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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 24 英寸 iMac® 的 SafeDome™ 缆线锁 
部件号：K68995WW | UPC 代码：0 85896 68995 9

确保您的 
iMac 安全。

24 英寸新款 iMac 的用户需要一种非侵入式解决方案，确保
他们的投资符合 Apple 的美学。

适用于 24 英寸 iMac® 的 SafeDome™ 缆线锁，可在不影响功
能的情况下提供出色的安全性，并且无需改装硬件。

这款有五年有限保修的锁具经过验证和测试，在扭矩/拉
力、防异物插入、锁具寿命、抗腐蚀性和其他环境条件方面
都达到行业领先的标准。肯辛通 Kensington 是笔记本电脑安
全锁的发明者和领军企业，让您可安枕无忧。

功能包括：

• SafeDome™ 技术

• ClickSafe® 电脑锁

• 超粗缆线

• 允许 iMac 全方位调节

• 内置缆线管理设计

• 经过验证和测试

• Register & Retrieve™

• 五年有限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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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Dome™ 技术

时尚、坚固的金属外壳已
通过业内最严格、最彻底
的标准测试，可快速轻松
地连接到 iMac 支架上。
无需工具。

ClickSafe® 电脑锁

此款耐用型锁可直接连入 

SafeDome，一键为您的 

iMac 提供更出色的防盗安
全性。

超级缆线

更粗的缆线比标准缆线结
实 60%。由编织碳钢制
成，外覆抗剪切保护套，
可提供更高级别的保护，
阻断切割企图。

全方位调节

iMac 底座可在锁缆线的长
度范围内自由地在桌面上
移动，并且完全不影响倾
斜屏幕来获得最佳观看效
果的功能。

缆线管理设计

通过特殊设计的孔洞为有
线 USB 配件（如键盘或鼠
标）布线。

经过验证和测试

每把肯辛通 Kensington 

锁都经过精密设计，在强
度、物理耐久度和机械韧
性方面均达到或超出严格
的行业标准。

Register & Retrieve™

肯辛通 Kensington 的在
线钥匙注册程序，如果您
的钥匙丢失或被盗，能让
您快速、安全且轻松更换
钥匙。

五年有限保修

肯辛通 Kensington 是笔
记本电脑安全锁的发明者
和领军企业，为您保驾护
航，让您安枕无忧。

5 年
有限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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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规格
锁头  锁：锌合金压铸 

适配器：锌合金压铸和不锈钢
钥匙 锌合金压铸、尼龙塑料
缆线锁 外覆保护套的碳钢 

产品颜色 银色

产品尺寸
锁头尺寸  仅 ClickSafe 锁头： 

31.2 x 28.5 x 17.7 毫米（1.23 x 1.12 x 0.70 英寸） 
仅适配器和帽盖： 
40.54 x 60.95 x 62.0 毫米（1.60 x 2.40 x 2.44 英寸）

线缆尺寸  超级缆线直径：10 毫米（0.39 英寸） 
内部钢丝直径：6 毫米（0.24 英寸）

产品重量  锁 + 钥匙 + 适配器 + 帽盖：730 克（1.60 磅） 
适配器 + 帽盖：254 克（0.55 磅）

31.2±0.3mm

17.7±0.3mm

缆线环

橡胶把手
金属箍

缆线

19.0±0.3mm 8.2±0.05mm

10.0±0.3mm

28.5±0.3mm

缆线选项：
超级缆线 - 10 毫米直径

缆线环选项：
全枢纽 - 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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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尺寸
包装方式  K68995WW：彩盒装 

K68990L/M/S：棕盒装
包装尺寸 410 x 388 x 224 毫米（16.14 x 15.28 x 8.82 英寸）
包装尺寸（单件产品）  K68995WW 185 x 208 x 78 毫米（7.28 x 8.19 x 3.07 英寸） 
 K68990L 182 x 203 x 75 毫米（7.17 x 7.99 x 2.95 英寸） 
 K68990M 182 x 203 x 75 毫米（7.17 x 7.99 x 2.95 英寸） 
 K68990S 182 x 203 x 75 毫米（7.17 x 7.99 x 2.95 英寸）
包装重量 K68995WW 10.35 千克（22.82 磅） 机器：952 克（2.10 磅） 
 K68990L 10.28 千克（22.66 磅） 机器：949 克（2.09 磅） 
 K68990M 10.32 千克（22.75 磅） 机器：919 克（2.03 磅） 
 K68990S 10.02 千克（22.09 磅） 机器：945 克（2.08 磅）
包装内物品  1 个适配器 

1 个帽盖 
1 个 ClickSafe® 电脑锁，配备 10 毫米超粗缆线 
2 把钥匙 
1 份说明书 
1 张保修卡

标准纸箱 10 件

原产地、法规和保修
原产地 中国
认证和合规 符合 RSL 规定、符合 CA Prop65 规定
保修 五年有限保修

注意事项
多个 SKU  标准钥匙：K68995WW 

万能钥匙：K68990M 
共享钥匙：K68990L 
总控钥匙：K68990S

所有规格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产品可能并非在所有市场均在售。肯辛通 Kensington 和 ACCO 名称及设计是 ACCO 
Brands 的注册商标。Kensington The Professionals’ Choice 是 ACCO Brands 的商标。所有其他注册商标和 未注册商标
是其各自所有者的财产。© 2022 Kensington Computer Products Group，ACCO Brands 旗下分公司。保留所有权利。 
k22-21103p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400 600 4599 | infocn@kensingt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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