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程信息文档

Trimble SX12
影像扫描仪
法规信息
关于所含电台模块的信息
•

长测程电台模块：频段为 2.4 GHz，
最大射频输出功率为 +20 dBm

•

WLAN电台模块：频段为 2.4 GHz，
最大射频输出功率为 +20 dBm

欧洲
Trimble® AB在此申明 - Trimble SX12影像扫描仪符合以下指令：
•

机械指令 2006/42/EC

•

RED 2014/53/EU

•

RoHS指令 2011/65/EU

欧洲客户注意事项
有关产品回收说明，请访问：
www.trimble.com/Corporate/Environmental_Compliance.aspx

改变世界的工作方式

美国
供应商符合性声明
47 CFR § 2.1077 合规信息

唯一标识符：
Trimble SX12影像扫描仪

责任方
Trimble Inc.
10368 Westmoor Drive
Westminster CO 80021
美国
www.trimble.com

FCC合规声明
该设备符合FCC规则第15部分。操作需遵守以下两个条件：（1）该设备不能造成有害
干扰，和（2）该设备必须接受收到的任何干扰，包括可能会导致非正常工作的干扰。
注意：本设备经测试并符合FCC规则第15部分对B类数字设备的限制。这些限制旨在为
住宅安装中的有害干扰提供合理的保护。如果没有按照说明安装和使用该设备，它将
产生、使用并可能放射射频能量，可能会对无线电通讯造成有害干扰。但是，不能保
证在特定安装中不会发生干扰。如果该设备确实对无线电或电视接收造成有害干扰(可
以通过关闭和打开设备来确定)，则鼓励用户尝试通过以下一种或几种措施纠正干扰：
•

重新定向或摆放接收天线。

•

增加设备和接收机之间的距离。

•

将设备连接到与接收机不同电路的插座上。

•

请咨询经销商或有经验的广播/电视技术人员以寻求帮助。

C

切记 – 未经制造商明确许可的更改或修改可能会使用户丧失操作设备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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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This Class B digital apparatus complies with Canadian ICES-003.
This device contains licence-exempt transmitter(s)/receiver(s) that comply
with Innovation, Scie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anada’s licenceexempt RSS(s). Operation is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two conditions: (1)
This device may not cause interference. (2) This device must accept any
interference, including interference that may cause undesired operation of
the device.
The radio transmitters 4492A-2410G and 4908A-PMACS have been approved by
Innovation, Scie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anada to operate with the
antenna types listed below, with the maximum permissible gain indicated.
Antenna types not included in this list that have a gain greater than the
maximum gain indicated for any type listed are strictly prohibited for use
with this device.
Antenna part number 55001508, antenna gain 2 dBi.

Cet appareil numérique de la classe B est conforme à la norme NMB.003 du
Canada.
L’émetteur/récepteur exempt de licence contenu dans le présent appareil
est conforme aux CNR d’Innovation, Sciences et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Canada applicables aux appareils radio exempts de licence.L’exploitation
est autorisée aux deux conditions suivantes :
1. L’appareil ne doit pas produire de brouillage;
2. L’appareil doit accepter tout brouillage radioélectrique subi, même si
le brouillage est susceptible d’en compromettre le fonctionnement.
Le présent émetteur radio 4492A-2410G et 4908A-PMACS a été approuvé par
Innovation, Sciences et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Canada pour fonctionner
avec les types d'antenne énumérés ci‑dessous et ayant un gain admissible
maximal.Les types d'antenne non inclus dans cette liste, et dont le gain
est supérieur au gain maximal indiqué pour tout type figurant sur la liste,
sont strictement interdits pour l'exploitation de l'émetteur.
Antenne Trimble numéro de référence 55001508, gain d’antenne 2 d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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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安全信息
C

警告 –不要损坏可充电锂电池。损坏的电池会引起爆炸或燃烧，导致人员伤害
和/或财产损坏。为了避免人员伤害和/或财产损坏：
– 不要使用看上去已损坏的电池，也不要给它充电。损坏迹象包括但不限于：变
色、变形和泄漏液体。
– 不要将电池置于火中、高温或阳光直射下。
– 不要把电池浸入水中。
– 在炎热的天气时不要在车辆中使用或存放电池。
– 不要跌落或刺穿电池。
– 不要拆解电池或短路接点。

C

警告 – 请避免接触看上去泄漏液体的可充电锂电池。电解液具有腐蚀性，如果
接触它，会导致人员伤害和/或财产损坏。为了避免人员伤害和/或财产损坏：
– 如果电池泄漏电解液，请避免接触电解液。
– 如果电池电解液溅入您的眼中，请立即用清水冲洗，然后求医。切勿揉摸眼睛!
– 如果电池电解液溅到您的皮肤或衣服上，请立即用清水洗净。如果皮肤刺激或
疼痛持续存在，请寻求医疗帮助。

C

警告 – 必须严格按照说明充电和使用可充电锂电池。在未授权的设备上充电和
使用电池，可能会引起爆炸或燃烧，可能导致人身伤害和/或设备损坏。为了避免
人员伤害和/或财产损坏：
- 不要使用看上去已损坏或泄漏液体的电池，也不要给它充电。
- 只能用指定的Trimble产品对锂电池充电。一定要遵守电池充电器随带的所有操
作说明。
- 过热或有烧焦气味时，请停止电池充电。
- 只能在指定使用的Trimble设备上使用该电池。
- 电池只能用于其拟定用途，并且要遵守产品文档的操作说明。
- 为了避免意外短路产生热，在处理报废电池之前，请用适当的绝缘胶带裹住电
池金属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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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安全信息
在使用仪器之前，请确保您已经理解了该文档以及所有设备和施工现场的安全要求和
规程。
该设备已经过测试，证明符合IEC 60825-1:2014。
如2019年5月8日第56号激光通知中所述，除了IEC 60825-1 Ed.3之外，它还符合21
CFR 1040.10和1040.11。

C

警告 – 用望远镜光学仪器(例如单筒望远镜和双筒望远镜)观看激光输出可能会
对眼睛造成伤害，因此用户不应当将光束指向可能使用此类仪器的区域。

C

警告 – 使用非用户文档中指定的控制件或调节件或步骤，可能会导致有害的LED
或激光辐射。请按照对待亮光源(如：阳光、电焊弧或弧光灯)的常识对待激光和
LED。激光器开启时，不要窥视激光发射孔。关于激光安全使用的更多信息，请参
阅 IEC IEC-1:2014。

镜头

用于距离测量、
跟踪器、
望远镜相机和
激光指示器选件
的镜头
广角相机
的镜头
目标照明光孔
主相机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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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mble SX12

影像扫描仪

激光源
Trimble SX12影像扫描仪是1M类激光产品。
该仪器包含一些可见和不可见激光源。
一个1类激光指示器选件，波长为520nm。
一个1类激光跟踪器，用于Autolock®功能，波长为850nm。
一个1M类激光器，用于距离测量，波长为1550nm：
•

光束发散度为 0,2 mrad

•

输出功率 <10 mW

•

脉冲持续时间为 1ns

•

脉冲重复率为 27 kHz
表示激光辐射警告。
表示低危险级别，如果不避
免，可能会导致轻度或中度
伤害。

适用于1M类激
光。

附加信息
原始文档用英文编写。所有其他文字的文档都是原始英文文档的译文。了解详细信息
和其他文字的信息，请访问www.trimble.com。

© 2020, Trimble Inc. 保留所有权利。Trimble、地球与三角形组合徽标和
Autolock 是 Trimble Inc. 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注册的商标。所有其它商标都
是其相应拥有者的财产。
P/N 57116032-CHS，修订版C，202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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