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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手冊 
 

祝賀您購買了此台高畫質 UVC (USB Video Class) 多功能 膚質 / 髮質 / 虹膜 / 

微循環 顯微檢視儀 。 

 

我們相信這種使用多元化且操作簡易的產品，可以協助您擁有更好的經營方向

並創造更大的利潤空間。 

 

“ 高畫質UVC多功能顯微檢視儀 ”使用環繞鏡頭的同軸冷光源 (LED) 導光，且

自動供給最佳照明，讓您在數位彩色螢幕上可檢視到最佳的色彩影像品質。 

 

HD-01提供高清晰的 640 x 480 VGA mode 或 1280 x 720 HD mode

切換功能，當您在 1280 x 720 HD mode 下觀測物體時可享受更高清

晰畫質的影像。 

 

HD-01為 UVC (USB Video Class) camera, 提供USB隨插即用功能，

不需安裝 USB Driver 驅動程式。 

本機附贈 2 套影像捕捉程式，方便您做影像 1 / 2 / 4 畫面定格或

前 / 後比對及存檔功能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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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選購配件如下表所示：  
項目 說明 

1 HD-1X ADJ. :可調焦等倍率鏡頭 (全 / 半身、整臉、局部觀察 )  
2 HD-50 : 50倍率鏡頭 ( 皮膚檢測 ) 
3 HD-50RN : 50倍偏光鏡頭 ( 表層 / 深層皮膚檢測 ) 
4 HD-200 : 200倍率鏡頭 ( 髮質、頭皮檢測 ) 
5 HD-650 : 650倍率鏡頭 ( 頭髮毛鱗片檢測 )  
6 HD-Iris : 虹膜診察專用鏡頭 
7 MC-320 : 微循環專用鏡頭 
8 HD-50RN(UV): 痤瘡菌/粉刺 檢測專用鏡頭 
9 BX003 : 灰色手提包 

10 HD-S.M.E.P Simple簡易軟件  --- 只提供了肌膚 油份 / 水分 / 彈性 / 色素 
自動分析, 測試結果存檔功能  

11 HD-S.M.E.P.+CMS 軟件  ---  肌膚分析 / 客戶管理系統  提供了肌膚 油份 / 
水分 / 彈性 / 色素自動分析, 新舊客戶資料建檔管理, 系統設定及備份等功能  

12 HD-MA 軟件 ---可做 膚 / 髮 / 虹膜 之圖像拍照(左右各6張圖像) 、已拍攝
圖像之前後比對 & 新舊客戶資料管理 

13 HD-Pro Capture 軟件 --- 可做 肌膚 / 頭髮 / 虹膜 / 微循環 之歷史 / 範例
圖像比對 & 新舊客戶資料管理及報告列印   

14 HD-Pro Video Master 軟件 --- 可做 膚/髮 / 虹膜 / 微循環 / 粉刺 之拍照
(左右各6張圖像)及錄影，歷史圖像或影片比對 & 新舊客戶資料管理   

項目 說明  

1 HD-01高畫質UVC (USB Video class)多功能顯微檢視儀主機 +可換裝
鏡頭握把   (640x480 VGA 或 1280 x 720 HD影像可切換) 

2 握把放置架 

3 USB連接線 

4 附贈 2 套影像捕捉程式 
a. ”HD-01 Capture Program” --- 影像前/後比對、存檔 
b. “My Capture Pro. 1/2/4” ---  單/雙/四畫面定格比較、存檔 

5 AC/DC電源轉換器 (Input: 100V ~ 240V,  Output: DC5V, 2.0A)                          

6 使用手冊電子檔 

1. 主機、標準配件及選購配件 
  1-1 標準配件包含項目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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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統配置方塊圖 

* 建議您的電腦螢幕最佳解析為1366 x 768(含)以上。 

電源轉換器連
接至主機電源
輸入端 

可用USB連接
線連接電腦 



4 

3. 前後面板及握把功能說明 

(前面板) 

640x480 VGA mode 或 
1280x720 HD mode切換鈕 
 

畫面定格鈕 握把放置架 
 

額外鏡頭置放處 

 電源開關 

(後面板) 

* 建議您的電腦螢幕最佳解析為1366 x 768(含)以上。 
 

電源輸入           影像輸出 (USB接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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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連接鏡頭與握把 

(4) 將鏡頭的 定位圓柱 與 弧型槽孔 相互接合後右旋即可固定鏡頭， 
     左旋即可卸下鏡頭。 

(3) 檢視握把正面處，可發現正上方有一弧型槽孔。 

4-1 連接鏡頭與握把 

     (1) 將握把防塵套取下。  
 

(2) 檢視鏡頭上可發現一定位圓柱。  

定位圓柱 

“︵” 弧型槽孔 



6 

步驟 1 步驟 2 

步驟 3 步驟 4  

4-2 安裝握把放置架 



7 

(1)  50倍偏光鏡頭 
 
      50倍偏光鏡頭為可檢視皮膚 表層 / 下層 (觀察色素沉澱) 之專用鏡頭--- 
      使用時只要左右轉動黑色調整環到底即可切換檢視 表層 / 下層皮膚。 

5. 個別選購鏡頭之操作方式 

下層黑色素(Polarized)檢測 

表層紋理(Surface)檢測 

(2)  一般50倍及200倍鏡頭 
 
      此鏡頭已對焦校正完畢，您可直接接觸皮膚或毛髮進行影像拍攝。 
 

50x 20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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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調焦等倍率鏡頭  
 
      此鏡頭可調整焦距。您可左右轉動黑色轉環以取得 全臉、全身、半身或局部 
      臉部的最好成像。 
      ＊因此鏡頭沒有附加LED光源，故還需在外部光源充足下進行拍攝才可達最好

之成像效果。 
 

(4)  650倍鏡頭 
 
       此為可調焦距鏡頭。 
       您可左右轉動黑色轉環調整到最好的焦距，以檢視頭髮之毛鱗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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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0RN(UV)鏡頭 
 
      此鏡頭痤瘡菌/粉刺 檢測專用鏡頭，必須搭配”HD-Pro Video Master”軟體使用。 
      ＊當使用此鏡頭觀察痤瘡菌/粉刺時，痤瘡菌/粉刺會呈現棕紅色或橘紅色螢光，

效果相當顯目。 
 

(6)  虹膜診察專用鏡頭 
 
       此鏡頭有微调焦距功能。您可左右轉動黑色轉環調整到最好的焦距，以檢視 
       虹膜狀況。 

防感染護罩 虹膜診察實際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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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微循環鏡頭 --- 可觀測人體微血管的血流速度、微血管的形態、管壁厚度、 
                                管內血脂的沉積等。 

(a) 檢視部位：左手無名指，檢視位置如圖示。 

(b) 操作方法：先以微循環透析液 (植物油即可) 均勻塗抹於欲檢視部位， 
                       以利觀察。 

有效檢視區域 

操作方法1：手持握把檢視 
(請參考下頁操作說明) 操作方法2：簡易輔助支架 



(1) (2) (3) 

(4) 

(1) 手指固定座 1 

(2) 320倍微循環鏡頭1 

(3) 空油瓶(請自行加入檢測油) 1 

(4) 手指高度調整斜板  4 

※  選購: HD-Pro Video Master 軟體光碟  
      微循環專用拍照 / 錄影觀察程式 

       

1. 標準配件 

2. 手指固定座使用方法 

將手指高度調整斜板依圖示之斜面方向放入固

定座；如手指較粗大者則不需將此斜板放入。 

將欲檢測之

手指放入固

定座。 

在微循環檢測操作時可自行前後移動手指以取得

最適合之檢測位置(可配合3. 微循環檢測方法操作)。 

3. 微循環檢測方法 

將檢測油均勻塗抹在指甲下緣

的指肉部分(此部位稱為甲胄)，
塗抹面積約1平方公分。 

將320倍微循環鏡頭裝上HD-01
握把後，直接靠於手指固定座，

並位於甲冑上方開始檢測。 

如畫面不清楚，可調整鏡頭向下

靠壓之傾斜角度及力量，或由手

指前後移動來達到最適合之焦距。 

請注意握把之手持方式，並將握把本身與被測者手指

保持平行方向，使微循環圖像在螢幕顯示時朝上，以

方便微循環型態及動態血流之觀察。 

4. 被測者與檢測者之操作位置參考 
5. 操作結束之擺放方式 

320倍微循環鏡頭  + 指托座  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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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01為UVC (USB Video Class) camera ，提供USB隨插即用功能，不需安
裝USB Driver 影像驅動程式 
 
系統須求: 
(1)  請確認電腦為IBM相容電腦，且CPU: P4 40G HDD1.5GHz(含以上) 
       RAM為512M BYTE(含以上) 
(2)  作業平台為 Windows XP, Windows VISTA, Windows 7 或 Windows 8 

＊備註：因 HD-01提供 640x480 VGA mode 或1280x720 HD mode 切換 
               功能，強烈建議您的電腦螢幕解析必須為 1366 x 768(含)以上，  
               否則無法有效切換到 1280x720 HD mode 。 

6-1  請將IBM相容電腦開機，將本公司所附之HD-01 Beauty Scope光碟片置入 
        光碟機。 
 
6-2  光碟機會自動播放出光碟”setup”頁面 或按”我的電腦”，點選光碟機(或光 
        碟機目錄下的”Setup.exe”) 會出現如下圖畫面。 

6. 與電腦連線 --- 隨機附贈之影像捕捉程式 應用 

• 提醒：如果您的電腦作業系統為Windows XP，請參考P.33-37 
     之說明以安裝補充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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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光碟選項中包括： 

(3) 如果您的電腦作業系統為Windows XP，請參考P.33-37之說明以安裝補充元件 

(4) User’s Manual 使用手冊 

(1) “HD-01 Capture”影像捕捉程式 (請參考P.14-22之操作說明)： 
      此程式可協助您在電腦螢幕上做即時影像定格、存檔及呼叫歷史檔案比較 
   功能。 
 
      點選”HD-01 Capture” Program選項後， 
      依照您所使用的電腦作業系統版本直接 
      點選正確選項，它會自動被安裝至電腦     
      桌面上，如圖示        。 
 
 

(2) “My Capture Pro. 1/2/4”影像捕捉程式  (請參考P.23-31之操作說明) ： 
      此程式可協助您在電腦螢幕上做單 / 雙(左右) / 四畫面定格及存檔功能。 
 
      點選”My Capture Pro. 1/2/4” Program 
      選項後，依照您所需要使用的語言版本 
      直接點選正確選項，它會自動被安裝至 
      電腦桌面上，如圖示        。 

      (此程式所有Windows作業系統皆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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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HD-01 Capture”影像捕捉程式操作說明 

7-1 HD-01 Capture 系統操作 
      (1)  依系統配置圖正確配線及鏡頭組裝後，請開啟電腦及檢視儀電源開關。 
 
      (2) 在電腦桌面上以滑鼠雙擊 “HD-01 Capture” 圖示即可進入影像畫面視窗。  

(3) 將鏡頭平置輕放於欲觀測的物體上，即可由彩色螢幕上看到檢測物的清 
      晰放大畫面。 
 

如果您的電腦作業系統為Windows XP/Vista，圖示名稱會是  
“XP Vista HD Capture”； 
如果您的電腦作業系統為Windows  7，圖示名稱會是  
“Win 7 HD Capture”； 
如果您的電腦作業系統為Windows 8，圖示名稱會是  
“Win 8 HD Cap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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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0 X 480 VGA模式(4:3 Normal screen) 
 

1280 X 720 HD模式 (16:9 Wide screen) 

(4) Mode 視窗模式切換 
      開啟電腦及檢視儀電源開關進入HD-01 Capture， 
      程式視窗預設為640x480 VGA模式，如果您的電 
      腦螢幕解析為1366 x 768(含)以上， 您也可按右圖 
      的 “MODE切換鈕” 切換到1280x720 HD 模式 
      享受更高清晰畫質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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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色彩調整功能 
      HD-01 Capture程式提供色彩調整功能，如果您欲調整視窗中呈像的色彩， 
      在點選左上角         圖示後，您可改變 brightness（亮度)、 contrast (對比 
      度) 、 hue (色相)、Saturation（色濃度）等至您喜愛的數值，最後別忘了 
      點選”Apply”以儲存此新的設定。 
      如果您想要改變回原始的色彩設定值，您也可點選 “Default”(預設值)”以 
      回復原始設定值。 
 
 
 
 

 
   
  

(6) 定格/解除功能 
      在HD-01 Capture程式中影像的定格/解除都是由主機握把上”Frame Freeze” 
      畫面定格按鈕控制，它的操作程序如下： 

 
   
  Freeze 

按第一次 
定格按鈕 

Freeze 

按第二次 

……餘類推。 

初始Live實物畫面          

 新實物畫面 

定格畫面          

Freeze 

Freeze Freeze 

定格畫面移至資料視窗          

 新定格畫面 新定格畫面移至資料視窗          

按第三次 

按第四次 按第五次 

主視窗 資料視窗 

資料視窗 主視窗 

1 1 1 

1 1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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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1  影像截取/存檔程序   

7-2. HD-01 Capture 操作/ 應用 

(1) 在電腦桌面上以滑鼠雙擊 “HD-01 Capture” 圖示即可進入影像畫面視窗。 
       從Live視窗中觀察影像找到定點後按畫面定格按鈕即可截取影像。 

(2)  再按一次畫面定格按鈕定格的影像會由主視窗被移至右方的資料視窗。此時 
      可在資料視窗左上角點選         圖示後將影像存檔，請先找到/建立您欲存檔 
      的資料夾位置、輸入您欲存檔影像的檔名，按”存檔”後此影像即被儲存成  
    “.bmp” 檔案格式至指定資料夾。 
     (* HD-01 Capture原始預設影像存檔路徑為 C:\ WIN 8 (or WIN 7 or WIN XP) 
      Capture \  Pictures，您也可以存檔到其它指定的資料夾位置。) 

(3) 如果您要繼續截圖存檔，按一次定格按鈕解除影像定格、在新的Live 

       主視窗中再按一次定格按鈕定格新影像、再按一次定格按鈕移至右方 

       的資料視窗後即可再存檔。 

主視窗 資料視窗 

640 x 480 VGA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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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當您在1280x720 HD mode下操作影像，由於螢幕呈像已接近滿畫面，請用 
       滑鼠向左移動右方的資料視窗以方便觀察、存檔。 
 

 
   
  

操作步驟如下： 
 
按主機上的 “MODE切換鈕” 切換

到1280x720 HD 模式並進入影像

畫面視窗， 
 

   
  

從Live視窗中觀察影像找到定點

後按畫面定格按鈕截取影像。 

再按一次畫面定格按鈕定格的影

像會由主視窗被移至右方的資料

視窗。 
   

 
此時請用滑鼠向左移動右方的資料

視窗，並點選        儲存影像 。   

1280 x 720 HD 模式 



19 

影像存檔，請先找到/建立您欲存

檔 的資料夾位置、輸入您欲存檔

影像的檔名，按”存檔”後此影

像即被儲存成 “.bmp” 檔案格式

至指定資料夾。 

如果您要繼續截圖存檔，按一次

定格按鈕解除影像定格，主視窗

呈Live視窗。 

在新的Live 主視窗中再按一次定

格按鈕定格新影像、再按一次定

格按鈕移至右方的資料視窗後即

可再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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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影像比對 

(1) 在HD-01 Capture主視窗中點選左上角         圖示，您可將存於資料夾中的

影像圖檔開啟與目前欲拍攝的新影像作比對。選取您欲開啟的影像圖檔後點

選”開啟”。 

(2) 此時欲開啟的影像圖檔在右方的資料視窗，您可持續在左方的Live主視窗中

定格新影像與右方視窗的影像作比對。 

(3) 您也可以用相同的方法開啟其它的影像圖檔於右方的資料視窗，在左方的

Live主視窗中定格新影像與右方視窗的影像作比對。 

提醒：在影像比對的操作模 
           式下，       存檔功能 
           是無效的。 

開啟的圖檔 新定格影像 開啟的圖檔 

640 x 480 VGA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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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當您在1280x720 HD mode下比對影像，由於螢幕呈像已接近滿畫面，請用 
       滑鼠向左移動右方的資料視窗以方便觀察、比對。 
 

 
   
  

操作步驟如下： 
 
進入影像畫面主視窗，點選視窗
中左上角          圖示。 
 

請先從已存檔的資料夾中找出
您欲作比對的圖檔，選取該圖
檔後點選”開啟”。 

此時欲開啟的影像圖檔在右方的
資料視窗中出現，請用滑鼠向左
移動右方的資料視窗以方便觀察、
比對。 
   

開啟的圖檔 

1280 x 720 HD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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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用相同的方法開啟其它的影像圖檔於右方的資料視窗，在左方的

Live主視窗中定格新影像與右方視窗的影像作比對。 

您可持續在左方的Live主視窗中定
格新影像與右方視窗的影像作比對。 

開啟的圖檔 

開啟的圖檔 

新定格影像 

新定格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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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My Capture Pro. 1/2/4”影像捕捉程式操作說明 
(1)  依系統配置圖正確配線及鏡頭組裝後，請開啟電腦及檢視儀電源開關。 
 
(2) 在電腦桌面上以滑鼠雙擊“1-2-4 CAPTURE” 圖示即可進入影像畫面視窗。  

(3) 1-2-4 CAPTURE進入頁面 

開啟電腦及檢視儀電源開關進入1-2-4 Capture， 
程式視窗預設為640x480 VGA模式，如果您的電 
腦螢幕解析為1366 x 768(含)以上， 您也可按右圖 
的 “MODE切換鈕” 切換到1280x720 HD 模式 
享受更高清晰畫質的影像。 
   
  出現此頁面表示程式視窗預設為640x480 VGA 

(4:3) 模式，如果您的電腦螢幕比例為 16:9，在 
頁面下方它會提醒您將主機的“MODE”切換鈕 
切換到1280x720 HD(16:9) 模式以享受更高清晰 
畫質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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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螢幕設定640 x 480 VGA(4:3)模式下操作/ 應用 

在1-2-4 Capture程式中如果您要定格或解除重拍影像，您可依序按主機握把

上的定格按鈕執行，或是點按程式中的”定格” / “拍攝”按鈕。 

8-1-1 單畫面定格操作 (4:3) 

點選”單定格” 進入影像Live視窗 

從Live視窗中觀察影像找到定點後 
按”定格”按鈕。 

點按”存檔”進行影像儲存，如要重
新定格新影像請點按”拍攝”。 

請先找到/建立您欲存檔的資料夾位 
置、輸入您欲存檔影像的檔名，按 
”存檔”後此影像即被儲存成 “.jpg”  
檔案格式至指定資料夾。 

存檔完畢您可點按”拍攝” 截取新的
定格影像或點按”首頁”選取其它選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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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雙定格操作 (4:3) 
 

點選”雙定格” 

進入2-1影像Live視窗 

從Live視窗中觀察影像找到定點後 
按”定格”按鈕。 

進入2-2影像Live視窗 

(如不滿意2-1影像請按”重拍”) 
影像確定請點按”確定” 。 

從Live視窗中觀察影像找到定點後 
按”定格”按鈕。 

2-1影像拍攝完畢，點按”拍攝” 
進行2-2影像拍攝。 

(如不滿意2-2影像請按”重拍”) 
影像確定請點按”確定” 。 

進入2-1影像Live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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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建立您欲存檔的資料夾位置、輸入您
欲存檔影像的檔名，按”存檔”後此影像即被
儲存成 “.jpg” 檔案格式至指定資料夾。存檔
完畢您可點按”再拍攝” 截取新雙定格影像或
點按”首頁”選取其它選項。 

雙定格影像比對，點按”存檔”進行雙
定格影像儲存，如要重新拍攝新影像
請點按”再拍攝”。 

2-2影像拍攝完畢，點按”比對”進行
雙定格影像比對。 

4-1影像拍攝完畢，點按”拍攝”
進行4-2影像拍攝。 

8-1-3  四定格操作 (4:3) 
 
 

由首頁點選”四定格”，進入
4-1影像Live視窗 

從Live視窗中觀察影像找到定點
後按”定格”按鈕。 

進入4-2影像Live視窗 從Live視窗中觀察影像找到定點
後按”定格”按鈕。 

(如不滿意4-1影像請按”重拍”) 
影像確定請點按”確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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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4-3影像Live視窗 

從Live視窗中觀察影像找到定點
後按”定格”按鈕。 

進入4-4影像Live視窗 從Live視窗中觀察影像找到定點
後按”定格”按鈕。 

4-4影像拍攝完畢，點按”比對”
進行四定格影像比對。 

四定格影像比對，點按”存檔”
進行四定格影像儲存，如要重
新拍攝新影像請點按”再拍攝”。 

找到/建立您欲存檔的資料夾位
置、輸入您欲存檔影像的檔名，
按 ”存檔”後此影像即被儲存成 
“.jpg” 檔案格式至指定資料夾。
存檔完畢您可點按”再拍攝” 截
取新四定格影像或點按”首頁”選
取其它選項或離開。 

(如不滿意4-2影像請按”重拍”) 
影像確定請點按”確定” 。 

4-2影像拍攝完畢，點按”拍攝”
進行4-3影像拍攝。 

進入4-3影像Live視窗 

(如不滿意4-3影像請按”重拍”) 
影像確定請點按”確定” 。 

4-3影像拍攝完畢，點按”拍攝”
進行4-4影像拍攝。 

(如不滿意4-4影像請按”重拍”) 
影像確定請點按”確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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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螢幕設定1280 x 720 HD(16:9)模式下操作/ 應用 

在1-2-4 Capture程式中如果您要定格或解除重拍影像，您可依序按主機握把

上的定格按鈕執行，或是點按程式中的”定格” / “拍攝”按鈕。 

8-2-1 單畫面定格操作 (16:9) 

點選”單定格” 進入影像Live視窗 

從Live視窗中觀察影像找到定點後 
按畫面定格按鈕。 

點按”存檔”進行影像儲存，如要重
新定格新影像請點按”拍攝”。 

請先找到/建立您欲存檔的資料夾位 
置、輸入您欲存檔影像的檔名，按 
”存檔”後此影像即被儲存成 “.jpg”  
檔案格式至指定資料夾。 

存檔完畢您可點按”拍攝” 截取定格
新影像或點按”首頁”選取其它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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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雙定格操作 (16:9) 

點選”雙定格” 

進入2-1影像Live視窗 

從Live視窗中觀察影像找到定點後 
按”定格”按鈕。 

進入2-2影像Live視窗 

(如不滿意2-1影像請按”重拍”) 
影像確定請點按”確定” 。 

從Live視窗中觀察影像找到定點後 
按”定格”按鈕。 

2-1影像拍攝完畢，點按”拍攝” 
進行2-2影像拍攝。 

(如不滿意2-2影像請按”重拍”) 
影像確定請點按”確定” 。 

進入2-1影像Live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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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建立您欲存檔的資料夾位置、輸入您
欲存檔影像的檔名，按”存檔”後此影像即被
儲存成 “.jpg” 檔案格式至指定資料夾。存檔
完畢您可點按”再拍攝” 截取新雙定格影像或
點按”首頁”選取其它選項。 

雙定格影像比對，點按”存檔”進行雙
定格影像儲存，如要重新拍攝新影像
請點按”再拍攝”。 

2-2影像拍攝完畢，點按”比對”進行
雙定格影像比對。 

4-1影像拍攝完畢，點按”拍攝”
進行4-2影像拍攝。 

8-2-3  四定格操作 (16:9) 
 
 

由首頁點選”四定格”，進入
4-1影像Live視窗 

從Live視窗中觀察影像找到定點
後按”定格”按鈕。 

進入4-2影像Live視窗 從Live視窗中觀察影像找到定點
後按”定格”按鈕。 

(如不滿意4-1影像請按”重拍”) 
影像確定請點按”確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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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4-3影像Live視窗 

從Live視窗中觀察影像找到定點
後按”定格”按鈕。 

進入4-4影像Live視窗 從Live視窗中觀察影像找到定點
後按”定格”按鈕。 

4-4影像拍攝完畢，點按”比對”
進行四定格影像比對。 

四定格影像比對，點按”存檔”
進行四定格影像儲存，如要重
新拍攝新影像請點按”再拍攝”。 

找到/建立您欲存檔的資料夾位
置、輸入您欲存檔影像的檔名，
按 ”存檔”後此影像即被儲存成 
“.jpg” 檔案格式至指定資料夾。
存檔完畢您可點按”再拍攝” 截
取新四定格影像或點按”首頁”選
取其它選項或離開。 

(如不滿意4-2影像請按”重拍”) 
影像確定請點按”確定” 。 

4-2影像拍攝完畢，點按”拍攝”
進行4-3影像拍攝。 

進入4-3影像Live視窗 

(如不滿意4-3影像請按”重拍”) 
影像確定請點按”確定” 。 

4-3影像拍攝完畢，點按”拍攝”
進行4-4影像拍攝。 

(如不滿意4-4影像請按”重拍”) 
影像確定請點按”確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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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故障排除 
No.   故      障      狀    況 檢       修      方      法 

1 開機後檢視儀主機沒有

動作，電源指示燈未亮。 
檢查電源供應器是否接妥。 

2 開機後檢視儀主機電源

指示燈亮，但握把沒有

動作，光源未點亮。 

1). 檢查主機與握把連接CABLE線是否有明顯斷裂或 
     脫落。 
2). 鏡頭是否有轉至定位點。(鏡頭內的燈光是否有點亮) 

3 
 

沒影像。 
 

1). 檢查電腦及螢幕電源是否已開。 
2). 檢查USB信號線是否有接好(主機後端USB port)。 
3). 換接別台電腦 / 螢幕以確定係檢視儀主機或電腦 /  
      螢幕故障以便送修。 

4 螢幕上成像有污點。 將握把上的鏡頭取下，以手按壓清理鏡片之氣囊向握把

內攝像機鏡片吹氣將髒物吹開，但注意此時須將握把前

端視窗口朝下，以讓髒物落下。如仍然無法清除，請再

以棉花棒輕擦握把內之藍綠色鏡片即可；若因潮濕而有

發霉情況時，請連絡公司工程人員清潔。 

5 “HD-01 Capture”或”My 
Capture Pro. 1/2/4”程式

中無法用握把上之畫面

定格按鈕執行Live影像

定格/解除。 

1). 螢幕中看得到Live影像但無法影像定格/解除，請 
     以正常程序退出程式、關閉電腦再重新開機。 
2). 如果仍無法在HD-01 Capture / My Capture Pro. 1/2/4   
     程式中執行Live影像定格/解除，請換用另一台電腦 
     測試。 
3). 如果狀況仍持續，應是畫面定格按鈕或檢視儀傳輸  
     訊號斷訊，須送修。 

6 在螢幕成像之顏色與理

想顏色不一致。 
依下列之標準螢幕按鈕定義可以幫助您調整螢幕之成像

顏色。 
TINT (色相)：調整偏紅，偏綠或偏藍。 
SHARPNESS (影像強度)：調整影像粗細、柔合度 
BRIGHTNESS (亮度)：調整電視畫面之明暗度； 
    應配合使用環境之明暗作調整。 
COLOR (色濃度)：調整整體彩色之濃淡度。 

7 使用偏光鏡頭看表(下)
層皮膚時，近螢幕旁邊

之影像有整排較暗(或較

亮)之情形發生。 

因為在觀看表(下)層皮膚時，偏光轉環沒有被完全到(回)
定位，以致部份光源被擋掉(開放)所造成；只要將鏡頭

偏光黑色轉環轉到定位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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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的電腦作業系統為Windows XP，請參考P.33-37之說明
以安裝補充元件 

 
現今的電腦科技日新月異，各式相關的軟硬體規格無時不在升級或更新，有一
些新產品甚至不支援較舊的的電腦元件，此次HD-01也遇上相同的狀況。  
 
這只 UVC (USB Video Class) HD camera可完全相容於USB2.0/3.0訊號，隨
插即用，在電腦螢幕上觀測影像方便而無障礙。 較早期Windows XP作業系統
的電腦當時大部分配備應為USB1.0, 1.1版介面，因傳輸速率跟不上USB2.0 
(以上) ，還有Windows XP缺少了一些操作HD-01必備的元件，如果您的電腦
作業系統為Windows XP，為維持您可正常且穩定地操作HD-01, 建議您安裝
以下兩項補充元件： 
 
當您安裝完 “Windows XP  HD-01 Capture Install”或“My Capture Pro. 
1/2/4”程式後，請點擊”*Additional Components (for Win XP)”進入補
充元件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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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Additional Components (for Win XP)”補充元件頁面 

1. “Net Framework 2.0” 
     請雙擊” Net Framework 2.0”後依跳出的視窗接續完成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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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USB 2.0 Driver” 
     請雙擊” USB 2.0 Driver”後依跳出的視窗接續完成安裝。 

     (請確定電腦及檢視儀USB已連線且電源開關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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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USB 2.0 Driver”安裝完成後， 電腦桌面上會有”Webcam Videocap”圖示， 
       如您進入圖示內是可觀看影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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