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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激光测距仪 
 

 

 

 

 

 使用指南                           

 获取多语言使用说明书： 

英文|简体中文|繁体中文|日语|德语|西班

牙语|意大利语|法语|阿拉伯语 

 

 

- 前往 hozodesign.com/meazor 查看 

- 扫描二维码下载 MEAZOR APP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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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述                               

MEAZOR 是一款便携式、多功能的测量设

备。其配备 82inch (25m)激光测距模块与

4096 级高精度轮尺模块。具备直线、曲线

及复合形状的测量能力。该产品具备配套

的 Andriod 及 iOS 版绘图 APP。 可进行信

息收集、绘图与文件收发。标准版本配备

以下几种测量功能，更多新功能敬请期待

产品云端升级包提供。 

 

 

 安全说明                           

为了安全使用本多功能激光测距仪，请务

必认真阅读以下所有说明。 

���警告： 

本产品属于二级激光  产品，使用时

请勿直视激光光束或将激光瞄准他人及动

物，否则将会对眼睛造成危害！ 

本产品符合严格的标准和测试条例，但不

能完全排除外界环境对本产品的影响及干

扰 

 

 请勿在炎热（＞40°C）或极寒（＜

0°C）的环境下使用本产品 

 请勿在医疗设备附近使用本产品 

 请勿在飞机上使用本产品 

 

本产品含有内置充电锂电池，不可与生活

垃圾一同处置，请根据国家/地区实施的法

规，合理弃置本产品。 

 

若未按照本说明书使用产品，或使用第三

方配件、自行改装而造成的损失，本公司

概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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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源                               

采用 Type-C 接口充电，电池额定容量

650mAh。支持 5V-1A 充电器，充电时间约

2 小时。 

*注意：本产品不支持双头 Type-C 充电线

或快充充电器充电。 

 

 

 基础操作                           

 

 1 激光测距模块——二级激光设备，

请勿直视激光光束 

 2 屏幕——采用触摸屏幕，可通过点

击，左右  滑动，上下 

 滑动选择并使用各功能。 

 3 电源/HOME 键  ——长按 3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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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机。短按返回主菜单。 

 4 Type C 充电接口 

 5 安装三脚架——安装孔位于滚轮背

面，顺时针旋转产品滚轮拧紧三脚

架。 

 6 滚轮模块——将产品贴合平面，滚

动并测量直线及曲线长度，具体操作

方法请看轮尺功能说明 

 

 支架——翻开背部盖板，翻折并吸附

到产品外壳。形成 90° 

 

 

 基础操作和设置                      

 开机和关机 

长按电源  键 3 秒开启/关闭设备 

1 分钟无操作自动进入休眠模式，30 分钟

无操作自动关机。 

 

选择功能 

在主界面左右  滑动切换功能，点

击所选功能图标进入功能页面 

 

 

 激光测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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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点击数字以记录数据 

顶部：测量单位 

底部：基准模式 

 

 测量单位设置：在初始化设置及 

 设置  界面中，用户可选择英制

或公制单位。在测量时点击顶部区域

切换。英制单位包含 Yard, Feet, 

Inch, Inch 分数，Feet+inch。公制

单位包含 M, cm,mm 

 

 基准边设置： 

   

后基准（默认）：沿机器滚轮底部为起点测

量 

 

    

支架基准：将支架打开后，以支架底部为

起点测量 

 

    

三脚架基准：以三脚架中心孔为起点测量 

 

    

前基准：以产品头部顶点为起点测量。 

 

 

 

 

 

 

 轮尺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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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 ：点击数字记录数据 

顶部 ：测量单位 

底部 ：切换比例 

 

滚轮测量时，底部刻度点会亮起，用户可

根据习惯握持姿势选择参考开始/结束点。 

 

 测量单位设置：在初始化设置及设置

界面中，用户可选择英制或公制单

位。在测量时点击顶部  切换。

英制单位包含 Yard, Feet, Inch, 

Inch，Feet+inch（比例模式下增加

Miles 单位）公制单位包含 M, cm,mm

（比例模式下增加 KM 单位） 

 

比例设置： 

底部  返回 

顶部 ：比例清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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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 ：上下滑动切换比例 

 

 

 房屋扫描                            

房屋扫描是 MEAZOR 测距仪的专利功能，用

户将 MEAZOR 转盘固定于三脚架或平面上，

通过：对准墙角\关键点-取点-转动-往复

操作的方法，完成对全房屋的精准扫描并

可以传送至 APP 进行编辑。请仔细阅读本

说明以获得最精准的扫描结果。 

 

 中间区域 ：当前测绘示意，点击记录

关键点， 

 点击撤销上一个关键点。 

 保存数据 

 基础操作： 

 

如图所示，用户将 MEAZOR 放置于房屋开阔

位置，用激光对准点 1 并点击测量，旋转

并对准点 2 并点击测量，旋转并对准点 3

并点击测量，依次完成对房屋全部数据的

关键点采集。点击保存  并将数据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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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MEAZOR APP。 

 

曲线扫描                            

曲线扫描是 MEAZOR 测距仪的专利功能，用

户将 MEAZOR 转盘固定于三脚架或平面上，

通过旋转产品采集激光经过的物体轮廓，

完成对曲线轮廓的精准扫描并可以传送至

APP 进行编辑。请仔细阅读本说明以获得

最精准的扫描结果。 

 

中间 ：当前测绘示意，点击记录关键

点 

顶部 ：保存 

底部 ：重做 

 

 基础操作： 

 

如图所示，用户将 MEAZOR 放置于房屋开阔

位置，用激光对准点 1 并点击测量，缓慢

旋转至点 2。点击保存  并将数据发送

至 MEAZOR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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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做  ：重新开始扫描 

 

 

 专业激光测距                            

第一步——选择功能 

中间 ：滑动切换功能 

顶部 ：切换测量单位 

a：三角形勾股测量——测量边线 A,边线 B

与夹角∠ab。自动算出第三边长度 

b：长方形面积模式——测量长边 A 与宽边

B。 自动算出面积 

更多模式敬请期待更新包提供 

 

第二步：测量 

 

中间 ：长度尺寸 

顶部 ：切换基准模式。 

左下 < ：上一步 

右下 >：下一步 

中下：当前测量示意 

 

 基准边设置： 

  后基准（默认）：沿机器滚轮底

部为起点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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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架基准：将支架打开后，以支

架底部为起点测量 

  三脚架基准：以三脚架中心孔为

起点测量 

  前基准：以产品头部顶点为起点

测量。 

 

Step 3 - 保存与发送 

 

中间 ：绿色数值代表计算结果 

底部 ：可返回上一步编辑测量数据 

顶部 ：点击保存进入发送界面。 

*专业激光尺发送到 APP 的数据为图形。 

 

 

 角度尺                               

将 MEAZOR 底部的硅胶转盘贴合或固定于平

面后，转动 MEAZOR 可进行水平夹角测量。

角度测量时可借助激光定位夹角的起点/终

点。同时也可使用【MEAZOR 量角器配件

（另售）】来完成更精准的角度测量。 

可在 MEAZOR APP 或

HOZODESIGN.com/meazor 

购买更多 MEAZOR 产品相关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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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 ：角度尺寸 

顶部 ：角度归零 

左下：激光辅助定位开关 

右下：角度模式/分度模式切换 

 

 

 水平仪                               

将 MEAZOR 底部放置于桌面并校准后，可以

使用 MEAZOR 电子水平仪功能。当水平仪接

近 0°时，光点会变为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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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轴：翻滚角 / 纵轴：倾斜角 

 

 

 故障排除                               

故障说明 解决办法 

无法充电，开机后无

充电标志或接入充电

器后无法开机 

尝试更换其他充电线及

充电插头。或请联系当

地经销商 

屏幕无法正常显示

（花屏，乱码，碎

裂） 

请联系当地经销商进行

维修检查。具体请参照

保修条例 

产品无法正常开机，

震动马达持续震动 

短路、进水。请静置产

品 12 小时后尝试重新

开机，或联系经销商进

行维修更换 

手机蓝牙无法搜索到

MEAZOR 

请确保无其他设备已经

连接 MEAZOR。不要使

用手机自带蓝牙进行连

接。仅限 MEAZOR APP

进行连接 

蓝牙无法连接 MEAZOR 

APP 

请尝试将 MEAZOR APP

更新至最新版本。或更

换其他手机进行连接尝

试 

激光测距故障，长度

持续显示 0000 

请尝试重启产品，在无

强光的环境下使用。或

联系当地经销商进行维

修更换 

滚轮测距故障，转动 请不要在充电时使用滚

24/7è

37/6è

11/1è

11/1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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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轮无反应或与实际

滚动长度不一致 

轮相关功能。尝试重启

产品。或联系当地经销

商进行维修更换 

 

 

联系我们                               

HOZO DESIGN CO.,Limited(HK) 

www.hozodesign.com/contact 

 

 

保修条例                              

 保修期 

产品正常使用条件下，从购买之日起，本产品因为

质量问题导致的故障可以保修。 

 

 特殊情况 

在保修期内发生以下情况，不属于保修范围，另行

收费修理： 

1） 因用户使用、维护、保管不当而造成损坏

的。 

2） 非授权情况下拆解部件的 

3） 无购买凭证的 

4） 产品机身编号与送修产品不符或涂改的 

5） 因不可抗力造成机身损坏的 

6） 正常磨损需更换的零件 

7） 使用或储存产品温度/湿度异常带来损坏的。 

8） 未按照说明书要求充电造成电池损坏的 

9） 未按手册操作引起损坏的。 

 

 送修方式 

产品需要保修或者维修时，请与销售方联系并自行

送至销售方，并提供有效的机身编号及购买凭证。 

 

 

 机身编号 

机身编号位置请参照下图图示；无机身编号产品为

测试机、展示机。不适用于保修条例范畴内。 

http://www.hozodesign.com/con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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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声明                             

上述产品规格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所有解释权归 HOZO DESIGN CO.,Limited

所有。产品商标，产品图片、技术参数、

知识产权贵 HOZO DESIGN CO.,Limited 所

有，侵权必究。 

 

 

Laser Radiation, Do Not Stare 
into Be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