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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Surface Pro 和 
Surface Go 提供无
懈可击的安全性。

适用于 Surface Pro 和 Surface Go 的密码锁是我们与 Microsoft 
合作设计的，采用非侵入性上锁技术。肯辛通 (Kensington)，
笔记本电脑安全锁的发明者和领军企业。

功能包括：

• 专为 Surface Pro 和 Surface Go 设计
• 非侵入性上锁技术
• 可重置的 4 轮式数字密码
• 提供 10,000 种可能的密码组合方式，用户可随意选择
• 坚固的锁头
• 碳钢缆索
• Register & Retrieve™

• 5 年有限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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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清单

专为 Surface Pro 和 Surface Go 设
计，肯辛通 (Kensington) 直接与 
Microsoft 合作以提供专业级安全性
和出类拔萃的设备使用体验，因此您
可以安心无忧地保护自己的 Surface 
Pro 或 Surface Go 设备。

非侵入性上锁技术可提供简单易用的
安全解决方案，无需改造设备，因而
可保留 Surface Pro 的硬件保修条件
和精美外观。

坚固的锁头在扭矩/拉力、防异物插
入、锁具寿命、抗腐蚀性、强度和
其他环境条件方面已经过测试，符
合肯辛通 (Kensington) 在抗干扰、
可靠性和耐用性方面行业先进的标
准。可重置的 4 轮式数字密码可提供 
10,000 种可能的密码组合方式，用
户可随意选择。

1.8 米（6 英尺）的碳钢缆索具有塑
料护套，可防止篡改并提供与更粗的
缆索相当的防切割和防盗级别。

Register & Retrieve™ 是肯辛通 
(Kensington) 的免费在线程序，提供
快速、安全的密码注册。轻松重置密
码，因为如果您忘了您的密码，我们
会帮您解决。

五年有限保修意味着您可以获得笔
记本电脑安全锁的发明者和领军企
业肯辛通 (Kensington) 的保障，高
枕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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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容性
设备  Surface Pro 9、8、7+、7、6、5、4、 

Surface Go 3、Go 2、Go

产品尺寸
锁头尺寸  50.3 毫米 x 33 毫米 x 17 毫米（1.98 英寸 x 1.30 英寸 x 

0.67 英寸）
线缆总体直径 4.3 毫米（0.17 英寸）
线缆长度 1.8 米（6 英尺）
产品重量 190 克（0.42 磅）
材料 锌、塑料、钢缆

零售包装
包装方式 彩盒气泡袋
包装尺寸  150 毫米 x 160 毫米 x 29 毫米 

（5.90 英寸 x 6.30 英寸 x 1.14 英寸）
标准纸箱数量 5

标准纸箱尺寸  167 毫米 x 164 毫米 x 204 毫米 
（6.57 英寸 x 6.46 英寸 x 8.0 英寸）

标准纸箱重量 1.43 千克（3.15 磅）
包装内物品  Surface Pro/Go 组合密码锁、说明书、保修卡

批发包装
包装方式 气泡袋
包装尺寸  140 毫米 x 160 毫米 x 18.5 毫米 

（5.51 英寸 x 6.30 英寸 x 0.73 英寸）
标准纸箱数量 25

标准纸箱尺寸  320 毫米 x 260 毫米 x 186 毫米 
（12.60 英寸 x 10.24 英寸 x 7.32 英寸）

标准纸箱重量 5.6 千克（12.35 磅）
包装内物品  Surface Pro/Go 密码锁、安装指南、保修卡

注意事项
多个变体 SKU  胶袋：K68130WW 

零售：K68131WW 
序列化：K68132WW

原产地、法规和保修
原产地 中国台湾
认证和合规 REACH、RoHS、Prop 65

保修 5 年

技术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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