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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相容信息

FCC 符合性声明
本设备符合 FCC 规则第 15 部分的规定。
其操作遵循下面两个条件：（1）本设备不会导致有害干扰；（2）本设备必须承受任何接收到的干
扰，包括可能导致异常操作的干扰。
依 FCC 规则的第十五章，本设备经测试，符合 B 级数码设备的限制标准。这些限制标准用于确认电气
设备不会对居室中安装的其它设备产生有害干扰。本设备会产生、使用和发射射频能量，因此若没有
依照指示安装及使用，可能会对无线电通讯产生有害的干扰。然而，这并不保证该设备在特定安装过
程中不会发生这种干扰。如果该设备对收音机或电视机产生有害的干扰（这可以通过设备的开、关来
判定），用户可以尝试以下的方法消除干扰：

• 重新调整或放置接收天线。

• 增加设备与无线接收设备之间的间距。

• 将该设备连接到与无线设备不同的另一插座上。

• 洽询销售商或具有无线电/电视经验的技术人员请求帮助。

警告：请注意，若未经符合性负责方的明确许可而进行任何变更或修改，可能会导致您失去操作本设
备的资格。

加拿大工业部声明
CAN ICES-3 (B)/NMB-3(B)

针对欧盟国家的 CE 符合性
此设备符合电磁兼容指令2004/108/EC和低电压指令2006/95/EC的要求。

以下信息仅适用于欧盟（EU）成员国： 
右侧所示的符号符合《处理废弃电子产品（WEEE）指令2002/96/EC》之规定。
凡标有此符号的产品不得作为城市废品加以处理，而必须按照当地有关法律利用贵国或贵地
区的废品回收及收集系统而加以处理。
如果本设备中包含的电池、蓄电池和纽扣电池显示了化学符号 Hg、Cd 或 Pb，表示电池含
有高于 0.0005% 汞、高于 0.002% 镉或高于 0.004% 铅的重金属成分。



ii

中国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标识要求

本产品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的名称及含量标识如下表：

零部件名称

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

铅 (Pb) 汞 (Hg) 镉 (Cd) 六价铬 (Cr6+) 多溴联苯 (PBB) 多溴联苯醚 
(PBDE)

外壳（鏡架） ○ ○ ○ ○ ○ ○

电路板组件* × ○ ○ ○ ○ ○

电源线 ○ ○ ○ ○ ○ ○

适配器 × ○ ○ ○ ○ ○

鏡片 ○ ○ ○ ○ ○ ○

電池 ○ ○ ○ ○ ○ ○

* ：电路板组件包括印刷电路板及其构成零部件，如电阻、电容、集成电路、连接器等。

○：表示该有毒有害物质在该部件所有均质材料中的含量均《电子信息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要
求标准》规定的限量要求以下。

×：表示该有毒有害物质至少存在于该部件的某一均质材中，是因为目前业界还没有成熟的可替代技
术，以致含虽然超出《电子信息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标准》规定的限量要求；但仍然
符合欧盟 RoHS 指令所容许的豁外条款及电池指令的要求。

环保使用期限说明

此电子信息产品在说明书所述的使用条件下使用本产品，含有的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不致
发生外泄，不致对环境造成污染或对人身、财产造成严重损害的期限为 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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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与警告

1. 该 3D 眼镜仅用作观看 3D 内容，请勿用作任何其它用途，如果用作普通眼镜、太阳镜等可能会损
伤您的视力。

2. 3D 眼镜采用锂聚合物电池供电，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损坏或破坏电池，否则可能导致受伤或火灾。

3. 请勿将 3D 眼镜置于阳光直射或靠近火源、热源及水的地方，否则可能导致本产品无法正常工作。

4. 3D 眼镜仅可用无毛软布清洁，并确保清洁前布上没有任何灰尘及异物；使用其它化学制剂喷洒或
擦拭 3D 眼镜可能导致其功能故障或损害眼镜外表。

5. 请勿对 3D 眼镜施加强力，如从高处跌落或折弯，否则可能造成产品损坏而无法工作。

6. 观看 3D 影像时，请勿在周围放置任何容易破碎的物品，某些 3D 视频可能让观看的人受到惊吓而
移动身体，这样可能会打碎身边的物品或使得自己受伤。

7. 为确保 3D 眼镜的接收效果，请在正确的图示接收范围内观看，并且不要将物体置于眼镜的前方，
以免阻挡信号。

8. 50Hz 或 60Hz 的磁性荧光灯可能会影响 3D 眼镜的工作而造成 3D 图像的抖动，如果此现象发生，
请关闭荧光灯后再观看。

9. 当 3D 眼镜的电线外露或镜片有破损时，请停止使用该 3D 眼镜。

10. 儿童需在父母的监护下使用，防止儿童取下或可能吞咽其他小部件。

11. 孕妇、体弱、有心脏问题以及容易产生恶心症状的人士不宜使用快门式眼镜观看 3D 内容。

12. 三岁以下的儿童不宜观看 3D 内容，因视觉发育不够完全，不能感知较好的立体效果，长时间观看
可能会影响其视力发育。

13. 长时间观看 3D 内容可能会感到头痛或疲劳，如果观看 3D 内容时有任何不适，请立即停止观看，
并稍事休息；如果症状持续得不到缓解，请咨询医生。

14. 某些人可能会在观看某些视频或节目时因受到特定图像、闪光或仿真图像的视觉刺激而造成病症发
作或其他并发症，如果您或您的亲属有病或发病史，请务必在观看前咨询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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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信息

版权所有 © ViewSonic® Corporation, 2013。保留所有权利。
ViewSonic、三鸟徽标、OnView、ViewMatch 和 ViewMeter 是 ViewSonic Corporation 的注册商标。
免责声明：ViewSonic Corporation 将不对此文档中出现的技术、编辑错误或疏忽负责；也不对因提供
本材料、或因产品的性能以及使用此产品造成的偶发或引发的损失负责。
鉴于产品的不断改进，ViewSonic Corporation 保留修改产品规格权利，恕不另行通知。此文件中的内
容可能在不通知客户的情形下进行更改。
未经 ViewSonic Corpoation 事先书面许可，不得为任何目的、以任何方式复制、翻版或者传播此文件
的任何部分。

产品注册

为了满足未来可能出现的产品需求、获得更多有用的产品信息，请在您所在地区的 ViewSonic 网站在
线注册您的产品。
注册您的产品，为满足未来客户服务需求作好充分准备。请打印此用户指南并在“请您记录”部分写
上序列号。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见本指南的"客户支持"部分。

请您记录

产品名：

型号：
文档号：
序列号：
购买日期：

PGD-350
ViewSonic 3D Glasses
VS15689
PGD-350_UG_SCH Rev. 1A 09-24-13
 
 

产品达到使用寿命后废弃产品
ViewSonic 注重环境保护，致力于绿色工作和生活。感谢您参与 Smarter，Greener Computing。 
如需更多信息，请访问 ViewSonic 网站。
美国和加拿大：http://www.viewsonic.com/company/green/recycle-program/
欧洲：http://www.viewsoniceurope.com/uk/support/recycling-information/
台湾：http://recycle.epa.gov.tw/recycle/index2.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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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

产品概述

包装内的 3D 眼镜配合 3D 投影仪的使用，适用于观看 3D 画面。该 3D 眼镜采用了先进的液晶快门技
术和抗干扰通信技术，将带您进入奇妙的 3D 体验之旅。

盒内物品

1. DLP-Link 3D 快门眼镜 x1
2. 眼镜清洁布 x1
3. 产品使用指南 x1
4. USB 充电线 x1
5. 存储袋 x1

产品特征

电源开关

LED 指示灯

信号接收窗

液晶镜片

USB 充电接口

镜脚

操作说明

开启3D眼镜：按压一下电源开关，绿色 LED 指示灯亮 1.5 秒提示电源已开启；
关闭3D眼镜：按住电源开关 1.5 秒，绿色 LED 指示灯闪烁 3 次提示电源已关闭。
低电量提示：当电池电量低时，绿色 LED 指示灯闪烁每秒一次提示需要充电。充电時，您可以使用 
USB 充电连接线连接到电脑 USB 端口，对眼镜进行充电。充电中红灯亮，充满后红灯自动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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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提示

3D 眼镜设计有自动运行和自动关机功能，在以下情况下 3D 眼镜将启用该功能。

1. 开启电源后，3D 眼镜将进入 5 分钟的待机模式，如果待机模式下收到同步信号，3D 眼镜将正常同
步工作；如果待机模式下没有收到同步信号，3D 眼镜将自动关闭，关闭时绿色 LED 指示灯闪烁三
次。

2. 使用过程中，由于投影仪 3D 模式切换到 2D 模式、角度或距离变化而导致 3D 眼镜无法收到同步
信号，3D 眼镜将自动运行 3 秒钟，如果在 3 秒钟内收到同步信号，3D 眼镜将正常同步工作；如
果 3 秒钟内没有收到同步信号，3D 眼镜将进入待机模式。

其它信息

技术规格

快门方式 液晶快门

眼镜质量 32g
有效距离 约 8m
透光率 38±2%
同步方式 DLP-Link

对比度 1200:1
供电方式 聚合物锂电池

工作电流 1.9mA
通用频率 96Hz/100Hz/120Hz/144Hz
电池工作时间 充满一次电后可持续工作 30 小时

工作条件
工作温度 0~40°C
储存温度 -5~50°C 

重要提示：

1. 首次使用 3D 眼镜前，请充电 3 小时以上；
2. 长期不使用时，需充电后存放，每六个月对电池至少充电一次。

常见问题处理

3D 眼镜开机后戴上看不到立体效果怎么办？

• 请检查投影仪的 DLP 3D 功能，是否处于 3D 模式；

• 如果电池电量已经耗尽，请及时充电；

• 请保证您的位置在同步信号覆盖范围内，以便 3D 眼镜可以接收到工作信号。

3D 眼镜观看时 LCD 镜片抖动或闪烁？

• 电池电量严重不足，请及时充电；

• 观看环境中如有灯光及其他干扰信号干扰，请关闭干扰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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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支持

关于技术支持或产品服务，请参照下表或洽询经销商。
注意：您需要提供产品序列号。

国家/地区 网站 电话 电子邮件

中国 www.viewsonic.com.cn 4008 988 588 service.cn@cn.viewsonic.com

香港 www.hk.viewsonic.com 852 3102 2900 service@hk.viewsonic.com

澳门 www.hk.viewsonic.com 853 2870 0303 service@hk.viewsonic.com

有限保修

如需保修信息，请参见本指南中的“客户支持”表以找到您所在区域的 ViewSonic 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