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Your Dependable Aquarium Partner

使用者手冊

勻彩系列  水族專用 LED 燈 

RGB 三波長 均勻照明無段調光 可掀腳架

95° 

高演色性

Ra

水草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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勻彩 LED 燈

AC/DC 轉接器

電源線

六角板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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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注意，因為產品型號不同，所使用 AC/DC 轉接器不盡相同，與圖片可能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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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裝內容物

ALLF-033D01

5100K

ALLF-044D01 ALLF-058D01

2620 3500 4660

Ra90

117°

110-230 VAC / 50-60 Hz

IPX4 (近水面)、IPX2 (燈體表面)

L600×W129×H50 L900×W129×H50 L1200×W129×H50

33 44 58

1.07±0.1 1.36±0.1 1.65±0.1

流明 (lm)

色溫

瓦數 (W)

尺寸 (mm)

585-630 885-930 1185-1230適合缸長度 (mm)

重量 (Kg)

演色性

發光角度

電壓

防水等級

產品型號

63 84 112LED 顆數

產品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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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安裝

基本操作

◎ 以旋鈕手動旋轉無段調整光輸出 ◎ 95° 可掀腳架，方便日常魚缸維護

01 調整燈具可滑動腳架以符合所安裝的魚缸長度

◎ 腳架單邊各可調整 25mm

02 用附帶的安裝工具鎖緊腳架螺絲

◎ 適用厚度
     ≤ 12mm

03 將 AC/DC 轉接器放置在不受潮的地方並保持乾
燥，將燈具與 AC/DC 轉接器的電線安裝連接

04 將 AC/DC 轉接器電源線確實插入電源插座

Handy and practical LED light



警告

使用本產品前，請閱讀所有安全說明!
為了避免發生電擊，請特別小心使用水族設備。

◎　此燈具應裝在有合適排水口或截水機構的魚缸上。

◎　使用本產品前，請取下所有保護膜。

◎　使用附帶的安裝工具將燈具確實安裝在魚缸上。

◎　在操作之前，請確保燈具在魚缸上已安裝牢固。

◎　安裝後請確實檢查燈具，若不應該受潮的部件上有水，則不應該接入電源。

◎　為了安全起見，燈具必須正確連接到適當的 AC / DC 轉接器和插座。

◎　請勿將本產品用於其他的用途。不使用原廠的配件可能會導致不安全的情況。

◎　如果燈具不慎落入水中，請勿直接觸碰。請先關閉電源與拔除插頭，然後再進行檢查。

◎　如果產品的電子件受潮，請立即拔掉電源插頭。
　　為避免將燈具插頭或插座弄濕，需將魚缸放置在插座的一旁，以防止水滴落到插頭或插座。
　　圖示中的〝滴水路徑〞，則是防止水滴沿著電線與電子件接觸。如果插頭或插座弄濕，請勿直接
　　拔掉電線，請先斷開保險絲或關閉電箱電源。然後，再移除插頭並檢查插座中是否有水。

滴水路徑

使用者手冊



◎　如果電線或插頭損壞，或者產品發生故障、跌落、毀損，請勿再操作使用產品。

◎　當不使用、要取下燈具或進行清潔之前，請務必將插頭從插座拔下。
　　切勿拉扯電線來拔除插頭，請抓住插頭以從插座拔除。

◎　請勿拉扯、拖動連接燈具和轉接器的電線。

◎　兒童不可在沒有成人的監督下操作或使用本產品。

◎　如果需要使用延長線，則應使用適當的伏特數和瓦數的產品。 使用低於產品額定值的延長線
　　可能會過熱。 應該小心收整好電線，以免被其絆倒或拉扯。

◎　請斷開電源後，再進行產品的清潔與維護。

◎　請勿在燈具上放置任何物品。

◎　請勿直視 LED。

◎　請勿將本產品安裝或存放在暴露於戶外或冰點以下的地方。

◎　此產品僅供於室內使用。

AZURE 勻彩 LED 燈上都標有產品序號，當用戶有需要售後服務或技術支援時，需要出示該產品
序號給當地的零售商或經銷商，以及購買證明(如購買發票或保固卡)。

如果 AC/DC 轉接器無法正常使用，只要用戶購買的燈具仍在保固期間內，可連繫當地的零售商或
經銷商要求更換。

 ※ 報廢本產品時，請勿隨意丟棄，請妥善回收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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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產品的保固期為自購買日期起 24 個月內，並請用戶自行保存購買發票或證明。保固卡必需填
妥購買日期、產品型號與序號，零售商或經銷商蓋章，始為有效。

若無法提供購買發票或保固卡，經過查證，若超過出廠日期 13 個月，將視為保固外產品。

如果產品發現瑕疵，則本保固由製造商決定來維修或更換產品，不能進行現金退款。本保固僅提供
原本購買本產品的消費者，不得轉讓或分配。

【產品若因下列情況，將不在保固範圍內】

◎　因不當安裝、天災意外、人為不當操作等非產品本身之因素故障時，不予保固。

◎　未經授權拆卸，修理或改裝產品或附件，不予保固。

◎　產品保固標籤、防拆標籤、保固卡被修改、塗改、移除、仿冒，不予保固。

◎　產品序號不符或損壞無法辨識，不予保固。

◎　非透過授權之代理商或經銷管道所購買之產品，不予保固。

◎　使用本公司指定的消耗品以外之物時。

◎　消耗品零件不予保固，但因為材料或工藝瑕疵導致故障者，則不受此限。

◎　購買後因運送移動、掉落所產生之故障或損害。

◎　保固期過後之故障與損害的發生。

有限保固責任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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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HS 限用物質含有情況標示聲明

設備名稱： LED水族燈具
Equipment name

型號(型式)：
Type designation (Type)

單元
Unit

燈具外殼

透光罩

插接器

PCB 電路板

LED 光源

導線

螺釘

驅動器

ALLF-033D01、ALLF-044D01、ALLF-058D01

限用物質及其他化學符號
Restricted substances and its chemical symbols

鉛 
Lead
(Pb)

多溴聯苯
Polybrominated

biphenyls
(PBB)

多溴二苯醚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PBDE)

汞
Mercury

(Hg)

鎘
Cadmium

(Cd)

六價鉻
Hexavalent
Chromium

(Cr+6)

備考1. 〝超出0.1 wt %〞及〝超出0.01 wt %〞係指限用物質之百分比含量超出百分比含量基準值。
Note 1. “Exceeding 0.1 wt%” and “exceeding 0.01 wt %”indicate that the percentage content of the restricted
substance exceeds the reference percentage value of presence condition.

備考2.〝○〞係指該項限用物質之百分比含量未超出百分比含量基準值。
Note 2. “○”indicates that the percentage content of the restricted substance does not exceed the percentage
of reference value of presence.

備考3. 〝─〞係指該項限用物質為排除項目。
Note 3. The “─”indicates that the restricted substance corresponds to exe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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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資料

姓　　名

電子郵件

地　　址

電　　話

Handy and practical LED light
產品保固卡

購買資訊

型　　　　號

產   品   序   號

經　  銷　  商

零　  售　  商

購   買   日   期

購買證明用章

歡迎在 www.SUNPOLE.com.tw 線上註冊您的產品

在 Facebook 上關注我們
www.facebook.com/SUNPOLE.Aquariu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