更换为本公司指定的新的电池组。详情请致电“联
系我们”进行咨询。

●	请定期实施电池性能的诊断。
为确认电池组的消耗程度，请定期实施“Battery.tool”（大约3个月1次）

●	即使使用了AC适配器，电池组性能也会逐渐降低。
即使使用了AC适配器，如果长时间连接AC适配器，也会加速电池组性能的
降低。如果未使用主机，请在电池无需充电时拔下AC适配器。

※：即使充满电，也只能驱动规格的3成以下的电池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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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止本机故障或功能下降的注意事项

●	携带电脑时的注意事项（适用于笔记本电脑）
携带笔记本电脑时，请务必持拿其主体部分。如果持拿液晶显示屏一侧，液
晶显示屏会过分受力，而导致故障或损坏。

●	本机的保养
为防止故障或功能下降，请经常保养本机。

●	激光头的保养
清洁蓝光光盘驱动器的激光头时，请勿使用市售的激光头清洁盘或拭镜水。
这样反而会造成垃圾积聚，使蓝光光盘驱动器的激光头脏污等，导致故障或
功能下降。

●	通风孔（散热孔）的保养
请定期清除通风孔（散热孔）内积聚的灰尘等。如果因灰尘等造成通风孔.
（散热孔）网眼阻塞，将会使主机内的空气流通受阻，从而导致本机故障或
功能下降。

●	键盘的保养
请勿使用吸尘器清洁键盘，否则可能会导致键盘脱落。如果按键缝隙中有灰
尘，请用精密仪器专用的（非易燃性）空气吹灰器清除。
请勿故意拆卸键盖，否则会导致键盖无法还原、键盖及键盘破损、本机故障
或功能下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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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注意事项
因为使用电脑易长时间保持相同姿势，因此与其他的一般事务作业相比，容易产生
以下症状。
•	眼睛疲劳、头脑发胀
•	看东西模糊
•	容易疲劳
•	从颈部到肩膀、手指，感觉麻木，或整体感觉疼痛。

这些症状的感觉根据作业时间或使用状况等，个人差异很大。请注意以下事项。
•	每工作1小时，休息10～15分钟
•	休息时，做做轻松的体操等，进行心情转换

如果次日仍感到疲劳，请尽早从医就诊。

■	采取良好的作业姿势
使用电脑时的良好姿势应该是不施加多余的力量，能够放松的姿势。
•	伸直脊背坐在椅子上，使靠背能够支撑后背
•	双手几乎与地板平行，放置在键盘上
•	画面要比眼睛高度略低，使视线略微朝下

1

视线比眼睛高度略向下

伸直脊背

双手几乎与地板平行

（*.通常，以上注意事项在使用台式电脑时应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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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常调节设备
可调节设备时，请经常调节至方便使用的状态。

●	液晶显示屏的角度调节
本机的液晶显示屏可调节角度（部分显示器除外）。为防止画面反射出刺眼的光线，
或更容易看清显示内容，液晶显示屏的角度调节非常重要。
关于角度调节的详情，请参阅本机或显示器随附的用户手册。

●	画面的亮度（明暗）调节、对比度（浓淡）调节
根据个人差异、周围的明暗等，画面的最佳亮度、对比度有所不同。因此，需要根
据情况经常对画面的亮度、对比度进行调节，以便容易看清画面。
有关详情请参阅随附的用户手册。

●	画面的清洁
显示器的画面因灰尘变脏后，会导致显示内容不易看清，因此要定期进行清洁。

●	键盘的角度调节
根据机型不同，有些键盘可调节角度。根据喜好变换键盘角度，以方便输入，这对
减轻肩膀、手臂等的负担非常有效。
调节键盘的角度时，请务必撑起两侧的撑脚后使用。
此外，撑脚的位置请参阅随附的用户手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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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各种限制

■	关于激光安全标准
在装载了蓝光光盘驱动器的机型中，装载了激光产品安全标准(GB7247.1-2001、.
IEC60825-1)1类激光产品的蓝光光盘驱动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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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注意事项

■	关于锂离子电池的废弃
废弃锂离子电池会对环境造成恶劣影响，具有危险性，因此请不要对其进行分解或
废弃。
需要废弃电池时，请按当地政府的规定指示进行废弃。

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的名称及
含量

部件名称

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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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驱动器 × ○ ○ ○ ○ ○

机箱、支架 × ○ ○ ○ ○ ○

电池组、�
AC电源适配器

× ○ ○ ○ ○ ○

键盘 × ○ ○ ○ ○ ○

其他�
（电缆、鼠标等）

× ○ ○ ○ ○ ○

○：�表示该有毒有害物质在该部件所有均质材料中的含量均在SJ/T�11363-2006�标准规定
的限量要求以下。

×：�表示该有毒有害物质至少在该部件的某一均质材料中的含量超出SJ/T�11363-2006准规
定的限量要求。�
（企业可在此处，根据实际情况对上表中打“×”的技术原因进行进一步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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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异常或故障时
如果本机发生异常或故障，请按以下方法处理。

Copyright©.NEC.Personal.Computers,.Ltd..2013.All.Rights.Reserved.

第一版　2013年12月
NEC
853-810602-463-A
日本印刷

1

•.本机冒烟，或发出异味
•.本机发烫，不能碰触
•.本机发出异响
•.本机或所连接的线缆已破损

请立即切断电源，将电源线的插头从插座上拔下。

※无法切断电源时，请直接将电源线的插头从插座上拔下。

如果安装了电池组，请将其取下。

请致电“联系我们”进行咨询。

■	
(日本). :.121联络中心.0120-977-121
(其他国家).:.Technical.Support.Information
. . http://www.nec.com/global/prod/bizpc/re/support/1/index.html

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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