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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听器充电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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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保修
ZPower的独家有限保修条款可以从www.zpowerhearing.com网站获取。同时，您也可以向助听器供货商获取ZPower的
独家有限保修条款的副本。

使用目的
ZPower充电系统的用途是将您的助听器转换为充电式助听器，与ZPower银锌电池兼容。

兼容性
ZPower可充电系统适用于多种型号，每种设计适用于特定的助听器型号。获取完整的相容型号列表，请访问 
www.zpowerhearing.com。

符号说明

符号 说明

务必仔细阅读本《用户手册》。

表明产品型号。

表明包装内容。

手册指出了可能会导致严重、中度或轻度损伤或有可能会损坏您的系统的情况。

应该如何正确使用您的设备，以及如何避免损坏您系统的建议和提示。

使用CE标志，ZPower确认此系统和它的个体组件满足以下条件: 医疗器械指令93/42/EEC、RoHS指令
2002/95/EC、WEEE指令 2012/19/EU和电池指令2006/66/EC。CE标志后的数字是针对上述指令提供
了咨询意见的认证机构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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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说明

在欧盟国家，带标记装置必须符合WEEE指令2012/19/EU和RoHS指令2011/65/EC。如需处置本装
置，请将其置于您当地的回收点或此类设备的回收中心。

带标记装置符合FCC第15条款部分规定。必须在以下两种条件下才能操作装置：(1) 本装置不会引起有
害干扰，并且（2) 本装置必须能抵抗任何干扰，包括会影响运行的干扰。本设备已经根据FCC第15条
款部分的规定进行测试，并且符合B类数字装置的限值。这些限值经专门设计，以便在家中安装时提
供合理保护，避免有害干扰影响。本设备会产生射频能量，若未能按照说明书安装和使用，则可能会
对无线电通信产生有害干扰。

我们无法保证特定安装中不会存在干扰。如果本设备对无线电或电视接收产生有害干扰（这种干扰可
以通过开关设备进行控制），我们建议用户尝试通过以下一项或多项措施来消除干扰：

• 重新定向或重新安置接受天线
• 增大设备与接收器之间的距离
• 将设备插入不同于接收器电路的插座
• 寻求经销商或富有经验的无线电/视频设备技术人员的说明

表明医疗设备制造商，定义为欧盟指令93/42/EEC。

表明制造商产品编号，以确定医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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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说明

表明制造商的批量代码，以便批次或批号可以被识别。

表明医疗设备可以安全暴露的温度限制：14-122°F (-10-50°C)。

表明医疗器械可以安全暴露的湿度范围：20-75%。

表明医疗设备可以安全暴露的大气压力范围：最低11千帕。

表明医疗设备需要防水保护。

表明系统中包含两块银锌电池。

表明系统中包含两个电池盖模块。

表明系统中包含一个充电器。

表明系统中包含一个电源适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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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将电源线插入USB壁挂式适配器及电源插座。刚插入后，所有充电器指示灯都将暂时变为绿色。

为您的助听器充电

1. 将您的助听器放在充电器上 
用软管轻轻托住您的助听器，并且将其放进充电槽中。 两个拱形结构与电源线应该面向充电器的同一
侧，如图所示。正确连接您的助听器之后，两个指示灯都将开始闪烁绿色。

2. 等待3-4 小时 
绿色指示灯闪烁，即表示您的助听器正在充电。 当指示灯停止闪烁并转为常亮绿色时，即表示您的助
听器充电完毕。

3. 拔出并佩戴您的助听器 
您也可以在充电完毕之前将您的助听器从充电器中拔出，但助听器使用持续时间将不如完全充电那么
久。在不使用助听器时，建议您将助听器保持在充电器上，这样做将不会导致过量充电。

  请确保您的助听器在操作温度范围内进行充电：50-104°F (10-40°C)。

如何使用您的系统1

此用户指南适用于：

ZPower 充电系统包括

电池舱门（ZBDM-01）

充电器（ZC-B01）& 电源适配器

银锌充电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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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听器接入充电器

USB数据线和壁挂式电源适配器
（有的不含壁挂式电源适配器）

充电器 电池门模块 用于模块的电池组件

重要使用说明：2

本助听系统充电器是专门为ZPower充电系统配制
的，仅能使用于ZPower充电电池。本产品不具备任
何电源开关。接通电源后， 即呈开启状态，墙式
USB适配器符合您所在地区的输入电压和连接类型
的要求。

  注意：

• 本充电器仅限室内使用
• 请勿将您的装置置于极端温度或高湿度条件下
• 请勿置于直射阳光下
• 请勿浸水
• 请勿将此装置置于微波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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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力护理行业人员应将可充电电池盖模块安装到合适型号的助听器上。试图在不兼容的助听器上安装电池
盖，可能会导致小和/或尖锐的碎片。只能在兼容的助听器型号上安装电池盖。获得兼容型号列表，请访
问www.zpowerhearing.com。

  警告

• 窒息危险。小部件存在窒息危险。保持助听器、电池和配件远离儿童和宠物。如果系统的任何一部分
被吞食，请立即就医。

• 绊倒危险。保持长电源线远离走道，因为存在绊倒危险。

• 磁场。充电器包含磁铁，并应与起搏器保持至少6英寸（15厘米）的距离。

• 勒颈危险。包含一条长电源线，如果使用不当，则将会有勒颈的风险。

• 损伤风险。请勿碰触电源线，并且请勿摇摆充电器。

• 电击危险。不兼容部件将存在电击危险。 

• 请使用充电器配套的USB壁挂式适配器。

• 火灾和爆炸危险。请勿在爆炸性或富氧环境下使用。

• 吞食危险。如将磁铁从充电器拆除，请勿放进鼻子或嘴巴。吞入磁铁将会黏住肠道，从而导致严重的
损伤，甚至死亡。如果吞入或吸入磁铁，请立即就医。

• 过热危险。使用不当USB适配器可能造成充电器过热。仅使用具有5伏直流电压，最小500毫安的
EN60950认证设备，如带有充电器的USB适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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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 仅将充电器的USB端口用于所述目的。

• 不要将墙式适配器单独插入电源插座。这可能会导致触电。

• 仅使用此说明中描述的设备为系统充电。使用其他设备可能会导致您的系统损坏。

• 不要把充电系统的任何部分掉落在坚硬表面上，这可能会损坏您的系统，可能会导致破裂成小和/或尖
锐的碎片。

合理使用将能够延长电池寿命。

电池贴士

• 请在损耗之前定期对电池充电。

• 请在50°F (10°C)和104°F (40°C)的温度条件下对电池充电。

• 充电器不插电时，请勿将电池装入充电器，这将损坏电池。

• 如果您打算数日不使用助听器，请拆除电池。

• 您的电池寿命约为一年，并可由您的助听专业人员轻易更换。

维护保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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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确保可充电
电池以正确的
方式插入。

请用干燥柔软的
纸巾擦拭充电器
上的触点。与助
听器配套的软刷
亦可用于充电器
触点的清洁。 

清洁说明 

• 根据需要进行清洁。
• 使用干燥、柔软手巾擦掉所有灰尘。
• 助听器所包含的软刷也可用于清洁充电器上的

杂质。
• 请勿对充电器进行消毒。
• 请勿使用外用酒精、溶剂或任何其他液体进行

清洁。

  您的助听器和/或电池门可能被发胶或化妆品
损坏。在使用这些产品之前，
建议将您的助听器从耳朵上移除。

  确保助听器和充电器在充电前干燥和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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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4

充电器指示灯 问题 建议措施

指示灯不亮 助听器未正确插入充电器，或充
电器未接通电源。

拔掉助听器，并改变方向再插上。
检查USB线是否已经正确连接到USB壁挂式适
配器。
插入其他USB装置，以检查USB壁挂式适配器
是否正常工作。

一个或两个指
示灯都转为常
亮红色

电池无法充电。 检查助听器电池是否为ZPower充电电池。

两个指示灯均
转为闪烁红色

温度超出范围之外。在温度恢复
到正常范围之前，将停止充电。

将充电器移至50°F (10°C)到104°F (40°C)的温
度环境下。

如果仍有未能解决的问题，请咨询您的助听护理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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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温度 ................................................................................................................................................. 50°F (10°C) 到 104°F (40°C)

储存温度 ................................................................................................................................................ 14°F (-10°C) 到 122°F (50°C)

湿度 .......................................................................................................................................................................................... 20%到75%

防水性 .............................................................................................................................................................................. IPX0（普通）

最小气压 .......................................................................................................................................................................................................... 11 kPa

USB壁挂式适配器输入电压 ........................................................................................................................................ 100-240V AC

USB壁挂式适配器输出电压 .................................................................................................................................................... 5V DC

USB壁挂式适配器输出电流 .................................................................................................................................................. <=1.0A

USB壁挂式适配器 ........................................................................................................................... ZPower提供CB认证墙式适配器

电击防护 ....................................................................................................................................................................................... Class II

欲知助听器兼容性信息，请访问www.zpowerhearing.com。

ZPower有限责任公司特此声明，本产品符合医疗器械指令93/42/EEC的要求。符合声明全文可以从制造商
或当地代理获得，其地址可以在此说明的封底找到。

技术数据

法规信息

ZPower充电系统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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