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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回收： 

关于本设备的回收或弃置，请遵守当地法规和回收计划。 

安全合规： 

本设备符合 EN60601-1 的安全要求，因而也符合医疗设备指令 93/42/EEC和2007/47/EC（一般安全信息）要求。 

安全合规： 

本设备经 T.U.V. 认证，电击、火灾和机械危害仅符合 CAN/CSA C22.2 No. 60601-1 和 ANSI/AAMI ES60601-1。 

FCC 认证：UK2-SII-SK63102、UK2-SII-SK63101 

加拿大工业：6705A-SIISK63102、6705A-SIISK63101 

 

无线电认证： 

本设备符合 EN 302 065 V1.2.1 的要求并符合无线电和电信终端设备 (R&TTE) 指令1999/5/EC。 

0984 

警告和警示 

此符号用于提醒用户，必须遵守有关安装和/或操作本设备的重要信息。应仔细阅读此符号前面的信息以避免损坏设

备。 

此符号用于警告用户，本设备内部有未绝缘且足够产生电击的电压。因此，接触本设备内部零件会有电击危险。为降

低电击风险，严禁取下封盖（或后板）。设备内没有可由用户维修的零件。请交给合格的维修人员进行维修 

 

此符号用于提醒用户，手册包含有关操作和/或维护本设备的重要信息。应仔细阅读此符号前面的信息以避免损坏设

备。 

此符号标示制造商。 

此符号标示制造商的欧洲共同体代表。 

为了降低火灾或电击危险，请不要将本设备暴露在雨中或潮湿环境中。另外，除非插头片可以完全插入，请勿将本设备的极性插

头同延长电缆插座或其它插口一起使用。本产品的设计符合在患者附件使用设备的医疗安全要求。 

根据欧洲的 M.D.D.，本产品为 I 类医疗器械。不得进行改装。 

在美国和加拿大，本产品为 II 类医疗器械。不得进行改装。 

本设备/系统仅可由医疗专家使用。 

美国联邦法律规定本设备仅可由医生或在医生的指示下销售。 

以下是接受 CE 标记设备的欧洲国家：比利时、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塞浦路斯、德国、匈牙利、冰岛、马其顿、黑山、挪威、

罗马尼亚、斯洛伐克、西班牙、瑞士和英国。 

本设备仅在使用 NDS 所提供的医疗级电源时符合上述标准。 

电源线：使用医院级电源线缆，以及适用于电源的正确插头。 

从交流电源拔下电源线。电源线是唯一认可的断开设备。 

定位医疗设备时，应该能方便接触其断开设备。  

当在美国超过 120 伏特的电压环境下使用时，该设备应使用中心插头电路供电。 

本产品可以连续运转 

型号 ZeroWire G2 

电源 Ault MW172KB2400B02 或 GlobTek GTM91120-3024-T3A  

交流输入 100 至 240 V；50 至 60 Hz 

直流输出 Ault 24 伏，0.75 amps / GlobTek 24 伏，1.25 am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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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声明 

法律声明 

FCC 和欧洲议会指令标准： 

本设备符合 FCC 规则第 15 部分和欧洲议会指令标准 93/42/EEC 和 2007/47/EC。设备的操作符合以下两个条件：(1)本设备可能

不会产生任何有害干扰，及 (2) 本设备必须能够承受接收到的任何干扰，包括可能会导致不良结果的干扰。  

1. 本设备应与随附的特定电线配套使用，以防干扰收音机和电视接收。使用其它电线和适配器可能会干扰其它电子设备的使

用。 

2. 本设备已通过测试并证明符合 FCC 第 15 部分以及 3.1 和 8.5 条下 CISPR 11 的相关限制。本设备产生、使用并可辐射射频

能量，如果未按照说明安装并使用，可能对无线电通信造成有害干扰。 

3. 本设备已通过测试并证明符合 FCC 第 15.255(g) 部分关于允许的 大暴露的限制。本设备会产生射频能量，必须在距离用

户或患者至少 20 厘米处安装和使用。 

IEC： 

本设备已通过测试并证明符合 IEC 60601-1-2:2001 关于医疗设备的限制。这些限制旨在对典型医疗安装环境中提供合理保护，以

防止造成有害干扰。本设备产生、使用并可辐射射频能量，如果未按照说明安装并使用，可能对无线电通信造成有害干扰。  

FCC、欧洲议会指令标准和 IEC： 

不能保证在特定安装环境中不会产生干扰。如果本设备确实对广播或电视接收造成有害干扰（可通过关闭或打开本设备判断），

则建议用户采取以下一种或多种方法来消除干扰： 

• 重新调整发送装置和/或接收装置的方向或位置。 

• 增大本设备和接收装置之间的距离。 

• 将本设备连接到不同于接收装置所在电路的电源插座上。 

• 咨询您的经销商或经验丰富的收音机/电视机技术人员。 

与本设备相连接的辅助设备必须通过相关 IEC 标准认证，如数据处理设备应通过 IEC 60950-1 认证，医疗设备应通过 

IEC 60601-1 认证。另外，所有配置要符合 IEC 60601-1-1 系统标准。将其它设备与信号输入部分或信号输出部分相连接时，须配

置医疗系统，且要确保该系统符合 IEC 60601-1-1 系统标准的要求。负责将该设备固定在系统上的个人还需要保证，本设备中所

用的安装设备要符合 IEC 标准 60601-1。如有疑问，请咨询您的供应商的技术服务部门。 

NDS 可能通过其它医疗设备制造商、经销商和转销商售卖产品，因此，本 NDS 产品的购买者应向 初出售本产品商家咨询适用

的产品质量保证条款（如有）。 
 

NDS 不承担也不授权他人承担与本产品销售和/或使用相联和/或相关的任何责任。若要恰当使用、处理并维护 NDS 产品，客户

应查阅本产品中附带或通过其它方式获得的产品具体说明、指导手册和/或标签。 

  

客户需注意：产品性能会受包括系统配置、软件、应用程序、客户数据和操作人员对系统的控制及其它因素的影响。虽然据信 

NDS 产品能与许多系统相兼容，但客户所使用的特定功能可能会有所不同。因此，必须由客户确定产品是否适合某种特定用途

或应用，而不能由 NDS 保证。 
 

NDS 明确声明不作任何明示、暗示和/或法定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与所有 NDS 产品或服务相关的商业适销性、适合性和/或任何

特定目的之适用性及不侵害他方权利的担保。NDS 谨此明确排除并声明不会作出任何以及所有其它任何形式的担保、表述和/或

保证（无论是本身的或是延伸的），无论其为暗示、明示和/或是由任何法令、法律、商业使用、习俗、交易或其它产生或引

起。  
 

对于任何与购买、销售、出租、租用、安装或使用 NDS 产品有关或因此而产生的任何损失、以及因任何涉及上述行为的相关条

款和条件，或与包含该类条款和条件的协议有关或因此而产生的任何损失有关或因此而产生任何特殊、偶然、后果性、惩罚性、

惩戒性或间接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因延迟发货、未发货、产品故障、产品设计或生产、产品或服务无法使用、未来业务损失（损

失利润），或任何其它原因引起的损失，NDS 及其供应商和/或经销商概不承担任何直接责任，也不会以赔偿形式承担责任。 

  

某些司法管辖区的法律不允许对若干责任保证作出排除或免责声明，在这些司法管辖区，上述限制和/排除声明可能不适用。在

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责任将仅限于该司法管辖区法律所允许的 大程度内。 
 

本文件中所提供的内容，包括所有设计和相关资料，均是 NDS 和/或获得其授权许可者的的珍贵财产，根据情况，NDS 保留有

本文件的所有专利权、版权或其它知识产权，包括所有设计、复制生产、使用和销售权，除非明确表示将上述权利授给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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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本手册 

本手册旨在协助用户安装、设置和操作 ZeroWire® G2 无线视频系统。  
 

页面侧边的数字标号表示新一章节的开始。  
 

本手册中包含功能描述语，含义如下： 

ZeroWire G2 接收装置 

ZeroWire G2 发送装置（输入：DVI 和 3G-SDI） 

产品部件号和附件见第 18 页。 

用途和禁忌 

概览 

使用 ZeroWire G2 系统能够以无线传输的方式将内镜照相机或其它视频源输出端子的 DVI 或 3G-SDI 输

出的视频信号送至视频显示器的 DVI 输入端子。它依照 FCC（第 15 部分）有关位于电磁波谱毫米波 

(mmW) 部分的免授权 57-64 GHz 频段规则，作为基于 60Ghz 的无线高清系统工作。 

本系统包括一对发送装置和接收装置。发送装置和接收装置按设计要安装到显示器的上边缘后端。发送

装置可从内镜照相机处理器或显示器的 DVI 或 SDI 重新驱动输出端子上输入视频信号。接收装置的输

出连接到显示器的 DVI 输入。这些装置从 NDS 24 VDC 电源或通过 “Y”适配器电线*供电。 

有关“Y” 适配器电线的介绍请参阅第 6 页。典型安装图请参阅第 9 页。 

*注意：“Y”适配器电线仅可用于由 NDS 24 VDC 电源产品供电的 NDS 显示器 

NDS ZeroWire G2 是配对的无线视频通信发送装置和接收装置，设计用于在内镜和普通外科手术过程

中，将来自内镜照相机/处理器或其它视频源的视频信号，通过射频链接发送到 ZeroWire 接收装置以显

示图像。ZeroWire G2 无线视频系统是无需经过灭菌就可反复使用的设备，并非要用于无菌区。 

产品禁忌： 

1. 这些装置无需经过灭菌就可反复使用，并非要用于无菌区。 

2. 在空气、氧气或一氧化二氮与混合易燃的麻醉混合物的环境下，不能使用本设备。 

警告： 

请勿在 MR 环境中使用。 

请勿让患者接触本产品的任何部分。切勿同时触摸本产品和患者。  

对于关键任务的应用，我们强烈建议将替换用的 ZeroWire G2 发送和接收配对装置和一条 DVI 

缆线准备妥当以便随时可用。此外，我们也建议当外科手术正在进行时，将固定连接到视频源的

显示器准备妥当以便随时可用。请参阅第 9 页的典型安装图。 

任何时候，操作设备和用户或患者之间必须保持至少 20 厘米的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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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的设备 与发送装置的距离 与接收装置的距离 

电烙器 > 2 英尺 > 1 英尺 

RFID > 1 厘米 > 1 厘米 

2.4Ghz 无线接入点 > 6 英寸 > 6 英寸 

5.8Ghz 无线接入点 > 6 英寸 > 6 英寸 

手机 > 1 厘米 > 1 厘米 

蓝牙设备 > 1 厘米 > 1 厘米 

无干扰距离  

下表列出的设备已经过测试，证明可在互不干扰的情况下操作 ZeroWire G2 的 小安全距离。任何时

候，如果 ZeroWire G2 被认为会导致干扰或被这些设备干扰，只需隔开这些设备，然后保持表中所指定

的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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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连接器面板 

USB 插口用于安装发送装置和接

收装置固件的更新，不能用作通用

输入/输出端口。 

3G– SDI 输入端

子 

电源 

连接器 

DVI 输入端子 

 

发送装置链接和状态 LED 指示灯 接收装置链接和状态 LED 指示灯 

使用 LINK（链接）按钮可将发送装置链接到接收装置。 

在接收装置上，使用 LINK（链接）按钮还可激活第 14 页所述的 Signal Strength

（信号强度）条图。 

链接 LED 

指示灯 

链接按钮  链接 LED 指

示灯 

链接按钮 

状态 LED 指示灯 状态 LED 指示灯 

DVI 输出端子 

通电/断开 

开关 

ZeroWire G2 

接收装置 

ZeroWire G2 发送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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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安装支架： 

 

请参阅第 18 页的 “按显示器提供的 ZeroWire G2 附件包”。 

安装：（对于安装式显示器） 

注意：此安装方式需要两个人进行：一人支撑显示器，另一人执行安装工作。 

 

用两颗所提供的较长固定螺丝替换左边的固定螺丝。 

仅将所提供的左边螺丝拧紧 2-3 转。 

取下 VESA 板上的两颗右边螺丝。  

 

托架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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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托架叶片对着显示器前方，滑动 VESA 板和显示器背面

之间的梯级支架，直至您所用的显示器上的凹痕与左手边

的两个螺丝契合。 

用所提供的螺丝替换右手边的螺丝，并拧紧所有的螺丝。  

 

将 ZeroWire G2 发送装置或接收装置组件的背面对着显示

器前方，将组件底部的狭长的孔与托架叶片对齐，并将组

件沿着托架叶片方向按下，直至将组件牢固地安装在托架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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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 ZeroWire G2 发送装置和接收装置与支持的 32” 或较小的 NDS 显示器搭配使用，可使用选配的

“Y”适配器电线为 ZeroWire 装置供电。下面显示了两种类型的“Y”适配器电线。在适用情况下，附

件包将随附适当的 Y 电线（请参阅第 18 页确定适合所使用 NDS 显示器的正确附件）。ZeroWire 发送

装置和接收装置还可使用随附的 24 VDC 电源产品供电。 

电源选择 

注意：  

此处显示 24 VDC 电源产品的型号。 

“Y” 适配器的 J3 或 24 VDC 

电源产品在此处连接。 

XLR “Y”适配器电线 (35X0097) 

SwitchCraft “Y” 适配器电线 (35X0096) 

使用该电源产品时，选择并安装匹配电源要求的

插头适配器。 

 

GlobTek GTM91120-3024-T3A Ault MW172KB2400B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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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图 

 缆线弯曲半径 

我们建议，弯曲金属缆线时半径不得小于 2.5 英寸（63mm）或缆线直径的 7 倍，以两者中较大者

为准。过度弯曲可能损坏缆线和/或降低视频信号质量。  

ZeroWire G2 接收装置布线 

黑线电线为 24 VDC。 

蓝色电线为 DVI 缆线。 

ZeroWire G2 发送装置布线 

黑线电线为 24 VDC。 

蓝色电线为 DVI 缆线。 

黄色电线为可选的 3G-SDI 缆线。 

向显示器供电 

发送装置 

向发送装置供电 

DVI 视频源 
 

DVI SDI 输

向显示器供电 

接收装置 

向发送装置供电 
 

D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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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发送装置和接收装置并不仅限于在光线可直线到达的条件下操作，即，即使中间有障碍物，配对

装置也能稳定使用。然而，配对装置周围不能有金属物品。 

发送视频： 

完成链接时，状态 LED 指示灯应变为蓝色，并且显示器上应出现视频源图像。基本的设置过程就此完

成。 

设置 

链接发送装置和接收装置 

必须先链接发送和接收配对装置，ZeroWire G2 系统才能投入使用。  

链接发送和接收配对装置后，它们将保持链接，直到将发送装置明确链接到其它接收装置，或将接收装

置明确链接到其它发送装置。 

注意：如果关闭链接的配对装置，它们将会在其电源重新开启时自动互相链接。 
 

链接程序： 

1. 将一个 DVI 或 SDI 视频源与接收装置相连，并将显示器与接收装置的 DVI 输出端子相连（请参阅 

图 1）。 

2. 按住接收装置上的 “LINK”（链接）按钮（请参阅图 2），直至其链接 LED 指示灯开始快速闪动蓝

色，然后放开该按钮。此时，用户有 60 秒的时间移到其它装置并按下该设备的 “LINK”（链接）按

钮。 

3. 然后，按住发送装置上的 “LINK”（链接）按钮（按钮位置请参阅图 2），直至其链接 LED 指示灯

开始快速闪动蓝色，然后放开该按钮。 

4. 当发送装置和接收装置互相识别并开始闪烁时，两个装置上的状态 LED 指示灯和链接 LED 指示灯

将快速闪动几秒钟。一旦建立链接，两个装置的链接 LED 指示灯将熄灭。 

注意：ZeroWire G2 发送装置和接收装置与较早版本的 ZeroWire 发送装置和接收装置不兼容。 

图 2 

要开始链接，可按下此处。 

状态 LED 指

示灯 
发送装置 接收装置 

链接 LED 指

示灯 

图 1 

发送装置 接收装置 

DVI 或 SDI 
信号 

发送至显示器的 DVI 输出 



 

9 

对于关键任务的应用，我们强烈建议将替换用的 ZeroWire G2 发送和接收配对装置和一条 DVI 缆

线准备妥当以便随时可用。此外，我们也建议当外科手术正在进行时，将固定连接到视频源的显示

器准备妥当以便随时可用。 

 

典型安装 

性能  

性能 

ZeroWire G2 无线高清视频系统设计用于外科或手术室并进行优化。不建议在临床环境之外的地方使用。 

 

按照下述步骤可使 ZeroWire G2 系统获得最优性能： 

1. 安装时，两个组件至少离地 5 英尺（1.5 米）远。 

2. 发送装置和接收装置最好保持同一高度。 

3. 为了获得可靠的视频链接，请按照第 10 页和第 11 页 “定位和方向”中提供的设置指南进行。 

4. 发送装置和接收装置应相互对着，并且两者之间没有障碍物。 

5. 对于非瞄准线应用，我们建议将发送装置和接收装置定位在距离墙壁 6 英尺（1.8 米）以内的位置。 

发送装置 接收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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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和方向 

由于天线信号场的形状，安装发送装置和接收装置时，应使它们垂直和水平于 ±10° 以内。 

垂直对准： 

垂直对准应垂直于 ±10° 以内。 

水平对准： 

水平对准应水平于 ±10° 以内。 

下一页继续描述定位和方向 

主要显示器 
 

辅助显示器 
 

发送装置 接收装置 

-10° 
 

+10° 
 

  0° 
 

发送装置 

场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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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 

 应将发送装置和接收装置定位在离地至少 5 英尺（1.5 米）处且高度一样，以及 好能使发送装置和

接收装置的前端边缘平行并且彼此相对。 

隔离：  

ZeroWire G2 可在与发送装置和接收装置隔离长达 30 英尺（9.1 米）时正确操作。然而，对于大多数

的 OR 环境，可在发送装置和接收装置的隔离距离长达 8 英尺（2.4 米）时实现 佳结果。 

至少 5 英尺 

（1.5 米） 

长达 8 英尺 

（2.4 米） 

至少 5 英尺 

（1.5 米） 

内镜手术车 手术台 滚架 

ZeroWire 
发送装置 

ZeroWire 
接收装置 

定位和方向（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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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瞄准线操作 

ZeroWire G2 系统可在有障碍物的情况下保持无线链接。然而， 佳性能则通过装置之间的清晰瞄准线实

现。在 OR 环境中，安装在天花板上的悬臂系统及其弹簧臂连接和手术灯头，都是可能会在它们阻碍发

送装置和接收装置之间的瞄准线时阻挡无线信号的大型金属结构（请参阅下图）。因此， 好能将手术

灯定位在瞄准线以外或高于瞄准线的位置。如果有某个物体无可避免的阻碍瞄准线， 好的选择是将它

定位在发送装置和接收装置之间的中间位置。 

如果手术室 (OR) 的墙壁和/或天花板采用金属板材建造，则可能会降低 ZeroWire G2 的性能。缓解此

情况的可能方法是，将发送装置和接收装置相互靠近移动，将其瞄准线设为 0 度（请参阅第 10 页），

并确保发送装置和接收装置之间没有障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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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道使用 

应使用下列建议来决定合适的设置。 

1. ZeroWire G2 发送装置和/或接收装置不能与较早版本的 ZeroWire 发送装置和/或接收装置搭配使

用。 

2. 同个房室内最多可操作两个 ZeroWire G2 系统。房室内的发送装置和接收装置应隔离至少 3 英尺 

（1 米）。 

3. 可在多个房室中设置两个  ZeroWire G2 系统的组别，但房室之间必须隔离至少 25 英尺（7.6 米）。 

4. 不应将 ZeroWire G2 发送装置和/或接收装置安装在金属柜中或金属物品周围，因为这会阻碍发送装

置与接收装置的通信。 

多系统安装 

多系统： 

如果要在指定的 OR 中安装两个系统，请使用下列程序： 

1. 如果尚未链接发送装置和接收装置，可接通一个发送装置和一个接收装置的电源，然后按照第 8 页描

述的 “链接程序”执行。 

2. 开启第二对发送装置和接收装置的电源并重复执行链接程序。一次只能链接一对发送装置和接收装

置。为了便于安装和故障排除，我们建议在已链接的配对装置上贴上标签。  

避免同频干扰 

如果采用每个房室一个典型系统的 ZeroWire G2 部署，基本上没有任何限制。发送装置的 Channel 

Selection（信道选择）功能，可基于接通电源时的扫描结果，从两个可用的信道中选取 不容易受到干

扰的信道。 

下面列出了会影响隔离 ZeroWire G2 信道的一些因素。 

1. 房室的墙壁厚度和材料。  

2. 房室门的打开和关闭。  

3. 房室的天花板结构和用于其建筑的材料。  

ZeroWire G2 发送/接收配对装置必须安装在同个房室内。不支持跨房室操作。如果在指定的房室

内安装两个发送/接收配对装置，必须个别为每对装置供电，一次一对，成功链接第一对装置后再

链接第二对装置。链接第二对装置或为其供电时，无需关闭已链接的第一对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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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接收装置连接到监视器时，屏幕左下角将显示一目了然的诊断消息，通知用户接收装置的当前状态。

除了“No transmitter found”（未找到发送装置）和“SIGNAL LOST”（信号丢失），其它消息将显示 

15 秒。 

“No transmitter found”（未找到发送装置）和“SIGNAL LOST”（信号丢失）将显示直到采取了补救措

施。如果屏幕上显示“SIGNAL LOST”（信号丢失）消息和/或 1 格红色条图，表示无线链接不可靠并需要

立即采取补救措施。 

信号强度条图将会在启动时显示于接收装置监视器的右下角 60 秒。该条图也会在断开链接后重新建立链

接时显示。当链接质量不良或差劣，将会自动显示条图来提醒用户需要采取补救措施。 

也可通过单击接收装置的 LINK（链接）按钮手动激活条图。 

信号强度和屏幕诊断 (OSD) 消息 

此处显示信号强度条图 

此处显示 OSD 消息 

OSD 消息 

卓越的链接质量。 

良好的链接质量。 

可接受的链接质量。 

不良的链接质量，可能会出现一些模糊。 

差劣的链接质量或链接中断，频繁出现模糊和/或屏幕 “冻结”。 

信号强度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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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故障排除 

状态 LED 指示灯 

LED 状态 说明 

蓝色并缓慢闪动 装置正在扫描信道。 

蓝色并快速闪动 装置正在尝试链接。 

稳定的蓝色 装置正在发送（发送装置）或接收（接收装置）视频数据。 

蓝色交替亮起和熄灭 3 秒  未存储链接信息 

问题 可能的原因 

LED 指示灯未亮起。 电源接口松动：检查电源接口已完全插入装置的电源接口中。    

“Y”电线：如果您使用“Y”电线向装置供电，请确认已将“Y”电线连接到 NDS 

24VDC 电源产品，并且该电源产品已通电。 

独立的电源产品：如果正使用独立的电源产品，请确认该电源产品已完全插入壁上插

座中。 

壁上插座：一些壁上插座含内置通/断开关。如果您正使用的插座含内置开关，请确认

开关处于通电位置。 

附加信息：请参阅第 6 页的电源选择。 

未找到发送装置 确认发送装置已开启或连接了源信号。 

更改输入分辨率后，显示

器上未显示图像。  

循环 ZeroWire 发送装置和接收装置的电源，而不是显示器。 

尝试配对后，无法建立链

接。 

循环 ZeroWire 发送装置和接收装置的电源。 

视频信号不良或断断续续  

可能的原因  补救措施 

发送装置和接收装置间距超过 30 英尺

（9.1 米）。 

将发送装置和接收装置之间的距离缩短到 30 英尺（9.1 米）或更少。请参

阅第 16 页的 “ 大范围”规格。 

发送装置和接收装置未正确对齐 请参阅第 11 页的发送装置/接收装置对准建议。 

DVI 或 SDI (仅发送装置) 连接 确认电线连接正确。  

未获支持的视频模式  检查所用的视频模式是获支持的。请参阅第17 页 “支持的视频模式”表。 

DVI 或 SDI (仅发送装置) 缆线 一次更换一条电线并检查视频显示器。如果在更换了某根电线之后视频信

号显示正确，丢弃您刚换下的电线。  

串扰 请参阅第 13 页的避免同频干扰。 

低信号强度 请参阅第 14 页的信号强度。 

发送装置和接收装置对换 确认将视频源连接至发送装置，而不是接收装置。 



 

规格 

有效范围可能根据产品在其中工作的环境变化。遵照产品的“设置”部分来实现最佳

性能和范围。

无线信号类型 60 Ghz 无线 HD 频段 (WiHD) 

频段 57 - 64 GHz 

视频输入 (Tx) DVI-D、3G-SDI 

视频输出 (Rx) DVI-D 

视频压缩 无 

3D 格式支持 逐行、顶部/底部、并排 

3D 信号类型 DVI-D、3G-SDI 

3D 视频定时 仅限 1080p@59.94 (SMPTE 424M) 

HIPAA 支持 256 位 AES 加密 

系统延迟 < 1 帧 

每个 OR 的最大对数 2 对 

RF 功率输出 < 28 dBm/MHz EIRP 

最大范围 < 30 ft (9.14 m)* 

数据速率 950 Mbps - 3.8 Gb/s 

功耗 < 8 瓦特 

  

物理尺寸 9.5” x 3.5” x 2.0” (238 mm x 88 mm x 50 mm) 

单位重量 1.0 lb. (0.45 Kg) 

工作温度 32° 至 104°F（0° 至 40°C） 

工作湿度 20% 至 90% RH，非冷凝 

工作海拔 6,600 ft (2,000 m) 

存放温度 -4° 至 140°F（-20° 至 60°C） 

存放湿度 < 70% RH（非冷凝） 

运输湿度 < 70% RH（非冷凝） 

存放海拔 33,000 ft (10,000 m ) 

测试频率的最大 输出功率 

通道 

测试频率的最大 
EIPR 输出功率 

平均 EIRP  
输出功率 

LRP 低通道 60.32 GHz 11.7 dBm 

LRP 高通道 62.79 GHz 12.1 dBm 

HRP 低通道 60.48 GHz 29.3 dBm 

HRP 高通道 62.64 GHz 29.6 d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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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视频模式 

格式 帧率 (Hz) 
  

水平活动像素 垂直活动像素 
  

水平总像素 垂直总像素 

    

1080p 60   1920 1080   2200 1125 
1080p 50   1920 1080   2640 1125 
1080i 30   1920 1080   2200 562 
1080i 25   1920 1080   2640 562 
720p 60   1280 720   1650 750 
720p 50   1280 720   1980 750 
480p 60   720 480   870 525 
576p 50   720 576   864 625 
VGA 60   640 480   800 525 
SVGA 60   800 600   1056 628 
XGA 60   1024 768   1344 806 
SXGA 60   1280 1024   1688 1066 
UXGA 60   1600 1200   2160 1250 

              

自定义模式 60   1280 1024   1688 1066 

自定义模式 60   1292 960   1576 1000 

自定义模式 60   1023 768   1396 806 

自定义模式 60   1248 1024   1688 1066 

自定义模式 60   1280 1024   1716 1108 

自定义模式 60   1440 900   1904 932 

自定义模式 60   1024 1024   1686 1068 

自定义模式 60   1024 1024   1124 1068 

自定义模式 50   1024 1024   1280 1125 

自定义模式 60   1280 1024   1688 1066 

自定义模式 60   1920 1080   2200 1125 

自定义模式 60   1920 1080   2184 1125 

自定义模式 50   1920 1080   2270 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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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显示器提供的 ZeroWire G2 附件包  

  ZeroWire G2 附件包 

显示器 NDS 部件号 

配对： 

（发送装置和 

接收装置） 

单一： 

（发送装置或 

接收装置） 

EndoVue 24"（标准） 90K0010 

90Z0152 90Z0153 中国型号 90K0011 

停产型号 90K0004 

      

Radiance Full MMI 24"（标准） 90R0019 

90Z0152 90Z0153 
带光纤 90R0022 

带触摸屏 90R0037 

带光纤和触摸屏 90R0038 

中国型号 90R0058 

      

Radiance G2 24"（标准） 90R0063 

90Z0152 90Z0153 

带光纤 90R0064 

带触摸屏 90R0065 

带光纤和触摸屏 90R0066 

中国型号 90R0067 

      

Radiance Full MMI 26"（标准） 90R0029 
90Z0152 90Z0153 

带光纤 90R0030 

      

Radiance G2 26"（标准） 90R0050 

90Z0152 90Z0153 带光纤 90R0051 

中国型号 90R0061 

      

Radiance G2 HB 26"（标准） 90R0052 

90Z0154 90Z0155 带光纤 90R0053 

中国型号 90R0062 

      

Radiance Ultra 27"（标准） 90R0104 

90Z0156 90Z0157 带模拟板 90R0102 

带数字板 90R0100 

      

Radiance G2 42"（标准） 90R0070 90Z0158 90Z0159 

      

Radiance G2 55"（标准） 90R0069 
90Z0158 90Z0159 

带触摸屏 90R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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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说明 

清洁之前，应关闭装置并断开其电源。 
 

 

 

清洁： 

用可接受清洁剂蘸湿的无绒布彻底擦拭所有外部表面。以下列出了可接受的清洁材料。用蒸馏水蘸湿的

无绒布擦拭所有外部表面，去除残留的洗涤剂。   
 

消毒： 

用 80% 乙醇蘸湿的无绒布擦拭所有外部表面，对装置进行消毒。允许装置风干。  

 

注意：  

 不要让液体流入装置内部。 

 

可接受的清洁材料： 

醋（蒸馏白醋，5% 的酸度） 

氨基玻璃清洁剂  

 

可接受的消毒材料：  

乙醇 80 % 按体积   
 

 

*注意： 

上面列出的可接受清洁和消毒材料已在 NDS 产品上进行测试，并且如果按照指示使用，将不会伤害产品

的磨光和/或其塑料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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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已在 OR 环境中测试过 ZeroWire G2，并且未对电外科学、超声波、X射线、医疗显示器和 生命监测设

备形成干扰。上述设备也未对 ZeroWire G2 造成干扰。此外，因为 ZeroWire G2 的运行条件是 57 – 

64 GHz， 当在 ZeroWire G2 频率范围之外运行时，一般来说，无线 LAN 和移动电话将不会产生干扰。

可是，ZeroWire G2 频率范围之内存在的干扰源可能会导致设备的间歇运行并降低图像的质量，或者当存

在干扰时链接会减弱。在 OR 中进行任何手术之前，需要将任何该种设备关闭并检查系统是否按预期运

行 。如果发现任何异常行为，在任何外科手术中使用系统之前，必须对异常行为进行更正。 

 

ZeroWire G2 发送装置应至少相距 20 英寸（0.5 米）。不应将 ZeroWire G2 发送装置或接收装置安装在

金属柜中或金属物品周围，因为这会阻碍发送装置与接收装置的通信。  

 

在安装过程中，应测试发送装置和接收装置在不同方向角度时的 ZeroWire G2 链接视频质量，第 10 页

提供了可接受的方向角度。有关非瞄准线操作的信息，请参阅第 12 页。我们建议，在任何外科手术中使

用本系统之前，应对系统进行彻底测试。  

 

请勿将本手册所指定之外的电源产品或缆线附件和 ZeroWire G2 一起使用。否则，可能会发生过量漏电

流、电磁辐射提高，或抗干扰性不足。 

 

所有医疗电子器械，包括 ZeroWire G2，必须符合 IEC 60601-1-2 的要求。需要慎待并遵守本指南中提

供的 EMC 指导信息，并检查同时运行的所有医疗装置，从而在外科手术之前确保所有其它医疗装置的电

磁适应性和共存性。 

 

接下来四页的 EMC 表供您参考。 

 

电磁兼容性 (EMC)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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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C 表 

指南和制造商声明 - 电磁辐射 

本产品设计用于以下规定的电磁环境。产品的客户或用户应确保在这类环境中使用。 

辐射 合规性 电磁环境 - 指南 

RF（射频）辐射
CISPR 11 

组别 1 

本产品只将射频能量用于其内部功能。因此，其射频辐射非常

低，不太可能会对附近的电子设备造成任何干扰。 

RF（射频）辐射
CISPR 11 

A 级  
本产品适合在以下设施之外的所有设施中使用，包括民用设施和

直接连接到为民用建筑物供电的公共低压电网的设施。 

谐波辐射 
IEC 61000-3-2 

不适用  

电压波动/闪烁辐射
IEC 61000 -3-3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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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C 表 

指南和制造商声明 211；电磁抗扰度 

本产品设计用于以下规定的电磁环境。产品的客户或用户应确保在这类环境中使用。 

抗扰度测试  IEC 60601 测试级别  合规级别  电磁环境指南  

静电放电（ESD）
IEC 61000-4-2 

±6 kV 接触 

±8 kV 空气  

±6 kV 接触 

±8 kV 空气  

地板应为木质、混凝土或瓷砖。如果地

面覆盖合成材料，相对湿度应至少 

30 %。 

电快速瞬变/脉冲 
IEC 61000-4-4 

电源线为  

± 2 kV  

电源线为  

± 2 kV  

电源质量应为典型商业或医院环境的标

准。 

电涌 
IEC 61000-4-5 

±1 kV（火线）和中性

线 

±1 kV（火线）和中性线  电源质量应为典型商业或医院环境的标

准。 

电源输入线上的电

压暂降、短时中断

和电压变化率 

IEC 61000-4-11  

<5 % UT 

（>95 % 的 UT 暂

降），0.5 个周期 
40 % UT 

（60 % 的 UT 暂降）， 

5 个周期 
70 % UT 

（30 % 的 UT 暂降）， 

25 个周期 

<5 % UT 

（>95 % 的 UT 暂降） 

5 秒 

<5 % UT 

（>95 % 的 UT 暂降）， 

0.5 个周期 
40 % UT 

（60 % 的 UT 暂降）， 

5 个周期 
70 % UT 

（30 % 的 UT 暂降）， 

25 个周期 

<5 % UT 

（>95 % 的 UT 暂降）， 

5 秒 

电源质量应为典型商业或医院环境的标

准。如果电源发生电压暂降或中断，产

品的电流可能会从正常水平下降，可能

需要使用不间断电源或电池。  

电源频率 

(50/60 Hz)磁场 
IEC 61000-4-8 

3 A/m  不适用 不适用 

请注意，UT 是在应用测试级别之前的交流电源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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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C 表  

指南和制造商声明 - 电磁抗扰度 

本产品设计用于以下规定的电磁环境。产品的客户或用户应确保在这类环境中使用。 

抗扰度测试  IEC 60601 测试级别 合规级别 电磁环境 - 指南  

传导射频 
IEC 61000-4-6 
 

 

辐射射频 

IEC 61000-4-3  

3 Vims 

150 kHz 至 80 MHz 

 

 

3 V/m 

80 MHz 至 2.5 GHz  

3 Vims 

 

 

 

3 V/m  

使用便携式和移动 RF 通信设备时，其与本产品任何部分

（包括电缆）之间的距离不小于根据发射机频率适用方程

式计算出来的推荐间隔距离。  

 

建议的分离距离  

 

 

 

 

 

 

 

 

 

P 是发射器制造商提供的发射机 大输出额定功率，以瓦

特为单位 (W)，而 d 是推荐的隔离距离，距离以米 (m) 

为单位。  

 

根据一项电磁现场调查，确定了固定射频发射器的场强 

a，应小于每个频率范围 b 的合规等级。  

 

在标注有下列符号的设备附近使用时可能发生干扰： 

备注1 在 80 MHz 和 800 MHz 下，将应用较高频率范围。 

备注2 这些指南可能不适用于所有情况。结构、物体和人的吸收和反射会影响电磁传播。 

a. 固定发射器，如无线电基站（移动/无线）电话和陆地移动电台、业余电台，AM 和 FM 无线电广播和电视广播的场强不能从理论上预测

精度。若要评估固定射频发射器造成的电磁环境，应考虑进行电磁现场调查。如果在产品使用位置所测得的场强超过了上述适用 RF 合规等

级，则应当观察本产品，以验证其是否正常工作。如果观察到有不正常运行，可能需要采取其他措施，如重新调整产品的方向或位置。  

 

b. 在 150 kHz 至 80 MHz 的频率范围内，场强应小于 3 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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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C 表 

便携式和移动射频通信设备与产品之间的建议分离距离 

产品设计用于辐射 RF 干扰受到控制的电磁环境。产品的客户或用户可根据通信设备的 大输出功率，

按照以下建议使便携式和移动 RF 通信设备（发射器）与产品之间保持 小的距离，帮助防止电磁干

扰。 

发射器的额定 大输

出功率 (W)   

根据发射器频率的分离距离  

150 kHz 至 80 MHz  80 MHz 至 800 MHz  800 MHz 至 2.5 GHz  

0.01 0.12 0.12 0.23 

0.1 0.38 0.38 0.73 

1 1.2 1.2 2.3 

10 3.8 3.8 7.3 

100 12 12 23 

对于上面未列出其额定 大输出功率的发射器，可使用适用于该发射器频率的公式来估计以米 (m) 为

单位的建议分离距离，其中 P 是根据发射器制造商、以瓦特 (W) 为单位的发射器 大输出功率额定

值。  

 

备注1 在 80 MHz 和 800 MHz 下，将应用较高频率范围的分离距离。备注2 这些指南可能不适用于所有

情况。 

结构、物体和人的吸收和反射会影响电磁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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