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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第 1 章：認識 Synology Router

感謝您購買此 Synology 產品！在開始設定全新的 RT2600ac 前，請檢查包裝內容來確認是否已收到下列項目。另外，
請確認您已仔細閱讀安全須知，以避免傷及自身或毀損 RT2600ac。

注意：以下所有圖示僅供說明之用，實際產品可能略有差異。

包裝內容物
主機 x 1 變壓器 x 1

RJ-45 網路線 x 1

天線 x 4

認識 Synology Router 1
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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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第 1 章：認識 Synology Router

RT2600ac 概觀

編號 部位名稱 位置 描述

1 天線底座

後方面板

安裝隨附的天線。

2 電源按鈕 按下此按鈕來開啟 / 關閉 Synology Router。

3 電源埠 連接變壓器。

4 RESET 按鈕 按壓四秒鐘 ( 軟重置 ) 或十秒鐘 ( 硬重置 )。

5 USB 2.0 埠 連接外接硬碟、USB 印表機、或其他類型的 USB 裝置。

6 WAN 網路埠 連接網路線至網際網路服務供應商的數據機，以建立 WAN 連線。

7 LAN 網路埠 連接網路線來建立 LAN 連線。

8 SD 卡插槽

前方面板

插入 SD 卡。

9 STATUS 指示燈 顯示系統的狀態。

10 2.4G Wi-Fi 指示燈 顯示 2.4G Wi-Fi 連線狀態。

11 5G Wi-Fi 指示燈 顯示 5G Wi-Fi 連線狀態。

12 WAN 指示燈 顯示 WAN 連線狀態。

13 LAN 指示燈 顯示 LAN 連線狀態。

14 USB 3.0 埠

左側面板

連接外接硬碟、USB 印表機、或其他類型的 USB 裝置。

15 退出按鈕
1. 按下此按鈕來退出 USB/SD 外接儲存裝置。
2. 顯示 USB/SD 外接儲存裝置狀態。

16 WPS 按鈕
右側面板

按下此按鈕來啟動 WPS。

17 Wi-Fi 按鈕 按下此按鈕來啟動 / 關閉 Wi-Fi 網路。

注意： 若要瞭解更多 LED 指示燈細節，請參考「附錄 B：燈號指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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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須知

切勿將產品放置在直接受陽光曝曬或靠近化學藥劑的場所。請確保其所在環境恆定溫度與溼度的維
持。 

務必將 Synology 產品直立放置於平面上。

切勿將 Synology 產品靠近水源。

清潔時先將電源插頭及所有線路拔下，再以濕布擦拭 Synology 產品即可。切勿使用化學或噴霧式清潔
劑。

切勿將 Synology 產品放置在不穩定的推車、檯子或桌面上以免產品滑落而損壞。

與本產品所連接的線路和裝置必須能提供本產品正常的電量，以確保其運作正常。

若要完全消除裝置上的電流，請確認所有的電源線皆已從插座上拔除。

若將電池更換為不正確的類型，可能會造成爆炸。請依照正確程序拋棄使用過的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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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天線
1 將天線對準天線底座。 

2 順時鐘方向旋轉直至天線固定。

3 重複步驟 1 至 2 來安裝其他天線。若要達到最佳 Wi-Fi 效能，調整天線角度，與放置平面呈現 90 度夾角。

設定 Synology Router 2
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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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設 RT2600ac
若要達到最佳效能，建議您依下列說明架設 RT2600ac：

• 架設在穩定平面 ( 例如，高處的置物架 ) 上，遠離任何可能干擾。
• 架設在有線 / 無線用戶端裝置所處區域的中心點附近，位於無線裝置可見距離之內。
• RT2600ac 架設處與用戶端裝置之間，無過多牆壁或天花板阻隔。

• 遠離任何潛在的電子訊號來源，例如其他 Wi-Fi 路由器、3G/4G 基地台及微波爐。
• 遠離金屬或其他材質的大面積物體，例如金屬門、玻璃面板及水泥。 

平放於表面上

只須架設 RT2600ac 在水平、穩定的表面上。

連線至 RT2600ac
1 使用隨附的網路線將 RT2600ac (WAN1 網路埠 ) 連接到網際網路服務供應商的數據機。將電源線一端接上 

RT2600ac 的電源埠，另一端接上電源插座。按下電源按鈕來啟動 RT2600ac。等待約兩分鐘，直至 STATUS 及 
WAN LED 指示燈轉為綠燈。

注意：
如果要使用 Smart WAN 功能，請使用網路線將 RT2600ac (WAN1 及 LAN1 網路埠 ) 連接至 ISP 數據機。其他 LAN 網路埠則
可讓有線裝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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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將無線用戶端裝置連線至 RT2600ac，當 2.4G/5G LED 指示燈轉為恆亮綠燈，RT2600ac 即可與其他裝置進行連線。
使用無線裝置來搜尋、加入 RT2600ac 所建立的 Wi-Fi 網路。

注意：
下列為 Wi-Fi 網路預設的帳號密碼：

• Wi-Fi 名稱 (SSID)：Synology_(Serial)
• 密碼：synology
首次設定 SRM 時，可變更預設的帳號密碼。

3 將有線用戶端裝置連線至 RT2600ac，使用網路線將裝置接至 LAN 網路埠，對應的 LAN LED 指示燈應轉為橘燈 / 
綠燈，表示連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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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Synology Router Manager (SRM)
1 使用已連線到 RT2600ac 區域網路的電腦或無線裝置。如果使用無線裝置，搜尋並加入以下 Wi-Fi 網路 (SSID：

Synology_(Serial)；密碼：synology)。
2 開啟網頁瀏覽器，在網址列輸入任一網址：

• http://router.synology.com

• http://192.168.1.1:8000

3 連線成功後，按一下開始來啟動 SRM 安裝精靈。

4 輸入資訊來設定管理者帳戶。按一下下一步來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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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輸入資訊來設定 Wi-Fi 網路。按一下下一步來繼續。

6 設定操作模式。選擇無線路由器模式後，亦可啟動從網際網路存取 SRM。如此一來，僅有透過 HTTP(S) 連接埠 (例
如 8000/8001) 的網際網路存取才能進入 SRM。

7 選擇網際網路連線方式：
• PPPoE：如果已從網際網路服務供應商取得 PPPoE 帳號密碼，請選擇此選項。
• 手動 IP：如果已取得可用的 IP 位址，請選擇此選項。
• 自動 IP：如果依賴網際網路服務供應商的數據機來自動指派 IP，請選擇此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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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精靈將會繼續設定 Synology Router，至多需三分鐘即可完成設定。

9 設定完成後，按一下開始管理，即可使用 SRM 及各種功能。

 

注意： 

1. 上述為 SRM 設定步驟的概略說明。實際步驟及可用選項可能因下列因素而有所變動：裝置類型 ( 例如 PC 或無線裝
置 )、存取類型 ( 區域網路、WAN 或無線區域網路 )、所選操作模式 ( 無線路由器或無線存取點 )。

2. 如果希望透過無線裝置完成設定，請記得下載 DS router，即可自任何地方管理 RT2600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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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RT2600ac

外部連接埠

• USB 3.0 x 1

• USB 2.0 x 1

• SD x 1

WAN 網路埠 Gigabit WAN x 1 或 Gigabit WAN x 2 (Dual WAN)

LAN 網路埠 Gigabit LAN x 4 或 Gigabit LAN x 3 (Dual WAN)

大小 ( 高 x 寬 x 長 ) ( 公釐 ) 77 x 280 x 169 ( 不含天線 )

重量 ( 公斤 ) 0.695 kg

支援用戶端 
( 管理 SRM 用 )

• Windows 7 及以上

• Mac OS X 10.10 及以上

檔案系統 外部：EXT3、EXT4、FAT、NTFS、HFS+

無線通訊標準
• 2.4GHz：802.11 b/g/n

• 5GHz：802.11 a/n/ac

作業頻率範圍
• 802.11n (2.4GHz)：最多每秒 800 Mb 

• 802.11ac (5GHz)：最多每秒 1.73 Gb

無線操作模式

• 無線路由器

• 無線 AP ( 存取點 )

• 無線中繼器 ( 無線分散系統 )

無線安全性

• 64/128-bit WEP  • WPS support

• WPA2-Personal  • WPA/WPA2-Personal

• WPA2-Enterprise  • WPA/WPA2-Enterprise

• Opportunistic Wireless Encryption (OWE)

• WPA3-Personal • WPA3-Enterprise

• WPA2/WPA3-Personal

天線 4T4R 全向性高增益雙極天線 (2.4GHz/5GHz)

按鈕 & 開關
• 電源 • WPS • Wi-Fi 開關 

• Reset • USB/SD 退出

介面語言

環境需求

• 線路電壓：100V 到 240V AC

• 頻率：50/60Hz

• 作業溫度：40 到 104˚F (5 到 40˚C)

• 儲存溫度：-5 到 140˚F (-20 到 60˚C)

• 相對溼度：5% 到 95% RH

注意：產品規格如有變更恕不另行通知。所有資訊以官方網站公告為準：www.synology.com 。

產品規格 A
附　錄



 13 附錄 B：燈號指示表  附錄 B：燈號指示表

LED 指示燈 顏色 狀態 描述

STATUS

綠 燈號恆亮 供電正常

橘
燈號恆亮 系統啟動 / 重新啟動 / 硬重置

燈號閃爍 還原設定中 ( 軟重置 )

綠 / 橘 燈號閃爍 正在尋找裝置

燈號熄滅 電源關閉

Wi-Fi
(2.4G & 5G)

綠
燈號恆亮 Wi-Fi 啟動

燈號閃爍 Wi-Fi 運作中

燈號熄滅 無 Wi-Fi

WAN
綠

燈號恆亮 網路已連線

燈號閃爍 網路存取中

燈號熄滅 網路斷線

網路：
(1-4)

綠
燈號恆亮 Gigabit 連線速度

燈號閃爍 網路存取中

橘
燈號恆亮 10/100 Mbps 連線速度

燈號閃爍 網路存取中

燈號熄滅 網路斷線

USB/SD1

綠
燈號恆亮 偵測到儲存空間

燈號閃爍 傳輸資料中

橘
燈號恆亮 預備移除

燈號閃爍 正在退出儲存裝置

燈號熄滅 無儲存空間

WPS
綠

燈號恆亮 WPS 就緒

燈號閃爍 進行 WPS 連線

燈號熄滅 WPS 已停用

注意：產品規格如有變更恕不另行通知。所有資訊以官方網站公告為準：www.synology.com 。

燈號指示表 B
附　錄

1USB/SD LED 不會顯示連接至 Synology Router 的 3G/4G 收發器或印表機狀態。



限用物質含有情況標示聲明書 
 

 

   

設備名稱：802.11ac 無線路由器，型號（型式）：RT2600ac 

單元Ｕnit 

限用物質及其化學符號 

鉛Lead 
(Pb) 

汞
Mercury 

(Hg) 

鎘
Cadmium 

(Cd) 

六價鉻
Hexavalent 
chromium 

(Cr+6) 

多溴聯苯
Polybrominated 

biphenyls 
(PBB) 

多溴二苯醚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PBDE) 

電路板 O O O O O O 

塑膠外殼 O O O O O O 

金屬散熱片 O O O O O O 

網路線 O O O O O O 

電源供應器 O O O O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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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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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考3.〝－〞係指該項限用物質為排除項目。 

Declaration of the Presence Condition of the Restricted Substances Marking 

Equipment name Type designation (Type) 

Restricted substances and its chemical symb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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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e 2：“○” indicates that the percentage content of the restricted substance does not exceed the percentage of reference value of presence. 

Note 3：The “−” indicates that the restricted substance corresponds to the exemption. 



SYNOLOGY, INC. 
使用者授權合約 
 
重要––請仔細閱讀：此使用者授權合約 (以下稱「EULA」) 是您 (個人或團體單位) 和 SYNOLOGY, INC. (以
下稱「SYNOLOGY」) 之間就安裝於您所購買的 Synology 產品 (以下稱「產品」) 內，或是您自 
WWW.SYNOLOGY.COM 網站或其他 Synology 提供給您的途逕合法下載的軟體 (以下稱「軟體」)，具有法

律效力的合約。 
 
當您使用內含有軟體的產品時、或安裝軟體於產品或與產品相連接之設備上時，即代表您同意接受此 EULA 
的條款與條件的約束。如果您不同意此 EULA 的條款，請勿使用內含有軟體的產品，也不要自 
WWW.SYNOLOGY.COM 網站或其他 Synology 提供的途逕下載軟體，請您務必將產品退回給您向其購買產

品的經銷商，並根據經銷商之退貨規定退款。 
 
第 1 節 有限軟體授權。 依照此 EULA 之條款與條件，Synology 授與您有限、非獨佔、不可轉讓之個人授權，

僅得於產品或與產品連接的設備上安裝、執行以及使用一份軟體；但僅限於與產品的授權使用有關為限。 
 
第 2 節 文件。 與「軟體」一起提供之任何文件，您可以製作和使用合理之份數；假設，這類份數將僅供內

部營業之用，而且不會重新出版或重新散佈 (印刷品或電子形式) 給任何協力廠商或其他第三人。 
 
第 3 節 備份。 您可以製作合理之軟體拷貝份數，以供備份與歸檔之用。 
 
第 4 節 更新。 Synology 提供給您或在 Synology 網站 www.synology.com (以下稱「網站」) 或其他 
Synology 所提供的管道上所提供，用以更新或補充原始軟體之任何軟體，均受此 EULA 所規範，除非這類

更新或補充程式隨附個別之授權條款，此時則受該個別條款所規範。 
 
第 5 節 授權限制。 第 1、2 及 3 節中所述的授權只適用於您訂購並已付款的產品或軟體範圍，而且該等規

定業已說明了您對「軟體」有關之全部權限。Synology 保留未在此 EULA 中明確授與您的所有權限。於上

敘述不受限制之前提下，您不得授權或允許任何協力廠商或其他第三人：(a) 將軟體用於與產品無關之用途；

(b) 授權、散佈、出租、租用、借用、轉讓、移轉或處份本軟體；(c) 進行還原工程、解編，或嘗試獲得來源

碼或與本軟體相關的任何營業祕密，除非 (且只限於) 相關法律明確允許這類活動範圍，則不受此限制；(d) 
改編、修改、更動、翻譯或製作本軟體之任何衍生產品；(e) 移除、更動或遮掩本產品上的任何版權聲明或

其他所有權聲明；或 (f) 規避或試圖規避任何 Synology 用以控制存取本產品或軟體元件、特色或功能的方法。

受本節的限制下，您以 Synology NAS 伺服器為主機提供給第三人為商業目的之服務，並不受限制。 
 
第 6 節 開放原始碼。 本軟體可能包含依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授權條款授權給 Synology 元件 (以下

稱「GPL 元件」)，目前可在以下網址取得 http://www.gnu.org/licenses/gpl.html。對於因使用 GPL 元件所

需而與此 EULA 發生之衝突，GPL 之條款僅可控管與 GPL 元件相關之範圍，在此種情形下，對於使用這類

元件，您同意受 GPL 規範。 
 
第 7 節 稽核。 Synology 將有權稽核您是否遵守此 EULA 所載之條款。您同意授權 Synology 得為稽核目的

檢查您的相關設施、裝備、書籍、記錄以及文件等。您亦同意適當配合 Synology 以加速進行任何這類稽核。 
 
第 8 節 所有權。 本軟體是 Synology 與其授權者之重要財產，且受著作權法、其他智慧財產權法及條約之

保護。Synology 或其授權者擁有本軟體之所有權利與利益，包括但不限於著作權以及其他智慧財產權。 
 
第 9 節 有限擔保。 Synology 針對本軟體提供有限的擔保，亦即於您所在當地法令所要求期間內 (以下稱

「擔保期」)，本軟體符合所有 Synology 於印製書面上 (若有的話) 或另在網站上所公布之各項規格。若您在

擔保期內以書面通知 Synology 任何有關軟體有其未符合之處，Synology 將以商業上合理的努力，以 
Synology 單方的決定，改正軟體中之任何未符合之處，或替換與前述擔保內容不符之軟體。若因以下任何

情況而導致發生任何未符合之情況，則不適用於上述擔保：(w) 未依此 EULA 規定之使用、重製、散佈或揭

露行為；(x) 非由 Synology 進行之軟體訂作、修改、或其他改寫動作；(y) 將本軟體與非由 Synology 提供之

任何產品、服務或其他事項搭配使用；或 (z) 您違反此 EULA 之規範。 
 
第 10 節 支援。 在第 9 節所規定的期間內，Synology 將在提供您技術支援服務。擔保期因過期而終止之後，

請透過書面申請，Synology 將提供軟體之技術支援。 
 

http://www.synology.com/
http://www.synology.com/
http://www.synology.com/
http://www.gnu.org/licenses/gpl.html


第 11 節 擔保免責聲明。 除以上之明確約定之外，SYNOLOGY 與其供應者係以軟體的「現況」暨「連同其

本身具有之一切瑕疵」提供軟體。SYNOLOGY 與其供應者特此聲明其並未提供與軟體相關之任何其他明示、

默示或法定之擔保，包括 (但不限於) 任何適售性、適合某特定用途、資格以及不侵害他人權益之默示擔保責

任。除此外，SYNOLOGY 不擔保本軟體能免於程式錯誤、病毒以及其他瑕疵。 
 
第 12 節 特定損害免責聲明。 在任何情形下，SYNOLOGY 或其授權者對任何附隨性、間接性、特殊性、懲

罰性、衍生性或類似之任何損害或責任，無論是 (包括但不限於資料、資訊、營收、利潤或業務的遺失或損

失) 因使用或無法使用軟體，或因本 EULA 或軟體有關而導致發生或相關，也無論是基於合約關係、侵權行

為 (包括過失)、無過失責任或其他法理，概不負擔任何責任，即使 SYNOLOGY 已事先被告知發生此類損害

的可能性，亦同。 
 
第 13 節 賠償責任限制。 SYNOLOGY 與其供應者對於因使用或無法使用軟體，或根據或因本 EULA 或軟體

所應承擔之責任，無論您所遭受之損失金額多寡，亦無論根據合約、侵權行為 (包括過失)、無過失責任或其

他法理，以您實際所付之產品金額為限。前述之擔保免責聲明、特定損害免責聲明以及賠償責任限制，適用

於相關法律所允許之最大範圍。在某些州 / 管轄權地區並不允許排除默示擔保，或是排除或限制特定之損害。

對於那些適用於此 EULA 的法律範圍，上述的排除與限制條款可能不適用於您。 
 
第 14 節 出口限制。 您知悉本軟體受美國出口法規限制。您同意遵守本軟體適用之所有相關法律與法規，包

括 (但不限於)「美國出口管理條例」(U.S. 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 
 
第 15 節 終止。 若您不遵守本合約的條款與條件，在不影響其他權利的情況下，Synology 得終止此 EULA。
在此種情況下，您必須停止使用軟體，並銷毀所有軟體的拷貝與其相關元件。 
 
第 16 節 轉讓。 您不得將此 EULA 賦予您之任何權利轉讓或移轉給任何協力廠商或其他第三人，除非已預

載有軟體之產品一併移轉。任何違反前述限制之轉讓或讓渡行為均屬無效。 
 
第 17 節 相關法律。 除非當地法律明確禁止，也不論衝突法原則是否有相反的規定，此 EULA 是以

Synology Inc. 公司設立地所在國法律為準據法。 
 
第 18 節 解決爭議。 因本 EULA 所引發或與之相關的任何紛爭、爭議或求償，將依據 Synology Inc. 公司設

立地所在國的「仲裁法」之相關程序規則以及施行細則，以三名仲裁人進行唯一且最終的仲裁解決之。在此

種情況下，仲裁將只限於您與 Synology 之間的爭議。該仲裁或仲裁之任何部份將不得與其他任何仲裁合併，

亦不得以集體訴訟形式進行。仲裁應在台北以英文或中文 (雙方均同意即可) 進行。仲裁判斷於雙方當事人為

不可更改且有拘束力的決定，且得於具有管轄權的法院強制執行之。您瞭解在無仲裁條款約定時，您有權向

法院針對任何此類紛爭、爭議或求償提起訴訟 (包括集體訴訟)，而您明確知道且明示放棄這些解決紛爭的權

利，且同意依第十八節的規定以仲裁方式解決之。本節中所述之任何內容，於發現有實際違反或威脅違反本

合約中有關 Synology 智慧財產權的任何條款時，均不得視為禁止或限制 Synology 尋求假處分、禁制令或

其他依法或衡平法得請求之相關救濟權利。 
 
第 19 節 律師費。 進行任何仲裁、調解或其他法律訴訟，或根據此 EULA 強制執行權利或賠償，勝訴方有

權求償 (除了其有權請求之任何其他禁制令外) 所支出之費用與合理之律師費。 
 
第 20 節 中止。 若管轄之法院裁定此 EULA 之任何條款無效、非法或無法執行，本 EULA 之其餘條款仍將

具有完全之效力。 
 
第 21 節 完整合約。 此 EULA 就軟體以及於此討論之相關議題構成 Synology 與您之間的完整合約，並取代

所有先前與同時期雙方間之協定與合約 (不論是書面或口頭)。除非以書面經受 EULA 約束之當事人簽署，任

何增補、修改或拋棄此 EULA 之任何條款均屬無效。 
 
本網頁內容是由英文翻譯而成，如與英文之詮釋有差別，則以英文版本為準。 



SYNOLOGY, INC.  
有限產品擔保 
 
此有限擔保 (以下稱「擔保」) 適用於 SYNOLOGY, INC. 與其子公司 (包括 SYNOLOGY AMERICA CORP 
與 SYNOLOGY UK LTD. 在內，統稱「SYNOLOGY」) 之產品。當您打開裝有軟體的包裝及 (或) 使用本產

品時，即代表您同意接受此擔保條款之約束。如果您不同意此擔保條款，請不要使用本產品。請將產品退回

給您向其購買產品的經銷商，根據經銷商之退貨規定退款。 
 
第 1 節 產品。 
 
(a) ｢產品｣係指｢新產品｣或「翻新類產品」。(b) ｢新產品｣，包含：(1)「類別 I 產品」代表 Synology 產品型

號 RS810+、RS810RP+、RX410、所有 FS 系列產品、所有以 XS+、XS 結尾 (RS3413xs+ 除外) 的 13 系
列及更新的 DS、RS NAS 系列產品、所有具備至少 12 組磁碟槽的 13 系列及更新的 DX、RX、RXD 擴充

裝置、10GbE 網路介面卡、ECC DDR4 以及 ECC DDR3 記憶體模組。(2) 「類別 II 產品」代表 Synology 
產品型號 RS3413xs+、RS3412xs、RS3412RPxs、RS3411xs、RS3411RPxs、RS2211+、RS2211RP+、
RS411、RS409RP+、RS409+、RS409、RS408-RP、RS408、RS407、DS3612xs、DS3611xs、
DS2411+、DS1511+、DS1010+、DS710+、DS509+、DS508、EDS14、RX1211、RX1211RP、RX4、
DX1211、DX510、DX5、NVR1218、NVR216、VS960HD、VS360HD、VS240HD，M2D17，以及所有非

類別 I 的非 ECC 記憶體模組。(3)「類別 III 產品」代表符合以下規範之 Synology 產品：所有非以 XS+、XS 
結尾且具備 5 組或更多磁碟槽的 12 系列及更新的 DS NAS 系列產品、所有非以 XS+、XS 結尾的 12 系列及

更新的 RS NAS 系列產品，以及所有具備 4 組或 5 組磁碟槽的 12 系列及更新的 DX、RX 擴充裝置。(4)
「類別 IV 產品」代表由客戶於 2008 年 3 月 1 日後購買之其他 Synology 產品。(5)「類別 V 產品」代表由

客戶於 2008 年 2 月 29 日前購買之其他 Synology 產品，以及任何直接自 Synology 購買之「零組件」。(c)
「翻新類產品」代表所有翻修完成且透過 Synology「線上商店」直接販售之 Synology 產品，但不包含 
Synology 授權販售者或經銷商所販售之商品。(d) 其他定義：「客戶」代表向 Synology 或授權販售者或經

銷商之 Synology 購買產品之原始人員或法人。「線上商店」代表由 Synology 或 Synology 子公司經營的線

上商店。 「軟體」代表客戶購買時產品內所隨附、客戶自網站下載，或 Synology 預先安裝於產品上之 
Synology 專屬軟體，亦包括加入產品之任何韌體、相關媒體、影像、動畫、視訊、音訊、文字以及小程式，

或此軟體之任何更新程式或升級版。 
 
第 2 節 擔保期 
(a)「擔保期」自客戶購買之當日起算，(1) 對於類別 I 產品而言，是在五年後結束；(2) 對於類別 II 及類別 III
產品而言，是在三年後結束；(3) 對於類別 IV 產品而言，是在二年後結束；(4) 對於類別 V 產品而言，是在

一年後結束；(5) 對於整新品而言，是在 90 天後結束，但不包括在線上商店販售時註明為｢依現況出售｣或｢

無擔保期｣之產品。(b)「延長擔保期」：對於為第 1 節(b)項所規定的適用產品購買 EW201「選購服務」的

客戶，已註冊 EW201「選購服務」的適用產品其於第 2 節(a)項規定的擔保期將延長兩年。 
 
第 3 節 有限擔保與賠償 
 
3.1 有限擔保。 根據第 3.6 節，Synology 向客戶擔保每項產品 (a) 在成品方面無材質瑕疵，而且 (b) 根據 
Synology 發佈之產品規格，可在「擔保期」內正常使用。本有限擔保不適用於軟體 ，其應受產品隨附之使

用者授權合約(如有的話)所拘束。針對在「線上商店」以「現況」或「無擔保」情況下銷售的商品，

Synology 不提供任何擔保。 
 
3.2 唯一救濟權。 倘若客戶於擔保期內以下文所載之方式，通知任何與第 3.1 節載明之擔保條款不符之處，

經確認不符之責屬 Synology，善後方式將由 Synology 全權決定： (a) 盡力修復產品，或 (b) 根據第 3.3 節
退回完整產品後，更換不符之產品或相關之零件。對於任何違反第 3.1 節所載之擔保，或產品存有任何其他

瑕疵或存貨短缺情況，前述載明 Synology 所應付之責任，以及貴客戶所享有之唯一救濟權。貴客戶應適時

協助 Synology 診斷和驗證產品之任何不符之處。第 3.1 節所載之擔保不包括： (1) 與軟體相關之任何擔保；

(2) 從客戶網站實際安裝或移除之產品；(3) 造訪客戶之網站；(4) 非在 Synology 或其特約服務提供者當地之

一般上班時間 (除週末與服務提供者之假日外) 內，進行修理或更換瑕疵零件之必要勞務；(5) 搭配任何協力

廠商設備或軟體進行之任何工作；(6) 由客戶或任何其他協力廠商所安裝硬碟之任何擔保；或 (7) 與硬碟相容

之任何擔保。 
 
3.3 退貨。 客戶根據第 3.2 節退回之任何產品，退回之前均必須由 Synology 指定「商品退貨授權」(RMA) 
號碼，亦必須依據 Synology 目前之 RMA 流程退貨。客戶得聯絡任何授權之 Synology 販售者或經銷商或是 



Synology 技術支援部門尋求協助以取得 RMA，同時必須在尋求這類協助之時，提供購買證明與產品序號。

對於擔保爭議，根據第 3.3 節，客戶必須將完整產品退回給 Synology，才符合此擔保所涵蓋之資格。任何退

回之產品若無 RMA 號碼、或為已被拆解之任何產品 (依據 Synology 指示進行者除外)，都將拒絕受理，並

退回給客戶 (運費由客戶支付)。已獲指定 RMA 號碼之任何產品須維持到貨當時之狀態，原封不動退回 
Synology 指定之地址、預付運費、利用足以適當保護相關內容物之方式包裝，並在包裝箱外明顯標示 RMA 
號碼。與退回產品相關之保險費用或遺失風險，均由客戶承擔，直到 Synology 收到退貨產品為止。已核發 
RMA 號碼之產品須在核發適當 RMA 號碼之後十五 (15) 天內退回。 
 
3.4 由 Synology 更換。 根據第 2.1 節所載之擔保條款，而 Synology 經驗證得知產品不符合所載之擔保條

款，若 Synology 決定更換任何產品，在依第 3.3 節所載收到退回之不符產品之後，將由 Synology 支付運費，

透過 Synology 選擇之運送方式運送更換產品。在某些國家，Synology 可自行決定適用於 Synology 
Replacement Service 的產品，透過這個服務 Synology 將會在收到客戶退回之不符產品之前便將更換產品

寄送給客戶。("Synology Replacement Service") 
 
3.5 支援。 Synology 將在「擔保期」內提供客戶技術支援服務。適用之「擔保期」因過期而終止之後，請

透過書面申請，要求 Synology 提供「產品」之技術支援。 
 
3.6 排除。 前述擔保與擔保義務不適用於以下之任何產品：(a) 以產品規格中所未指定或描述之方式來安裝

或使用；(b) 未由 Synology 或代理商或指派者進行修理、修改或更改；(c) 以任何形式不當使用、濫用或損

害；(d) 搭配使用並非由 Synology 提供之項目，亦非專為產品設計之硬體或軟體；(e) 不符合產品規格，其

亦得歸因於非 Synology 所能控管之情況。此外，如有以下情況，前述擔保即屬無效：(1) 客戶拆解產品，除

非經 Synology 授權；(2) 客戶未能實行 Synology 向客戶提供之任何更正、修正、加強程式、改善或其他更

新程式；或 (3) 客戶實行、安裝或使用任何協力廠商所提供之更正、修正、加強程式、改善或其他更新程式。

第 2.1 節載明之擔保得於客戶將產品銷售或轉移給協力廠商之時終止。 
 
3.7 擔保免責聲明。 關於產品，SYNOLOGY 之擔保、義務及責任與此擔保所載之客戶唯一救濟權屬不可分

割而得替換，客戶特此聲明放棄和免除 SYNOLOGY 之所有其他擔保、義務及責任，連同得向 SYNOLOGY 
提出所有其他明示、默示或法定之權利、損害賠償要求以及救濟權，根據此擔保交付之隨附文件或軟體及任

何其他商品或服務，包括 (但不限於)：(A) 適售性或適合某特定用途之默示擔保責任；(B) 有關執行、交易或

貿易慣例而引發之默示擔保責任；(C) 侵犯權利或有侵吞情事之損害賠償要求；或 (D) 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

要求 (無論根據疏忽、無過失責任、產品責任或其他法理)。SYNOLOGY 不保證儲存於任何非 SYNOLOGY 
產品上之資料或資訊得免於資料遺失之風險且安全無虞，尤其不承擔上述情事之擔保責任。SYNOLOGY 建
議客戶採取適當預防措施，不時備份產品上儲存之資料。在某些州/管轄權地區並不允許限制默示之擔保責任，

因此上述的限制可能不適用於您。 
 
第 4 節 賠償責任限制 
 
4.1 不可抗力。 Synology 對於因超出可合理控管之範圍 (包括 (但不限於) 客戶之任何行為或未能遵守之行

為)，以致延遲或無法依此擔保之要求進行而導致違反條款，根據此擔保應承擔責任之任何原因或情況，概

不負責。 
 
4.2 特定損害免責聲明。 在任何情形下，SYNOLOGY 或其供應者對於因使用或無法使用產品、任何隨附文

件或軟體，以及根據此擔保而提供之任何其他產品或服務，而導致發生之任何意外、間接、特殊、懲罰性、

衍生性或類似之任何損害 (包括 (但不限於) 遺失資料、資訊、營收、利潤或業務)，或所產生之保險費用，無

論是根據合約、侵權行為 (包括疏忽)、無過失責任或其他法理，概不承擔責任，即使 SYNOLOGY 事先被告

知可能發生此類損害。 
 
4.3 賠償責任限制。 SYNOLOGY 與其供應者對於因使用或無法使用產品、任何隨附文件或軟體，以及根據

此擔保而提供之任何其他產品或服務，而所應承擔之責任，以客戶實際所付之產品金額為限，無論客戶所遭

受之損失金額多寡，亦無論根據合約、侵權行為 (包括疏忽)、無過失責任或其他法理。前述之特定損害免責

聲明與賠償責任限制，適用於相關法律所允許之最大範圍。在某些州/管轄權地區並不允許排除或限制特定損

害。對於產品適用之那些法律範圍，上述之排除與限制條款可能不適用於貴客戶。 
 
第 5 節其他 
 
5.1 所有權。 產品與所提供之隨附軟體與文件包含 Synology 與其協力廠商供應者與授權者之所有權與智慧

財產品。Synology 保留產品智慧財產權中之所有產權及權益，不得將產品中任何智慧財產權之所有權、根



據此擔保提供之任何隨附軟體或文件及任何其他產品，根據此擔保轉移給客戶。貴客戶應 (a) 遵守 Synology 
使用者授權合約之條款與條件，此合約隨附於 Synology 或授權之 Synology 販售者或經銷商提供之任何軟

體；以及 (b) 不應針對任何產品、相關元件或隨附軟體試圖進行還原工程、侵佔、規避或違反任何 Synology 
之智慧財產權。 
 
5.2 轉讓。 未經 Synology 書面同意之前，客戶不得根據此擔保轉讓任何權利 (透過法律運作)。 
 
5.3 無其他條款。 任一方所受之規範以此擔保明確允許為限，且反對與另一方在任何購買訂單、收據、接受、

確認或往來通信中構成之擔保相衝突之任何條款、條件或其他條款，除非特別另以書面同意這類條款。此外，

此擔保若與和產品相關之任何其他合約之任何條款或條件衝突，則以此擔保為優先，除非其他合約特別指出

其所取代之擔保條款。 
 
5.4 相關法律。 除非當地法律明確禁止，否則對於居住於美國境內的客戶，此擔保是以美國華盛頓州之法律

為準據法；對於非居住於美國境內的客戶，此擔保是以中華民國(台灣)法律為準據法，不論法律原則之間彼

此是否有任何衝突。1980 年制定之「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或後續之任何法規均不適用。 
 
5.5 解決爭議。 因本擔保、本產品或 Synology 提供與產品相關之服務所引發，或是美國境內之客戶與 
Synology 之間產生之任何爭議，將依據「美國仲裁協會」目前之商業規則進行唯一與最終仲裁，除非另外

規定如下。仲裁將於單獨仲裁人面前進行，亦只限於仲裁貴客戶與 Synology 之間的爭議。該仲裁或仲裁之

任何部份將不得與其他任何仲裁合併，亦不得以集體訴訟形式進行。仲裁將依雙方要求在仲裁人裁定之時，

透過文件提交、電話、線上或親自到場，於美國華盛頓州的 King County 進行。美國境內之任何仲裁或法律

訴訟之勝訴方得獲取所有費用與合理之律師費賠償，包括由勝訴方所支付之任何仲裁費用。這類仲裁進行期

間提出之任何判決，於兩造均為不可更改且具有約束力，而裁決亦隨即提交任何管轄法院。貴客戶瞭解在無

上述條款時，客戶有權向法院針對任何這類爭議提起訴訟 (包括集體訴訟)，而貴客戶明確表明要自動放棄這

些權利，並同意根據第 4.5 節所述透過具約束力之仲裁來解決任何爭議。若為不在美國境內之客戶，本節內

所述之任何爭議應根據「R.O.C. 仲裁法條」訴訟程序與相關施行細則，最終由三位中立仲裁人進行仲裁來

解決。仲裁應在 R.O.C. 台灣之台北以英文或中文 (兩造均同意即可) 進行。仲裁賠償於兩造應為不可更改且

具有約束力，並得在擁有管轄權之法院強制執行。本節中所述之任何內容不得視為禁止或限制 Synology 尋
求法令救濟，或請求其他相關權利與賠償，因為此擔保與 Synology 智慧財產權相關之任何條款，如發現實

際違約或有違約之虞，仍得通過法律或衡平法手段獲取。 
 
5.6 律師費。 進行任何仲裁、調解或其他法律訴訟，或根據此擔保強制執行權利或賠償，勝訴方有權求償 
(除了其有權請求之任何其他禁制令外) 費用與合理之律師費。 
 
5.7 出口限制。 您知悉本產品可能受美國出口法規限制。您將遵守本產品適用之所有相關法律與法規，包括 
(但不限於)「美國出口管理條例」(U.S. 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5.8 中止。 若管轄之法院裁定

此擔保之任何條款無效或無法執行，本擔保之其餘條款仍將具有完全之效力。 
 
5.9 完整合約。 此擔保構成完整合約，並取代於此討論之議題相關之 Synology 與客戶間之任何所有先前之

合約。除非書面指示經受擔保約束之當事人簽署，否則增補、修改或拋棄此擔保之任何條款均屬無效。注意：

如果英文版本與其他任何語言版本的文意有差異或不一致之處，則以英文版本為準。 



 

 

FCC 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 
 

This device complies with Part 15 of the FCC Rules. Operation is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two conditions: (1) this device may not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and (2) this device must accept 

any interference received, including interference that may cause undesired operation.  

 



この装置は、クラス B 機器です。この装置は、住宅環境で使用することを

目的 としていますが、この装置がラジオやテレビジョン受信機に近接して使

用され ると、受信障害を引き起こすことがあります。  

取扱説明書に従って正しい取り扱いをして下さい。                     VCCI 一 B 

                 



 



EU 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 

Languages Statement 

English 

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 for the Radio Equipment Directive 2014/53/EU 
 
Hereby, Synology Inc. declares that this Wireless Router is in compliance with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s and other relevant provisions of Directive 2014/53/EU. 
 
The full text of the EU 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 is available at the following 
internet address: https://www.synology.com/support/download/RT2600ac 
 
All operational modes: 
2.4GHz: 802.11b, 802.11g, 802.11n (HT20), 802.11n (HT40) 
5GHz: 802.11a, 802.11ac (VHT20), 802.11ac (VHT40), 802.11ac (VHT80) 
 
The frequency, mode and the maximum transmitted power in EU are listed below: 
2400 MHz – 2483.5 MHz: 19.97 dBm (EIRP) 
5150 MHz – 5250 MHz: 22.96 dBm (EIRP) 
5250 MHz – 5350 MHz: 22.85 dBm (EIRP) 
5470 MHz – 5725 MHz: 29.99 dBm (EIRP) 
5150 to 5350 MHz is restricted to indoor. 
 
This equipment complies with EU radiation exposure limits set forth for an 
uncontrolled environment. This equipment should be installed and operated with 
minimum distance 20cm between the radiator & your body. 

Danish 

Erklæring om overholdelse af radioudstyrsdirektivet 2014/53/EF 
 
Herved erklærer Synology Inc., at firmaets trådløse router overholder de vigtigste 
krav og andre relevante bestemmelser i direktivet 2014/53/EF. 
 
Den fulde tekst i EU-overholdelseserklæringen findes på følgende internetadresse: 
https://www.synology.com/support/download/RT2600ac 
 
Alle driftstilstande: 
2,4 GHz: 802.11b, 802.11g, 802.11n (HT20), 802.11n (HT40) 
5 GHz: 802.11a, 802.11ac (VHT20), 802.11ac (VHT40), 802.11ac (VHT80) 
 
Frekvensen, tilstanden og den maksimale overførte effekt i EU vises nedenfor: 
2400 MHz – 2483,5 MHz: 19,97 dBm (EIRP) 
5150 MHz – 5250 MHz: 22,96 dBm (EIRP) 
5250 MHz – 5350 MHz: 22,85 dBm (EIRP) 
5470 MHz – 5725 MHz: 29,99 dBm (EIRP) 
5150 til 5350 MHz er begrænset til indendøre. 
 
Dette udstyr overholder EU's grænser for strålingseksponering angivet for et 
ukontrolleret miljø. Dette udstyr skal installeres og drives med min. afstand på 20 
cm mellem stråleenheden og din krop. 

  



German 

Konformitätserklärung für die Funkausanlagen-Richtlinie 2014/53/EU 
 
Hiermit erklärt Synology Inc., dass dieser WLAN-Router den grundlegenden 
Anforderungen und anderen Vorschriften der Richtlinie 2014/53/EU entspricht. 
 
Der vollständige Wortlaut der EU-Konformitätserklärung steht unter der 
folgenden Internetadresse zur Verfügung: 
https://www.synology.com/support/download/RT2600ac 
 
Alle Betriebsmodi: 
2,4GHz: 802.11b, 802.11g, 802.11n (HT20), 802.11n (HT40) 
5 GHz: 802.11a, 802.11ac (VHT20), 802.11ac (VHT40), 802.11ac (VHT80) 
 
Die Frequenz, der Modus und der max. übertragene Strom in der EU sind im 
Folgenden aufgeführt: 
2.400 MHz – 2483,5 MHz: 19,97 dBm (EIRP) 
5.150 MHz – 5.250 MHz: 22,96 dBm (EIRP) 
5.250 MHz – 5.350 MHz: 22,85 dBm (EIRP) 
5.470 MHz – 5.725 MHz: 29,99 dBm (EIRP) 
5.150 bis 5.350 MHz sind auf Innenräume beschränkt. 
 
Diese Ausrüstung entspricht den EU-Strahlenkontaktgrenzwerten, die für eine 
unkontrollierte Umgebung definiert wurden. Diese Ausrüstung muss mit einem 
Mindestabstand von 20 cm zwischen dem Strahlengerät und Ihrem Körper 
installiert und betrieben werden. 

Greek 

Δήλωση Συμμόρφωσης με την Οδηγία για τον Ραδιοεξοπλισμό 2014/53/ΕΕ 
 
Με το παρόν η Synology Inc. δηλώνει ότι ο παρών Ασύρματος Δρομολογητής 
συμμορφώνεται με τις ουσιώδεις απαιτήσεις και τις λοιπές σχετικές διατάξεις 
της Οδηγίας 2014/53/ΕΕ. 
 
Το πλήρες κείμενο της δήλωσης συμμόρφωσης για την ΕΕ είναι διαθέσιμο στην 
ακόλουθη διεύθυνση Internet: 
https://www.synology.com/support/download/RT2600ac 
 
Όλες οι καταστάσεις λειτουργίας: 
2,4GHz: 802.11b, 802.11g, 802.11n (HT20), 802.11n (HT40) 
5GHz: 802.11a, 802.11ac (VHT20), 802.11ac (VHT40), 802.11ac (VHT80) 
 
Η συχνότητα, η κατάσταση λειτουργίας και η μέγιστη ισχύς μετάδοσης στην ΕΕ 
αναφέρονται παρακάτω: 
2400 MHz – 2483,5 MHz: 19,97 dBm (EIRP) 
5150 MHz – 5250 MHz: 22,96 dBm (EIRP) 
5250 MHz – 5350 MHz: 22,85 dBm (EIRP) 
5470 MHz – 5725 MHz: 29,99 dBm (EIRP) 
Η ζώνη 5150 έως 5350 MHz επιτρέπεται μόνο σε εσωτερικούς χώρους. 
 
Ο παρών εξοπλισμός συμμορφώνεται με τα καθορισμένα όρια έκθεσης σε 
ακτινοβολία της ΕΕ για μη ελεγχόμενο περιβάλλον. Ο παρών εξοπλισμός πρέπει 
να εγκαθίσταται και να λειτουργεί σε ελάχιστη απόσταση 20 εκ. μεταξύ της 
πηγής ακτινοβολίας και του σώματός σας. 

  



Finnish 

Yhdenmukaisuusjulistus Radiolaitedirektiivin 2014/53/EC mukaan 
 
Täten Synology Inc. vakuuttaa, että tämä tuote on yhdenmukainen EU-
direktiiviin 2014/53/EC keskeisten vaatimusten sekä sen muiden 
merkityksellisten määräysten kanssa. 
 
Tämän EU-yhdenmukaisuusjulistuksen koko teksti löytyy seuraavasta 
Internet-osoitteesta: https://www.synology.com/support/download/RT2600ac 
 
Kaikki käyttötilat: 
2,4 GHz: 802.11b, 802.11g, 802.11n (HT20), 802.11n (HT40) 
5 GHz: 802.11a, 802.11ac (VHT20), 802.11ac (VHT40), 802.11ac (VHT80) 
 
Taajuus, tila ja maksimi lähetetty teho EU:ssa on lueteltu alla: 
2400 MHz - 2483,5 MHz: 19,97 dBm (EIRP) 
5150 MHz - 5250 MHz: 22,96 dBm (EIRP) 
5250 MHz - 5350 MHz: 22,85 dBm (EIRP) 
5470 MHz - 5725 MHz: 29,99 dBm (EIRP) 
5150 - 5350 MHz on rajoitettu sisäkäyttöön 
 
Tämä laite noudattaa EU-säteilyraja-arvoa, joka on asetettu valvomattomalle 
ympäristölle. Tämä laite tulisi asentaa ja sitä tulisi käyttää 20 cm 
minimietäisyydellä kehosi ja radiaattorin välillä. 

French 

Déclaration de conformité pour la directive sur les équipements 
radioélectriques 2014/53/UE 
 
Par la présente, Synology Inc. déclare que ce routeur sans fil est conforme 
aux exigences essentielles et autres dispositions connexes de la directive 
2014/53/UE. 
 
L'intégralité du texte de la déclaration de conformité UE est disponible à 
l'adresse Internet suivante : 
https://www.synology.com/support/download/RT2600ac 
Tous les modes de fonctionnement : 
2,4GHz : 802.11b, 802.11g, 802.11n (HT20), 802.11n (HT40) 
5GHz : 802.11a, 802.11ac (VHT20), 802.11ac (VHT40), 802.11ac (VHT80) 
 
La fréquence, le mode et la puissance émise maximale en UE sont répertoriés 
ci-dessous : 
2400 MHz – 2483,5 MHz : 19,97 dBm (EIRP) 
5150 MHz – 5250 MHz : 22,96 dBm (EIRP) 
5250 MHz – 5350 MHz : 22,85 dBm (EIRP) 
5470 MHz – 5725 MHz : 29,99 dBm (EIRP) 
5150 à 5350 MHz est restreint à une utilisation en intérieur. 
 
Cet équipement est conforme aux limites d'exposition aux rayonnements de 
l'UE indiquées pour un environnement non contrôlé. Cet équipement doit être 
installé et utilisé avec une distance minimale de 20 cm entre le radiateur et 
votre corps. 

  



Italian 

Dichiarazione di conformità alla Direttiva RED (Radio Equipment Directive) 
2014/53/UE 
 
Synology Inc. dichiara che il router wireless soddisfa i requisiti essenziali e le 
altre disposizioni rilevanti della Direttiva 2014/53/UE. 
 
Il testo completo della dichiarazione UE di conformità è disponibile al seguente 
indirizzo Internet: https://www.synology.com/support/download/RT2600ac 
 
Tutte le modalità operative: 
2.4GHz: 802.11b, 802.11g, 802.11n (HT20), 802.11n (HT40) 
5GHz: 802.11a, 802.11ac (VHT20), 802.11ac (VHT40), 802.11ac (VHT80) 
 
La frequenza, la modalità e la potenza massima tasmessa in UE sono elencate 
di seguito: 
2400 MHz – 2483.5 MHz: 19.97 dBm (EIRP) 
5150 MHz – 5250 MHz: 22.96 dBm (EIRP) 
5250 MHz – 5350 MHz: 22.85 dBm (EIRP) 
5470 MHz – 5725 MHz: 29.99 dBm (EIRP) 
Da 5150 a 5350 MHz limitato ad ambienti interni. 
 
Quest'apparecchiatura è conforme ai limiti di esposizione alle radiazioni 
definiti dall'UE per ambienti non controllati. Quest'apparecchiatura deve 
essere installata e messa in funzione con una distanza minima di 20 cm tra il 
radiatore e l'utente. 

Dutch 

Conformiteitsverklaring voor richtlijn radioapparatuur 2014/53/EU 
 
Synology Inc. verklaart hierbij dat deze draadloze router aan de essentiële 
vereisten en andere relevante bepalingen van richtlijn 2014/53/EU voldoet. 
 
De volledige tekst van de EU-conformiteitsverklaring is beschikbare op het 
volgende internetadres: 
https://www.synology.com/support/download/RT2600ac 
 
Alle operationele modi: 
2.4GHz: 802.11b, 802.11g, 802.11n (HT20), 802.11n (HT40) 
5GHz: 802.11a, 802.11ac (VHT20), 802.11ac (VHT40), 802.11ac (VHT80) 
 
De frequentie, modus en maximaal verzendingsvermongen in EU is als volgt: 
2400 MHz – 2483.5 MHz: 19,97 dBm (EIRP) 
5150 MHz – 5250 MHz: 22,96 dBm (EIRP) 
5250 MHz – 5350 MHz: 22,85 dBm (EIRP) 
5470 MHz – 5725 MHz: 29,99 dBm (EIRP) 
5150 tot 5350 MHz is beperkt voor binnengebruik. 
 
Dit apparaat voldoet aan de EU-limieten voor stralingsblootstelling bepaald 
voor ongecontroleerde omgeving. Dit apparaat moet worden geïnstalleerd en 
gebruikt op een minimale afstand van 20 cm tussen de zender en uw lichaam. 

  



Portuguese 

Declaração de conformidade para a Diretiva 2014/53/UE relativa aos 
equipamentos de rádio 
 
Por este meio, a Synology Inc. declara que o Router Sem Fios está em 
conformidade com os requisitos essenciais e outras disposições relevantes da 
Diretiva 2014/53/UE. 
 
O texto integral da declaração de conformidade da UE está disponível no 
seguinte endereço de Internet: 
https://www.synology.com/support/download/RT2600ac 
 
Todos os modos de funcionamento: 
2,4 GHz: 802.11b, 802.11g, 802.11n (HT20), 802.11n (HT40) 
5 GHz: 802.11a, 802.11ac (VHT20), 802.11ac (VHT40), 802.11ac (VHT80) 
 
A frequência, o modo e a potência máxima transmitida na União Europeia 
estão listados abaixo: 
2400 MHz – 2483,5 MHz: 19,97 dBm (EIRP) 
5150 MHz – 5250 MHz: 22,96 dBm (EIRP) 
5250 MHz – 5350 MHz: 22,85 dBm (EIRP) 
5470 MHz – 5725 MHz: 29,99 dBm (EIRP) 
5150 a 5350 MHz está restrito a ambientes fechados. 
 
Este equipamento está em conformidade com os limites de exposição à 
radiação da UE definidos para um ambiente não controlado. Este 
equipamento deve ser instalado e utilizado com uma distância mínima de 20 
cm entre o radiador e o seu corpo. 

Spanish 

Declaración de conformidad de la Directiva de equipos de radio 2014/53/UE 
 
Por la presente, Synology Inc. declara que este enrutador inalámbrico cumple 
los requisitos esenciales y el resto de disposiciones aplicables de la Directiva 
2014/53/UE. 
 
El texto completo de la declaración de conformidad de la UE está disponible 
en la siguiente dirección de Internet: 
https://www.synology.com/support/download/RT2600ac 
 
Todos los modos de funcionamiento: 
2,4 GHz: 802.11b, 802.11g, 802.11n (HT20), 802.11n (HT40) 
5 GHz: 802.11a, 802.11ac (VHT20), 802.11ac (VHT40), 802.11ac (VHT80) 
 
A continuación se enumeran la frecuencia, el modo y la energía transmitida 
máxima en la UE: 
2400 MHz – 2483,5 MHz: 19,97 dBm (EIRP) 
5150 MHz – 5250 MHz: 22,96 dBm (EIRP) 
5250 MHz – 5350 MHz: 22,85 dBm (EIRP) 
5470 MHz – 5725 MHz: 29,99 dBm (EIRP) 
El intervalo de 5150 a 5350 MHz está limitado a espacios interiores. 
 
Este equipo cumple las limitaciones de exposición a radiación de la UE 
establecidas para un entorno no controlado. Este equipo se debe instalar y 
utilizar con una distancia mínima de 20 cm entre el radiador y el cuerpo. 

  



Swedish 

Försäkran om överensstämmelse med direktivet för radioutrustning 
2014/53/EG 
 
Synology Inc. Försäkrar härmed att den här trådlösa routern överensstämmer 
med de grundläggande kraven och andra gällande bestämmelser för direktivet 
2014/53/EG. 
 
Den fullständiga texten för EG-försäkran om överensstämmelse finns 
tillgänglig på följande internetadress: 
https://www.synology.com/support/download/RT2600ac 
 
Alla driftslägen: 
2,4GHz: 802.11b, 802.11g, 802.11n (HT20), 802.11n (HT40) 
5GHz: 802.11a, 802.11ac (VHT20), 802.11ac (VHT40), 802.11ac (VHT80) 
 
Frekvensen, läget och den maximalt utsända effekten i EG finns uppräknat 
här nedanför: 
2400 MHz – 2483,5 MHz: 19,97 dBm (EIRP) 
5150 MHz – 5250 MHz: 22,96 dBm (EIRP) 
5250 MHz – 5350 MHz: 22,85 dBm (EIRP) 
5470 MHz – 5725 MHz: 29,99 dBm (EIRP) 
5150 till 5350 MHz är begränsat till inomhus. 
 
Den här utrustningen överensstämmer med EG-gränser för 
strålningsexponering i en okontrollerad miljö. Den här utrustningen ska 
installeras och användas med som minst ett avstånd på 20cm mellan kylaren 
och din kro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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