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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聯絡與您最近的經銷商，或者透過email(service@precaster.com.tw)，
我們的網站(www.precaster.com.tw/cht)與我們聯絡。

維修與保固

錯誤代碼表

Err01

Err02

Err03

超過測距範圍 在範圍內測距

反射訊號太弱

畢氏定理計算錯誤

低電量

超過工作溫度

環境光太強

請確認步驟與數值是否正確

請更換新的電池

在一個較理想的溫度進行測量

請選擇一個位於較暗的目標

選擇一個更好的反射面

超出顯示範圍(最大值：99999)

例：面積或體積的加總超過顯示最大範圍

將要計算的數值分成幾個步驟

進行計算 

Err04

Err05

Err06

Err07

代碼 描述 解決方案

LDM100 說明書

安全須知

配件與包裝
‧手持雷射測距儀 x 1   ‧AAA四號電池 x 2   ‧軟包 x 1
‧快速啟動卡 x 1   ‧手腕帶 x 1

規格

型號

測量距離

解析度

精度

測量速度

雷射等級

電池

電池使用壽命

儀器大小

使用溫度

存放溫度

自動關閉功能

LDM100

0.05m~100m

0.001m

±1.5mm

0.5 秒

650nm, Class II, <1mW

AAA 四號電池 x2

超過 10,000 使用次數

116 x 48 x 31 mm

-5°C~40°C

-20°C~60°C

-雷射光30秒

-電源180秒

A

K

L
B C

G
H

D
E
F I

J

外觀說明
A. LCD螢幕

B. 加法(測量距離香家或累加)

C. 減法(測量距離相減或累減)

D. 單次測距/開機/長按連續測距

E. 面積/體積/節點測量

F. 倒數測量(3~15秒)/長按進入設定(聲

音->20筆測量記錄->單次側量)

G. 間接高度測量(間接高度測量

I->II->III->IV->V->VI->單次測量)/長

按切換單位

H. 清除/長按關機

I. 測量基準設定(機器前端->腳架孔->

尾端->延伸桿)/長按開啟或關閉藍

牙

J. 測量延伸桿

K. 雷射接收鏡片

L. 雷射出光口

螢幕說明
1. 雷射指引

2. 高度間接測量(畢氏定理)

3. 測量基準

4. 面積/體積

5. 記憶體數據

6. 倒數測量計時器

7. 藍牙

8. 電量顯示

9. 加號/減號

10. 最大值與最小值顯示

11. 節點測量指引

12. 單位

10

9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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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產品透過雷射進行運作，並發射雷射光，該雷射光符合IEC 60825-1: 2014, EN 

60825-1:2014, CRF21, parts 1040.10 and 1040.11, Class (等級2)的規範。

‧本產品符合EMC標準EN 61326-1:2013, IEC 61326:2012 and FCC Test according to 

PART 15。

‧請勿自行修改或調整產品上的電路，以免對機器甚至雷射產生不可以預期的結果。

‧請勿直視雷射光或將雷射光瞄準他人的眼睛，以免造成傷害。

‧本產品採用半導體雷射二極體作為雷射的主要光源，產生的雷射波長為650nm。

‧本產品發射的連續光，其功率不超過1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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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池安裝與電量顯示
‧本產品使用 4號電池 x 2。

‧電池蓋卡榫於產品底部，將電池蓋往反方向打開，並依照正負極圖示安裝電池後，

   再將電池蓋上方卡榫對準，輕壓電池蓋，即可安裝完成。

‧當電量顯示        時，代表電量充足。

‧當電量顯示        時，代表剩餘電量，尚可進行約1,000次的測量。

‧當電量顯示        ，並閃爍時，代表電量不足，請更換電池。

開機與關機
1. 按下         或      可開啟測距儀，在儀器開機完成後，會發射雷射，

此時可以準備進行測量。

2. 長按      即可關機。

單次測量
1. 將雷射點瞄準目標，如果雷射點沒有亮起，請按下        ，開啟雷射。

2. 瞄準完成後，再按一次         即可進行測量。

3. 測量完成後，雷射會關閉，距離會顯示在螢幕上。

4. 您可以重複1的動作，測量下一個距離。

連續測量
1. 連續測量也可以稱為追蹤測量，進行連續測量時，機器會持續測量距

離，並將過程中的「最大距離」與「最小距離」顯示在螢幕上。

2. 按下並按著         約2秒做右，會開啟並開始連續測量。

3. 將雷射點指引到目標物上進行測量，按下         或      可暫停連續測

量，再按下      可以退出連續測量。

測量基準設定
1. 本產品可以設定由機器的前端，腳架孔，尾端與延伸桿共四個測量基

準面，可在測量時交替使用。

2. 按下       ，可進行基準的切換，請依您的需求選擇適當的基準。

加法/累加 與 減法/累減
1. 在完成任一筆測量後，按下       或是       ，可將該筆測量設定為 被加數 或 

被減數。

2. 此時，可進行第二筆測量(加數/減數)，機器會自動將該筆距離與前筆距離進

行計算，並將結果與過程顯示在螢幕上。

單位切換
1. 本產品有8種單位，可以隨時切換。

2. 在任何時候，按下並按住       約兩秒，可以進行單位切換，畫面上的數據也會

自動換算，當畫面顯示在您希望使用的單位後，放開按鈕即可。

面積，體積與節點測量

1. 按下      一次後，可進入面積測量模式。

2. 依畫面上的符號進行，長與寬的測量後，面積與長寬的長度會顯示在螢幕上。

3. 您可以按下       或       進行面積的相加或相減。

‧面積測量

1. 按下      兩次後，可進入體積測量模式。

2. 依畫面上的符號進行，長，寬與高的測量後，體積與寬，高的長度，會顯示在

螢幕上。

3. 您可以按下       或       進行體積的相加或相減。

‧體積測量

1. 按下       三次後，可進入節點測量模式。

2. 按下       或       ，可以進行節點長度的設定，透過長按可增加數字跳動的速度。

3. 按下         ，可以在整數位與小數位切換。

4. 設定完成後，長按         ，開始節點測量。

5. 測量過程中，最下排的數據為當前的距離，旁邊會有箭頭指示移動的方向最上面一

排的數據為節點設定的距離，中間的數據為節點的倍數。

6. 按下         或      可暫停測量，再按下      可以退出連續測量。

1. 間接高度測量有六種模式，都是基於畢氏定理的應用，更多關於畢氏定理的介紹，

可以參考維基百科中勾股定理的條目 (https://zh.wikipedia.org/zh-tw/)

1. 按下      一次，進入間接高度測量第一種模式。

2. 依螢幕上的符號測量，分別測量斜邊與底邊的距離後，高度會顯示在螢幕上。

‧節點測量

‧第一種模式為基礎的畢氏定理測量。

1. 按下      兩次，進入間接高度測量第二種模式。

2. 依螢幕上的符號測量，分別測量兩個斜邊與共用底邊的距離後，高度總和，會顯示

在螢幕上。

‧第二種模式為兩個畢氏定理測量的應用，可以測得總高度。

1. 按下      三次，進入間接高度測量第三種模式。

2. 依螢幕上的符號測量，分別測量兩個斜邊與共用底邊的距離後，高度差，會顯示在

螢幕上。

‧第三種模式為兩個畢氏定理測量的應用，可以測得高度差。

1. 按下      四次，進入間接高度測量第四種模式。

2. 依螢幕上的符號測量，分別測量斜邊的距離後，高度差與夾角，會顯示在螢幕上。

‧第四種模式為進階畢氏定理測量的應用，透過儀器角度變化，測得高度差。

間接高度測量(畢氏定理的應用)

1. 按下      五次，進入間接高度測量第五種模式。

2. 依螢幕上的符號測量，分別測量欲測量的高度的兩個斜距後，高度和與夾角，

會顯示在螢幕上。

‧第五種模式為進階畢氏定理測量的應用，可以測得兩個斜邊所相夾的高和 。

1. 按下      六次，進入間接高度測量第六種模式。

2. 依螢幕上的符號測量，分別測量欲測量的高度的兩個斜距後，高度差與夾角，

會顯示在螢幕上。

‧第六種模式為進階畢氏定理測量的應用，可以測得兩個斜邊所相夾的高差。

1. 本產品可以依您的喜好調整音量，長按       約2秒後，可以進入音量調整。

2. 一共有三種聲音模式，音量1，音量2 與 無聲，可以透過       與       進行選擇，完

成後可以按下      離開。

‧音量設定

1. 本產品會自動記錄最近20筆的測量。

2. 長按       約2秒後，可以進入音量調整，此時按下不放，會進入測量紀錄。

3. 您可以透過       與       進行選擇，可以按下      離開。

1. 長按       即可開啟藍牙與手機連接。

2. 透過iM2 APP，您可以將測量的將距離放到照片中，記錄細節，影片等等。

3. 您更可以將資料透過您喜歡的軟體，e.g: Line，WhatsAPP，Facebook等...... 分享給朋友。

4. 您可以透過下面的條碼安裝到手機或平板上。

5. 您可以在 (http://www.precaster.com.tw/im2) 取得更多的資訊。

‧測量記錄

音量設定與查看測量紀錄

iM2-與透過智慧型手機分享您的測量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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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池安裝與電量顯示
‧本產品使用 4號電池 x 2。

‧電池蓋卡榫於產品底部，將電池蓋往反方向打開，並依照正負極圖示安裝電池後，

   再將電池蓋上方卡榫對準，輕壓電池蓋，即可安裝完成。

‧當電量顯示        時，代表電量充足。

‧當電量顯示        時，代表剩餘電量，尚可進行約1,000次的測量。

‧當電量顯示        ，並閃爍時，代表電量不足，請更換電池。

開機與關機
1. 按下         或      可開啟測距儀，在儀器開機完成後，會發射雷射，

此時可以準備進行測量。

2. 長按      即可關機。

單次測量
1. 將雷射點瞄準目標，如果雷射點沒有亮起，請按下        ，開啟雷射。

2. 瞄準完成後，再按一次         即可進行測量。

3. 測量完成後，雷射會關閉，距離會顯示在螢幕上。

4. 您可以重複1的動作，測量下一個距離。

連續測量
1. 連續測量也可以稱為追蹤測量，進行連續測量時，機器會持續測量距

離，並將過程中的「最大距離」與「最小距離」顯示在螢幕上。

2. 按下並按著         約2秒做右，會開啟並開始連續測量。

3. 將雷射點指引到目標物上進行測量，按下         或      可暫停連續測

量，再按下      可以退出連續測量。

測量基準設定
1. 本產品可以設定由機器的前端，腳架孔，尾端與延伸桿共四個測量基

準面，可在測量時交替使用。

2. 按下       ，可進行基準的切換，請依您的需求選擇適當的基準。

加法/累加 與 減法/累減
1. 在完成任一筆測量後，按下       或是       ，可將該筆測量設定為 被加數 或 

被減數。

2. 此時，可進行第二筆測量(加數/減數)，機器會自動將該筆距離與前筆距離進

行計算，並將結果與過程顯示在螢幕上。

單位切換
1. 本產品有8種單位，可以隨時切換。

2. 在任何時候，按下並按住       約兩秒，可以進行單位切換，畫面上的數據也會

自動換算，當畫面顯示在您希望使用的單位後，放開按鈕即可。

面積，體積與節點測量

1. 按下      一次後，可進入面積測量模式。

2. 依畫面上的符號進行，長與寬的測量後，面積與長寬的長度會顯示在螢幕上。

3. 您可以按下       或       進行面積的相加或相減。

‧面積測量

1. 按下      兩次後，可進入體積測量模式。

2. 依畫面上的符號進行，長，寬與高的測量後，體積與寬，高的長度，會顯示在

螢幕上。

3. 您可以按下       或       進行體積的相加或相減。

‧體積測量

1. 按下       三次後，可進入節點測量模式。

2. 按下       或       ，可以進行節點長度的設定，透過長按可增加數字跳動的速度。

3. 按下         ，可以在整數位與小數位切換。

4. 設定完成後，長按         ，開始節點測量。

5. 測量過程中，最下排的數據為當前的距離，旁邊會有箭頭指示移動的方向最上面一

排的數據為節點設定的距離，中間的數據為節點的倍數。

6. 按下         或      可暫停測量，再按下      可以退出連續測量。

1. 間接高度測量有六種模式，都是基於畢氏定理的應用，更多關於畢氏定理的介紹，

可以參考維基百科中勾股定理的條目 (https://zh.wikipedia.org/zh-tw/)

1. 按下      一次，進入間接高度測量第一種模式。

2. 依螢幕上的符號測量，分別測量斜邊與底邊的距離後，高度會顯示在螢幕上。

‧節點測量

‧第一種模式為基礎的畢氏定理測量。

1. 按下      兩次，進入間接高度測量第二種模式。

2. 依螢幕上的符號測量，分別測量兩個斜邊與共用底邊的距離後，高度總和，會顯示

在螢幕上。

‧第二種模式為兩個畢氏定理測量的應用，可以測得總高度。

1. 按下      三次，進入間接高度測量第三種模式。

2. 依螢幕上的符號測量，分別測量兩個斜邊與共用底邊的距離後，高度差，會顯示在

螢幕上。

‧第三種模式為兩個畢氏定理測量的應用，可以測得高度差。

1. 按下      四次，進入間接高度測量第四種模式。

2. 依螢幕上的符號測量，分別測量斜邊的距離後，高度差與夾角，會顯示在螢幕上。

‧第四種模式為進階畢氏定理測量的應用，透過儀器角度變化，測得高度差。

間接高度測量(畢氏定理的應用)

1. 按下      五次，進入間接高度測量第五種模式。

2. 依螢幕上的符號測量，分別測量欲測量的高度的兩個斜距後，高度和與夾角，

會顯示在螢幕上。

‧第五種模式為進階畢氏定理測量的應用，可以測得兩個斜邊所相夾的高和 。

1. 按下      六次，進入間接高度測量第六種模式。

2. 依螢幕上的符號測量，分別測量欲測量的高度的兩個斜距後，高度差與夾角，

會顯示在螢幕上。

‧第六種模式為進階畢氏定理測量的應用，可以測得兩個斜邊所相夾的高差。

1. 本產品可以依您的喜好調整音量，長按       約2秒後，可以進入音量調整。

2. 一共有三種聲音模式，音量1，音量2 與 無聲，可以透過       與       進行選擇，完

成後可以按下      離開。

‧音量設定

1. 本產品會自動記錄最近20筆的測量。

2. 長按       約2秒後，可以進入音量調整，此時按下不放，會進入測量紀錄。

3. 您可以透過       與       進行選擇，可以按下      離開。

1. 長按       即可開啟藍牙與手機連接。

2. 透過iM2 APP，您可以將測量的將距離放到照片中，記錄細節，影片等等。

3. 您更可以將資料透過您喜歡的軟體，e.g: Line，WhatsAPP，Facebook等...... 分享給朋友。

4. 您可以透過下面的條碼安裝到手機或平板上。

5. 您可以在 (http://www.precaster.com.tw/im2) 取得更多的資訊。

‧測量記錄

音量設定與查看測量紀錄

iM2-與透過智慧型手機分享您的測量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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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池安裝與電量顯示
‧本產品使用 4號電池 x 2。

‧電池蓋卡榫於產品底部，將電池蓋往反方向打開，並依照正負極圖示安裝電池後，

   再將電池蓋上方卡榫對準，輕壓電池蓋，即可安裝完成。

‧當電量顯示        時，代表電量充足。

‧當電量顯示        時，代表剩餘電量，尚可進行約1,000次的測量。

‧當電量顯示        ，並閃爍時，代表電量不足，請更換電池。

開機與關機
1. 按下         或      可開啟測距儀，在儀器開機完成後，會發射雷射，

此時可以準備進行測量。

2. 長按      即可關機。

單次測量
1. 將雷射點瞄準目標，如果雷射點沒有亮起，請按下        ，開啟雷射。

2. 瞄準完成後，再按一次         即可進行測量。

3. 測量完成後，雷射會關閉，距離會顯示在螢幕上。

4. 您可以重複1的動作，測量下一個距離。

連續測量
1. 連續測量也可以稱為追蹤測量，進行連續測量時，機器會持續測量距

離，並將過程中的「最大距離」與「最小距離」顯示在螢幕上。

2. 按下並按著         約2秒做右，會開啟並開始連續測量。

3. 將雷射點指引到目標物上進行測量，按下         或      可暫停連續測

量，再按下      可以退出連續測量。

測量基準設定
1. 本產品可以設定由機器的前端，腳架孔，尾端與延伸桿共四個測量基

準面，可在測量時交替使用。

2. 按下       ，可進行基準的切換，請依您的需求選擇適當的基準。

加法/累加 與 減法/累減
1. 在完成任一筆測量後，按下       或是       ，可將該筆測量設定為 被加數 或 

被減數。

2. 此時，可進行第二筆測量(加數/減數)，機器會自動將該筆距離與前筆距離進

行計算，並將結果與過程顯示在螢幕上。

單位切換
1. 本產品有8種單位，可以隨時切換。

2. 在任何時候，按下並按住       約兩秒，可以進行單位切換，畫面上的數據也會

自動換算，當畫面顯示在您希望使用的單位後，放開按鈕即可。

面積，體積與節點測量

1. 按下      一次後，可進入面積測量模式。

2. 依畫面上的符號進行，長與寬的測量後，面積與長寬的長度會顯示在螢幕上。

3. 您可以按下       或       進行面積的相加或相減。

‧面積測量

1. 按下      兩次後，可進入體積測量模式。

2. 依畫面上的符號進行，長，寬與高的測量後，體積與寬，高的長度，會顯示在

螢幕上。

3. 您可以按下       或       進行體積的相加或相減。

‧體積測量

1. 按下       三次後，可進入節點測量模式。

2. 按下       或       ，可以進行節點長度的設定，透過長按可增加數字跳動的速度。

3. 按下         ，可以在整數位與小數位切換。

4. 設定完成後，長按         ，開始節點測量。

5. 測量過程中，最下排的數據為當前的距離，旁邊會有箭頭指示移動的方向最上面一

排的數據為節點設定的距離，中間的數據為節點的倍數。

6. 按下         或      可暫停測量，再按下      可以退出連續測量。

1. 間接高度測量有六種模式，都是基於畢氏定理的應用，更多關於畢氏定理的介紹，

可以參考維基百科中勾股定理的條目 (https://zh.wikipedia.org/zh-tw/)

1. 按下      一次，進入間接高度測量第一種模式。

2. 依螢幕上的符號測量，分別測量斜邊與底邊的距離後，高度會顯示在螢幕上。

‧節點測量

‧第一種模式為基礎的畢氏定理測量。

1. 按下      兩次，進入間接高度測量第二種模式。

2. 依螢幕上的符號測量，分別測量兩個斜邊與共用底邊的距離後，高度總和，會顯示

在螢幕上。

‧第二種模式為兩個畢氏定理測量的應用，可以測得總高度。

1. 按下      三次，進入間接高度測量第三種模式。

2. 依螢幕上的符號測量，分別測量兩個斜邊與共用底邊的距離後，高度差，會顯示在

螢幕上。

‧第三種模式為兩個畢氏定理測量的應用，可以測得高度差。

1. 按下      四次，進入間接高度測量第四種模式。

2. 依螢幕上的符號測量，分別測量斜邊的距離後，高度差與夾角，會顯示在螢幕上。

‧第四種模式為進階畢氏定理測量的應用，透過儀器角度變化，測得高度差。

間接高度測量(畢氏定理的應用)

1. 按下      五次，進入間接高度測量第五種模式。

2. 依螢幕上的符號測量，分別測量欲測量的高度的兩個斜距後，高度和與夾角，

會顯示在螢幕上。

‧第五種模式為進階畢氏定理測量的應用，可以測得兩個斜邊所相夾的高和 。

1. 按下      六次，進入間接高度測量第六種模式。

2. 依螢幕上的符號測量，分別測量欲測量的高度的兩個斜距後，高度差與夾角，

會顯示在螢幕上。

‧第六種模式為進階畢氏定理測量的應用，可以測得兩個斜邊所相夾的高差。

1. 本產品可以依您的喜好調整音量，長按       約2秒後，可以進入音量調整。

2. 一共有三種聲音模式，音量1，音量2 與 無聲，可以透過       與       進行選擇，完

成後可以按下      離開。

‧音量設定

1. 本產品會自動記錄最近20筆的測量。

2. 長按       約2秒後，可以進入音量調整，此時按下不放，會進入測量紀錄。

3. 您可以透過       與       進行選擇，可以按下      離開。

1. 長按       即可開啟藍牙與手機連接。

2. 透過iM2 APP，您可以將測量的將距離放到照片中，記錄細節，影片等等。

3. 您更可以將資料透過您喜歡的軟體，e.g: Line，WhatsAPP，Facebook等...... 分享給朋友。

4. 您可以透過下面的條碼安裝到手機或平板上。

5. 您可以在 (http://www.precaster.com.tw/im2) 取得更多的資訊。

‧測量記錄

音量設定與查看測量紀錄

iM2-與透過智慧型手機分享您的測量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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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池安裝與電量顯示
‧本產品使用 4號電池 x 2。

‧電池蓋卡榫於產品底部，將電池蓋往反方向打開，並依照正負極圖示安裝電池後，

   再將電池蓋上方卡榫對準，輕壓電池蓋，即可安裝完成。

‧當電量顯示        時，代表電量充足。

‧當電量顯示        時，代表剩餘電量，尚可進行約1,000次的測量。

‧當電量顯示        ，並閃爍時，代表電量不足，請更換電池。

開機與關機
1. 按下         或      可開啟測距儀，在儀器開機完成後，會發射雷射，

此時可以準備進行測量。

2. 長按      即可關機。

單次測量
1. 將雷射點瞄準目標，如果雷射點沒有亮起，請按下        ，開啟雷射。

2. 瞄準完成後，再按一次         即可進行測量。

3. 測量完成後，雷射會關閉，距離會顯示在螢幕上。

4. 您可以重複1的動作，測量下一個距離。

連續測量
1. 連續測量也可以稱為追蹤測量，進行連續測量時，機器會持續測量距

離，並將過程中的「最大距離」與「最小距離」顯示在螢幕上。

2. 按下並按著         約2秒做右，會開啟並開始連續測量。

3. 將雷射點指引到目標物上進行測量，按下         或      可暫停連續測

量，再按下      可以退出連續測量。

測量基準設定
1. 本產品可以設定由機器的前端，腳架孔，尾端與延伸桿共四個測量基

準面，可在測量時交替使用。

2. 按下       ，可進行基準的切換，請依您的需求選擇適當的基準。

加法/累加 與 減法/累減
1. 在完成任一筆測量後，按下       或是       ，可將該筆測量設定為 被加數 或 

被減數。

2. 此時，可進行第二筆測量(加數/減數)，機器會自動將該筆距離與前筆距離進

行計算，並將結果與過程顯示在螢幕上。

單位切換
1. 本產品有8種單位，可以隨時切換。

2. 在任何時候，按下並按住       約兩秒，可以進行單位切換，畫面上的數據也會

自動換算，當畫面顯示在您希望使用的單位後，放開按鈕即可。

面積，體積與節點測量

1. 按下      一次後，可進入面積測量模式。

2. 依畫面上的符號進行，長與寬的測量後，面積與長寬的長度會顯示在螢幕上。

3. 您可以按下       或       進行面積的相加或相減。

‧面積測量

1. 按下      兩次後，可進入體積測量模式。

2. 依畫面上的符號進行，長，寬與高的測量後，體積與寬，高的長度，會顯示在

螢幕上。

3. 您可以按下       或       進行體積的相加或相減。

‧體積測量

1. 按下       三次後，可進入節點測量模式。

2. 按下       或       ，可以進行節點長度的設定，透過長按可增加數字跳動的速度。

3. 按下         ，可以在整數位與小數位切換。

4. 設定完成後，長按         ，開始節點測量。

5. 測量過程中，最下排的數據為當前的距離，旁邊會有箭頭指示移動的方向最上面一

排的數據為節點設定的距離，中間的數據為節點的倍數。

6. 按下         或      可暫停測量，再按下      可以退出連續測量。

1. 間接高度測量有六種模式，都是基於畢氏定理的應用，更多關於畢氏定理的介紹，

可以參考維基百科中勾股定理的條目 (https://zh.wikipedia.org/zh-tw/)

1. 按下      一次，進入間接高度測量第一種模式。

2. 依螢幕上的符號測量，分別測量斜邊與底邊的距離後，高度會顯示在螢幕上。

‧節點測量

‧第一種模式為基礎的畢氏定理測量。

1. 按下      兩次，進入間接高度測量第二種模式。

2. 依螢幕上的符號測量，分別測量兩個斜邊與共用底邊的距離後，高度總和，會顯示

在螢幕上。

‧第二種模式為兩個畢氏定理測量的應用，可以測得總高度。

1. 按下      三次，進入間接高度測量第三種模式。

2. 依螢幕上的符號測量，分別測量兩個斜邊與共用底邊的距離後，高度差，會顯示在

螢幕上。

‧第三種模式為兩個畢氏定理測量的應用，可以測得高度差。

1. 按下      四次，進入間接高度測量第四種模式。

2. 依螢幕上的符號測量，分別測量斜邊的距離後，高度差與夾角，會顯示在螢幕上。

‧第四種模式為進階畢氏定理測量的應用，透過儀器角度變化，測得高度差。

間接高度測量(畢氏定理的應用)

1. 按下      五次，進入間接高度測量第五種模式。

2. 依螢幕上的符號測量，分別測量欲測量的高度的兩個斜距後，高度和與夾角，

會顯示在螢幕上。

‧第五種模式為進階畢氏定理測量的應用，可以測得兩個斜邊所相夾的高和 。

1. 按下      六次，進入間接高度測量第六種模式。

2. 依螢幕上的符號測量，分別測量欲測量的高度的兩個斜距後，高度差與夾角，

會顯示在螢幕上。

‧第六種模式為進階畢氏定理測量的應用，可以測得兩個斜邊所相夾的高差。

1. 本產品可以依您的喜好調整音量，長按       約2秒後，可以進入音量調整。

2. 一共有三種聲音模式，音量1，音量2 與 無聲，可以透過       與       進行選擇，完

成後可以按下      離開。

‧音量設定

1. 本產品會自動記錄最近20筆的測量。

2. 長按       約2秒後，可以進入音量調整，此時按下不放，會進入測量紀錄。

3. 您可以透過       與       進行選擇，可以按下      離開。

1. 長按       即可開啟藍牙與手機連接。

2. 透過iM2 APP，您可以將測量的將距離放到照片中，記錄細節，影片等等。

3. 您更可以將資料透過您喜歡的軟體，e.g: Line，WhatsAPP，Facebook等...... 分享給朋友。

4. 您可以透過下面的條碼安裝到手機或平板上。

5. 您可以在 (http://www.precaster.com.tw/im2) 取得更多的資訊。

‧測量記錄

音量設定與查看測量紀錄

iM2-與透過智慧型手機分享您的測量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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