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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版权和商标

该说明书中所包含的内容没有经过生产商的书面授权不能被全部

或部分复制。

作为我公司产品升级政策的一部分，我公司保留无需提前通知随

时更改产品性能参数的权利。

The Professional Combi Retinoscope	是Keeler Ltd	公司于2012年

注册的商标。

版权	© Keeler Limited 2012

发布于英国，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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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简介

谢谢您购买Keeler公司的检影镜.

我们花费了大量的注意在该产品的设计、改进和

生产的过程上，以此确保您能在未来的很多年免

受机器故障困扰。但是，在安装和使用该产品之

前仔细阅读该说明书仍然非常重要。

请仔细阅读并遵循下述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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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符号

请阅读产品使用说明的警告、警示及其它信息。

CE	标志，表明该产品已按照医疗器械指令93/42/

EEC进行了试验和确认。

参阅使用说明

双重绝缘

生产商名称和地址

2005年8月以后，此标识出现在产品的包装上意

味着不能作为普通的家用废品处理。

B型防电击保护设备

强制措施标志

遵循使用说明

高压

绊倒风险。

光辐射危险

高温表面

非电离辐射

如此方向向上放置

防湿

易碎

可回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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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全

器械分类

欧盟医疗器械指令93/42 EEC:  I 类产品

美国FDA:  II	类产品

使用该产品前，请仔细阅读该部分的说明。该部分提供了关于

您个人的安全和您客户应该注意的所有注意事项信息。如下信

息预期强调由于误用或损坏所带来的潜在安全风险。

警告和注意-	一般

            警告

使用Keeler产品前请先检查运输/储存标志是否损坏

如果产品有可见损坏或定期检查发现有损坏迹象，请不要使用

该产品。

请不要在含有可燃气体/液体，或富氧环境中使用该产品。

该产品不能被浸于液体中。

  

	 	 清洁和检查设备之前，请关掉电源并切断与网电源的连	

	 	 接。	

如果该产品散发出一种奇怪的气味，高温或者烟雾，立即停用

设备，继续使用损坏的产品或部件可能会导致受伤事件。

联邦法律限定本产品仅由医生或遵医嘱进行销售使用。

  

  注意

使用真正的Keeler指定的部件和附件或设备，才能保证产品的安

全性和有效性。

按照本文中第12部分中所列出的附件目录选择Keeler指定的电

池、充电器和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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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全

警告和注意	–一般	(接上)

在环境温度+ 10°C到+ 35°C之间，该产品已在功能安全上进行了

相关设计。

请放于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为了防止冷凝形成,仪器达到室温后再使用。

仅限室内使用（预防潮湿）。

仪器内部无客户可自己更换部件，请联系指定授权服务代表商

获取更多信息。

请确保仪器与相关插口紧密连接，以最大程度减小受伤和仪器

损坏风险。

严格按照清洁/例行维护指导说明进行，防止人身伤害/仪器损

坏事件发生。

不能按照该产品说明书所推荐的例行维护进行维护，可能会减

少产品使用寿命。

在产品寿命周期末期，请按照当地的环境指导方针对产品进行

适当的处置。

充电器

  请不要安装电源适配器到损坏的网电源插座

               

	 	 适当安排电源线以减少绊倒的风险或对产品造成损坏

只有红色盖子的Keeler手柄能被用于Keeler锂充电器，请不要尝

试将蓝色盖子的Keeler手柄插到锂充电器中去，请参阅Keeler手

柄和灯泡鉴别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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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全

检查器械

当将检影镜头端安装到手柄上时，请检查灯泡电压与手柄电压

相匹配。

在安装检影镜头到手柄上时，注意不要被两部分之间的空隙夹

住皮肤。

当产品检查完成后，请确保产品保持在关闭的位置。

Keeler 专业检影镜含有强磁，会影响或破坏起搏器及磁性存储

数据。

产生强磁的区域可能影响或者扭曲敏感的电子或机械测量设

备，可能会导致极度敏感的设备损坏。请将上述设备与本仪器

保持在一个安全距离以外。

请不要在温度在30°C以上的环境内使用Keeler检影镜。

电池和灯泡

禁止使用变形、漏液、腐蚀或其他可见缺陷的电池，小心处理

损坏或漏液的电池，如果您接触到了电池种的电解液，请用肥

皂和水清洗接触区域，如果接触到眼睛，请立即寻求医疗帮

助。

确保电池的安装方向正确，否则可能会引起人身伤害/产品损

坏。

不要混淆电池型号。

不要尝试给非充电电池充电。

不要在温度超过40˚C	或低于	0˚C的环境下对产品进行充电。

当更换充电电池时，拧开手柄并装入新电池，更换底部手柄

盖，将手柄放到充电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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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全

电池和灯泡	(接上)

如果有短路出现，要通过将手柄放到充电器中直到LED灯亮以重

新激活电池。这是一个用来保护电池免受损坏的内置的电池保

护器械。

如果仪器长时间不用，则应将干电池从仪器中取出。

禁止拆卸或改装电池，内部无可用部件。

禁止将电池放入火中，刺破或短接。

按当地环境法规要求处理电池。

在处理电池的过程中，用胶带将电池电极遮盖起来防止短路。	

               

	 	 移除电池后，不要同时接触电池的电极和病人。

               

  

  

  注意：锂离子电池不包含有毒重金属，如，		
	 	 水银，铅，镉

	 	 不要超过推荐的最高的暴露时间。

安装检影镜头端或更换灯泡时，确保手柄的开关是关闭的。

          

	 	 灯泡和LED在使用的过程中会达到高温状态，降温后才可	

	 	 用手接触。

当用手接触卤素灯泡时要小心，如果有划伤或损坏会导致卤素

灯泡破碎。

              

			 移除灯泡/LED后，不要同时接触灯泡/LED的触点和病	 	

	 	 人。

参阅该说明书中12页关于灯泡更换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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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全

                安全注意事项

关于眼睛接触到强烈的光源并长时间暴露在该光源下，具有引

起视网膜光损伤的风险，已经被很好的证实了。很多眼科检查

器械都使用强光对眼睛进行照明。应根据不同个案来决定选择

何种水平的强光源。在每个个案中，临床医生都应该评估使用

强光源的风险收益比例，使用不充分强度的光源可能导致不充

分的可视视场和其他比视网膜光损伤更严重的副作用。另外，

不管采取任何努力来减少这种视网膜损伤，损伤仍有可能发

生。在精密的眼科手术过程中，为了要清楚观察眼睛结构而需

要引入照明光，视网膜光损伤是该过程中的可能的并发症。

当没有可见视网膜损伤被眼科检查器械发现，推荐设定使用最

小的光照强度来应用该诊断功能，年轻孩子和有眼病的人可能

具有更高的风险，如果病人在诊断前的24个小时内经过同样的

设备或其他应用强可见光源的眼科设备进行过相关检查，风险

可能会升高。所以应该采取上述措施，尤其当病人眼睛曾在视

网膜摄像过程中被照射过。

注意：该仪器发出的光有潜在光辐照危险。暴露时间越长,危害

发生几率越大。暴露在这台仪器的光照之下超过3分钟后将超过

安全指南所规定的安全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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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检影镜

专业检影镜

检影镜聚焦/定轴控制（带状）

光斑的聚散程度可以由控制聚焦定轴控制部件上下移动而实

现，在顶部是凹透镜的效果，中间部位会在病人观察部位产生

一个带状光斑，该中间部分的光斑一般用于决定光轴散光或出

现的。底部是反射平面镜效果。折射常常会发生在底部到中间

的部位。

该聚焦定轴控制部件可以任意方向持续旋转。

 

检影镜聚焦定轴控制（点状）

光斑的聚散程度可以由控制聚焦定轴控制部件上下移动而实

现，所有部位都是平面镜效果。

孔隙调整部件

孔隙调整部件有两个选项，从大孔隙转换为小孔隙，只需将该

部件从左向右推即可。

  注意:手持诊断设备在使用或充电过程中可能会发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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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检影镜                                

灯泡更换

	 	 灯泡和LED在使用的过程中会达到高温状态，降温后才	

	 	 可用手接触。

安装检影镜头端或更换灯泡时，确保手柄的开关是关闭的。

当用手接触卤素灯泡时要小心，如果有划伤或损坏会导致卤素

灯泡破碎。

移除灯泡/LED后，不要同时接触灯泡/LED的触点和病人。

Keeler	灯泡仅适用于专门设计的器械，请参阅说明书中12部分

的规格型号列表。

确保更换对应电压的灯泡，可从灯泡底部辨别不同电压。

•	蓝色	= 2.8v	干电池手柄

•	红色	= 3.6v	充电电池手柄

 

松开固定头端和手柄的防盗定位螺栓

	(仅GenMed壁装单元	)

一只手水平握住头端的同时，另一只手逆时针旋转手柄从而移

除头端。

当手柄与头端分离以后，一定要注意不要让电池/灯泡掉出来。

拿走坏的灯泡并按当地的环境法规进行处理。

更换正确电压和型号的灯泡，确保定位扣与仪器头端的裂隙吻

合。

顺时针水平旋转手柄将其安装到头端上。如有需要，用防盗定

位螺栓将头端固定在手柄上。(仅GenMed壁装单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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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仪器手柄

2x AA or 
MN1500

充电电池 2 x AA or
MN1500

Slimline                                               Pocket                                 C-size

充电电池 2 x C or
MN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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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仪器手柄

连接仪器头端到手柄上
仪器的头部和手柄由螺纹连接。

按图示连接其一头部，顺时针旋转。

确保头部和手柄连接良好。

兼容性
Keeler	检影镜与Keeler Vista 2.8v和

Keeler3.6v手柄兼容。

开/关	亮度调节
打开仪器请按提示向右旋转亮度旋钮。关闭仪器请按向左提示

旋转亮度旋钮。Keeler C size	手柄有电源指示灯，能显示仪器

是否打开。

Off

银色	=	关																																		 红色=	开														

Half On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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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仪器手柄

手柄识别

Keeler C size和Pocket	手柄有色标，让您能区分干电池手柄

（2.8v）和充电手柄（3.6v）。手柄标色如下：

Keeler	灯泡和手柄也有同样色标如下。

蓝底---2.8v干电池

红底---3.6v充电电池

更换电池盒灯泡时请确保伏特数与手柄相一致。

请安全处置旧电池。

装入/更换电池

如19页所述，旋下电池帽，插入电池，同样方法旋上电池帽。

 

请注意Keeler充电手柄通常与充电电池配套提供(3.6v - 0.7Ah镍

镉)

               干电池
应使用如下干电池

Keeler Pocket手柄--2 x 1.5v AA尺寸干电池---金霸王MN1500或同

等电池

Keeler C size手柄---2 x 1.5v C尺寸电池---金霸王 MN 1400或同等

电池	

将电池手柄升级为充电手柄
Keeler 2.8 v C size	手柄	(蓝底)	干电池手柄可以升级到3.6v 

(红底)	充电手柄，参阅12部分的相关的需要的型号信息。

请注意您的仪器灯泡也必须从2.8伏升级为3.6伏。	

更多细节请咨询Keeler Limited,

电话	+44 (0) 1753  857177 

传真	+44 (0) 1753  827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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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仪器手柄

电池充电

   

   不要尝试对非充电电池进行充电。

电池条件

您的Keeler充电电池需要养护以达到产品的最大寿命。请遵照以

下养护提示。

步骤一

第一次使用，请将Keeler充电电池充满电，需要大约15小时完

成。

步骤二

请将仪器的电用完。

步骤三

电用完后，将空电池充满电，大约需要15小时。

重复步骤一二三	3次。例如：将电池充满电、用尽电三次以完

成养护环节。按上述完成电池养护后，请在检查之中可以将仪

器放入充电器中。

充电兼容性

   

   Keeler充电手柄可在以下Keeler充电器中使用

   Keeler迷你充电器

   Keeler双充电器

	 	 注意:该手持诊断设备在使用或充电过程中可能会	 	

	 	 发烫。



17下一页首页 返回

7. GenMed 壁装单元	–	墙壁安装板

墙壁安装板
检查网电源与预期安

装壁装单元的位置的

距离。

 

为	Gen Med	壁装单元钻两个	Ø6mm x 55mm深的孔，两孔间

距	110mm。	

在距上述两孔向下249mm的位置，为其它扩展单元另外钻两个

孔，

 如下图所示进行安装固定 GenMed 壁装单元及其扩展单元。
1.8m MAX

ø6mm

ø6mm

5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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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GenMed 壁装单元和扩展板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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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GenMed 壁装单元	–	供电组件

组装插头

取走插头保护套，并更换相应的电源插头。或者用	IEC 60320中		

7型连接插头	(不提供)。

IEC 60320 TYPE 7 connector

连接	GenMed
壁装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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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GenMed 壁装单元

 

  请注意:
该仪器可能会被电磁干扰所影响。

该仪器附近如有其它电气设备也有可能会被GenMed	壁装单元所

影响。

如怀疑有上述影响，关掉相关仪器。

连接仪器头端到壁装单元的手柄上。
将仪器头端按右图所示的方法安装到手柄上。	

                                            

作为一个附加的安全措施，

仪器头端可以被锁定到手柄上通过用

提供的六边扳手拧紧内嵌螺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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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GenMed 壁装单元

使用需要的仪器时，如图所示将相应手柄从壁装单元中取出。

当将手柄从壁装单元取出时，一束黄色LED灯光将会亮起，这会

提示你是否安装了头端。

当不再需要某个仪器时，请确保将手柄收归壁装单元原位，LED

灯光会自动熄灭。

一次只能使用一个手柄，使用其它仪器之前请更换手柄。

参阅该说明书的第5部分关于检影镜头端的控制和操作部分。

P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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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充电器

迷你锂充电器和双充充电器

供电

装配了如说明书中第七部分所述的供电组件，并将其连接到充电

器的电源输入口。

充电状态

无LED灯光	 	 电池充满

闪烁	LED灯光	 充电（镍氢电池不显示）

稳定	LED灯光	 电池充电

在充电的过程中，手柄可以自由应用，当将手柄放回充电器后，

可以自动恢复到充电状态。

当使用迷你充电器时，可以将手柄放置在原处。

                    

充电周期

电池需要大概2-3小时才能充满电量。

充满电量的电池大概能持续应用	2-3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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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清洁

对检影镜及手柄只能采用以下所述手工非浸泡清洗方式，清洗每

六个月进行一次。

禁止使用高压灭菌或者将其浸入液体中。

	 	 	清洁前请切断与电源的连接。

a	将干净、吸水、不脱毛的布块在水/洗涤剂溶液（2%体积洗涤	

	 剂）或者水/异丙醇溶液（70%异丙醇）中弄湿后，擦拭外表	

	 面。避开光学器件表面。

b	确保多余溶液不能进入仪器。小心使用，确保不没有浸透溶		

	 液。

c	小心使用干净不脱毛的布将表面手动擦干。

d	安全处置已使用的清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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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技术参数和功率

输入:	 220V – 50Hz

电源功率:	 12V : 2.5amps

运行模式:	 连续运行

分类:	 II	类设备

  B型防电击防护设备

仪器头端	&	手柄
输入电压(DC):	 2.8v	(干电池	–	蓝色)																																																			

  3.6v	(充电电池	–	红色)

运输，储存和运行条件

运输 储存 运行

温度范围
-40°C

to +70°C
+10°C

to +55°C
+10°C

to +35°C

湿度 10% to 95% 10% to 95% 30% to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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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附录	I – EMC 声明和指南

Keeler检影镜及其电源系统属于医疗电气器械，这些器械对电气兼容

性EMC有特殊的要求。这部分描述了该仪器在电器兼容性方面的适用

部分。当安装和使用这些仪器时，请仔细阅读并注意该部分所含有的

内容。

便携或移动型无线电频率设备可能会对这些器械引起不良影响，或导

致故障产生。

仪器头端和手柄被认为有良好EMC性能，除了	GenMed壁装单元和锂

充电器,	请参阅下面表格中内容。

(1) 参阅EMC	指令	2014/30/EU (1st March 2018)的	1.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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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和制造商的声明	–	电磁抗干扰性

检影镜	产品可以在下列电磁环境下使用。
客户或检影镜	产品的用户应当保证在下列环境中使用。

抗干扰测试 IEC 60601测试水平 兼容性水平 电磁环境-指导

静电放电(ESD)
IEC 61000 – 4 – 2

± 8千伏接触式
± 15千伏	空气式

± 8千伏接触式
± 15千伏	空气式

地面必须为木质，水泥或瓷砖结构。如果地面覆
盖了人造材料，相对湿度应当至少达到30%。

电压快速变化/脉冲
IEC 61000 – 4 – 4

± 2千伏电源线电压
± 1千伏输入/输出线电压

± 2千伏电源线电压
不适用
*± 1输入/输出线电压

主电源质量应当属于典型商业或医疗用环境。

振荡
IEC 61000 – 4 – 5

± 1千伏差分模式
± 2千伏普通模式

± 1千伏差分模式
不适用

主电源质量应当属于典型商业或医疗用环境。

供电电源的线电压下
降，短时中断以及电
压变化
IEC 61000 – 4 – 11

UT = 0%；0.5个周波
(0，45，90，135，180，
225，270，315°)
UT = 0%；1个周波 UT = 70%；
25/30个周波 (@ 0°)
UT = 0%；250/300个周波

UT = 0%；0.5个周波
(0，45，90，135，180，
225，270，315°)
UT = 0%；1个周波 UT = 70%；
25/30个周波 (@ 0°)
UT = 0%；250/300个周波

主电源质量应当属于典型商业或医疗用环境。如
果用户需要在断电期间，检影镜也要连续运行，
建议使用不间断电源对仪器进行供电。

电源频率
（50/60赫兹）磁场
IEC 61000 – 4 - 8

30 A/m 30 A/m 电源频率磁场应当是典型商业或医疗环境特征的
水平。

11. 附录	I – EMC 声明和指南

说明：UT是交流主电源进行测试之前的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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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和制造商的声明	-	电磁辐射

检影镜	产品可以在下列电磁环境下使用。
检影镜	产品的用户应当保证在下列环境中使用。

辐射测试 兼容性 电磁环境-指导

仅壁装单元及
电池

射频辐射
CISPR 11

1组	 检影镜	产品使用的射频能量只用于其内部功能。因此RF辐射
相当低而不像其它影响附近环境的电气设备。

射频辐射
CISPR 11

B级 检影镜	产品适用于在所有室内机直接连接的公共低压电源网
络内使用，电源满足当地的使用要求。

谐波辐射
IEC 61000 – 3 - 2

B级

电压波动/闪烁辐射
IEC 61000 – 3 - 3

符合

11. 附录	I – EMC 声明和指南

电池供电的Keeler检影镜有良好的电磁兼容性，因此并不包含在这部分的声明中。

(1)	参阅EMC	指令	2014/30/EU (1st March 2018)的	1.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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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和制造商的声明	–	电磁抗干扰性

检影镜	产品可以在下列电磁环境下使用。
客户或检影镜	产品的用户应当保证在下列环境中使用。

抗干扰测试 IEC 60601 测试水平 兼容性水平 电磁环境-指导

传导射频		
IEC 61000 – 4 – 6

辐射射频
IEC 61000 – 4 – 3

6 Vrms
150千赫兹到80兆赫兹

10 Vrms
80兆赫兹到2.7吉赫兹

6 V

10 V/m

便携式和可移动射频通讯设备应当在检影镜	产品包括电缆，
以外一定的距离使用，	推荐的距离根据下列公式进行计算。

推荐到间隔距离

d = 1.2 √ P 

d = 1.2 √ P  80MHz-800 MHz

d = 2.3 √ P  800 MHz-2.7 GHz

其中P代表发射器的最大输出功率，单位瓦特（W），而推荐
的距离单位为米（m）。
固定射频强度的现场可以根据电磁的地点a决定，应当小于每个
频率范围的兼容水平b。
影响将会在设备附近标记下面的符号：

说明1：在80兆赫兹到800兆赫兹，适用更高的频率。

说明2：这些指导可能不适用于所有情形。电磁传播受到建筑物，物体和人的吸收和反射。

a		固定发射物的场强例如，电台，电话和移动设备的基站，业余爱好者的无线电，AM和FM以及电台直播都不能用理论计算精确的预测。要估计由于固定射频造成		

	 的影响，应当考虑附近的磁场源。如果测量到e-scope耳检查镜附近的场强超过可射频兼容性的要求，应当注意e-scope耳检查镜是否正常工作。如果性能发生异		

	 常，必须采取另外的措施，例如重新设置e-scope耳检查镜的位置。

b 150千赫兹到80兆赫兹以上的频率，场强应当小于10伏/米。

11. 附录	I – EMC 声明和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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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影镜与便携式和移动射频通讯设备之间的推荐距离

检影镜可以用于射频干扰可控的电磁环境中。检影镜的客户或用户可以通过保持便携式和移动通信与设备之间的最小距离，就可以
防止电磁干扰的影响。根据输出功率，下表可以算出最小距离。

最大额定输出功率
W

与频率源之间的间隔距离

150千赫兹到80兆赫兹
d = 1.2√ P

80兆赫兹到800兆赫兹
d = 1.2√ P

800兆赫兹到2.7吉赫
d = 2.3√ P

0. 01 0. 12 0. 12 0. 23

0. 1 0. 37 0. 37 0. 74

1 1. 2 1. 2 2. 3

10 3. 7 3.7 7. 4

100 12 12 23.3

对于没有列在上面的最大输出功率的设备，推荐的间隔距离d（米）可以通过使用的频率估计出来，其中P是制造商提供的最大输
出功率单位瓦特（W）。

说明1：在80兆赫兹到800兆赫兹，适用更高的频率。

说明2：这些指导可能不适用于所有情形。电磁传播受到建筑物，物体和人的吸收和反射。

11. 附录	I – EMC 声明和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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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备件及附件

如下为Keeler检影镜的可更换灯泡:

升级干电池手柄到充电电池手柄:

根据表中所列出的正确类型的3.6v灯泡替换2.8v灯泡

其余附件可以从经销商得到:

规格 描述
EP39-18918 3.6v	锂电池

1941-P-1341 迷你锂电池充电器

1941-P-1368 双充式锂电池充电器

规格 描述
1911-P-5229 电池盖	(红色)

规格 描述
1013-P-7010 2x 2.8v	点状检影镜灯泡

1013-P-7011 2x 3.6v点状检影镜灯泡

1013-P-7008 2x 2.8v带状检影镜灯泡

1013-P-7009 2x 3.6v带状检影镜灯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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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备件及附件

如下为Keeler检影镜具体规格:

规格 描述
1302-P-1007 3.6V带状光检影镜，仅头端

1302-P-1011 3.6V带状光检影镜

1302-P-1005 3.6V点状光检影镜，仅头端

1302-P-1009 3.6V点状光检影镜

1302-P-1006 2.8V带状光检影镜，仅头端

1302-P-1010 2.8V带状光检影镜

1302-P-1004 2.8V点状光检影镜，仅头端

1302-P-1008 2.8V点状光检影镜

规格 描述
1911-P-1201 3.6V锂电池手柄

1901-P-1101 2.8V干电池手柄

1941-P-1368 双充式锂电池充电器

1911-P-1228 带两个手柄的双充式锂电池充电器

1941-P-1341 迷你锂电池充电器

1911-P-1236 带手柄的迷你锂电池充电器

1964-P-2001 双芯电线手柄电源

1999-P-7308 双充式锂电池充电器壁装设备

EP39-18918 锂电池

1964-P-2003 标准线充

1013-P-7009 2个3.6V	带状光灯泡

1013-P-7011 2个3.6V	点状光灯泡

1013-P-7008 2个2.8V	带状光灯泡

1013-P-7010 2个2.8V	点状光灯泡

EP29-05365 橡胶手柄

注：除非有特殊提示，否则附件可以适用上述任一对应电压的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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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保证

 

本产品无用户自助服务部分，所有的预防性维护保养和服务必需

由Keeler指定的授权代表完成。

在此我们也郑重向您承诺，自购买之日起的1年内，如产品出现如

下情况，我公司将提供更换或免费维修。

•	任何由不良生产过程生产出的不合格。

•	产品严格按照该说明书说明的进行了使用。

•	购买证据及相关声明。

请注意：请注意：

•	本质保条款的电池质保期限仅为一年

•	灯泡不在质保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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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59-11234  发行号8           说明书修改日期：2020年2月

14. 联系和处理信息

生产商

Keeler Limited
Clewer Hill Road
Windsor
Berkshire SL4 4AA
UK

免费电话:	0800 521251
电话:	+44 (0)1753 857177
传真:	+44 (0)1753 827145

关于老的电子和电气产品处理的用户信息

（适用于欧盟及其它欧洲有独立控制体系的国家。）

 

2005年8月以后，此标识出现在产品的包装上意味着不能

作为普通的家用废品处理。

 

减少WEEE废旧电子电器设备对环境的影响，最小化废旧电子电器

设备的掩埋体积。我们鼓励报废产品的再回收利用。

如果您需要更多关于回收利用的信息，请联系B2B   

（01691676124）（+441691676124）

美国销售处

Keeler Instruments Inc
3222 Phoenixville Pike
Building #50
Malvern, PA 19355
USA

免费电话: 1 800 523 5620
电话:1 610 353 4350
传真:1 610 353 7814

医疗器械注册证/产品技术要求编号：

国械注进20162222268

代理人/售后服务代理：

英国豪迈国际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

地址：北京朝阳区朝外大街乙12号

	 	 昆泰国际大厦0-1601，100020

电话：010-85932399

传真：010-85932311

生产日期：见标签

使用期限：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