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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简介

感谢您购买clearOne®	Max™	Wireless会议电话。作为小型会议室（参与者可达8人）的理想之选，Max 
Wireless为您带来无绳便利的同时，仍不失清晰的通话质量和良好的安全性能。

MaX Wireless采用WDCt（全球数字无绳通信）标准，保证具有可靠、稳定和音质卓越的品质。一次充电，通话
时间可达12个小时，您有充足的时间体验MaX Wireless在通信方式上的独特之处。

MaX Wireless具有以下主要优点：

无绳自由。MaX Wireless使任何房间均可成为会议室，其外观简洁，无任何电线置于会议桌或地板上。
音质非凡。MaX Wireless的音质清晰饱满，业界领先，能促使与会者之间更自然的交流。
操作简便。MaX Wireless直观、舒适的用户控制，操作起来极其简单。

服务与支持

如果您在如何设置或操作Max Wireless会议电话方面需要更多信息，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希望并欢迎您提出意见
或建议，以利于我们继续改善产品性能、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

技术支持

电话：	 	 1-800-283-5936（美国）或	
	 	 1-801-974-3760	
传真： 	 1-801-977-0087	
电子邮件 ：	 tech.support@clearone.com	
网站 ：	 	 www.clearone.com

销售和客户服务

电话：	 	 1-800-945-7730（美国）或		
	 	 1-801-975-7200	
传真：		 	 1-800-933-5107（美国）或		
	 	 1-801-977-0087	
电子邮件 ：	 sales@clearone.com

产品退回

所有退回产品都需要具有退回商品审核 (rMa) 编号。请在准备退回产品之前先与ClearOne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确保与您的产品同时发远的所有组件均被退回。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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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技术服务部~1-800-283-5936

打开包装

确保您收到了下面显示的所有组件。打开包装以后，将MaX Wireless会议电话主机和基座放于平面上。

MaX Wireless组件

注意:	 MaXattach Wireless型包含两个会议电话主机、两个电池盒与两个电源/ 
充电器及固定器。

ClearOne不对在运输过程中造成的产品损坏负责。您必须直接与承运人索赔。仔细检查收到的货物有无明显损坏
标记。如果货物被损坏，请保留原包装盒和包装材料，以备承运人检查。立即与您的承运人联系。

重要安全信息

在首次使用本产品之前，请认真阅读安全性指示。在没有电源供应的情况下，该电话不可用于紧急呼叫。要使用紧
急呼叫服务，请采用其它方式。

在首次使用本产品之前，请认真阅读安全性指示。在没有电源供应的情况下，该电话不可用于紧急呼叫。 
要使用紧急呼叫服务，请采用其它方式。
阅读并理解所有指示。
请遵从产品上标明的所有警告和指示。
请勿在浴缸、水槽等水源或游泳池附近使用本产品。
在以下情况下请勿使用本产品：靠近水源（例如，浴缸、洗脸池、厨房水槽或洗衣池）、潮湿的地下室 
或靠近游泳池。
请勿将本产品置于不平稳的车、支架或桌子上。否则，产品可能会因跌落而造成严重损坏。
机壳的背部和底部均带有防止高温的通风缝隙和开口，请勿将其堵塞或封闭。
请勿将本产品置于辐射体或热记录器之上或附近。除非通风状况良好，否则请勿将本产品作为内置设备 
进行安装。
本产品只能使用标签上指定的电源类型。如果您对当地的电源类型不了解，请与经销商或当地供电公司 
联系。
请勿超负荷使用壁装插座或延长电源线，因为此类操作可能导致火灾或电击。
	请勿将任何杂物从机壳上的缝隙塞入机体内.因为它们会触及危险的带电部件或引起短路而导致火灾或 
电击。
请勿将任何液体溅到本产品上。
为降低电击危险，请勿拆卸本产品。打开或卸掉机壳使您很容易触及带电部件或导致其它危险。不正确 
的重新组装会在以后的使用过程中导致电击。

•

•
•
•
•

•
•
•

•

•
•

•
•

To charge batteries

1. Slide the cover off the battery compartment on the bottom of the pod.

2. Connect the battery pack plug into the port in the compartment, insert the battery

pack, and slide the cover back into place.

3. Connect the power supply/charger to the conferencing pod and plug it into an 

electrical outlet. Charge batteries for 15 hours prior to first use.

To connect base unit

1. Connect one end of the telephone

cable into the phone jack on the back

of the base unit and the other end

into a wall jack.

2. Connect a recording device to the

2.5mm audio jack (if desired).

3. Plug the base unit into an electrical

outlet.* The base unit may be located up to

150 feet from the conferencing pod

* International versions of the M
ax W

ireless base unit do not plug directly into the electrical outlet.

A separate power adapter is included.

Max W
ireless

Getting Started Guide

Setting up conferencing phone

Figure 1. Connecting and charging the battery

Paging button

In Use and

Power LEDs

Figure 2. Connecting the base unit



出现以下情况时，请将本产品从壁装插座或电池电源上拔出，然后送交给合格的服务人员进行维修：
 电源线或插头损坏或磨损。
 有液体溅入产品中。
 在遵循操作说明的情况下，产品仍无法正常工作。
 产品跌落或损坏。
 产品性能呈现明显变化。

请勿在雷电时使用电话。这可能会引起来自闪电的远程电击。
煤气泄漏时，请勿在泄漏点附近使用本产品报告险情。
本产品不可由戴心脏起搏器的人操作或在精密医疗设备附近使用。
由于在基座和电话主机之间存在无线电信号，因此戴助听器的人可能会受到“嗡嗡”噪音的干扰。
本产品若与电子设备（例如，应答设备、电视机、收音机、计算机和微波炉）距离太近则会产生干扰。

电话线和插孔信息

为降低发生火灾或人身伤害的危险，请阅读并遵守以下指示：

安装或调整电话线时谨慎小心。
请勿在雷电时安装电话线。
除非是潮湿地方专用插孔，否则请勿在潮湿的地方安装电话插孔。
除非在电话线从网络接口断开的情况下.否则请勿触摸非绝缘电话线或接线端。

电池信息

为降低发生火灾或人身伤害的危险，请阅读并遵守以下指示：

装入电池包时，请将本产品从壁装插座中拔出。
只能使用本手册中列出的电池包类型，请勿使用锂电池。
请勿将电池包置入火中，否则会引起爆炸。核对当地的规定，以了解废旧电池处理条例。
请勿打开或损坏电池包。释放电解液具有腐蚀性并能对眼睛或皮肤造成伤害。如若吞食，则会引起中毒。
处理电池包时，请勿接触到戒指、手锢.钥匙或其它金属物品。这些物品可以引起电池短路或导体高温而 
起火。
请勿通过加热方式给电池包充电。电池电解液的意外释放会导致起火或剌激眼睛或皮肤。
注意每个装入电池的两极或方向是否正确。反向装入电池包会导致因充电而泄漏或爆炸。
如果您打算在几个月内不使用本产品，请取出电池包。否则，电池会在该段时间内泄漏。
由于废旧电池容易泄漏入产品内，因此请及早将其取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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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勿在高温区内存放本产品或电池包。如果电池包置于低温环境下，在使用之前必须保持与室内温度一 
致的恒温。
电池包是可充电的，且在寿命到期时可回收利用。根振您所在地的法律，将此类电池投入城市废物系统 
中可能是违法行为。请咨询当地的固体废物公司，以获取有关电池包回收选项的详细信息。

请保存这些指示

•

•



将MaX WIreless连接到模拟电话线路上

打开电话主机底部电池槽的盖子（如左下图所示）。

 
 
 
 
 
 
 
 
 
 
 
 

将电池包的插头与电池槽中的端口连接，然后装入电池包并盖上电池盖（如右上图所示）。

将电源适配器的一端与会议电话主机连接，另一端插入电源插座 （如上图所示）。在首次使用之前，电池
充电时间不能少于15小时。

1.

2.

3.

第2章：使用入门

注意：请只使用随机附带的电池包。更换新电池时，只能使用与制造商推荐类型相同或
等效的电池。如果更换的电池类型不正确，则有发生爆炸的危险。 更多帮助信息请联系
ClearOne技术支持。

注意：请只使用随机附带的电源适配器。使用其它适配器可能损坏基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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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将电话线一端插入基座，另一端插入壁装电话插孔。将电源线连接到基座，并将其插入电源插座 
（如下图所示）。

将录音设备与2.5mm音频插孔连接（如果需要）。5.



将MaX WIreless与数字（PBX）电话线连接

通过数字-模拟转换器，MaX Wireless电话可以和PBX连接。要使MaX Wireless电话与数字（PBX）
线，请依照以下图示和步骤：

1.	 将电话线的一端插入基座后面的电话插孔，另一端插入数字模拟转换器的插孔。
2. 将转换器的电源适配插入电源插座。
3. 使用另一根电话线连接转换器和数字或PBX电话。查询转换器用户手册，以获取详细信息。
4. 将电源线连接到基座，并将其插入电源插座。

注意:	 请勿不经数字－模拟电话线转换器，直接将MaX Wireless电话与数字（PBX） 
线连接。以免导致永久性损害。请联系ClearOne技术支持以获取更多帮助。

第2章：使用入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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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MaX WIreless会议电话

进行呼叫

1.	 按On/OFF（开/关）键。您将会听到拨号音。
2. 拨号（如同在标准电话机上一样）。号码将显示在lCD屏幕上。

注意: 您也可以在电话机主处于“待机（非活动）”模式时预拨该号码，然后按 On/OFF 
（开/关）键进行呼叫。按住 # 号键，可在所拨号码中加入休止符。

若通话时间少于1小时，则以分钟和秒钟显示。超过1小时，则以小时和分钟显示（如上图所示）。 电池剩余时间 
（可通话时间）在lCD屏幕右边显示。占线状态显示为屏幕左上方的电话图标。

应答呼叫

按键盘上的任意键（“*”、MUte（静音）、VOlUMe UP（音量增大）或VOlUMe DOWn（音量减
小}键除外）接听来电。
即可应答呼叫。有电话呼入时，电话振铃，且主机上的指示灯和lCD屏幕上的“电话”图标将不停闲烁  
（如下图所示）。

终止呼叫

按On/OFF（开/关）键。此操作将断开呼叫连接并返回到“待机”模式。

重拨

按On/OFF（开/关）键。您将会听到拨号音。
按reDIal（重拨）键，拨打上次呼出的号码。

注意: 您也可以在“待机”模式下按reDIal（重拨）键，以显示上次呼出的号码。要拨打该
号码，请按On/OFF（开/关）键。

调节振铃音量

在电话振铃时，按VOlUMe UP（音量增大）或VOlUMe DOWn（音量减小）。
在主机处于非活动状态时，按VOlUMe UP（音量增大）或VOlUMe DOWn （音量减小）。铃声曲调将
在新级别播放一遍。	

1.

2.

1.

1.
2.

•
•



使呼叫静音

•	按MUte（静音）键，使呼叫静音。
再次接该键可取消静音。

呼叫电话簿中的号码

1.	 接On/OFF（开/关）键。您将会听到拨号音。
2. 按PhOneBOOK（电话簿）键。
3. 根据电话筒中存储的号码的位置，按相应的数字键（0-9）选择您要拨打的号码。必须预先编程，才能使用

该功能。参见第8页。 请参考编程功能获取其它信息。

在电话簿中存储号码

1.	 在会议电话主机处于“待机”模式时，输入要存储的电话号码。
2. 按住PhOneBOOK/eDIt（电话簿/编辑）键直到lCD屏幕上出现“电话簿”和“编程”图标  

（如下图所示）。

添加电话簿条目

接相应的数字键以指定号码在电话筒中的位置（0-9）。
再次接PhOneBOOK（电话簿）键保存输入。1~将会听到确认音。
要在保存输入之前退出“电话筒编辑”模式，请按Clear（清除）键。

注意:	 按住“1”键在号码中输入一个连字符或按住“*”键在号码中输入一个空格。在输出
新号码之前，请使用Clear（清除）键删除旧号码。

使用快速拨号

•	 接sPeeD DIal键。必须预先编程，才能使用该功能。参见第10页。 请参考编程功能获取其它信息。

访问服务中心

•	 在“待机”模式下按住0键约2秒钟。必须预先编程，才能使用该功能。 请参考编程功能获取其它信息。

•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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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用户选项 

呼叫功能

除在上一节中描述的基本电话操作外，您还可以在呼叫期间执行以下操作，使用各种呼叫功能。

	
更改为脉冲拨号
发送闪断信号
显示电话号码
调节扬声器音量
打开/关闭振铃。

这些功能在下面均有介绍。

使用脉冲拨号

默认情况下，Max Wireless使用音频拨号。您可以在呼叫期间暂时改为脉冲拨号。

•	 按星号（*）键。屏幕上将会出现一个特殊符号。在该符号之后输入的所有号码将使用脉冲拨号。呼叫结束
后，将会转回音频拨号模式。

注意: 当输入的字符超过18个时，lCD屏幕上将会出现滚动按钮，且数字从右到左滚动。

发送闪断信号

如果您的电话服务中包括呼叫转移、呼叫等待、会议呼叫或其它载波功能，请使用Flash（闪断）键激活这些 
功能。请参考当地的电话服务内容，以获取详细信息。

在呼叫期间显示本机号码

•	 按Clear（清除）键。将会显示电话号码。几秒钟后返回呼叫计时器。

调节扬声器音量

•	 在呼叫期间，按VOlUMe UP（音量增大）键蹭大音量。
•	 在呼叫期间，接VOlUMe DOWn（音量减小）减小音量。

打开/关闭振铃

•	 按住星号（*）键。振铃关闭时，“振铃关闭”图标将会显示出来。振铃打开时，该图标不会显示  
（如上图所示）。

振铃时静音

•	 按住星号（*）键或MUte（静音）键关闭振铃，直到来电停止。

•
•
•
•
•



编程功能

MaX Wireless提供了以下编程功能，供您设置个人偏好，增强操作的简便性：

振铃曲调
拨号模式
闪断时间
本机号码
快速拨号
服务中心号码
aGC/alC（自动增益控制/自动级别控制）

您也可以恢复出厂时的默认设置。以下内容描述如何对这些功能进行编程。

进入编程模式

按住reDIal/PrOG（重拨/编程）键直到lCD屏幕上出现“编程”图标 （如下图所示）。

编程选项

按1进入“铃声曲调”菜单。有五种曲调可供选择。
按reDIal/PrOG（重拨/编程）键。当前选择的曲调将会不停闪烁。
按数字键1-5，播放相应的曲调。选定的曲调将播放一遍。
按reDIal/PrOG（重拨/编程）键保存所做选择。
按Clear（清除）键退出编程。

更改拨号模式

按住reDIal/PrOG（重拨/编程）键直到lCD屏幕上出现“编程”图标。
接2进入“拨号模式”菜单。有两种拨号模式可供选择：音频和脉冲。当前的拨号模式将会显示出来（t代
表音编，p代表脉冲）。
按reDIal/PrOG（重拨/编程）键。当前模式将会不停闪烁。
按1选择音频或2选择脉冲。
接reDIal/PrOG（重拨/编程）键保存所做选择。
按Clear（清除）键退出。

更改闪断时间

按住reDIal/PrOG（重拨/编程）键直到lCD屏幕上出现“编程”图标。
按3进入“闪断时间”菜单。当前的闪断时间将会以毫秒显示出来。有五种时间设置可供选择：600，300，
150，100，80。
按reDIal/PrOG（重拨/编程）键。当前闪断时间将会不停闪烁。
按数字键1-5，选择新的时间设置。
按reDIal/PrOG（重拨/编程）键保存所做选择。
按Clear（清除）键退出。

本机电话号码编程

按住reDIal/PrOG（重拨/编程）键直到lCD屏幕上出现“编程”图标。
接4进入“用户电话号码”菜单。
按reDIal/PrOG（重拨/编程）键。

•
•
•
•
•
•
•

1.

1.
2.
3.
4.
5.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1.
2.
3.

第3章：用户选项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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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本机电话号码。
按reDIal/PrOG（重拨/编程）键保存该号码。
按Clear（清除）键退出。

注意:		 按住“1”键在号码中输入一个连字符或按住“*”键在号码中输入一个空格。在输出
新号码之前，请使用Clear（清除）键删除旧号码。

编程设置快速拨号

按住reDIal/PrOG（重拨/编程）键直到lCD屏幕上出现“编程”图标。
按5进入“会议”菜单。
按reDIal/PrOG（重拨/编程）键。
输入电话号码。
按reDIal/PrOG（重拨/编程）键保存该号码。
按Clear（清除）键退出。

注意:		 按住“1”键在号码中输入一个连字符或按住“*”键在号码中输入一个空格。在输出
新号码之前，请使用Clear（清除）键删除旧号码。

服务中心号码编程

按住reDIal/PrOG（重拨/编程）键直到lCD屏幕上出现“编程”图标。
按6进入“服务中心”菜单。
接reDIal/PrOG（重拨/编程）键。
输入您只需按0键即可拨打的号码。
接reDIal/PrOG（重拨/编程）键保存该号码。
按Clear（清除）键退出。

注意:		 按住“1”键在号码中输入一个连字符或按住“*”键在号码中输入一个空格。在输出
新号码之前，请使用Clear（清除）键删除旧号码。

恢复出厂时的默认值

按住reDIal/PrOG（重拨/编程）键直到lCD屏幕上出现“编程”图标。
按住9键。lCD屏幕上即会出现数字8。
接reDIal/PrOG（重拨/编程）键确认所做选择。
按Clear（清除）键退出。

编制自动增益控制 (aGC) 与自动级别控制 (alC) 设置

按住reDIal/PrOG（重拨/编程）键，直到lCD屏幕上出现“编程”图标。
按住“8”键。当前aGC设置号码将被显示在lCD屏幕上。
按reDIal/PrOG（重拨/编程）键，当前设置号码将闪烁。
使用下面所示的aGC/alC表输入一个新的设置号码。
按reDIal/PrOG（重拨/编程）键确认选择 。
按Clear（清除）键退出。

4.
5.
6.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1.
2.
3.
4.

1.
2.
3.
4.
5.
6.



声音和警报

下表描述了MaX Wireless所使用的声音和警报。

第3章：用户选项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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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Maxattach	Wireless

使用MaXattaCh WIreless电话会议系统

Maxattach Wireless是一个拥有双电话主机的电话会议系统，该Maxattach Wireless的电话会议主机仅当与其
相关基座共用时才能正常工作。基座与会议主机已在出厂前进行了编程并拥有相匹配的序列号。序列号位于基座背
面和每部主机底部。

单电话主机与双电话主机的操作存在为数不多的较小差异，请参看以下段落的详细说明。

接听来电
来电时两部电话主机都会振铃。根据主机设置的不同，每部电话主机的振铃曲调也不同。按其中一部主机上
On/OFF（开/关）键可同时激活两部主机。

通话期间

调节扬声器音量，使麦克风静音或解除静音，会使两部电话主机同时改变其设置。
如果一部主机由于电池电量过低或被移至范围以外而失去与基座的联系，通话将在另一台主机上继续进行。

结束通话

按其中一部主机上的On/OFF（开/关）键结束通话，并将两部主机置于待机模式，以备接听其它电话。

•

•
•

•



保护MaX WIreless 

请遵守Max Wireless上标明的所有警告和指示。
在进行清洗之前，请将基座和会议电话主机从壁装插座中拔出。
请勿使用液体或喷雾清洗济。请使用湿布清洗会议电话主机，基座和电源的表面。

在电方面的注意事项

•	 请只使用随机附带的电源适配器。
•	 请只使用随机附带的电池包。	

故障排除

如果您的MaX Wireless出现问题，原因可能在于配置或连接不正确，其它设备也可能引发故障。要排除故障， 
请检查以下各项和参考下页的表格：

检查连接

•	 Max Wireless基座是否插入电压适当的插座且电源灯巳亮起。
•	 电话主机的电池包是否巴充满电且安装无误。
•	 基座的电话线是否牢固地插入壁装电话插孔。
•	 对方使用的设备应当在质量上与MaX Wireless会议电话相配。如果会议对方使用的是质量较差的设备， 

则会影晌Max Wireless会议电话的性能。

•
•
•

第5章：维护

第5章：维护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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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查表



附录

规格

尺寸（长x宽x高）

	 电话主机：10.5英寸x 10.5英寸x 3英寸 
  （26.7厘米x 26.7厘米x 7.6厘米）
 基座：4.25英寸x 5.5英寸x2.5英寸
  （10.8厘米x14厘米x6.4厘米） 

重量

	 电话主机2.7磅 （1.2千克）
 基座：0.6磅 （0.27千克）
 装运重量：10磅 （4.5千克）
 
环境

 操作温度：0 -48° C （ 32 -122° F）
 储存温度：5 - 70° C （41 -158° F）
 操作温度：15-80%
 储存温度：10-90% 

电源

	 主机：
 常规电池包，镍氢电池，
  7.2V 2200 mah 
 12小时连续通话时间（典型）

 基座：
 自调节电源模块；100 - 240VaC；
  50/60 hz

电话连接

	 模拟PBX（通过数字－模拟转换器）或Pstn线路
 rJ-11C/Ca11a，-12dBm额定

键盘

	 字母数字标准键盘

扬声器音量

	 90 dBspl a weighted @ 1 ft 

 带宽：200hz - 3.3khz
	

无线电频率 

	 2.4	Ghz	WDct
	 (4)	32	kbps全双工
	
录音输出

	 接口：2.5mm单音频插孔
 阻抗：<1000 ohms 
 带宽：200hz - 3.3khz
 动态范围：60dB
  thD <.01%

回音消除

	 符尾时间：128 ms x 3

噪音消除

	 动态噪音消除

认证

	 FCC第15部分/ ICes-003a类
 第68部分/ IC Cs-03
 Ce
 Ul，C-Ul认证

	
保质期

	 两年。请浏览以下网站获取最新担保信息：
	 www.clearone.com/warranty.php?content=main.

型号

	 Max	Wireless	WDct*	
	
 *致电您的销售代表查询部件编号，或访问 
 www.clearone.com

附录 : 规格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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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标准

符合FCC第15部分/ ICes-003标准

该设备已通过测试且符合a类数字设备的限制（依照FCC规则第15部分以及加拿大工业部ICes-003）。这些限制旨在提供合理保
护，防止该设备用于商业环境时产生有害干扰。此设备产生、使用并辐射射频能量，并且如果未按照安装手册安装和使用，可能会
对无线电通信造成有害干扰。在住宅区操作此设备时可能会造成干扰，在此情况下，用户需自行采取必要措施来消除干扰。

操作应遵循以下两个条件：(1) 此设备不得产生有害干扰，且 (2) 此设备必须接受包括可能导致意外操作的所有干扰。

未经ClearOne Communications明确批准的任何变更或修改将会导致对用户操作此设备的授权无效。

FCC第15部分C子部分/ rss-210

噪音
电子脉冲噪音在不同时期或不同场合存在于多数商业活动中。在雷电期间更为强烈。多种电子设备(如，灯调光
器、荧光灯、马达、电风扇等）均产生脉冲噪音。由于无线电频率对此类噪音很敏感，因此您有时在扬声器中会听
到脉冲噪音，这只是常见的微噪声，不应解释为本产品的缺陷。

射频辐射
该设备符合对自由环境规定的FCC射顿辐射限制。安装和操作该设备时，人体与辐射体之间应至少保持20厘米。

FCC第68部分/ IC Cs-03标准

Us：FBIWI01B910158001振铃等效值（ren)：0.1B(ac)

该设备与FCC规则第68部分和aCta发布的电话终端设备技术要求兼容。该设备基座上标明的内容包括，该设备的
Us编号和振铃等效值 (ren) 以及其它信息。如果需要，该信息必须提供给您的电话公司。

ren用来确定连接到电话线的设备数量。电话线路上的ren过多可能会导致电话呼入时，设备无振铃响应。在多数
区域（并非所有区域），ren总数不能超过五 (5.0)。要确定连接到电话线的设备数量（由ren总数确定），请与
电话公司联系，以获取呼叫区域的最大ren数。

如果该设备对电话网络造成危害，电话公司则会提前通知您暂时中止服务。如果没有提前通知，电话公司则会尽早
通知客户。此外，您还会被告知有权向FCC投诉（如果您认为有必要）。

该设备的操作可能会受到电话公司更改其设施、设备、操作或程序的影响。如果有此类情况发生，电话公司会提前
通知您做必要的修改，以保持不间断服务。

注意事项 
用于连接该设备与房间电话线和电话网络的插头和插孔必须符合相应的FCC第68部分规则和aCta采用的规定。 
与该设备一起提供的还有一条兼容电话线和模块插头。它用来与兼容模块插孔连接。请参阅安装说明，以获取详 
细信息。



如果您在使用该设备过程中出现了问题，请与ClearOne Communications联系，以获取维修和担保信息，地址：
1825 research Way, salt lake City, Utah 84119电话：(801) 975-7200。如果故障对电话网络造成危害，电话
公司则会要求您从网络上移除该设备，直到解决故障为止。

该产品中不包含适于用户维修的组件。如果出现损坏或故障，请与ClearOne Communications联系，以获取维修
或退回说明。

该设备不能在电话公司提供的投币电话服务上使用。连接到对方线路服务的收费情况取决于当地收费标准。

符合IC标准

IC: 1970a-910158
振铃等效值 (ren): 0.1B(ac)

注意事项
位于认证/注册编号之前的“IC”标志表示符合加拿大工业部技术规范。

此认证意味着该设备符合特定电信网络保护性操作和安全性要求。但加拿大工业部 (IC) 并不保证该设
备达到用户的满意程度。

ren用来确定连接到电话线的设备数量。电话线路上的ren过多可能会导致电话呼入时，设备无振铃响
应。在多数区域（并非所有区域），ren总数不能超过五 (5.0)。要确定连接到电话线的设备数量（由
ren总数确定），请与电话公司联系，以获取呼叫区域的最大ren数。

在安装之前，用户应确保当地电信公司允许将该设备接入其设施。必须使用可接受的连接方法安装该设
备。在某些情况下，与单线路单服务相连的公司内部电话线，可能通过组合连接器被扩展为多个分线路
（电话分机线）。客户应该清楚，若依照以上条件进行连接，在某些情况下将无法保证服务质量。

对通过认证设备的维修应由ClearOne Communications，指定的授权加拿大维护单位负责。用户对该
设备或设备故障的任何维修或变更可能会导致电信公司要求用户断开该设备的连接。

用户应确保采取自我保护措施：将电源设施的接地线、电话线和内部金属水管系统（如果有）连接在一
起。这种预防措施在农村地区尤为重要。

废弃电机电子产品指令“Weee Directive 2002/95/eC”：

ClearOne遵守Weee指令。要想得到按国家划分的回收和循环利用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clearone.com/support/recycling.php?content=main

附录	:	符合标准				19	



20					技术服务部~1-800-283-5936

符合欧洲标准

Ce标志表示本设备符合下列指导方针。

				欧洲委员会符合性声明书	

制造商名称： 		 	 	 	 clearOne	communications	

制造商地址：  		 	 	 edgewater	corporate	Park	south	tower
5225	Wiley	Post	Way,	suite	500
salt	lake	city,	Utah	84116	U.s.a.

欧盟代表名称：   		 	 	 clearOne	communications	ltd.	

欧盟代表地址：  		 	 	 atlantic	house
imperial	Way
reading	Berkshire
rG2	OtD
United	Kingdom

型号：		 Max	Wireless,	Maxattach	Wireless.

兹声明产品标准符合欧盟理事会指令：

eMC-2004/108/eC“eMC电磁兼容指令”：

eN	55022:	2006	(emissions)		 信息技术设备－传导干扰特性－限值和测量方法 。

eN	61000-3-2:	2004		 第3部分：限值－第2节：谐波电流发射限值。

eN	61000-3-3:	2002		 第3节：对额定电流不大于16a的设备在低压供电系统中产
生的电压波动和闪烁的限值 。

eN	55024:	1998	(Immunity)	+	a1+a2		 信息技术设备－抗干扰特性－限值和测量方法 。

eN	61000-4-2:	2001						 		 	 	 静电放电抗干扰度	

eN	61000-4-3:	2002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干扰度

eN	61000-4-4:	2004		 	 	 	 快速瞬变抗干扰度

eN	61000-4-5:	2005		 	 	 	 雷击浪涌抗扰度

eN	61000-4-6:	2004		 	 	 	 射频电磁场传导抗扰度

eN	61000-4-8:	1993		 	 	 	 工频磁场抗扰度

eN	61000-4-11:	2004		 	 	 	 电压暂降和电压中断



安全－73/23/eeC“低电压指令（lVD）”：

iec	60950-1:	2001		 信息技术设备(包括电气事务设备)的安全。	

电信－1999/5/eC无线电及电信终端设备（r&tte）指令：

etsi	es	203	021	-	1,	2	and	3	 通路和终端装置（at）；将终端设备连接到电话网络模拟
接口的协调附加要求；tBr 021、en 301 437、tBr 015、
tBr017的技术内容更新；第1部分：概况，第2部分：基本
传输和保护网络免受伤害，第3部分：与公众电话网络的基
本互联互通。

无线电设备：

eN	300	328	V1.6.1	(2004-11) 电磁兼容性和无线电频谱事务(erM)；宽带传输系统； 
使用宽带调制技术的2,4Ghz IsM频段数据传输设备； 
协调的en包括r&tte指令3.2节的基本要求。

rohs－2002/95 eC电气、电子设备（eee）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质指令和Weee－2002/96/eC废
弃电机电子产品（eee）指令。

我们在此保证：上面所列产品均遵守欧盟2002/95/eC指令和欧盟2002/96/eC指令。

我们(即下所有签署人)仅此声明：上面所列明设备均遵守以上指令和标准。发行时间：2007年8月31日

制造商		 欧洲法律代表

	
	 	 	 	

签字		 签字

tracy	Bathurst		 Martin	Offwood
首席技术官		 总经理 －eMea north

担保

ClearOne Communications, Inc.（制造商）保证：本产品在材料和工艺上不存在缺陷。有关担保详情及范围， 
请浏览ClearOne网站	www.clearone.com.

clearOne	communications,	inc.	
5225	Wiley	Post	Way	
salt	lake	city,	Utah	8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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