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在无法启动电脑系统时，先先正确判定是否为主板本身问题，再来判定是否为各项周边

零件安装问题。

注意事项：如您仔细阅读完毕此使用说明书但问题还是无法解决导致电源无法顺利运作

时，请与我们联络。

安规认证

安规是为了保证产品不会对人体产生伤害。

本产品通过多国安规及防电磁辐射干扰认证!

注意事项
在此提醒您，电脑需在良好的环境下运作，否则将容易受损或影响您的工作与宝贵数据

，为预防上述风险并确认您电脑系统的寿命，请先注意以下事项：

●   电脑不得置于热暖炉或发热器材附近

●   电脑不得靠近磁性器材附近

●   使用环境请勿过渡潮湿

●   电脑应避免阳光直射

●   不要使用未干或潮湿的手触碰电源以避免电击

●   在组装电源时，请将电源开关按键设定在”O”的位置并且先不要将AC电源线连接到插

座，直到整台电脑组装完成后再开启电源部分。
●   请勿自行拆卸电源，以避免产生电击危险。倘若自行拆卸破坏保固贴纸，将不提供保固

维修。

警告! 本产品（电源）仅供个人电脑专用，请勿作为其他用途。

产品异常&安规认证 
产品无法运作时

如产品无法运作时，请勿自行拆卸电源，以避免产生电击危险，请将产品交由本公司服

务中心维修。倘若自行拆卸破坏保固贴纸，将不提供保固维修。

如在安装本产品后电脑系统还是无法开机，请先一下述方式进行确认：

●   确认AC电源线是否确实连接墙壁电源插座及电源AC插座。

●   请先确认电源I/O开关是否切换到正确位置『I』。

●   在接上主板后，如果无法启动电源时，请将电源单独测试，判断是否主机在安装过程中

有发生短路现象。

使用环境
●   操作环境温定：+10°C - +40°C
●   运送与储存环境温度：-40°C - +70°C
●   操作相对湿度：20% - 85%
●   运送与储存相对湿度：5% - 95%

关于 COUGAR 
COUGAR - DEVELOPED IN GERMANY

COUGAR 设计不仅是走在尖端的电脑机壳与高效能电源 等电脑周边，更希望提供为电竞

而生符合玩家需求的高质量产品。COUGAR 在2007年 于德国由一群对电脑周边设计具有

热情与专业的团队所成立，希望设计出结合德国工艺风格、创新设计与高质量的极致产品

，致力于满足所有追求 不断创新科技的玩家。目前 COUGAR 已逐步发展成为全球的一个

结合创新与高质量 电脑周边的品牌。

COUGAR 精神 - 热情 X 创新

COUGAR 团 队拥有对设计出最具创新符合电竞玩家需求产品的热情，以此热情与创新的

思维，不断在功能面与用户导向的角度来设计专为电竞玩家倾力打造的 电脑外设产品，

也因此 COUGAR 用热情创造出一系列顶尖高质量的电竞产品， 不断获得全球市场的

好评。

产品特色
●   效率达80 PLUS®  EU230V  GOLD认证

COUGAR GEC 系列通过80 PLUS®  EU230V GOLD认证，转换效率最高可达92%。

●   单电压输入200V-240V

自动调节电压不稳的状态,适合全国所有地区的家庭用电。

●   独立+12V设计,支持高端装备,智能分配各路的输出

●   理想化散热设计

  120mm冷却静音大风扇与硕大散热片,采智能风扇控制技术,兼具散热与静音。

●   DC-DC电路与同步整流设计,保证超高转换效率

●   支持高端多核心绘图处理器电源需求 

采用新6+2P(8P) PCI-E 4.0电源接头。

●   电源安全保护设计

本产品具有过负载保护(OPP)、过电压保护(OVP)、短路保护(SCP)、低电压保护(UVP)、过

电流保护(OCP) 与过温保护（OTP）等多重安全保护功能，确保电源使用之安全无虑。

启动系统&电源安全保护

启动系统
●   本产品为单电压输入200V-240V。
●   使用前，请您先确认AC电源线是否确实连接墙壁电源插座及电源AC插座。

●   主电源连接头(24针插头)与CPU +12V电源连接头(4针或8针)是否安装确实，或一个4针

的Molex 连接头（如主板需要）是否安装确实。

●   装回机壳侧板，确实关闭电脑机壳。

●   使用时，I/O开关需开至『I』的位置。若长时间不使用，则可调至『O』，以关闭电源。

电源安全保护设计

本产品具有完整的多重安全防护设计

●   UVP (Under voltage protection) 低电压保护

此保护在输出电压低于某个标准时，电源将自动关机停止运作。

●   OVP (Over voltage protection) 过电压保护

当输出电压超过原本电压设定的上限标准时，电源将自动关机停止运作

●   SCP (Short-circuit protection)短路保护

当任意一组直流输出的线路异常而短路状况发生时，电源供应器会自动停止运作，保护核

心的系统装置。

●   OPP (Over power protection)过负载保护

电源在输出的总瓦特数设定标准来达到保护作用。

●   OCP (Over current protection)过电流保护

当电流超过原本设定的上限标准时，电源将自动关机停止运作

●   OTP (Over-temperature protection)过温度保护

在电源温度超过正常组件运作温度时自动停止运作防止电源与计算机设备毁损达到保护

作用以上保护设计可确保使用者在安全无虑的环境下可稳定操作使用。

产品规格&使用环境

●   产品规格

质保卡

一年换新 三年保修

在您购买此产品期间,如有任何产品质量故障或问题,质保一年换新,

三年保修服务。

以下情形之一的产品，不属于质保服务的范围之内：

●   超过质保服务有效期限的产品。

●   不能够提供有效质保卡的。

●   私自伪造涂改电源标签及标签上的SN序列号的。

●   一切人为因素造成的损坏，如用户私自拆装、改动、修理或试图修理等。

●   因不可抗力因素造成损坏的。

●   因用户运输、使用、保管不当而导致损坏的。

●   产品经使用所产生的表面磨损、刮伤等现象的。
●   非个人电脑使用状况下损坏，不予保固。

对于不在保修范围内的产品，如仍能修好，我们为用户提供有偿维修服务，

收费标准由维修机构提供。

电源保修卡

产品型号

购买日期

购买商店

经销商盖章

facebook.com/cougargaming
youtube.com/user/COUGARGLOBAL

www.cougargaming.com
R63088
RoHS

GEC
550/650/750

GEC 550/650/750

Main CPU

24(20+4) Pin 8(4+4) Pin

Peripheral S-ATA PCI-E

Pin

Connector

5 Pin 8(6+2) Pin4 Pin 

1 3 6 42GEC 650

1 3 6 22GEC 550

1 3 6 42GEC 750

+3.3V
20A

100W 549.6W

0.3A 3A

3.6W 15W
550W

20A 45.8A
+5V +12V Total

200-240V
47-63Hz

6.3A

-12V +5Vsb输入规格产品名称 输出规格

20A

100W 649.2W

0.3A 3A

3.6W 15W
650W

20A 54.1A

20A

100W 750W

0.3A 3A

3.6W 15W
750W

20A 62.5A

GEC 550
CGR GC-550

GEC 650
CGR GC-650

GEC 750
CGR GC-7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