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C 符合性声明
我方
名称：名称： FUJIFILM Europe GmbH
地址： Heesenstrasse 31, 40549 Dusseldorf, Germany
产品声明
生产商名称：FUJIFILM 公司
生产商地址：7-3, AKASAKA 9-CHOME, MINATO-KU, TOKYO, 

107-0052 JAPAN
遵循 EMC 指令（2014/30/EU）和低电压指令（2014/35/EU）的规定。

警告和注意事项（请遵守。）

● 为了正确使用此产品，请阅读本用户手册中的操作说明，

尤其是相机用户手册（可从 Fujifilm 网站获取）中的警告

和注意事项以及操作说明。

● 阅读后，请务必将本说明书妥善保管在方便取阅的地方。

● 为了确保安全正确地使用本产品，并防止对您和他人造

成危险或财产损坏，在本用户手册和产品上使用了多个

图标。  在此列出这些图标并解释其含义。阅读本手册正

文前，请阅读这些解释并充分理解各自的含义。

警告 注意
该图标表示若忽视这些说

明并错误使用产品可能导

致人员死亡或重伤的情况。

该图标表示若忽视这些说明

并错误使用产品可能导致人

身伤害或财物损坏的情况。

图标示例

三角标 志 表示

此信息需要注意

（“重要”）。

圆形标志加一斜

线表示禁止行为

（“禁止”）。

实 心 圆 形加 一

惊叹号表示用户

必须执行的操作

（“必须操作”）。

 警告

拔出电
源插头

若您发现任何异常现象，请关闭相机并取出电池。

当产品冒烟、发出异味或出现功能异常时，继续

使用可能会导致火灾或触电。请与 FUJIFILM 销售

代理商联系。

避免进水

请勿让水或异物进入产品。若水滴或其他异物进

入相机，请关闭相机。若仍继续使用，可能导致

火灾或触电。请与 FUJIFILM 销售代理商联系。

请勿在
浴室使
用

请勿在浴室使用产品。否则可能导致火灾或触

电。

ZHS   散热器

FAN-001

 警告

请勿拆
卸设备

请勿拆卸或改装（切勿打开外壳）。否则可能导

致火灾或触电。

请勿触摸
内部部件

若由于摔落或其它意外事故造成外壳破损，请勿

触摸闪光灯外露部件，否则可能会因触摸破损部

件导致触电或受伤。请立即取下电池（注意避免

受伤或触电），然后将本产品送至销售点进行咨询。

请勿将产品放在不平稳的地方。否则可能会造成

摔落或翻倒从而造成受伤。

切勿尝试在运动中使用产品。

请勿在雷雨天接触产品的金属部分。否则可能会

因闪电放出的感应电流而导致触电。

请勿在化妆品或药品容器的附近使用产品。内含

物可能洒落到或流进产品内，从而导致火灾、触

电或受伤。

请勿在具有易燃物品、爆炸性气体或粉尘的环

境中使用。否则可能会导致火灾。

请勿在充满油烟或水蒸气，或者潮湿或有灰尘的

地方使用产品。否则可能导致火灾或触电。

请勿将本产品置于极端高温的地方。请勿将本产

品暴露于直射阳光或明火等高温环境下。请勿将

产品放在封闭的汽车内或直射阳光下。否则可能

导致火灾。

请勿使产品受到强烈震动。请勿使产品受到强烈

震动，例如在运输或使用过程中掉落或遭受敲击。

否则可能会造成产品故障或性能下降。

请勿使用胶带或其他物品遮盖以免阻塞排风口。 
否则可能会干扰散热或导致产品故障。

请勿存放在儿童伸手可及之处。本产品在儿童手

中可能导致伤害。

 注意
请勿将重物压在产品上。否则可能使重物翻倒或

摔落而引起受伤。

避免直接接触本产品变热的部位。

请勿使用酒精、稀释剂、苯或其他挥发性化学药

品清洁产品。否则可能导致火灾或触电。

不得将明火源（例如点亮的蜡烛）置于该设备上。

远离对磁场敏感的设备。本产品可能影响手表、

磁条卡以及其他对磁场敏感的设备。若不遵守此

注意事项，可能导致故障或数据丢失。

请按照当地的相关规定处理该产品。

ZHS  中文
感谢您购买此 Fujifilm 产品，一款可安装在相机上提供散

热的相机散热器。使用产品前请仔细阅读本使用说明书，

并请妥善保管。

有关兼容的相机列表，请访问：

 https://fujifilm-x.com/support/compatibility/accessories/

使用此产品时，请同时参阅本指南和相机用户手册中有

关散热器的部分。用户手册可从以下网站获取。

 https://fujifilm-x.com/support/manual/cameras/

个人家用电子电气设备的处理

在欧盟、挪威、冰岛和列支敦士登：该产品上

或者手册和保修卡中，及 / 或其外包装上的此

符号表示不得将该产品当作生活垃圾进行处理。

您须将其送至回收电子电气设备的适合收集点。

确保该产品得到正确处理将有助于防止对环境和人类健康可

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相反，若对该产品进行不正确的垃圾处

理，则可能带来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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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中有害物质的名称及含量产品中有害物质的名称及含量

部件名称部件名称

有害物质有害物质

铅 *铅 *
（（PbPb））

汞汞

（（HgHg））
镉镉

（（CdCd））
六价铬六价铬

（（CrCr  (VI)(VI)））
多溴联苯多溴联苯

（（PBBPBB））
多溴二苯醚多溴二苯醚

（（PBDEPBDE））
配件 外壳（金属部件） × ○ ○ ○ ○ ○

外壳（树脂部件） ○ ○ ○ ○ ○ ○

基板部件 × ○ ○ ○ ○ ○

本表格依据 SJ/T 11364 的规定编制。

备注 ○： 表示该有害物质在该部件所有均质材料中的含量均在 GB/T 26572 规定的限量要求以下。

  ×： 表示该有害物质至少在该部件的某一均质材料中的含量超出 GB/T 26572 规定的限量要求。

  * 铅（Pb）项目（×）属于欧盟 RoHS 指令豁免申请项目。

标志的含义标志的含义

 图形含义 ：此标识是适用于在中国境内销

售的电子信息产品的环保使用期限。

此产品使用者只要遵守安全和使用上的注意事

项，从生产之日起的十年或五年期间不会对环

境污染，也不会对人身和财产造成重大影响。

此年限是根据安全使用期限的相关法律得出的。

规格

体积（W × H × D） 79.5 mm × 54.2 mm × 24.3 mm，

不包括突起部分

重量 约 104 g
使用条件  •  温度：–10 ℃ 至 +40 ℃

 •  湿度：10% 至 80%（无冷凝）

* 这些规格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Fujifilm 公司对于因

本用户手册的错误所导致的损害不承担任何责任。 

产品保养

为确保您可以持久享用本产品，请遵循以下注意事项。

● 存放和使用
请勿在下列场所存放或使用本产品：

• 暴露在雨中或极其潮湿、脏乱或有灰尘

• 阳光直射或极端高温之处，如晴天封闭的车内

• 极其寒冷的地方

• 可能受到强烈震动的位置

• 暴露于烟雾或蒸汽中

• 可能受到强大磁场影响的位置，如广播天线、电线、雷达

发射器、发动机、变压器或磁铁附近

• 使产品长时间接触橡胶、乙烯或挥发性化学药品如杀虫剂

● 进水和进沙注意事项
产品进水或进沙也可能会损坏产品及其内部电路和结构。在

沙滩或海滨使用产品时，注意不要让产品沾上水或沙子。请

勿将产品放在潮湿的地方。

● 冷凝注意事项
温度突然升高时，比如在寒冷天进入有暖气的大楼可能会造

成产品内部凝结水汽。此时应关闭产品并等待小水珠蒸发。

●  风扇工作时，请保持头发及其他物品远离产品。否则可

能导致物品卡在风扇中。

●  因为在安装风扇时必须将 LCD 显示屏保持在打开位置，

必须特别小心不要让相机摔落或以其他方式让 LEC 显示

屏承受过大的力或强烈震动。

●  风扇排风口附近阻塞会干扰散热。

●  根据环境温度和使用时长，相机温度可能会上升。风扇

拆下时相机可能变得特别热；请保持应有的谨慎。

●  请注意不要触摸产品的接头。请在运输过程中盖上接头

盖以保护接头。

附件

有关详情，请参阅相机用户手册中有关散热器的部分。该用

户手册可从 Fujifilm 网站上获取。

●  安装或拆下散热器前，请先关闭相机。否则可能导致触电

或产品损坏。

●  请确保产品牢固安装。若不充分拧紧锁定螺钉，可能会使

风扇和相机之间产生间隙，从而干扰散热。如果螺钉在使

用过程中松动，请务必将其拧紧。

●  产品拆下后，请务必将散热器接头盖装入相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