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户手册

Vuze XR 

双 2D 360° 和 3D 180° VR 摄像机



2

 

欢迎您， 

Vuze XR 摄像机是一款分辨率高达 5.7K 并且具有双拍摄模式的双 VR 摄像机：

1. 2D 360 – 拍摄全球形视频和照片。

2. 3D 180 – 拍摄半球形视频和立体 3D 照片。

高达 4K 30FPS 的球形 360 画面和高达 4K 60FPS 的立体 180 是在摄像机中拼接的，其采用专为与摄像机搭

配使用而开发的专有拼接技术。

该摄像机配有 Vuze VR Studio，用于处理 4K 60FPS 的球形 360 以及使用摄像机拍摄的所有 5.7K 画面，此外

还配有 Vuze XR Camera App，用于控制摄像机，以及编辑和共享使用摄像机拍摄的高达 4K 30FPS 的画面。 

Vuze XR Camera App 可远程控制摄像机，编辑和共享存储在内部 SD 卡或移动设备上的媒体，或者实时传输

到您的社交媒体个人资料。Vuze VR Studio 使用球形编辑工具编辑所捕获的媒体，并使用专有拼接技术渲染

媒体。

本手册中使用以下安全标志和符号：

指示危险情况，若未能避免，可能导致死亡或受伤。

指示可能导致产品损坏的不当操作。

指示与安全或系统合理使用相关的信息。

支持与联系信息

如有摄像机方面的技术问题，请直接与我们联系：

Humaneyes Technologies Ltd.
Communication Center, Neve Ilan
D.N Harey Yehuda, 9085000
电话：+972-2-651-8999
电子眼邮件：support@vuze.camera
www.vuze.cam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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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装箱单中的物品是否有损坏。如有任何物品损坏或丢失，请勿使用摄像机，并通过 
www.vuze.camera/contact 联系支持部门。

装箱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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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箱单

Vuze XR 
双 360° 和 3D 180° 摄像机

佳积布织物保护袋

摄像机带

USB-A 到 USB-C  
充电和数据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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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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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风

拍摄模式指示灯

麦克风
镜头释放按钮

WiFi 按钮

microSD 卡插槽

USB-C 连接器

接口面板门

WiFi 状态指示灯
电源开/关和摄像机状态指示灯
电源开/关和拍摄模式选择按钮

快门 LED

拍摄按钮

充电指示灯

标准 1/4" 螺丝安装

专有。Humaneyes Technologies

双 360° 和 3D 180° 摄像机

描述

使用摄像机之前

使用摄像机前，至少充电 2 小时，确保其充满电。 
要在摄像机上设置正确的时间和日期，则使用 Vuze XR Camera App 连接到摄像机，如第 10 页“通过 WiFi 
连接到 Vuze XR Camera App”段落中所述。该应用程序将自动更新摄像机上的日期和时间。



电源 LED 指示灯

蓝色亮起 摄像机正在启动

白色闪烁 摄像机忙

白色亮起 摄像机开启（空闲）

白色-红色闪烁 电池电量低警告

操作

电源开/关

要打开摄像机 – 长按电源/模式按钮。指示灯将亮起蓝色（3-5 秒），然后闪烁白色 3 次。摄像机准备就绪

后，您将听到 3 声嘟鸣声。当摄像机已打开并准备拍摄时，该指示灯将保持白色。

要关闭摄像机 – 按“电源/模式”按钮 3 秒钟。您将听到 3 声嘟鸣声，同时，指示灯将闪烁一次。

如果缺少 microSD 卡，则摄像机状态指示灯 LED 将闪烁橙色。

摄像机配置

Vuze XR 具有两个拍摄配置：

当镜头打开时，摄像机将以 3D 180 配置录制 当镜头折叠时，摄像机将以 2D 360 配置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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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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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打开镜头，则按镜头释放按钮。释放镜头时将发出两声嘟鸣声，当镜头进入 3D 180 位置时将发出两声嘟

鸣声。摄像机现在将以 3D 180 配置拍摄。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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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关闭镜头 - 将镜头向后推，直到锁定在镜头框架内并听到咔嗒声为止。

将镜头向后推时将发出两声嘟鸣声，镜头已固定在 2D 360 位置后将再发出两声嘟鸣声。摄像机现在将以  
2D 360 配置拍摄。 

拍摄模式

照片模式

视频模式

该摄像机可在 2D 360 和 3D 180 模式下拍摄照片和视频。

要在照片与视频模式之间切换，则短按电源/模式选择按钮一次。 

两声嘟鸣声将确认模式切换。

镜头框架上的 LED 图标指示拍摄模式。

在录制过程中无法切换拍摄模式。在切换模式前确保摄像机处于待机状态。



确保 microSD 卡已插入，并且摄像机处于照片模式 ( ) 下。 

按一下拍摄按钮可拍摄。快门 LED 将闪烁约 2 秒钟，并且在拍摄照片时亮起白色。拍摄照片后，您将听到一

声嘟鸣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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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视频

确保 microSD 卡已插入，并且摄像机处于视频模式 ( ) 下。按拍摄按钮可开始录制。 

录制开始时，您将听到一声长嘟鸣声，快门 LED 将开始闪烁白色。

再次按拍摄按钮可停止。

录制结束时，您将听到一声长嘟鸣声，快门 LED 将关闭。

拍摄照片

• 如果出现 SD 卡错误或内存不足，则电源按钮 LED 将开始闪烁橙色。

• 使用前确保摄像机镜头洁净。

• 在温暖环境温度下，当以高分辨率或高帧速率拍摄视频时，摄像机可能会变热并使用更多电量。

• 此外，摄像机周围缺少气流以及将摄像机与 VuzeXR 应用程序配合使用会使摄像机温度和功耗进一步增

加，并且会缩短摄像机录制时间。

• 该摄像机可识别过热情况，并且在必要时关闭。如果摄像机太热，电源 LED 指示灯将闪烁红色，指示

摄像机正在关闭。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错误消息”（第 13 页）。

为摄像机充电

1. 使用经过认可和认证的交流适配器（5V，2A）。不要使用其他任何适配器为该摄像机充电。

2. 使用包装中随附的充电电缆。

3. 充电时，充电 LED 将变为红色。

4. 当充电 LED 变为白色时，表示电池已充满电。

您还可以通过 PC、笔记本电脑或手机为该摄像机充电。

为加快充电时间，关闭摄像机。 

摄像机完成充电需要约 2 小时。

USB-C 连接器

接口面板门
充电指示灯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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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像机拍摄时，使用外部电源

要延长电池使用寿命，您可以在用摄像机拍摄时使用外部移动电源。确保将移动电源和电缆隐藏在摄像机下

面，以避免干扰摄像机的视野。

要使用移动电源，只需将 USB 电缆连接到摄像机的 USB-C 端口即可。将传输线的另一端连接到外部移动电

源。

SD 卡更换

要插入 SD 卡，则将该卡插入存储卡插槽并将其插入到位。 

注意插入存储卡的方向。

要取出卡，请按住后将其取出。

该摄像机支持最高 256Gb 的 UHS-I (U3)（带有 U3 读写速度等级标记的超高读写速度等级）及以上存储

卡。

我们测试并验证了不同供应商的 SD 卡类型。您可以在我们的网站 www.vuze.camera/support 上找到推

荐的 SD 卡列表。

在使用摄像机拍摄或将摄像机连接到计算机时，请勿取出 SD 卡。

microSD 卡

接口面板门



通过 WiFi 连接到 Vuze XR Camera App

WiFi LED 指示灯

Vuze Camera App 允许您使用移动设备远程控制摄像机以及预览和下载拍摄的媒体。您可以从 Google Play 
或 Apple Store 下载 Vuze XR Camera App。

要将摄像机连接到 Android 设备，则执行以下步骤：

1. 打开摄像机。

2. 确保摄像机的 WiFi 已打开，或者通过按下 WiFi 按钮将其打开。

3. 启动 Vuze XR Camera App，然后选择“Connect（连接）”。

4. Vuze VR App 将列出可用的 Vuze XR 摄像机，并且连接到所选的摄像机。 

5. 通过 Vuze XR Camera App 操作摄像机。 

要将摄像机连接到 iOS 设备，则执行以下步骤：

1. 打开摄像机。

2. 如果摄像机的 WiFi 已关闭，则通过按下 WiFi 按钮将其打开。

3. 从 iOS 设备主屏幕中，转到 Settings（设置）> Wi-Fi，打开 Wi-Fi，然后选择摄像机 WiFi
4. 通过 Vuze XR Camera App 操作摄像机。 

您的摄像机的 WiFi SSID 是其序列号，显示在摄像机底部（其为“VXR”后跟 10 位数字）。 

WiFi 的默认密码为 12345678。

首次连接后，可在 App 设置中更改 WiFi 密码。

当 WiFi 开启并且 App 未连接时，WiFi LED 将闪烁白色。

当 App 已连接到摄像机时，WiFi LED 将亮起白色并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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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重置摄像机 wifi 设置，您可以按住 wifi 按钮约 5 秒，直到听到较长的嘟鸣声为止，此时 wifi 将关闭。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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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iOS 上设置 WiFi
要在连接到摄像机时启用 Internet 接入，则必须在 iOS 设备上手动设置 WiFi 连接。

1. 连接到摄像机后，点按 Info（信息） 

按钮。

2. 记录 IP 地址、子网掩码和路由器。 

点按“Automatic（自动）”。



3. 从自动切换到手动，然后输入上一屏幕

中的 IP 地址、子网掩码和路由器地址。

WiFi 重置

要重置摄像机 WiFi 密码，则按住 WiFi 按钮 3 秒钟。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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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件升级

摄像机工厂重置

有关固件的更新，请参阅我们的支持页面：www.vuze.camera/support。
您可以手动升级摄像机的固件，也可以通过 Vuze XR Mobile App 进行升级。 

要通过 Vuze XR App 进行升级：

当固件更新可用时，您将在 App Settings（应用程序设置）图标上看到一个红色通知标记。

要升级固件，则导航到至 Settings（设置）>Camera Settings（摄像机设置）> Upgrade Firmware（升级固

件)，然后按照屏幕上的说明进行操作。

要手动升级，则执行以下步骤：

1. 关闭摄像机。

2. 从 www.vuze.camera/support 下载固件。

3. 将 firmwareVXR.bin 文件复制到 SD 卡的根文件夹下。

4. 将 SD 卡插入摄像机的存储卡插槽并将其插入到位。

5. 打开摄像机。

6. 摄像机将正常启动。

7. 当电源/模式 LED 开始闪烁粉红色时，此固件升级将开始。

8. 当固件升级完成后，摄像机将重新启动并正常启动。

9. 您可以在 Vuze XR Camera App 的设置中检查摄像机的固件版本。

注意：在固件升级期间不要关闭摄像机或取出 microSD 卡。

要将摄像机重置为出厂默认设置，请打开摄像机并在摄像机开启时，同时按住拍摄按钮和开/关按钮 8 秒钟。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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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到计算机以及使用 Studio 进行编辑 

要使用通过 Vuze XR 摄像机进行的 5.7K 和 60fps 媒体拍摄，您需要使用可用于 PC 或 MAC 计算机的 Vuze VR 
Studio 软件。凭借 Vuze VR Studio，您可以编辑和共享使用 Vuze 和 Vuze XR 摄像机拍摄的任何媒体。

1. 使用 USB-C 电缆将摄像机连接到计算机。

2. 摄像机将自动打开。

3. Vuze VR Studio 将自动启动。

您还可以使用 Vuze XR Studio 从摄像机中移除 SD 卡，并将其直接插入计算机的 SD 插槽中。

摄像机重置

当摄像机打开时，按住开/关按钮 16 秒钟。该方法可以在摄像机没有响应的情况下使用。



光学

传感器 2 x Sony 12MP IMX-378
镜头 2x F/2.4 210o 鱼眼镜头

媒体 FOV 2D 模式：360⁰x180⁰（全球形）

3D 模式：180⁰x180⁰ x2（半球形）

ISO 100-1600
操作

处理器 Ambarella H2 视频处理器

控制 4 个操作按钮，远程控制移动应用程序

指示 彩色 LED 指示，蜂鸣器

工作温度 0 - 40⁰C
工作湿度 最高 95% RH
电池类型 锂聚合物电池 1,150 mAh (3.8V)
电池寿命 工作时间约一小时

运动跟踪 惯性测量单元 (IMU)：加速度计、陀螺仪

存储器 可更换存储卡，与 UHS-1 及以上兼容

连接

WiFi IEEE 802.11 a/b/g/n/ac 2.4GHz，5GHz
USB 端口 USB-3 C 型端口（用于充电和数据连接）

视频/照片

视频分辨率和帧速率 5.7K@30 fps，4K@60fps，4K@30fps
视频比特率 最高 120 Mb/sec
视频格式，压缩 mp4，H.264
照片分辨率 18MP (5760x3240px)
照片格式 JPEG
实时流 通过移动应用程序

音频

麦克风 四个 MEMS 48Hz 麦克风

格式 四个 AAC 音轨

一般

摄像机重量 212g
摄像机尺寸 152x56x39 mm
摄像机颜色 黑色 (HETVZ-XR-BLK)
摄像机型号 HETVZ-XR
随附配件 保护袋、摄像机带、USB-3 A 型号转 C 型电缆

UPC / EAN 634041992767 / 0634041992767

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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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消息 

LED 颜色 含义 解决方法

电源/模式 
LED

白色/红色闪烁 电池电量低警告 为摄像机充电

橙色闪烁 内存不足警告/SD 卡故

障警告

确保您正在使用兼容的内存卡。释放内存卡空间。

红色闪烁 高温警告 停止录制，让摄像机冷却下来。

红色 高温报警 摄像机将自动关闭。让摄像机冷却下来，然后再

将其打开。

充电 LED 白色/红色闪烁 充电故障 确保您正在使用兼容的充电器和电缆。如果此问

题仍然存在，请联系客户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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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摄像机的操作环境温度为 0 至 40°C（30 至 100°F），并且相对湿度低于 95％。
仅可在 Humaneyes Technologies 指定的操作条件下操作摄像机。不得在极端条件下操作摄
像机。
不得在靠近危险或易燃气体或在指示不应使用摄像机或连接设备的任何位置使用摄像机。
当摄像机长时间使用和/或在高环境温度下和/或在阳光下直射时，摄像机机身发热是正常的。应小心将摄像机
放在升高的表面上，并避免将其放置在不稳定的表面上。

存储、服务、清洁和保养
摄像机应存储在 -20 至 60°C（-5 至 140°F）的环境温度和 95％ 的相对湿度下。

• 摄像机应存放在儿童、婴儿和宠物够不到的地方。缠绕在儿童颈部的背带或细绳可能导致窒息。 
• 应注意会导致人身伤害的可能松动或损坏的部件。如果由于摄像机损坏而导致内部组件暴露，则切勿

触摸并立即与客户支持联系。

• 不使用时，请避免将摄像机放置或存放在以下场所或以下条件下：
- 阳光直射。
- 车辆内。
- 在潮湿的环境或暴露于灰尘。

• 在清洁摄像机之前，请将其完全从电源断开，并确保接口面板盖已关闭。使用柔软且不起毛的抹布清
洁摄像机。切勿使用化学清洁剂（如酒精、丙酮或稀释剂）清洁纤维素漆。

• 本摄像机不包含任何用户可更换或可维修的部件。切勿拆开或尝试自行维修摄像机。内置电池是不
可更换的。切勿取下摄像机盖或摄像机外壳的任何部件。如果设备出现故障，所有维修工作均应由
Humaneyes Technologies 或授权的代理执行。有关服务信息，请通过www.vuze.camera/contact联系
Humaneyes Technologies 客户支持

• 注意不要让摄像机承受高冲击力。如果摄像机受到跌落或其他高冲击力影响，请仔细检查摄像机是否
有任何损坏。如果存在任何可见损坏，则应立即停止使用摄像机。

• 本产品包含不可更换的内置式锂离子聚合物电池。

充电器电气安全

• 必须遵守以下有关电气安全的信息，否则可能导致触电、火灾和/或严重的人身伤害或
• 死亡。
• 如果电源线损坏，切勿使用充电器。定期检查电源线，以确保其处于正常操作条件。
• 在为摄像机充电并将充电器插入主电源之前，请始终确保充电器上的额定电压设置与交流供电网络的

额定电压相匹配。
• 请勿将充电器插头插入有灰尘或肮脏的电源插座中。牢牢插入插头并完全插入插座。否则，火花可能导

致火灾和/或人身伤害。
• 切勿将任何金属或潮湿物体插入摄像机接口。仅可将预期的电缆和存储卡插入摄像机接口。
• 切勿使任何插座、延长线或连接片过载；否则可能导致火灾或触电。
• 切勿用湿手插入或拔下插头。
• 切勿取下充电器的外壳或外壳的任何部件，否则会暴露电路和组件，并可能导致触电、受伤、火灾或产品

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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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摄像机的操作环境温度为 0 至 40°C（30 至 100°F），并且相对湿度低于 95％。
仅可在 Humaneyes Technologies 指定的操作条件下操作摄像机。不得在极端条件下操作摄
像机。
不得在靠近危险或易燃气体或在指示不应使用摄像机或连接设备的任何位置使用摄像机。
当摄像机长时间使用和/或在高环境温度下和/或在阳光下直射时，摄像机机身发热是正常的。应小心将摄像机
放在升高的表面上，并避免将其放置在不稳定的表面上。

• 如果散发出烟雾或异味，或有其他异常状况，请立即停止使用摄像机。

• 避免摄像机过热。在操作过程中，请勿遮住或阻挡摄像机周围的气流。请仅在说明书中建议的环境温度
下使用摄像机。

• 请勿将摄像机放置在发热表面上，或靠近发热设备或直接火焰。确认产品与任何其他热空气排放之间留
有足够空间

• 不遵守这些准则可能会导致过热，从而会造成摄像机烧坏或损坏。
• 摄像机符合 IP64 防护等级，因此防尘并防溅。如果接口面板盖打开，则此防溅保护功能不再适用。如果

接口面板盖打开，请格外小心，以避免潮湿的环境或可能的液体渗入，并避开可能渗入摄像机的灰尘或其
他成分。

• 即使已关好盖子，仍建议避免在极潮湿的环境中使用摄像机。
• 如果未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则可能会导致触电，或导致摄像机本身损坏，而这也可能导致人身伤

害

保修
摄像机有限消费者保修

哪一方承诺本保修？由 Humaneyes Technologies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我方” 或“我们”）承
诺此有限消费者保修（以下简称“保修”）。
本保修中规定的产品有哪些？此处的产品是指从我方直接或通过我们的授权分销渠道购买的任何新硬
件设备。 
哪一方受益于本保修？作为本公司或授权零售商的新产品的原始购买者（以下简称“您”），我们将本保
修发给您。本保修不得转让或重新让与任何其他用户。
本保修提供哪些权利？在产品出现问题的情况下，本保修赋予您特定的法律权利。根据您所处的位置，
您可能拥有其他权利。本保修不影响根据您所在司法管辖区内有关销售消费品的法律所拥有的任何权
利。使用您的产品，即表示您同意本保修条款。如果您不同意这些此类条款，请勿使用本产品。
本保修涵盖哪些内容？本保修涵盖本产品在材料和工艺存在缺陷的情况下，当正常使用产品并按照公
司发布的指南用于预期用途时。公司发布的指南包括但不限于技术规格、用户手册和服务通信中包含
的信息。
本保修持续期限有多久？本保修自您的原始购买日期（“保修期”）起持续一 (1) 年。您所处的位置可能为
您提供更长的保护期。 
如果存在本保修范围内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办？如果您在保修期内向公司提交申请，则公司可以根据自
己的选择但受限于适用的法律，选择：(i) 使用新的或以前使用的但性能和可靠性与新部件相当的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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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产品；(ii) 使用新的和/或先前使用的但性能和可靠性与新部件相当的部件组成的相同型号（或经
您同意，具有类似功能的产品）更换产品；或 (iii) 调换产品，退还您购买产品的款项（此处统称为“保修
服务”）。
在申请保修服务之前您应做什么？ 
根据产品使用条款，请访问 http://vuze.camera/terms-of-use/ 阅读，在购买某些产品后，您需要在我
们的系统中注册产品（以下简称“注册”）。此注册必须在您提出保修申请并收到保修服务之前完成。此
外请注意，您的订单号码也作为您的产品保修号，您有责任保留此号码。 
如果您怀疑有问题，则在提交保修申请之前，您首先应通过我们的客户支持团队在 http://vuze.
camera/contact/ 联系我们，以了解我们是否可以帮助您。 
 
您如何申请此保修以及公司如何提供保修服务？
在提出保修申请后，公司将根据适用法律和公司政策提供保修服务，如下所示：我们的客户支持团队将
指导您如何以及在何处退回您的产品。公司可能为您发送运单，并且如果适用，会发送包装材料和如何
正确包装产品的说明以及邮寄地址，以便您可以将产品运送到授权服务提供商的地点。说明可通过电
子邮件或复印文本与包装材料一起发送。完成保修服务后，授权服务提供商将向您返回已维修或更换
的产品或退款。 
注意：在返回或更换任何产品或保修服务产品的一部分之前，请务必备份所有数据，并从产品存储器中
删除所有机密、专有的资料。在维修过程中，很可能完全擦除产品中的内容，我们不会对可能存储在产
品上的任何数据、图像和/或个人信息的损坏或丢失负责。 
产品维修或更换后的保修期限为多久？ 
公司安装的更换部件承担有限保修的剩余期限，或者自更换或维修之日起九十 (90) 天，以更长的保修
期为准。当更换部件或提供退款时，任何更换物品将成为客户的财产，而更换或退款的物品将成为公司
的财产。
本公司保留更改我们可能据此提供保修服务的方法的权利。保修服务将是受限的，并受请求服务的国
家/地区的适用法律的限制和调整。保修服务选项、部件可用性和响应时间可能会因国家/地区的不同
而异。如果无法在产品所在的国家/地区为其提供服务，您可能需要负责运费和手续费。如果您在非原
购买国家/地区寻求保修服务，则您将遵守所有适用的进出口法律和法规，并负责所有关税、增值税和
其他相关税费。如果提供国际服务，则公司可以使用符合当地标准的类似部件维修或更换部件。
本保修未涵盖哪些内容？在适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本保修不适用于：(a) 软件（包括但不限于在线软件
和移动应用程序）和配件；(b) 易损件，例如设计为随时间减少的电池或保护涂层，除非由于材料或工艺
缺陷而发生故障；(c) 由于材料或工艺缺陷而造成的损坏，包括但不限于刮痕、凹痕和端口上的塑料破
损；(d) 因使用不符合产品规格的第三方组件或产品而造成的损坏；(e) 因意外、滥用、误用、疏忽、不当
运输或安装、火灾、地震或其他外部原因造成的损坏；(f) 由于不负责任或不当使用造成的产品损坏，包
括未遵守公司发布的指南或任何非建议的规程；(g) 由非本公司或授权服务提供商代表的任何人员所
执行服务（包括升级和扩展）造成的损坏；(h) 未经本公司书面许可即对产品进行改造以改变功能或性
能；(i) 由正常磨损或其他原因造成的产品正常老化；(j) 如果任何序列号已从产品中除去或发生污损；
或者 (k) 如果公司收到相关公共机构的信息，说明产品已被盗。

责任限制。本公司不承担本协议规定的补偿后的任何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对于不可用于使用、所失利
益、业务损失或丢失或损坏的数据或软件或提供服务和支持的产品的任何责任。 
除非本文协议明确规定，本公司不对任何后续、特殊、间接或惩罚性损坏负责，即使已被告知此类损坏
的可能性或任何第三方的任何申请。客户同意与购买产品相关的任何责任，本公司对于适用产品发票
金额之上的任何损失金额不承担任何责任或负责。某些司法管辖区可能不会强制执行所有此类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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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和处置
摄像机包含不应作为生活垃圾处理的组件。有关回收此产品的更多详细信息，请访问：
www.vuze.camera/support

并且只有法律适用于他/她的司法管辖区的客户的限制才适用。

制约本保修的附加条款有哪些？
附加条款可能提供在我们的网站 vuze.camera 上，包括我们的服务条款、销售条款和 EULA。
制约本保修的法律有哪些？在适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本保修的条款应根据以色列国的实体法律为所
有目的进行解释并受其管辖，而不考虑法律规定的冲突。 
如何联系我们请求支持？ 
除了 www.vuze.camera/contact 上的在线客户支持表单，您还可以通过 support@vuze.camera 联系
我们的客户支持团队。

NCC 警語
依據低功率電波輻射性電機管理辦法
第十二條
經型式認證合格之低功率射頻電機，非經許可，公司、商號或使用者均不得擅自變更頻率 加大功率或
變更原設計之特性及功能。
第十四條
低功率射頻電機之使用不得影響飛航安全及干擾合法通信；經發現有干擾現象時，應立即停 用，並改
善至無干擾時方得繼續使用。
前項合法通信，指依電信法規定作業之無線電通信。 低功率射頻電機須忍受合法通信或工業、科學及
醫療用電波輻射性電機設備之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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