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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使用說明書備有不同語言版本，如發現有與英語版本有不一致或是模糊的地方，應以英語版本為准。

多謝您選購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

衷心感謝您對本公司的信任和選購本公司的產品。

本使用說明書旨在指導您如何安全地操作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您將在本使用說明書內找到

有關安全指引、操作說明和產品調整的資訊。為了保障您的合法權益，請確保所有設置的檢查

和任何配件的安裝均由已授權的技術人員完成。

我們樂意以任何可能的方式説明您獲得最佳的操作和使用效果。如果您需要任何服務或查詢，

請先聯絡當地的代理商、經銷商或分銷商(如購買地點為香港以外地區)，也可直接聯系必飛科

技有限公司(如購買地點為香港) ，他們會協助您解決任何產品上的問題。

本手冊必須提供給產品的使用者。在使用本產品之前，使用者必須仔細閱讀本使用手冊中的所

有說明，並遵循說明中列出的警告和注意事項。否則可能導致人身傷害或產品損壞。請保存此

用戶手冊以備將來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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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除非已經閱讀和理解本使用說明書及其他附加說明材料 (包括選用配件 )或完成
由本公司所開設的課程，否則請勿使用本產品或其他可選用的配件。

2. 如果您無法理解及明白本使用說明書內容，請於使用本產品前聯絡您的經銷商

代理商、分銷商或技術人員，否則可能導致受傷或產品損壞。

3. 本文檔中包含的資訊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4. 使用前檢查所有部件是否有運輸損壞和測試。如有損壞，請勿使用並應立即聯

繫我們或您的經銷商/分銷商以獲取進一步的指導。

使用說明書與以下檔一同提供：

說明書 部件編號

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 BFM0010201

Batteries BF3-53A Handbook BFM0020202

Charger (48V12A) Handbook BFM0030102

如有檔案缺漏，請立刻聯絡必飛科技有限公司、經銷商、代理商或分銷商。



4

修訂日期

第一版 2021年3月

©2020必飛科技有限公司

任何時間和情況下，未經必飛科技有限公司事先書面授權，本使用說明書中的任何資訊不得以任何形式複製和/或發佈，包括

列印、照片列印、縮微膠捲或任何其他(電子或機械)方式等等。

本使用說明書提供的資訊基於出版時已知的資料。必飛科技有限公司執行持續改進的政策，並保留更改和修訂本使用說明書的

權利。

本使用說明書所提供的資訊只適用於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的標準版本。因偏離產品規格的配置而可能造成的人體或產品損害，

為此必飛科技有限公司不會承擔任何責任。

必飛科技有限公司致力提供一切準確的資訊於本使用說明書中，但不會對資訊中可能出現的錯誤或其他後果承擔責任。

必飛科技有限公司對由協力廠商執行的工作造成的損失不承擔任何責任。

未經必飛科技有限公司事先書面授權，任何人或公司不得使用本公司或產品名稱等等作任何商業用途。

必飛科技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

未經必飛科技有限公司事先書面許可，禁止全部或部分分享、複製或修改。商標由®標識。除非另有說明，否則所有商標均屬

必飛科技有限公司. 或其子公司所有或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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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聯絡

本使用說明書用由以下單位發佈；

如果您對本使用說明書有任何疑問，請先聯絡您的經銷商、代理商或分銷商。

如您打算直接聯絡必飛科技有限公司，請使用以下的方法，我們的團隊可隨時為您提供協助：

電郵：enquiry@b-free.hk 網站：www.b-free.hk

版本 1  2020年7月

必飛科技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青衣長達路14-20號偉力工業大廈B座15樓10室

mailto:hkinfo@b-free.hk
http://www.b-free.hk/


7

 2. 免責聲明

必飛科技有限公司對於任何未能閱讀並理解本使用說明及其他附加說明材料或小冊子的使用者，

不提供本產品的任何可用性和可維護性的保證。

由於必飛科技有限公司不能檢查或監控任何使用者對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的操作、使用和維

修，所以必飛科技有限公司對因不當使用、安裝、操作、使用或維修，而導致的事故或產品損

壞一概不負責，亦不會提供任何賠償或承擔任何法律責任。

此外，除非法律規定，任何使用者使用其他協力廠商或者侵犯專利法的零件、部件、配件或模

組，必飛科技有限公司均不會承擔任何責任。

必飛科技有限公司無須事先通知而可隨時修改本使用說明書的內容和任何部分。因使用、誤用

或依據此本使用說明書的資訊而導致的受傷、損失或破壞，必飛科技有限公司概不負責。

在任何情況下，必飛科技有限公司不會對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造成的任何間接損失承擔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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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定義

有關本使用說明手冊用字，除非必飛科技有限公司另有規定，否則以下在本手冊的

字詞的定義和解釋須根據以下定義和解釋：

i. 「產品」及「本產品」指所購買的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

ii. 「我們」指必飛科技有限公司；

iii. 「您」指本產品使用者 / 操控員。

iv. 「您的設備」指您所購買的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



9

 4. 產品介紹

HUALERBOT



4.1 發明專利技術

1. 一段式設計的弊端

 如右圖所見，如坦克車般的「一段式」履帶，由於履帶底部成一

直線，當行走於崎嶇路面時，會非常跌宕；當攀爬角度不一的樓

梯時，經常會出現只有「一點接觸」的危險情況；當到達梯頂一

刻，機器人會出現突然下墜的情況。

 為了解決「一段式」的缺點，大部份採用一段式的行走機構，都

會加設大量的感應器和複雜的機械結構來彌補一段式的缺點，因

而產生更多更複雜的問題，使成本增加之餘，亦令使用上甚為不

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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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發明專利技術

2.「閃電形」發明專利

 本產品採用了專利發明「二段式」當中的「閃電形」的技術，簡而言

之就是將一段履帶分成兩段，如右圖所見，利用兩段履帶之間所形成

的「閃電形」，實踐了行走崎嶇路、越過障礙物和攀爬角度不一的樓

梯的功能。

 如右圖所見，當行駛於崎嶇路面時，閃電形中間所形成的「︿」形空

間，剛好可以避開凸起的障礙物；當行走於角度不一的樓梯時，能長

期保持「踏著」和「勾著」的兩點或以上的接觸；當到達梯頂時，這

「︿」形空間會發揮避開最後一級梯角的作用，使機構能安全著地。

 由於「閃電形」能令攀梯時出現「踏著」的可靠狀態，因而令安全度

大大提高，實際測試過，本產品在38度的樓梯上，能夠承受60kg的

拉或推力而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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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發明專利技術

3. 三段式設計

 如右圖所見，若將一段履帶分為「三段式」，的確能越障

和攀爬樓梯，亦不會侵犯本產品的「二段式」發明專利。

但要同時操縱前後各兩組的可活動履帶，在機械結構上、

操控和感應系統上都較二段式複雜得多，越複雜的結構和

系統會令成本大增外，亦增加了失誤的機會，對承載於該

行走機構之上的東西構成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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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發明專利「全地形履帶及帶輪組合」設計

 如右圖所見，本產品所採用的履帶組合，是專利發明設計

，履帶內齒與帶輪的凹齒形成一凹一凸，積聚在帶輪和內

履帶上的沙石等雜物，會被履帶內齒從帶輪的凹齒中推出

，令履帶組合不會積聚雜物，大大延長使用壽命。



4.2 使用本產品的目的

1. 工地路面上運輸

 如右圖般的「單輪手推車」一直普遍使用於建築工地上， 但

當遇到非常崎嶇的路面或障礙物，尤其是需要上落大斜坡時，

是建築工人們的惡夢，更有一定的危險性。

 由於本產品採用了專利二段式設計，加上採用遙控操作，工人

們可以輕鬆將貨物游走於崎嶇的工地之上。

 雖然載貨箱的承重量不及單輪手推車，但由於工人可節省大量

的體力，更大大減低危險性，所以能大大提升工作效率和大大

減低意外的發生。

 由於本產品有爬梯功能，所以其動力非常強大，因此在平路之

上，可以附加「載貨車」，令其於平路上的總運載量可達

240kg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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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使用本產品的目的

2. 樓梯上運輸

 如右圖般的電動載貨爬樓機，是本產品出現之前最有效的爬樓工具

，但這類工具用於建築工地之上，發現意外頻生，而且經常損壞，

極不耐用。原因是：

1. 輪子式的電動爬樓機，由於是採用電動撐桿旋轉運作來攀梯，撐

桿經常會破壞梯級的表面，而且由於是靠圓形的輪子運作，經常

會出現失控滾下樓梯的情況。

2. 履帶式的電動爬樓機，由於是採用一段式的履帶設計，其壞處於

（4.1.1）中已經說明，對操控者的技術和責任要求極大，加上其

履帶是採用「密封式同步輪及履帶設計」，沙石雜物會一直積聚

在內履帶及帶輪之內（參考4.1.4），導致驅動馬達負荷過重，經

常出現「死機」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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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使用本產品的目的

2. 樓梯上運輸

 以上兩種產品都需要人手輔助拉動，操控者必須使用自身

的力量來扶穩機器，還要小心翼翼地控制方向，稍有不慎

便會連人帶貨滾下樓梯，對操控者帶來極大的心理負擔。

 相對地，本產品是採用發明專利的二段式設計，其不會翻

倒的原理安全可靠，加上只要遙距控制，完全毋須操控者

去接觸，對操控者所承受的安全責任大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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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使用本產品的目的

3. 減少工傷勞損

 一直以來，建築工人對使用體力勞動的概念已習以為常，但現今

科技日新月異，能夠減輕工人們體力勞損和出現工傷機會的輔助

工具推陳出新，尤其本產品能夠在工人毋須接觸該機器和負載物

而遙距操控，加上其原理上的安全性，能夠大大減低工人們的體

力消耗、身體勞損和發生意外的機會，從而令到整體工程減省成

本，是勞資雙贏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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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升效率

 由於本產品是一個全地形機器人，基本上可以任意穿梭整

個地盤，因此可以將貨物從存貨區上貨後，直接走過地盤

的崎嶇路、斜坡和樓梯，一氣呵成地運往目的地，毋須經

過多番轉折而浪費人力物力，大大提升工作效率。



4.3 產品結構

載貨箱

部份

電池

部份

驅動

部份

模式切換

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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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產品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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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產品結構 -載貨箱部份

1. 緊急剎停

 緊急剎停設於機器人載貨箱上的後方，方便從後方操

控的操控員，當有突發事情時，能以最短距離按下緊

急剎停按鈕。

3. 警示燈

 警示燈設置於機器人載貨箱上的前方，是要向前方

的途人作出警示。

緊急剎停 警示燈

2. 鎖匙

 必須插入鎖匙，才能啟動緊急剎停按鈕的總電源。



4.3 產品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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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產品結構 -載貨箱部份

3. 開關門

 為方便上落貨物，載貨箱設有開關門，門向外而下拉

會更為方便。設置為單邊門的目的，是要減少工人們

因忘記扣緊任何一邊門扣而發生貨物傾倒的事故。

4. 門向切換

 開關門預設在機器人的右方，若需要切換至左方，

只需要拆除載貨箱內底部的四顆螺絲，然後把載貨

箱轉往適合的方向，再收緊螺絲即可。

注意：轉向之前，必須先拆除載貨箱上的「警示燈」和

「緊急剎停」，否則會扯斷當中連接的電線。



4.3 產品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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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產品結構 -電池部份

1.電池規格

 本產品採用高規格的「鋰鐵電池」，48V 53AH。

2.充電插座

 如右圖所示，充電四芯插座設於車身的後方，揭開防

水膠蓋，將充電插頭對準適當位置對接，並依照充電

指引充電即可。

 為避免因接觸不良而產生危險，插頭對接會較緊，對

接時需較為用力。

3. 電量顯示

 如右圖所見，電量顯示屏幕設於車身的前方，按一下

顯示電壓（V）丶再按一下顯示所餘電量巴仙值

（%），再按一下關閉。

充電插座

電量顯示



4.3 產品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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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產品結構 -驅動部份

1. 驅動部份

 行駛驅動的伺服電機會直接與「驅動輪」連接，動力同時傳遞至「前履帶」和「中履帶」，

「中履帶」將動力傳遞至「後履帶」。當中的「履帶」是傳動的關鍵，肩負著將動力傳遞、抓

地和爬梯的功能，其結構如下：

i. 灰色部份是天然橡膠，抓地性能高，亦不會割花或在地面上留下胎痕。

ii. 黑色部份是混合橡膠，耐磨性高，在傳動過程不容易被磨蝕。

iii. 紅色部份是強靱的尼龍線芯（防彈物料），防止履帶在使用過程被強大的拉力所拉長。

iv. 藍色部份是網狀尼龍布，作用是減低內履帶與帶輪的磨擦，增強耐磨度和增加耐用性。

注意：請確保操控員和途人的個人物品如圍巾、長裙、外套和其他配件，不會接觸並卡在間隙中，以干擾

和妨礙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的功能，尤其是驅動部份的履帶、帶輪和輪子。



4.3 產品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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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產品結構 -模式切換部份

1. 平路模式

 在平路上使用時，應使用「平路模式」：

啟動模式時，「模式切換推桿」會縮至最

短，「防翻輪」會伸出，防止機器人向前

翻倒；「萬向輪」著地，將「後履帶」撐

高離地，動力全部由前觸地輪帶動，靈活

的萬向輪令機器人在平路上輕巧靈動。



4.3 產品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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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產品結構 -模式切換部份

2. 攀梯模式

 在攀爬樓梯、大斜坡或崎嶇路面時，

要使用「攀梯模式」：

啟動模式時，「模式切換推桿」會伸

至最長，「防翻輪」會收起，讓前履

帶可以接觸梯級；「萬向輪」會收起，

改用「後履帶」著地帶動，讓機器人

變成「全履帶帶動」，可以攀梯或越

障。



4.3 產品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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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產品結構 -平衡部份

 啟動「攀梯模式」時，「平衡系統」會

同時自動啟動，同時亦會限制機器人的

速度，以免爬梯速度過高而造成危險。

 當「陀螺儀」感應到車身向後傾斜，

「平衡推桿」會自動伸長，使載貨箱保

持與地面平衡；當「陀螺儀」感應到車

身向前傾斜，「平衡推桿」會自動縮短，

使載貨箱保持與地面平衡。



25

 5. 技術規格

5.1 規格圖示

車身長度和高度 車身寬度 平路時速

續航力 攀梯續航力 攀梯最大角度* 攀梯模式攀坡度*

*攀爬模式角度及坡度取決於路況及表面條件

攀梯模式車身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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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技術規格

5.1 規格圖示

平路模式攀坡度 斜坡側行 梯級高度限制 狹路旋轉

拉力承受 越障高度 車身淨重 最高承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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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技術規格

5.1 規格圖示

載貨箱容量 遙控距離 充電時間 防水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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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基本操作

緊急剎停按鈕

遙控器

平路模式

攀梯模式



6.1  基本操作 - 緊急剎停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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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啟動

 打開防水膠蓋，將鎖匙插進「緊急剎停按鈕」上的匙孔，

順時針方向扭動紅色按鈕，按鈕彈起即總電源接通。

 當電源接通後，可以把鎖匙拔出。

2. 關閉

 將「紅色按鈕」往下按，總電源立刻截斷。

注意：

在室內或晴天，請打開按鈕上的「防水膠蓋」，方便可以隨時按下緊急剎停按鈕。但在下雨天的戶外使

用時，必須把「防水膠蓋」蓋上，防止雨水從匙孔中滲入按鈕之中造成短路。



6.2  基本操作 - 遙控器

30

1. 電源啟動

 同時按下「右電源鍵」和「左電源鍵」，鍵

燈亮著，遙控器啟動，大約3秒後，車身右前

側的「訊號接收燈」亮著，代表遙控器已經與

系統接通。

2. 右控桿

 出廠預設為右手操控，即以右手操控機器人的

行駛方向。

3. 左控桿

 若需要左手操控，系統需另作調整。

注意：啟動電源之前，必須將「平衡按鈕」和

「模式切換按鈕」上的4支按桿，全部往上推，

才能順利啟動電源。

左電源鍵 右電源鍵

左控桿
右控桿

平衡按鈕 模式切換按鈕



6.2  基本操作 - 遙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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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模式切換按鈕

 同時將右上方的「模式切換按鈕」往下推，模式

切換至「平路模式」。

 同時將右上方的「模式切換按鈕」往上推，模式

切換至「攀梯模式」。

5. 平衡按鈕

 同時將左上方的「平衡按鈕」往上推，「平衡系

統」啟動。

 同時將左上方的「平衡按鈕」往下推，「平衡系

統」關閉。

注意：「攀梯模式」啟動時，「平衡系統」會強制啟動，

即使將「平衡按鈕」往下推，都無法把「平衡系統」關閉。

左電源鍵 右電源鍵

左控桿
右控桿

平衡按鈕 模式切換按鈕



6.3  基本操作 -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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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路模式」啟動時，是採用

前輪驅動，後方萬向輪著地轉

向，不帶動力。

1. 向前行駛

 將「控制桿」推向上方，左右履帶同時向前快轉，

從而向前行駛。

2. 向後行駛

 將「控制桿」推向下方，左右履帶同時向後快轉，

從而向後行駛。

3. 左右轉向

 將「控制桿」逐漸順時針方向推右方時，右履帶會

逐漸慢轉、左履帶會保持快轉，從而向右逐漸轉向。

 將「控制桿」逐漸逆時針方向推左方時，左履帶會

逐漸慢轉、右履帶會保持快轉，從而向左逐漸轉向。

平路模式



6.3  基本操作 - 模式

33

「攀梯模式」啟動時，是採用

全履帶驅動，並強制啟動以下

系統：

1. 平衡系統

 攀梯模式啟動的同時，平衡系統會強制啟動，當機

器人車身前後傾斜時，「陀螺儀」會發出訊號與

「平衡推桿」聯系，令載貨箱上的貨物與地面保持

水平，而不會從車上翻倒。

2. 速度限制

 模式啟動的同時，車速會自動切換至「預設的速度」

（約1-3秒攀爬1級樓梯）。

3. 左右轉向速度限制

 模式啟動的同時，左右轉向的反應會自動強制變慢，

目的是防止在攀爬樓梯時，因左右轉向反應過快，

導致車身過度傾側而產生危險。

攀梯模式



遙控器 模式切換
平路

模式切換

攀梯

模式切換
上落貨物

平路
行駛

崎嶇路
行駛

斜坡上
行駛

越過

障礙物

上落

樓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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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操作守則



7.1 操作守則 - 遙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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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遙控距離

 遙控器接收距離雖然有50米遠，但操控員與機器人的距離

不應該太遠，應盡量保持一個安全的近距離，既不會被機

器人所撞傷，亦可以清晰看到機器人的四周，確保能安全

操作。

2. 遙控位置

 操控員應盡量站在機器人的後方，與後履帶保持約1至2米

的距離，可以清晰看見機器人的四周的位置來操控機器人。

3. 系統連接

 啟動遙控器的電源之後，用鎖匙啟動「緊急剎停按鈕」，

讓電源接通，再啟動遙控器的電源之後，系統是需要約3

秒來連接的。當車身右前側的「訊號接收燈」亮著，代表

遙控器已經與系統接通。

訊號接
收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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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切換

 切換模式的過程，一對後履帶會向上或向下擺動，其力

量有約320kg，所以必須要留意一對後履帶的擺動範圍，

是否有足夠的空間，才可以按下模式切換的按鈕。

7.1 操作守則 - 遙控器

4. 啟動復位

 根據安全指引，當系統重新啟動後，必須以最

安全的模式復位。即是說，若以「平路模式」

關閉系統，當重新啟動時，系統會自動將模式

切換至「攀梯模式」。



7.3 操作守則 - 平路模式切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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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到達樓梯頂

 當攀上最後一級樓梯到達梯頂之後，想由「攀梯模

式」切換至「平路模式」時，必須留意「中履帶」

已經完全越過最後一級樓梯，確保一雙萬向輪能如

右圖般「安全著陸」。

2. 到達樓梯底

 落樓梯時，到達最後一級，若前履帶如右圖般仍觸

碰到梯角，絕不能切換至「平路模式」，必須讓前

履帶完全離開梯級，在並無阻礙的情況下，才能切

換模式。



7.3 操作守則 - 平路模式切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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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斜坡上

 以「攀梯模式」在斜坡上行駛，由於此模

式是強制開啟「平衡系統」的，所以載貨

箱會如右圖般，會與車身形成「＞」的狀

態。若此時切換至「平路模式」，由於此

模式是容許手動關閉「平衡系統」的，若

此時把「平衡系統」關閉，載貨箱會一直

保持「＞」的狀態。若以此狀態走完斜坡

到達平地時，由於載貨箱仍處於「＞」狀

態，而平衡系統卻已關閉，因此貨物有機

會翻倒。



7.3 操作守則 - 平路模式切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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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崎嶇或泥濘路上

 當以「攀梯模式」行駛於崎嶇或泥濘路時，若切換至「平路模式」，前方的「防翻輪」和後方的

「萬向輪」會有機會在切換模式的過程中，被崎嶇路的「凹坑及異物」或泥濘路上的「泥窪」所

卡著，而導致模式切換失敗。



7.4 操作守則 – 攀梯模式切換

40

1. 上樓梯前

 當攀梯前，由「平路模式」切換至「攀梯模

式」，必須留意「後履帶」與牆壁的距離，若

如右圖般，後履帶碰上了牆壁，除了會割花牆

壁外，亦會令「模式切換推桿」過度負荷，會

對推桿造成損害。

2. 落樓梯前

 落第一級樓梯時，要留意萬向輪的位置，必須

如右圖般，在萬向輪未越過梯角之前切換至

「攀梯模式」。



7.4 操作守則 – 攀梯模式切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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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斜坡上

 3.1 前上後落

如右圖般以車頭迎向斜坡上方，無論是

上落斜坡，都可以隨時切換至「攀梯模

式」。

 3.2 後上前落

如右圖般以車尾迎向斜坡上方，無論是

上落斜坡，都不可以切換至「攀梯模

式」。因為以「平路模式」行駛時，前

方的「防翻輪」是有發揮防翻作用的。

但若突然切換至「攀梯模式」，「防翻

輪」會如右圖般消失，機器人便有機會

翻倒。



7.4 操作守則 – 攀梯模式切換

42

4. 崎嶇或泥濘路上

 若以「平路模式」行駛至崎嶇或泥濘路時，發現「萬向輪」或「防翻輪」被崎嶇路的「凹坑

及異物」或泥濘路上的「泥窪」所卡著，可以嘗試切換至「攀梯模式」，以全履帶的四驅方

式來行駛。



7.5 操作守則 – 上落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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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平路上上落貨物

 以免發生危險，必須在平路上上落貨物，不應在斜坡、

樓梯、崎嶇或泥濘路上上落貨物。

2. 關閉電源

 將機器人行駛至上落貨的適當位置，準備上落貨前，

必須按下「緊急剎停按鈕」，將電源關閉。

3. 載貨箱側門

 工人在上落貨時，應把載貨箱的側門打開，令搬運貨

物時更為容易，減低工人受傷的風險。

注意：上落貨之後，必須檢查側門是否已經關上及緊鎖。



7.5 操作守則 – 上落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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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承載重量

 本產品的最高承重量為「120kg」，若承載量超出此上

限，對機器人的整體結構都會造成損害，亦會對使用

時構成危險。因此工人們將貨物搬進載貨箱內之前，

必須清楚知道貨物的重量，嚴禁超重負載。

5. 固定貨物

 將貨物裝上載貨箱後，為防止貨物從載貨箱掉出，必

須以捆綁帶穿過設於載貨箱頂上的「扣環」，將箱內

的貨物固定。

6. 載貨高度

 請勿將超過載貨箱高度的貨物放置於載貨箱之內，這

可能會使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失去重心而產生危險。

注意：使用者必須確保沒有任何物體懸掛

在載貨箱外面，因為它們可能會令車身重

心失衡或被履帶纏或困住，從而導致重大

事故，導致操控員或途人嚴重受傷，甚至

可能使用戶處於危及生命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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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使用平路模式

 在平坦的路上行駛，應該採用「平路模式」，採用此模式時，後履帶會離地，以「萬向輪」

觸地轉向，因此在平路上非常靈活自如。但若採用「攀梯模式」，由於此模式是採用全履

帶觸地行駛，並會限制車速和轉向速度，因此在平路行駛時會非常緩慢及不靈活。

2. 關閉平衡系統

 在平坦的路上行駛，為了節省電量，

不應該啟動「平衡系統」。



7.7  操作守則 – 崎嶇路行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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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使用平路模式

 若路面不太崎嶇，沒有凹坑、泥窪或會卡著後方

一對「萬向輪」的異物，可以採用「平路模式」

來行駛，這會比較高速和靈活。

2. 使用攀梯模式

 為了要保持車身體積細小，所以機器人內的空間

有限，一對「萬向輪」只能採用直徑110mm的輪

子。由於輪子直徑偏小，所以當行走於較崎嶇的

路面時，會非常不穩定，若遇到凹坑或泥窪，萬

向輪有機會被卡著。在此情況，操控員必須作出

正確的判斷，切換至「攀梯模式」來行駛。



7.8  操作守則 – 斜坡上行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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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斜坡上行駛，無論使用什麼模式，都必須採

用「前上後落」的方式，並啟動「平衡系統」。

1.使用平路模式

 若斜坡在12度或以下，路面亦不太崎嶇，可以

採用「平路模式」來行駛，這會比較高速和靈

活。

2. 使用攀梯模式

 若斜坡在12度或以上，或路面較為崎嶇、有凹

坑、泥窪或較為濕滑，都必須採用「攀梯模式」

來行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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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本機器人的「平衡系統」是採用「單向平衡」

的方式，所以越障的能力有限，障礙物的高度限制

為「5cm」，若該障礙物的高度超出限制，必須加

設「斜坡板」才能越過。



7.10  操作守則 –上落樓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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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攀爬樓梯必須採用「攀梯模式」，此模式啟動時，

會強制啟動「平衡系統」，並強制限定於預設的速

度。

1. 靠邊選擇

 靠牆邊行駛的目的，是要騰出空間讓其他人可以從

另一牆邊使用樓梯，而且若靠錯牆邊，到達梯間的

轉角時，未必有足夠的空間讓機器人於狹路上轉彎。

 所以攀爬樓梯前，必須先視察樓梯的狀況，如右圖

般，無論該樓梯的設計是轉左而上或是轉右而上，

只要將車身靠近梯與梯之間的牆壁即可。



7.10  操作守則 – 上落樓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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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操控員站立位置

 如右圖的「紅圈」所示，操控員應盡量與機器人保

持可見而安全的距離，盡量避免直接站於車尾的正

後方，而是靠左或右側。

 到達轉彎角時，操控員應該如右圖的紅圈所示，站

於一個既可清楚看到機器人的四周範圍，而又不會

被機器人撞到的位置。



7.10  操作守則 – 上落樓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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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左右調整

 由於種種的外在因素，當機器人攀爬樓梯時，是有

機會偏側的，當車身出現偏側時，操控員就需要把

車身作出左右調整。為避免操控員因操作失誤而令

車身過度傾側，所以在「攀梯模式」時，系統會強

行限制「轉向速度」，令機器人只能以慢速轉向，

避免危險。

 要知道車身有否傾側，操控員只需留意車尾的兩條

「後履帶」的末端，與梯角是否保持平衡。如右圖

所見，若發現左履帶與梯角的距離大於右履帶，即

代表車身已經傾右，操控員只需將操控桿調向左邊，

令車身略為左轉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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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速度調整

 攀梯時的安全車速，其因素包括：梯級的大小、斜度

和磨擦力，難度越小的樓梯，車速可以越高，難度越

大的樓梯，車速必須要越慢。

 因此，本產品可以讓使用者因應其樓梯的需求而調節

車速，一但設定了攀梯模式時的車速，每當切換至此

模式時，便會強制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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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履帶打滑

 若當攀爬樓梯時，出現履帶打滑，無法攀上的情況，可能有以下的原因：

a) 當機器人在雨中行駛過或因走過濕窪而把履帶弄濕。

b) 外履帶沾上了油漬、石灰或乾水泥。

 由於本產品攀爬樓梯的原理，始終要靠履帶與梯級的磨擦力，若因為以上的原因而令磨擦

力大減，便會出現機器人無法攀梯的情況。

 若出現這種無法攀梯的情況，只需要將外履帶上導致打滑的水、油漬、石灰或乾水泥等清

理即可。



 8. 危急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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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危急應變 – 電池耗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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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機器人在使用途中，因電量不足或電池損壞而無

法行駛，首先應將總電源關閉，然後可以如右圖般，

將充電插座後面的「電源插頭」拔出，利用「連接

線」與「後備電池」的插頭對接，然後將電池懸掛

在前方載貨箱的掛環上，機器人便可以重新啟動，

再將機器人行駛至充電的地方，進行充電即可。

電插頭源

連接線

後備電池

掛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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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發現任何機件故障或異常情況，必須立即按下

「緊急剎停按鈕」，關閉總電源，停止一切運作。

1. 無法行駛

1.1 平路或崎嶇路上

• 若在平路或崎嶇路上使用途中突然無法行

駛，而經檢查過後並非電池耗盡，可以如

右圖般，打開車身兩側的「剎車蓋」，將

「剎車拉桿」向下拉，然後向內推，剎車

功能便會解除，改為手推模式，機器人便

可以用人手推動至一個安全的地方，等候

維修員到場維修。

剎車拉桿

剎車蓋

向內推解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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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無法行駛

1.2. 樓梯或斜坡上

 若在樓梯或斜坡上使用途中突然無法行駛，而經檢查過後並非電池耗盡，請依照以

下程序，將機器人運回地面：

i. 按下「緊急剎停按鈕」，關閉總電源。

ii. 將載貨箱內的貨物取出，減輕車身重量。

iii. 確保車尾（樓梯或斜坡下方）沒有任何人或物件阻擋。

iv. 如上圖（8.2.1.1）般解除兩邊的「剎車功能」。

v. 解鎖後的機器人，會自行溜下，直至到達平路上為止。

vi. 然後將機器人用手推動至一個安全的地方，等候維修員到場維修。

注意：機器人在沒有動力的情況下自行溜下，速度會與樓梯或斜坡的斜度成正比，即越斜的樓梯或斜坡會滑溜得

越快，所以必須確保樓梯下方並沒有任何人或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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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平路模式狀態

 若在「平路模式」狀態下，無法切換至「攀梯模式」，切勿以此模式下樓梯，必須讓機器人

停留在一個安全的地方，等候維修員到場維修。

2.2 攀梯模式狀態

 若在「攀梯模式」狀態下，無法切換至「平路模式」，可以繼續攀爬樓梯，然後以此模式在

平路上慢速行駛至一個安全的地方，等候維修員到場維修。

2.  模式切換推桿失靈

 若發現「平衡推桿」失靈，請依照以下的程序：

i. 將載貨箱內的貨物取出，清空載貨箱。

ii. 若在樓梯之上，可繼續攀爬樓梯，到達平地後，載貨箱會成「＞」的狀態，但

由於箱內已清空，傾斜的載貨箱不會造成危險。

iii. 然後行駛至一個安全的地方，等候維修員到場維修。

3.  平衡推桿失靈



8.3  危急應變 – 系統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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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發現任何系統失控或異常情況，必須立即按下「緊急剎停按鈕」，關閉總電源，停止

一切運作。

1. 方向控制失靈

 若遙控器無法操控方向，應先按下「緊急剎停按鈕」和關閉遙控器電源，然後重新啟動，

若仍然無法操控，即系統失靈。

請依照（8.2.1）的程序，將機器人用人手推動至一個安全的地方，等候維修員到場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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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2. 模式切換系統失控

 若無法切換模式，可以先如右圖般，測試「模式切換推

桿」是否操作正常：

i. 打開前蓋，將「測試線組」與「後備電池」的電源接通。

ii. 將印有「AA」的插頭拔出，與「測試線」中印有

「AA/SBA」的插頭對接。

iii. 再如右圖般按動「測試線組」中的「船型開關鍵」，若

「模式切換推桿」並沒有損壞，便可以以這種手動模式

來切換模式。

iv. 若以這種手動模式也無法切換模式，即代表推桿已經損

壞，請依照（8.2.2）的程序來處理。

前蓋

後備電池

測試線組

AA插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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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3. 平衡系統失控

 若載貨箱無法做出開合的平衡動作，可以先如右圖般，

測試「平衡推桿」是否操作正常：

i. 打開前蓋，將「測試線組」與「後備電池」的電源

接通。

ii. 從電子盒中將印有「SBA」的插頭拔出，與「測試線」

中印有「 AA/ SBA」的插頭對接。

iii. 再如右圖般按動「測試線組」中的「船型開關鍵」，

若「平衡推桿」並沒有損壞，便可以以這種手動模

式來操控載貨箱的開合。

iv. 若以這種手動模式也無法操控載貨箱的開合，即推

桿已損壞，請依照（8.2.3）的程序來處理。

前蓋

後備電池

測試線組

SBA插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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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電磁場干擾

 若發現系統失控的原因是受到外在的電磁場的干擾（尤其是遙控器），例如可擕式電話，

發電機或高功率電源發出的電磁場，應該立刻停止任何操作，並找出干擾的來源，在確保

干擾來源消失之前，嚴禁繼續使用本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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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在「平衡系統」啟動時，載貨箱與車身底部會因應車身的傾斜度

而作出「開合」的動作，而這個「開合」的動作，會有機會夾到一些

在「開合」的過程中突然插入的「東西」。

 為應變這種危機，如右圖所示，載貨箱的周邊已經貼上警告標示，警

告途人絕不能把手部伸進箱底部份。另外，底部亦設有壓力傳感器，

當傳感器受壓，訊息會傳遞至「平衡系統」，使「平衡推桿」停止運

作，直至傳感器的壓力消失，平衡系統才會恢復運作。

當發現有「東西」被夾著、平衡推桿停止運作時的處理方法如下：

i. 按下「緊急剎停按鈕」，讓整部機器人停留在剛夾到「東西」時的狀態。

ii. 由於「東西」被夾到的一刻，平衡推桿已經停止運作，所以「東西」應該並不會被夾得太緊，

所以應該可以把該「東西」移開。

iii. 若該「東西」無法移開，即是說，需要「移開」的是「機器人」，此時需要重啟電源，然後

「慢速向前」行駛，由於「開合」中的空間是形成「＞」形的，因此只要機器人向前行駛，夾

在「＞」形中的「東西」必定能從中移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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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操作員首次使用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雖然該操控員已經接受本公司的操作訓練並

得到認可，但我們仍強烈建議操控員邀請至少一位工友在旁提供協助，直到該操控員熟悉

本產品的所有功能，有能力獨自駕駛本產品上落樓梯及一切操作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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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運輸本產品，承載在運輸工具時，必須注意以下事項：

i. 當本產品停泊在該運輸工具之內後，必須用可靠的工具繫穩，切換至「攀梯模式」，

以全履 帶接觸來確保本產品不會因該運輸工具在運輸途中的不穩定，而導致本產品

或其周邊的物件受損。

ii. 必須將電源關閉，並確保載貨箱內並無任何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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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保養須知 – 存放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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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不使用機器人時，必須遵守以下的守則：

i. 用清水將車身、履帶和帶動輪上的污泥沖走，以免污泥（尤其是水泥）乾涸後，影響

履帶與帶輪的運作。

ii. 切換至「攀梯模式」，確保機器人不容易被移動。

iii. 載貨箱上的貨物卸除，清空載貨箱，以減低輪胎的壓力。

iv. 關閉電源，將鎖匙拔出，由負責人保管。

v. 存放在一個沒有陽光照射到而又乾爽的陰暗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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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產品是採用高端的「鋰鐵電池」，品質優良，可重複充電達800-1000次，但亦須遵守以

下守則：

i. 當「電量顯示器」顯示其電量為40%，請開始進行充電，盡量避免在80%以上、或

20%以下充電，這都會對電池的保養無益。

ii. 每次充電，都要待充電器上的兩顆「綠燈」同時顯示，代表充電完畢，才拔除充電器

電源。斷斷續續的充電，會對電池的保養無益。

iii. 載貨箱上的貨物卸除，清空載貨箱，以減低輪胎的壓力。

iv. 若長時間沒有使用，都必須每一個月充電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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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產品的防水級別為「IP65」，雖然防水

級別極高，可以於下雨中行駛，但本產品

始終內藏大量電子系統，若長期暴露於潮

濕的環境中，對產品的耐用性必定會有所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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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器人能夠攀爬樓梯、行走於崎嶇路和跨越障礙，對履帶的要求尤其苛刻，因此必須好好保

養：

i. 發明專利的履帶設計，雖然能夠將履帶與帶輪夾縫間的沙石排出（見4.1.4），但地

盤內有大量「水泥」，若水泥凝固在內履帶中，長期必定會對履帶的損耗或傳動力

構成影響。

因此，最理想是每次使用完之後，都用清水沖洗履帶，將履帶與帶輪間的沙石水泥

等沖走，加強履帶的耐用性。

ii. 在履帶的製造過程中，會在內履帶塗上一層「履帶專用的潤滑液」，該潤滑液可以

減低內履帶因與帶輪不斷磨擦而破損，但該潤滑液亦會隨著時間而流失，所以當使用

者發現機器人在行走時，履帶出現「吱吱」的聲響，即代表潤滑液已經完全流失，必

須為內履帶重新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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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安全指引



10.1  警告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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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遵守警告準則可能導致死亡或嚴重傷害和財產損壞，包括對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

的損壞。出現此警告符號時請格外小心。

符號 說明

「注意」
表示潛在的危險情況。如果不避免，可能導致輕微至中度的人身傷害
和財產損失。

「警告」
表示潛在的危險情況。未遵守警告指引可能導致死亡或嚴重傷害和財
產損失，包括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的損壞。

「危險」
表示即將發生的危險情況，如果不加以避免，可能導致死亡或嚴重傷
害。

「重要」
表示如果不能避免可能導致財產損失的危險情況。



10.2 警告聲明– 一般準則

73

 安全說明包含有關本產品安全操作和使用的重要資訊。

符號 說明

死亡，受傷或損壞的風險

不正確使用本產品可能會造成人身傷害或財產損失

 如果您無法理解警告，注意或說明，請在嘗試使用本產品前與專

業人士或經銷商聯繫 .
 在未完全閱讀並理解這些說明以及任何其他說明材料（如本產品

隨附的使用者手冊，維修手冊或說明書）或可選附件之前，請勿

使用本產品或任何可用的附件。

死亡，受傷或損壞的風險

不正確使用本產品可能會造成人身傷害或財產損失

 在疲倦，困倦或受酒精或藥物影響時，請勿操作必飛全地形貨運

機器人，否則可能會導致視力模糊，反應遲鈍和誤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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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 說明

有嚴重傷害或損害的風險

不正確使用本產品可能會造成人身傷害或財產損失

 操控員遙距操控時，請與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保持適當的距離。

 在操作之前，請確保所有硬體，元件和附件都存在並牢固收緊。

 由於電力連接錯誤導致的電力供應中斷可能導致必飛全地形貨運

機器人突然停止並可能嚴重傷害使用者或損壞必飛全地形貨運機

器人。請務必確保所有電力連接緊密連接，並且不會因振動而鬆

脫。

死亡，受傷或損壞的風險
不正確使用本產品可能會造成人身傷害或財產損失
 請勿將任何電力/電子設備安裝或連接到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

諮詢您的經銷商/經銷商請求批准並為您安裝其他電力/電子設備。

 請勿將任何機械設備（如機械臂、燒焊設備和起重裝置等）直接

連接到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的電池上。這可能會導致設備和必

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損壞。

 請勿將超過載貨箱高度的貨物放置於載貨箱之內，這可能會使必

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失去重心而產生危險。

10.2 警告聲明– 一般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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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 說明

損害風險
不正確使用本產品可能會造成人身傷害或財產損失
 操控員操作遙控器時，注意保持雙手乾爽而不會濕滑。

 請確保您的個人物品如圍巾，長裙和外套和其他配件不會接觸並

卡在間隙中以干擾和妨礙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的功能，尤其是

所有會轉動的履帶、帶輪和輪子。

有嚴重傷害或損害的風險
不正確使用本產品可能會造成人身傷害或財產損失
 使用者必須確保沒有任何物體懸掛在載貨箱外面，因為它們可能

會令車身重心失衡或被履帶纏或困住，從而導致重大事故，導致

操控員或途人嚴重受傷，甚至可能使用戶處於危及生命的狀況。

有嚴重傷害或損害的風險
不正確使用本產品可能會造成人身傷害或財產損失

 在運輸本產品，承載在運輸工具時，必須將電源關閉，並確保載

貨箱內並無任何貨物。

 當本產品停泊在該運輸工具之內後，必須用可靠的工具繫穩，切

換至「攀梯模式」，以全履帶接觸來確保本產品不會因該運輸工

具在運輸途中的不穩定，而導致本產品或其周邊的物件受損。

10.2 警告聲明– 一般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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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 說明

有嚴重傷害或損害的風險
不正確使用本產品可能會造成人身傷害或財產損失

 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可能會干擾其環境中發出電磁場的設備的

操作（例如警報系統或自動門等） ;
 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的駕駛性能，尤其是遙控器，會受到電磁

場的影響（例如可擕式電話，發電機或高功率電源發出的電磁場）

 斜坡上的停車距離可以遠遠大於平地上的停車距離。

 暴露在外部熱源（如陽光）下，表面溫度會升高。

有損害的風險
不正確使用本產品可能會造成人身傷害或財產損失
 在平衡系統啟動後的操作過程中，由於平衡系統的運作，載貨箱

與車身底部會因應車身的傾斜度而作出「開合」的動作，因此請

注意手指的夾傷和擠壓的危險。

 在平衡系統啟動時，必須要注意確保載貨箱「開合」的過程中，

並沒有任何人或物件會阻礙其正常運作。

對於您首次使用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我們強烈建議您邀請至少一
位工友在旁提供協助，直到您熟悉本產品的所有功能，有能力獨自駕
駛本產品上落樓梯及一切操作為止。

10.2 警告聲明– 一般準則



10.3 緊急停止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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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發現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有任何異常狀況，如載貨箱平衡失控、模式切換失控、
行駛速度或轉向失控等有可能發生危險的異常狀況，使用者應立刻按下緊急剎停的
紅色按鈕。

符號 說明

損害風險
表示如果不能避免可能導致財產損失的危險情況失
 由於按下緊急剎停按鈕，主電源會立刻切斷，因此連帶一對驅動

馬達上的剎車磁鐵都會因失電而馬上緊鎖。如果必飛全地形貨運

機器人正處於高速時被啟動緊急剎停，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會

出現突然急停的情況，乘載在載貨箱內的貨物可能會因為急停所

產生的衝力而掉出載貨箱。因此，貨物必須以捆綁帶穿過設於載

貨箱頂上的「扣環」，將箱內的貨物固定。而且，除非在別無選

擇的情況下，否則絕對禁止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在高速行駛時

按下緊急剎停按鈕。

損害風險
不正確使用本產品可能會造成人身傷害或財產損失
 如果不使用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請按緊急停止按鈕以節省電

量。



10.4 在交通工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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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在欠缺斜台作為輔助工具時，請勿嘗試裝載或卸載本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

於交通工具上。

i i . 用斜台裝載或卸載本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時必須使用“攀梯模式”

i i i . 當本產品停泊在該運輸工具之內後，必須用可靠的工具繫穩，切換至「攀梯

模式」，以全履帶接觸來確保本產品不會因該運輸工具在運輸途中的不穩定，

而導致本產品或其周邊的物件受損。

iv . 必須將電源關閉，並確保載貨箱內並無任何貨物。



10.4 在交通工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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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 說明

有嚴重傷害或損害的風險
不正確使用本產品可能會造成人身傷害或財產損失

 當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在移動的車輛中時，請勿將貨物放置

在載貨箱之內。在操作之前，請確保所有硬體，元件和附件都

存在並牢固收緊。

 在運輸時，務必確保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及其電池正確固定

電池不應與任何易燃或易燃物品一起運輸。

損害風險
表示如果不能避免可能導致財產損失的危險情況

必飛科技有限公司對使用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在運輸期間，乘載著
載貨箱上的貨物，所產生的所有風險概不負責。



10.5 駕駛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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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避免在非常不平坦的地形和/或柔軟的表面上行駛。

i i . 避免高草上行駛，可能會纏繞履帶和帶輪。

i i i . 避開尖釘、碎玻璃等尖物。

iv . 避免於鬆散堆積的砂礫和沙子上行駛。

v. 請勿在水窪或咸水中使用。

vi. 請勿在溪流，湖泊或海洋邊緣使用。

vii . 如果對駕駛表面感到懷疑，你必須避免在那個表面上行駛。

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設計用於在正常行駛條件下提供最佳穩定性（例如，由混

凝土，柏油路或瀝青組成的乾燥水準表面）。但是，必飛科技有限公司認識到您

可能會遇到其他表面類型。出於這個原因，您的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設計在土

壤，草地和礫石上表現亦出色。您可以在一般的建築工地、貨倉或維修工場等區

域上安全地使用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但請注意以下說明：



10.6 惡劣天氣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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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專為全球市場設計，因此它已通過嚴格的防水測試，

並符合適當防水能力的國際標準。但這並不意味著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

適合在雨中駕駛。因為在下雨中路面，尤其是建築工地上，存在著太多不

確定性，即使防水性能達標，亦無法確保能克服所有無法預測的潛在危險

性。

i i . 應盡可能避免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暴露在惡劣天氣條件下。如果在操作

其間突然遇到雨，雪，嚴寒或高溫，請儘早前往安全的場所。

i i i . 若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沾濕後，在充電或操作之前，必須將車身徹底擦

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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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 說明

損害風險

有嚴重傷害或損害的風險
不正確使用本產品可能會造成人身傷害或財產損失

 長時間暴露在炎熱或寒冷的環境中可能會影響必飛全地形貨

運機器人的橡膠履帶和輪胎，令其過硬或過軟，減低性能。

在極熱或極冷的條件下使用本產品或將本產品長時間暴露在

直射陽光下時請務必小心。

禁止 !
在雨，雪，鹽，霧/噴霧條件下以及在冰冷/光滑
的表面上操作會對電氣系統產生不利影響。 將
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保持在乾燥清潔的狀態。
一旦下雨，用戶必須找到遮閉場所，直到戶外環
境乾爽為止。

10.6 惡劣天氣預防



10.7 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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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我們強烈反對使用者試圖自行維修本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

i i . 使用者或不合格的技術人員所進行的維修，更換了不正確或不合適的部件，

可能會導致使用者、途人或該名技術人員嚴重受傷或死亡及產品損壞。

i i i . 本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的任何維修，必須由認可的合資格的技術人員執行。

如果您在香港境外購買本產品，請聯絡您所在地的經銷商、代理商或分銷商。

否則，請直接聯絡必飛科技有限公司。

iv . 所有需要更換的部件必須是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的原裝部件。

v. 需要更換部件時，請向職員提供本產品序號。



84

 11. 電磁干擾

經測試後，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不會受到電磁干擾 (EMI)所影響。電磁干擾的來源包

括行動電話基地台、無線廣播電臺、電視發射台、業餘無線電臺（HAM）、收音機和

對講機等等。若這些源頭發出干擾，可能導致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釋放其制動器、必

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自行移動或在向非預期方向移動，更有可能永久破壞電子控制系統。

電磁干擾的能量密度的以伏特/米（V / m）為量度單位。

每部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可以抵抗一定強度的電磁干擾，這被稱為「抗干擾水準」。

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的抗干擾水準越高，對其設備保護越大。 以目前的技術來說，

抗干擾水準至少能達到20v /  m（截至2020年4月），這將為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面

對常見的電磁干擾源頭時提供更有效的保護。

在日常生活環境中存在許多不同強度電磁波場，當中部份的來源是顯而易見的和容易避

免的，而部份來源是不明顯的及難以避免的。因此，請注意下列的警告，有助您將電磁

干擾的風險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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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手提式通訊設備，包括無線對講機、警用頻道通訊器材、其他個人通訊設備等等。

i i . 中距離通訊設備，包括用於警車、消防車、救護車和計程車的通訊設備。

i i i . 長距離的發射台及廣播器材，包括商業用廣播器材

(如：行動電話基地台、無線廣播電臺、電視發射台 )  及業餘電臺。

注意：

據目前所知，其他型式的手提裝置如無線電話、手提電腦、AM/FM 收音機、電視機、

CD 播放機、盒式磁帶播放機、小型電器（如：電動剃胡刀和吹風機）或掌上型遊戲機

等等，不太可能干擾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的運作。

由於電磁波能量隨著靠近發射來源而迅速增強，所以需要對手提式無線電波收發器的電

磁波場特別關注。當使用這些裝置時，而又非常接近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的控制系統，

電磁波能量無意中被提升，有機會影響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的運作和煞車。因此，請

留心以下警告，以預防可能電磁波能量可能干擾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的控制系統。

 11. 電磁干擾
電磁干擾的來源大致可分為三種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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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 說明

有嚴重傷害或損害的風險
不正確使用本產品可能會造成人身傷害或財產損失

 當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運行時，請勿操作手持收發器（發射器

接收器），例如市民頻帶（CB）無線電，或打開個人通信設備，

如手機。

 注意附近的發射器，如收音機或電視臺，並儘量避免接近。 .
 如果發生意外移動或制動釋放，請在安全時立即關閉必飛全地形

貨運機器人。

 請注意添加附件或元件或修改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可能會增

加EMI干擾的風險（注意：暫時無法評估其對本產品整體抗擾度

影響的簡單方法。）

 如果發生意外動作或制動釋放，只要場境安全，請關閉電源 .
 向我們或您的經銷商/經銷商報告所有意外移動或制動器釋放事件

並注意事件發生時附近是否有EMI源。

 11. 電磁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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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保養資訊和維修服務
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的預期使用壽命：24個月*
*根據B-Free保修聲明

香港
正本保養卡如有損毀或違失，顧客將不會獲補發新的保養卡或副本。必飛科技有限公司或維
修中心保留向顧客收取行政費以補發新的保養卡的權力。

在保修期內，保修範圍僅限於保修期內的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和部件（保存和磨損項目除
外）給原始購買者/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用戶。由必飛科技有限公司和授權經銷商/經銷商，
僅在香港。

如屬保養範圍內，客戶要求維修服務時，必須出示有列明產品型號之正本購買單據，方可享
受保用或保用期內之維修服務，否則必飛科技有限公司或維修中心將會向客戶收取相關之費
用。影印本或傳真副本恕不接受。

保養期生效日期在購買日起計。保養服務只適用於香港境內，並不適用於海外地區。

產品保養服務之權益均不得轉讓。若本產品於首次銷售後有任何後續銷售或其他權利轉讓，
免費保養服務將會即時失效。使用未經必飛科技有限公司授權的部件、零件或元件將導致本
產品的保養失效。

保養範圍包括車身支架、機械件、載貨箱、電動推杆、帶輪、萬向輪 (6個月 )、履帶 (6個月 )、
輪胎 (6個月 )、電池 (6個月 )、馬達 (12個月 )、驅動器 (12個月 )和遙控器 (12個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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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用期內，若違反任何維修服務條款及細則，產品均不在保用範圍之內，本維修中心將按故

障情況報價或不進行維修。客戶自行維修產品、產品主機或配件入水、人為損壞、未依說明

書使用產品及將產品改版均被視為違反維修服務條款及細則。

客戶需要自攜產品到維修中心，並於同一地點取回產品。

在任何情況下，必飛科技有限公司均不對因使用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而造成的任何間接損

害承擔責任。

維修服務需要事前預約，以便安排足夠的技術人員提供服務。

對此部分內容的任何修改都將使其無效。必飛科技有限公司保留解釋本部分的權利。

如果您需要非辦公時間服務，請事先聯繫服務中心。服務需視供應情況而定，可能需額外收

費。如有任何緊急維修服務，請聯繫服務中心。

必飛科技有限公司保留一切更改或取消以上任何保養條款及其有關安排的絕對權利而毋需另

行通知。本保養條款於應用上具有不清晰或疑問之處，必飛科技有限公司保留終止本保養維

修條款之權利。如有任何爭議，必飛科技有限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國際

國際客戶請聯絡在您居住當地的代理商、經銷商或分銷商，以瞭解您所在的國家保養條款和

服務供應。

如客戶不能獲得滿意的保養服務，請通過本使用說明書封底的聯絡方法直接聯絡必飛科技有

限公司。同時，請提供代理商、經銷商或分銷商名稱和地址、購買日期、註明產品缺陷的位

置及產品序號。未經事先同意，請勿將產品退回必飛科技有限公司。

 12. 保養資訊和維修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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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電池與充電

本產品採用高規格的「鋰鐵電池」，48V 53AH。

電池保養資訊、表現及規格記載於本使用說明書是根據鋰鐵電池。

我們強烈建議使用鋰鐵電池為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供電電池。

本章節詳細內容可以參見附加說明手冊(電池手冊 BF4-53A 及 充電手冊)。

在操作本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前，請仔細閱讀電池和充電資訊。

如果附加說明手冊沒有提供給您，請勿嘗試對電池充電，並應立即通知

我們、您的代理商、經銷商或分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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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 說明

損害風險
不正確使用本產品可能會造成人身傷害或財產損失

 只有必飛科技有限公司及其授權的代理商、經銷商和分銷商的技術人員

方可打開電池盒，檢查、取出和更換電池，否則電池的保用會立即失效。

 請勿直接將電線連接到電池終端來為電池充電。

 當本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暴露於潮濕的環境中，請勿嘗試為電池充電

或操作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

 當延長電線接駁中及充電未完成，請勿操作本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作

嘗試為電池充電。

 當電池充電進行中，請勿坐在本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上或操作本必飛

全地形貨運機器人。

 請經常留意電量及避免出現電量不足的情況。

 如需要於遠程行駛，請於行駛之前務必為電池充電。

 當您在長期離開時（如落班或假期），請勿為電池充電。

 請按照電池所需的時間為電池充電。

 請勿將電池長期處於充電狀態或充電過夜。

 在移除充電器之前，請先按一下充電器的開關鍵，來截斷電源供應。

 充電時，禁止駕駛，並且通過軟體程式設計禁用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

 操作員使用任何類型的可充電產品都必須負責估算用電量，並且不得繼

續使用功率不足的設備。

 13. 電池與充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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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所採用的是優質的鋰鐵電池，除了電量強勁外，其安全性

和耐用性都較一般的電池為高。但大多數人都對電池保養的知識貧乏，導致電池

的壽命大打折扣。

切忌經常過度充電、又或是把電量耗盡才充電，這都會對電池造成慢性傷害。若

閒置一段時候沒有使用，亦需要每隔45天充電一次。

最佳的方法是，當電量顯示30至40%時充電最為理想。

留意充電器的指示燈、或是散熱器的風扇停止之後，代表充電完畢，最好儘快把

電源拔掉。

根據國際認證要求，充電期間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是不允許行駛的。因此必飛

全地形貨運機器人在程式設計上已經設定，當充電期間如果推動操縱杆，必飛全

地形貨運機器人是不會被驅動的。

 13. 電池與充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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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量顯示器
按一下右下角的按鍵，顯示巴仙值（%），再按一下顯示電壓（V），再按一下關閉。
因應鋰鐵電池的特性，其電量檢測結果會與一般的電池不同，使用者必須注意：

電量顯示器屏幕 說明

剛充電完畢
 巴仙值會顯示100%
 電壓會顯示58.4V-58.8V
這數值只會顯示數分鐘，之後會顯示約90%和56V-
57V

之後大部份時間會維持在
 巴仙值會顯示60%-80%
 電壓會顯示50V-56V

由於本產品需要強大的電量來運作，因此當電量顯
示為或以下：
 巴仙值40%
 電壓47.5V
即代表電量即將不足以驅動本產品行駛，因此應盡
快進行充電。

 13. 電池與充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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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剛充滿電一刻，由於電壓過高（58.8V），若經常以此高電壓的狀態運作，會對

電子系統造成負荷。最理想是在充滿電的數分鐘後，讓電壓下降至57.5V或以下

才啟動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

2. 一般的電池，其電量顯示的巴仙值（%）可以較準確地顯示電池當時真正的電量，

讓使用者能夠較清晰地作出使用的預算。但本產品的電池，礙於機械結構所限，

必須將電池分為兩顆，再作串聯，造成電量檢測的困難。因此，必須依照以上

「電量顯示器屏幕」的說明，而自行作出使用的預算。

3. 當電量顯示器顯示巴仙值為40%或以下，即代表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在平路

全速行駛下，只能維持約20分鐘的時間，而攀梯時間約餘下10分鐘。

4. 若在使用其間電力耗盡，請依照（8.1或8.2）的危急應變處理。

 13. 電池與充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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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檢查及保養

您應要求本公司或獲授權之代理商、經銷商或分銷商替您所購買的必飛全地形貨運
機器人進行初始調整，以滿足您所使用的環境因素的需求。

如您從必飛科技有限公司或其代理商、經銷商或分銷商提取本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
人，任何初始檢查及調整應該在提貨之時由專業技術人員進行。儘管如此，我們亦
建議您在使用之前，再一次檢查所有硬體及連接部份。

如本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是由購買之代理商、經銷商或分銷商直接運送到付給您，
請在使用本產品之前，徹底檢查清楚任何在運送過程中可能損毀的部份。

請參考以下檢查表的初始列（見第14.1節）。

有嚴重傷害或損害的風險

不正確使用本產品可能會造成人身傷害或財產損失

 任何損壞的部件應立刻更換。請立即聯絡必飛科技有限

公司或所購買之代理商、經銷商或分銷商更換零件。



14.1 檢查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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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確保您的產品狀況良好，定期的檢查和保養是必須的。

有關初始檢查項目、定期的檢查和保養專案，請參照下方初始檢查欄目清單。

檢查和保養專案 檢查及/或保養週期

項目 初始 每週 每月 每年

一般項目

 確保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能以
直線前進，沒有任何過多的阻力
影響或前進時偏向一側。

X X

 檢查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框架
和部件是否有裂紋和損毀。

X X

 確保所有連接部份是牢固的收緊
和完整無損的。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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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和保養專案 檢查及/或保養週期

項目 初始 每週 每月 每年

一般項目

 確保所有硬體是牢固的安裝在必飛
全地形貨運機器人上並對齊。請檢
查是否有粗糙的完工或剝落。

1. 緊急剎停按鈕 (是牢固的 )。
2. 警示燈 (是牢固的 )。
3. 載貨箱 (是牢固的 )。
4. 載貨箱側門 (是牢固的，並能活動開

關 )。

X X

確保有關需要用電的功能正常運作

 駕駛 X X

 模式切換 X X

 平衡系統 X X

 遙控器 X X

 警示燈 X X

 緊急剎停（鎖匙是否對應） X X

14.1 檢查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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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和保養專案 檢查及/或保養週期

項目 初始 每週 每月 每年

載貨箱

 檢查載貨箱的側門，是否依照您的要
求所設置。

X X

 緊急剎停和警示燈的電線，是否有扣
穩放載貨箱的邊沿上。

X X

前防翻輪

 檢查輪子的轉動是否暢順。 X X

 檢查輪子是否離地約6mm。 X X

 檢查輪子有沒有撕裂的跡象。 X X

 確保所有連接硬體都牢固地安裝，沒
有損壞或缺漏。

X

萬向輪

 確保萬向輪有沒有撕裂的跡象。 X X

 確保所有連接硬體都牢固地安裝，沒
有損壞或缺漏。

X X

 檢查輪子的轉動是否暢順。 X X

14.1 檢查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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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和保養專案 檢查及/或保養週期

項目 初始 每週 每月 每年

履帶

 履帶是否有裂紋，撕裂和磨損。 X X

 檢查履帶內齒是否需要添加「履帶專
用潤滑」。

X X

 檢查履帶在運行過程是否暢順，有沒
有發出異響。

X X

電池和充電

 確保電池充電正常。 X X

 檢查剛充電完畢後，電量顯示器是否
顯示58.4V-58.8V。 X X

清潔

 載貨箱 X

 外殼 X

 履帶（用水沖洗內履帶） X

 前防翻輪 X

 後萬向輪 X

14.1 檢查清單



14.2 安全檢查

99

我們十分注重使用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時的安全性。我們建議您每六個月檢查必飛全地形貨運機

器人一次、每年全面的維修保養一次。我們建議您每六個月將本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帶到指定的

維修中心進行詳細的檢查、維修及保養。為此，請定期與我們或所購買之代理商、經銷商或分銷商

聯繫。使用者會定期收到有關定期檢查及維修的電子郵件通知，以便使用者預約相關服務（在香港

境外購買本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之用戶，請參照所購買之代理商、經銷商或分銷商的銷售條款）。

任何檢查及維修服務必須在指定的服務中心進行，並由已授權的技術人員執行。技術人員將每次的

檢查及維修服務結果記錄在服務日誌或相關檔裡，以便日後查閱。用戶在取得相關檔後，應妥善保

管檔。

有嚴重傷害或損害的風險

不正確使用本產品可能會造成人身傷害或財產損失

 在進行任何檢查、調整或維修後，必須於使用前確保所有連接

部件都牢固繫穩，否則可能導致人員傷害或產品損壞。



14.3 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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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電池的安裝和更換必須始終由授權技術人員進行。

有嚴重傷害或損害的風險
不正確使用本產品可能會造成人身傷害或財產損失

 在進行任何調整、修理或維修後，請確保繫穩所有連接硬體，以避免人

身傷害或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的損壞。

 電池重量達53磅（24千克），必須以專用索帶繫穩。

 使用不當的延長線可能導致觸電或火災，導致死亡或重傷。

死亡，受傷或損壞的風險
不正確使用本產品可能會造成人身傷害或財產損失

 請勿試圖通過將電纜直接連接到蓄電池端子來給蓄電池充電。

 不要試圖給電池充電，同時操作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

 不要在交流電纜上連接延長線的情況下操作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

 當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暴露在任何類型的濕氣中時，不要嘗試給電池

充電。

 當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在戶外時，不要試圖給電池充電。

 仔細閱讀並遵循製造商對每個充電器（供應或購買）的說明。

 如果未提供充電說明，請諮詢合資格的技術人員以瞭解正確的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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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清潔

15.1 載貨箱

要用吸塵機或乾抹布清潔及吸乾箱內的積水，避免積水令載貨箱的金屬氧

化。而且積水有可能透過箱底的螺絲滲漏到箱下的支架，導致支架或之下

的機件氧化損壞。

15.2 金屬表面

i. 應使用軟布，溫和洗滌劑和溫水進行清潔。

i i. 用軟布清潔非濕滑的表面。

15.3 塑膠表面

i. 應使用軟布，溫和洗滌劑和溫水進行清潔。

i i. 用軟布清潔非濕滑的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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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履帶

1. 在清潔本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時，必須關閉電源。

2. 用清水沖洗履帶後，必須把整部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抹乾，以免水

份積聚或滲透至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的內部，造成機械金屬氧化或

電子零件損壞。

3. 請勿使用研磨性清潔劑或除污劑。

4. 不要大力刮掉污垢，否則可能會損壞本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表面部

份。

5. 請勿使用以上沒有列出的任何清潔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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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環境條件

環境條件可能會影響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的安全性和性能。水和極端溫度是可能導致損
壞並影響性能的主要因素。

雨，雨夾雪和雪
如果暴露您的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在水中，容易損壞電子或機械部件。

水
可能導致電子故障或促進電氣元件和框架的過早腐蝕。

溫度
i . 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的某些部件易受溫度變化的影響。操作系統只能在-25℃至+ 50℃的

溫度範圍內工作。
i i . 在極低的溫度下，電池可能會凍結，您的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可能無法操作。
i i i . 橡膠履帶的硬度會隨著溫度的變化而有所改變，越高的溫度會越軟、越低的溫度會越硬。

而履帶的軟硬度會直接影響履帶的性能。

有嚴重傷害或損害的風險
不正確使用本產品可能會造成人身傷害或財產損失
 當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暴露在外部熱源（如陽光）時，必飛全地

形貨運機器人表面的溫度會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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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長時間存儲

i. 收到產品後兩個月內給電池充電，並在長期存放期間每一個月充電一次。

i i. 僅使用經批准的充電器和程式。充電不當可能會導致電池起火或損壞。

i i i. 請勿使用高於本規範中指定最大值的電流或電壓為電池充電。

iv. 電池應遠離兒童，避免觸及。

v. 請勿以允許端子短路的方式存放電池。

vi. 請勿將電池放在熱源附近，也不要長時間暴露在直射陽光下。溫度升高

會導致電池使用壽命縮短。

vii. 請勿將電池存放在會損壞電池或導致安全問題的任何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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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產品登記
凡購買本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後，請儘快登記您的商品，保障您的售後服務權益。同時，

亦允許我們在以下情況下與您聯絡，讓您享有更完善的技術支援服務，提升您的產品使用

效能：-

1. 重要召回通知 ;

2. 保養、維修服務 和

3. 任何產品更新的資訊。

請填寫商品登記表格，並在購買後14天內郵寄至以下地址 (只適用於購買點為香港境內 )：

必飛科技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青衣長達路14-20號偉力
工業大廈B座15樓10室

B-Free Technology L imited
Unit 10, 15/F, Block B, Vigor Ind. Bldg. ,
14-20 Cheung Tat Road,
Tsing Yi , N.T. Hong Kong

或電郵至 enquiry@b-free.hk。

國際使用者請聯絡所購買之代理商、經銷商或分銷商。

商品登記表格亦可以從必飛科技有限公司網站 www.b-free.hk 取得。

mailto:enquiry@b-free.hk
http://www.b-free.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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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更多資訊

我們誠邀您訪問我們公司的網站 - www.b-free.hk - 瞭解有關本必飛全地形貨

運機器人的更多資訊或關於我們公司及其活動。

我們的網站提供有用的資料，以説明您更好地瞭解我們的產品。我們會不定期

更新常見問題（FAQ）以解決不同用戶的查詢。

如果產品出現故障，或者關於您的必飛全地形貨運機器人的操作及功能未能於

本使用說明手冊或在我們的網站上得到解答，您應該立即聯絡我們或所購買之

代理商、經銷商或分銷商以獲得解決。聯絡方法，請參閱本使用說明手冊的第

1章。

我們亦邀請您提供回饋，幫助我們改進及完善我們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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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飛科技有限公司 B-Free Technology Limited

香港新界青衣長達路14-20號偉力工業大廈B座15樓10室

Unit 10, 15/F, Block B, Vigor Ind. Bldg.,

14-20 Cheung Tat Road, 

Tsing Yi, N.T. Hong Kong

電話： 852 - 3704 7069
電郵： enquiry@b-free.hk
網站： http://www.b-free.hk

mailto:enquiry@b-free.hk
http://www.b-free.hk/

	全地形貨運機器人使用說明
	投影片編號 2
	投影片編號 3
	投影片編號 4
	投影片編號 5
	投影片編號 6
	投影片編號 7
	投影片編號 8
	投影片編號 9
	4.1 發明專利技術
	4.1 發明專利技術
	4.1 發明專利技術
	4.2 使用本產品的目的
	4.2 使用本產品的目的
	4.2 使用本產品的目的
	4.2 使用本產品的目的
	4.3 產品結構
	4.3 產品結構
	4.3 產品結構
	4.3 產品結構
	4.3 產品結構
	4.3 產品結構
	4.3 產品結構
	4.3 產品結構
	5.1 規格圖示
	5.1 規格圖示
	5.1 規格圖示
	投影片編號 28
	6.1  基本操作 - 緊急剎停按鈕
	6.2  基本操作 - 遙控器
	6.2  基本操作 - 遙控器
	6.3  基本操作 - 模式
	6.3  基本操作 - 模式
	投影片編號 34
	7.1 操作守則 - 遙控器
	7.2 操作守則 - 模式切換
	7.3 操作守則 - 平路模式切換
	7.3 操作守則 - 平路模式切換
	7.3 操作守則 - 平路模式切換
	7.4 操作守則 – 攀梯模式切換
	7.4 操作守則 – 攀梯模式切換
	7.4 操作守則 – 攀梯模式切換
	7.5 操作守則 – 上落貨物
	7.5 操作守則 – 上落貨物
	7.6  操作守則 – 平路行駛
	7.7  操作守則 – 崎嶇路行駛
	7.8  操作守則 – 斜坡上行駛
	7.9  操作守則 – 越過障礙物
	7.10  操作守則 – 上落樓梯
	7.10  操作守則 – 上落樓梯
	7.10  操作守則 – 上落樓梯
	7.10  操作守則 – 上落樓梯
	7.10  操作守則 – 上落樓梯
	投影片編號 54
	8.1  危急應變 – 電池耗盡
	8.2  危急應變 – 機件故障
	8.2  危急應變 – 機件故障
	8.2  危急應變 – 機件故障
	8.3  危急應變 – 系統失控
	8.3  危急應變 – 系統失控
	8.3  危急應變 – 系統失控
	8.3  危急應變 – 系統失控
	8.4  危急應變 – 防夾措施
	8.5  危急應變 – 新手操作
	8.6  危急應變 – 運輸過程
	投影片編號 66
	9.1  保養須知 – 存放須知
	9.2  保養須知 – 充電須知
	9.3  保養須知 – 防水級別
	9.4  保養須知 – 履帶保養
	投影片編號 71
	10.1  警告聲明
	10.2 警告聲明– 一般準則
	10.2 警告聲明– 一般準則
	10.2 警告聲明– 一般準則
	10.2 警告聲明– 一般準則
	10.3 緊急停止按鈕
	10.4 在交通工具上
	10.4 在交通工具上
	10.5 駕駛表面
	10.6 惡劣天氣預防
	10.6 惡劣天氣預防
	10.7 維修
	投影片編號 84
	投影片編號 85
	投影片編號 86
	投影片編號 87
	投影片編號 88
	投影片編號 89
	投影片編號 90
	投影片編號 91
	投影片編號 92
	投影片編號 93
	投影片編號 94
	14.1 檢查清單
	投影片編號 96
	投影片編號 97
	投影片編號 98
	14.2 安全檢查
	14.3 電池
	投影片編號 101
	投影片編號 102
	投影片編號 103
	投影片編號 104
	投影片編號 105
	投影片編號 106
	投影片編號 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