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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仔細閱讀此「使用說明」，讓您更熟悉如何安全及有效地使用本產品。

安全符號
本手冊及本產品使用的安全符號如下。 它們表示重要資訊。 請仔細閱讀。

警告事項
若不遵守警告事項中的資訊，可能會造成
嚴重傷害或威脅到生命安全。

注意事項
若不遵守注意事項中的資訊，可能會造成中度傷
害並 / 或使財產或產品受損。

必須提供注意標示。

表示禁止的動作。 例如，符號  說明如「不要拆開」等特殊禁止動作。

指出必須執行的步驟。

預防措施

警告事項
若裝置出現煙霧，聞起來像是東西著火，或者有奇怪聲音，請立刻拔除電源，並聯絡當地 EIZO代表以尋求建議。
嘗試使用功能異常的裝置可能會造成火災、電擊或設備受損。
請勿打開機殼或修改裝置。 
打開機殼或修改裝置可能造成火災、電擊或燙傷。

所有維修事宜，請洽詢合格的維修人員。
請勿擅自維修本產品，因為打開或取下外蓋都可能造成火災、電擊或設備受損。
在適當的位置使用裝置。
否則可能會造成火災、電擊或設備受損。

• 請勿置放戶外。
• 請勿置於交通運輸系統中（輪船、飛機、火車、汽車等）。
• 請勿置於佈滿灰塵或潮濕的環境中。
• 請勿置於水會濺到螢幕的地方（浴室、廚房等）。
• 請勿置於蒸氣直接達到螢幕的地方。
• 請勿置於熱源裝置或加濕器附近。
• 請勿置於陽光會直接照射到產品的地方。
• 請勿置於易燃氣體環境。
• 請勿放置在具有腐蝕性氣體 ( 例如二氧化硫、硫化氫、二氧化氮、氯、氨和臭氧 ) 的環境中。
• 請勿放置在佈滿灰塵、具有空氣中加速腐蝕的成分 ( 例如氯化鈉和硫磺 )、 導電金屬等物質的環境中。

使用說明

閱覽室的舒適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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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請勿直視光源。
直視光源會導致眼睛疼痛或損傷視力。

請勿過度用力操作手臂。
如果您過度用力彎曲或扭轉手臂，可能會將其折斷或引發故障。

旋轉螢幕時，請卸下照明裝置。
如果未卸下照明裝置，旋轉螢幕時，該裝置可能會掉下來，或者手臂可能會意外碰到諸如螢幕等其他組件，使組
件損壞或發生故障。

請根據您當地的法律法規對產品進行廢棄處理。

本機上的符號

直流電

檢查包裝的內容
請確認包裝中是否包含下列物品。如果有缺少任何物品，或物品有損壞現象，請與當地 EIZO代表聯絡。

照明裝置（主裝置） 安裝托架 墊圈 x4
托架安裝螺栓 x4

專用纜線 使用者操
作手冊

相容的螢幕
本產品與 EIZO RadiForce 系列螢幕相容。
如需有關所支援螢幕的詳細資訊，請參考 EIZO 網站：http://www.eizoglobal.com

未經 EIZO Corporation事先書面允許，不得以電子的、機械的或者其他任何的形式或手段，將本操作手冊中的
任何部分進行複製、存放到檢索系統或者進行傳送。
EIZO Corporation沒有義務為任何已提交的材料或資訊保守機密，除非事先依照 EIZO Corporation已收到的所
述資訊進行商議。 儘管我們已經作了最大努力以確保本操作手冊中的資訊為最新資訊，但是請注意 EIZO螢幕的
規範仍會不經通知即作出變更。

EIZO、 EIZO 標誌和 RadiForce是 EIZO Corporation在日本和其他国家的注册商标。
RadiLight 是 EIZO Corporation 的商標。
所有其他公司和产品名称是其各自所有者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3

繁
體
中
文

安裝與連接步驟

將安裝托架安裝到 LCD 螢幕

1.  將 LCD 螢幕放在鋪有軟布的穩定檯面上，面板表面朝下。

2.  鬆開螢幕和支架的（4 個）固定螺絲。
* 準備一把螺絲刀。

3. 安裝安裝托架。
針對凹陷區域大小符合支架安裝部分的螢幕

1. 將墊圈放在支架的螺絲孔（4 處）上。（圖 1）
2. 從支架的側面放入托架，旋轉安裝托架，使托架的開口一側朝向螢幕底座。（圖 2）
3. 對齊螢幕、安裝托架以及支架中的螺絲孔，使用隨附的螺絲（4 處）進行固定。（圖 3）

 圖 1 圖 2 圖 3

針對要安裝支架的部分較為平坦或凸起的螢幕

1. 放置安裝托架，使托架的開口一側朝向螢幕底座。（圖 1）
2. 對齊螢幕、安裝托架以及支架中的螺絲孔，使用卸下的螺絲（4 處）進行固定。（圖 2）

 圖 1 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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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照明裝置

1.  將螢幕垂直立起。
2.  將照明裝置安裝到安裝托架。

向著安裝托架中孔（4 處）的方向，鉤起照明裝置上突出的鉤狀物。向下滑動照明裝置，使鉤狀物牢牢固定
照明裝置。

附註

• 若要卸下照明裝置，請將其垂直向上滑動。

3. 依照下列步驟連接纜線。
RadiLight 與螢幕
連接纜線：專用纜線

螢幕與電腦

連接纜線：USB 纜線

注意

• 如果已將纜線連接至除螢幕 USB 連接埠以外的連接埠，例如電源變壓器或電腦 USB 連接埠，您可能會遇到下列
問題。  
請確保您將纜線連接至螢幕 USB 連接埠。

 ﹘ 並未打開電源。
 ﹘ 發生故障。

• 請務必使用專用纜線連接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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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與操作
各部分的名稱與功能

手臂

操作開關

RadiLight Focus

RadiLight Area

 • RadiLight Area： 從螢幕背後間接照亮房間。
 • RadiLight Focus： 照亮您的手與桌面的周圍區域。
 • 手臂： 調整操作開關與 RadiLight Focus的位置。
 • 操作開關： 會以下列方式運作。

 ﹘打開 /關閉 RadiLight Area與 RadiLight Focus
 ﹘調整 RadiLight Area的亮度

操作步驟

1. 打開螢幕與電腦。
2. 操作開關可打開 /關閉 RadiLight Area與 RadiLight Focus。  
調整 RadiLight Area的亮度。

RadiLight Focus開 /關
RadiLight Area

亮度增加 / 降低，開 /關

注意

• LED 燈的色彩與亮度不一致，即使在相同機型的產品之間也是如此。
• 在下列環境中，RadiLight Area可能無法充分照亮房間。

 ﹘ 產品與牆壁或天花板之間的距離相對較長
 ﹘ 牆壁或天花板所用材質會漫反射或顏色較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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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
介面 專用纜線（隨附）

電壓，額定電流 DC 5.0 V ± 0.25 V（由螢幕的 USB 連接埠提供），500 mA
耗電量（最大） 2.5 W
淨重 約 370 g

（約 280 g：安裝托架除外）
尺寸 背後照明 184公釐（W）x 185.5公釐（H）x 15.7公釐（D）

手周圍的照明 15公釐（W）x 95公釐（H）x 14公釐（D）
操作環境需求 溫度 15 - 35° C

濕度 20 % - 80 %（R.H.，無凝結）
氣壓 540 hPa - 1060 hPa

運輸 /儲存環境需求 溫度 -20 - 60° C
濕度 10 % - 90 %（R.H.，無凝結）
氣壓 200 hPa - 1060 hPa

外部尺寸
單位：公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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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
為了確保產品保持乾淨並維持舒適的照明強度，建議您進行定期清潔。若要清潔照明組件，建議用軟布沾濕少量的
水輕輕擦拭。使用溶劑時，請務必使用下表列出的溶劑。

適宜清潔用途的化學物品
材質名稱 產品名稱

消毒劑 Hibitane
次氯酸鈉 Purelox
苯甲烷氯化銨 Welpas
鹽酸烷基二氨基乙基甘氨酸 Tego 51
戊乙醛 Sterihyde
戊乙醛 Cidex Plus28

注意

• 請勿頻繁使用化學物品。酒精及防腐劑等化學物品可能造成光彩度異變、失去光澤，以及機殼或面板退化，影像品
質也會下降。

• 千萬不可使用任何稀釋劑、苯、蠟和擦洗劑，其可能會造成機殼或面板受損。
• 請勿讓螢幕直接踫觸到化學物品。
• 必須使用不同溶劑來清潔本產品與螢幕。清潔螢幕時，請務必參考螢幕的使用者操作手冊，以查看應使用的溶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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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責任擔保
有限責任擔保

EIZO Corporation （以下簡稱 「EIZO」） 與 EIZO 授權的經銷商 （以下簡稱 「經銷商」）， 接受並依照本有限責任
擔保 （以下簡稱 「擔保」） 之條款， 向從 EIZO 或經銷商購買本文中所規定產品 （以下簡稱 「產品」） 的原始購買
者 （以下簡稱 「原始購買者」） 提供保固；在保固期內 （規定如下），如果原始購買者發現按本產品所附說明手冊 （以
下簡稱 「使用者操作手冊」） 所述方式正常使用本產品過程中， 本產品出現故障或損壞， EIZO 與經銷商根據其獨自
的判斷免費修理或更換該產品。

本擔保的期限為自購買本產品之日起的三 （3） 年 （以下簡稱 「保固期」）。 EIZO 與經銷商將不向原始購買者或任
何第三方承擔本擔保所規定之外的與本產品有關任何責任或義務。   
本產品的任何部件停產五 (5) 年後， EIZO 與經銷商將不再保留或保管任何此等部件 （設計部件除外）。 維修螢幕時，
EIZO 與經銷商將使用符合本公司品質管制標準的替換零件。 如果本裝置因其狀況或相關零件缺貨而無法維修， EIZO 與
經銷商可能會使用性能相同的產品進行更換， 而不是對其進行維修。

本擔保僅對設有經銷商的國家或地區有效。 本擔保並不限制原始購買者的任何法律權利。

無論本擔保的其他任何條款如何規定， 對於下列任何一種情況， EIZO 與經銷商將不承擔本擔保規定責任：

(a) 未提交有限責任擔保；

(b) 因本產品的原始序號改變或移除造成本產品之任何故障；

(c) 因運輸損害、 改裝、 改變、 濫用、 誤用、 意外事故、 安裝不當、 災害、 維護不善與 /或由除 EIZO 與經銷商
以外的第三方進行不當維修造成本產品之任何故障；

(d) 在運輸或移動期間， 或因購買之後產品掉落造成產品故障或損壞；

(e) 由諸如火災、 地震、 洪水、 雷擊或其他不可抗力， 以及環境破壞或電壓異常等外部因素造成產品故障或損壞；

(f) 因已將產品安裝在諸如車上或船上等可能導致其遭到過度搖晃或撞擊的環境中， 而造成產品故障或損壞；

(g) 照明的壽命相關退化 （亮度或色彩變化）；

(h) 外部組件損壞、 變色及退化；

(i)  本產品之任何正常老化， 尤其是消耗品、 配件與 /或配件 （例如纜線、 使用者操作手冊等）；以及

(j)  因可能的技術創新與 /或法規造成產品的任何不相容。  
為了獲得本擔保規定的服務， 原始購買者必須使用原始包裝或其他具有同等保護程度的適當包裝將本產品運送到當地經銷
商， 並且預付運費， 承擔運輸中的損壞與 / 或損失的風險。 要求提供本擔保規定的服務時， 原始購買者必須提交購買
本產品與標明此類購買日期的證明。   
按本擔保規定進行了更換與 /或維修的任何產品的保固期， 將在原始保固期結束時終止。

在返回給 EIZO 或經銷商進行維修後， 任何產品的任何媒體或任何部件中儲存的資料或其他資訊發生任何損壞或遺失，
對此 EIZO 與經銷商將不承擔責任。
對於本產品及其質量、 性能、 可銷售性以及對於特殊用途的適合性， EIZO 與經銷商不提供其他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固。
因使用本產品或無法使用本產品或因與本產品有任何關係 （無論是否根據協議） 而造成：任何附帶的、 間接的、 特殊
的、隨之發生的或其他損害 （包括但不限於利潤損失、業務中斷、業務資訊遺失或其他任何金錢損失） 以及侵權行為、
過失、 嚴格賠償責任或其他責任， 即使已經向 EIZO 或經銷商提出了發生此等損害的可能性， 對此 EIZO 或經銷商概不
承擔責任。 本免責條款還包括因第三方向原始購買者提出索賠而可能發生的任何責任。 本條款的本質是限制由於本有限
責任擔保與 /或銷售本產品所發生的 EIZO 與經銷商的潛在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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