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ymbol for separate collection applicable in 
European countries

This symbol indicates that this product 
is to be collected separately. The 
following apply only to users in 
European countries.

 This product is designated for 
separate collection at an appropriate 
collection point. Do not dispose of as 
household waste

 For more information, contact the 
retailer or the local authorities in 
charge of waste management.

•

•















































Symbole utilisé pour la collecte séparée dans les 
pays européens

Ce symbole indique que ce produit 
doit être collecté séparément. Les 
consignes suivantes s’appliquent 
uniquement aux utilisateurs résidant 
en Europe.

 Ce produit doit être recueilli 
séparément dans un point de 
collecte approprié. Il ne doit pas 
être jeté avec les déchets ménagers.

 Pour plus d’informations, contactez 
votre revendeur ou les autorités 
locales chargées de la gestion des 
déchets.

•

•















































Símbolo para la recogida selectiva aplicable en 
los países europeos.

Este símbolo indica que este producto 
debe ser recogido de manera 
independiente. Las siguientes normas se 
aplican en los países europeos.

 Este producto está diseñado para ser 
recogido de manera independiente en 
un punto de recogida adecuado. No 
se deshaga de él como si se tratase de 
residuos domésticos
 Para obtener más información, 
póngase en contacto con el proveedor 
o con las autoridades locales a cargo 
de la gestión de los residuo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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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须知

请在使用前仔细阅读“安全须知”，并以正确的方法使用。本“安全须知”中记载了重要的内容，可使您能够安
全、正确地使用产品，并预防对您或他人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

请在理解本部分的内容后阅读使用说明书正文，并在阅读之后妥善保管，以便本产品的所有使用者可以随时查阅。

本节中标注的指示和含义如下。

危险
表示若不遵守该项指示或操作不当，则极有可能造成人员死亡或负重伤的
内容。

警告
表示若不遵守该项指示或操作不当，则有可能造成人员死亡或负重伤的内
容。

注意
表示若不遵守该项指示或操作不当，则有可能造成人员伤害、以及有可能
造成物品损害的内容。

本节使用以下图示和符号对必须遵守的内容作以分类和说明。

图示和符号的实例
△符号表示唤起注意（包括警告）的内容。
在图示中或图示附近标有具体的注意内容（左图之例为当心触电）。

符号表示禁止（不允许进行的）的行为。
在图示中或图示附近标有具体的禁止内容（左图之例为禁止拆卸）。

●符号表示强制执行（必需进行）的行为。
在图示中或图示附近标有具体的强制执行内容（左图之例为取出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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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有关照相机和镜头）

禁止拆卸
切勿自行拆卸、修理或改装。
否则将会造成触电、发生故障并导致受伤。

禁止触碰

立即委托修理

当产品由于跌落而破损使得内部外露时，切勿用手触碰外露部分。
否则将会造成触电、或由于破损部分而导致受伤。
取出电池和（或）拔下电源，并委托尼康授权的维修服务中心进行修理。

取出电池
当发现产品变热、冒烟或发出焦味等异常时，请立刻取出电池。
若在此情况下继续使用，将会导致火灾或灼伤。

立即委托修理
取出电池时，请小心勿被烫伤。
取出电池，并委托尼康授权的维修服务中心进行修理。

禁止接触水
切勿浸入水中或接触到水，或被雨水淋湿。
否则将会导致起火或触电。

禁止使用
切勿在有可能起火、爆炸的场所使用。
在有丙烷气、汽油等易燃性气体、粉尘的场所使用产品，将会导致爆炸或火灾。

禁止使用
切勿用镜头或照相机直接观看太阳或强光。
否则将会导致失明或视觉损伤。

禁止闪光
切勿朝驾驶员闪光。
否则将会造成事故。

禁止闪光
切勿将闪光灯贴近人眼进行闪光。
否则将会导致视觉损伤。
请特别注意在对婴幼儿摄影时，须保持 1 米以上的距离。

妥善保存
切勿在婴幼儿伸手可及之处保管婴幼儿可能会放入口中的细小部件。
否则将会导致婴幼儿将电池吞入口中。
意外吞入口中时，请立即向医生咨询。

警告
切勿将照相机背带缠绕在颈部。
特别注意勿将照相机背带缠绕在婴幼儿或儿童的颈部。
将照相机背带缠绕在颈部有可能会导致窒息。

警告
仅使用指定的电池。
使用非指定电源，将会导致火灾或触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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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有关照相机和镜头）

当心触电
切勿用湿手触碰。
否则将有可能导致触电。

妥善保存
切勿在婴幼儿伸手可及之处保管产品。
否则将有可能导致受伤。

小心使用
进行逆光摄影时，务必使太阳充分偏离画角。
阳光会在照相机内部聚焦，并有可能导致火灾。
太阳偏离画角的距离微小时，也有可能会导致火灾。

妥善保存
不使用时请盖上镜头盖，或保存在没有阳光照射处。
阳光会聚焦，并有可能导致火灾。

小心移动
进行移动时，切勿将照相机或镜头安装在三脚架上。
摔倒、碰撞时将有可能导致受伤。

禁止
长期不使用时，务必取出电池。
电池漏液有可能导致火灾、受伤或污损周围环境。

禁止
使用时切勿用被褥遮盖、包裹。
否则将无法散热，使得外壳变形，并导致火灾。

禁止放置
切勿放置于封闭的车辆中、直射阳光下或其它异常高温之处。
否则将对内部零件造成不良影响，并导致火灾。

 危险（有关电池）

危险
电池漏液进入眼内时，务必立即用清水冲洗，并接受医生治疗。
若置之不理则将导致损伤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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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有关电池）

禁止
切勿将电池投入火中或对电池加热。
否则将导致漏液、发热或破裂。

禁止拆卸
切勿使电池短路或拆卸电池。
否则将导致漏液、发热或破裂。

警告
务必遵守电池上标有的警告、注意事项。
否则将导致漏液、发热或破裂。

警告
务必使用使用说明书中规定的电池。
否则将导致漏液、发热或破裂。

禁止
切勿混用新旧电池、不同种类、品牌的电池。
否则将导致漏液、发热或破裂。

警告
切勿撕下或损伤电池外皮。
否则将导致漏液、发热或破裂。

妥善保存
切勿在婴幼儿伸手可及之处保管电池。
否则将会导致婴幼儿将电池吞入口中。
意外吞入口中时，请立即向医生咨询。

警告
切勿装错电池正（＋）、负（－）极。
否则将导致漏液、发热或破裂。

禁止接触水
切勿浸入水中或接触到水。
否则将导致漏液、发热或破裂。

警告
切勿对非充电电池进行充电。
否则将导致漏液或发热。

警告
废弃电池时，务必使用胶带等将电极部分绝缘。
接触其他金属将导致发热、破裂或起火。
请根据当地法规进行废弃处理。

警告
电池漏液接触到皮肤或衣服时，务必立即用清水冲洗。
若置之不理则将引起皮肤发炎等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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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产品时，请在包装箱内装入足够多的缓冲材料，以
减少（避免）由于冲击导致产品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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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机及相关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的名称、含量及环保使用期限说明
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

1

部件名称
环保使用

期限

相机外壳和镜筒（金属制）

相机外壳和镜筒（塑料制）

2

3 光学镜头、棱镜、滤镜玻璃

4 电子表面装配元件
（包括电子元件）

5 机械元件，包括螺钉、
包括螺母和垫圈等

6 无线发射器和遥控器*2

7 交流适配器、电池充电器、
电池匣和连接线类*2

8 锂离子充电电池*2

9 镍氢充电电池*2

10 非电子附件
（盖子、罩子、带子、遮光罩、
光学附件、转接环、盒子等）*2

11 光盘（CD-ROM）*2

机座和机械元件

多溴联苯
（PBB）

铅
（Pb）

汞
（Hg）

镉
（Cd）

六价铬
（Cr（VI））

多溴二苯醚
（PBDE）

*1

注：
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标识说明
表示该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在该部件
所 有 均 质 材 料 中 的 含 量 均 在
SJ/T11363-2006标准规定的限量要求
以下。
表示该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至少在该
部件的某一均质材料中的含量超出
SJ/T11363-2006标准规定的限量要求。
但是，以现有的技术条件要使相机相
关产品完全不含有上述有毒有害物质
极为困难，并且上述产品都包含在
《关于电气电子设备中特定有害物质
使用限制指令2002/95/EC》的豁免范
围之内。

*1  表示存在于相机机身内置的某些滤镜中。
*2 部件名称栏中 6-11类的附件既可能与
主产品捆绑销售，也可能单独销售。无
论何种情况，其中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
的含有量相同。

环保使用期限
此标志的数字是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
信息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办法及相关标准，
表示该产品的环保使用期限的年数。请遵
守产品的安全及使用注意事项，并在产品
使用后根据各地的法律、规定以适当的方
法回收再利用或废弃处理本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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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商：尼康映像仪器销售（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市西藏中路268号来福士广场50楼01-04室，200001）

尼康客户支持中心服务热线: 4008-201-665（周一至周日9:00–18:00）
http://www.nikon.com.cn/
在日本印刷
出版日期：2010年3月1日



Printed in Japan

TT0C04 (53)

8MAA2053-04  G01© 1995  Nikon Corpor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