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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入门

可折叠手机稳定器



■ 功能操作

1. 拍摄键

单击：拍照/录像
长按：切换拍照/录像
双击：切换手机前后摄像头

· 指示灯状态

2.功能键

注：开机使用前，请务必解锁定位锁。

2.1 随动模式
单击功能键，手机跟随手柄转动。再次单击可退出。

■ 产品概览

* 本产品不含手机。

■ 下载安装 Feiyu ON App
扫描二维码或在应用商店搜索“Feiyu ON”下载。
可在Feiyu ON App--[技巧]页面查看教学视频。

* 系统要求：iOS 9.0或更高版本，Android 6.0或更高版本 
* Android版本请使用浏览器扫描二维码下载

■ 教程
可在飞宇官网 https://www.feiyu-tech.cn/play/ 
观看教学视频或扫描二维码前往。

■ 使用提示

(1) 开机使用前，请务必解锁定位锁。
(2) 首次使用时，请务必给稳定器充满电。
(3) 安装手机时将手机横屏安装。
(4) 若电量过低，状态灯将每隔5秒红灯3闪，请尽快充电。
(5) 当长时间不使用时，请关闭电源。

■ 折叠/展开

■ 解锁/锁定

手机夹后方设有定位锁，稍微施力即可使卡位偏离解锁。
反之可锁定。

■ 充电

采用Micro-USB数据线充电，充电时状态指示灯为红灯，
充满电为绿灯常亮。

2.2 开/关机
长按功能键，听到提示音后松开。

2.3 横竖拍切换
双击功能键或手动转动手机夹具，可切换横拍/竖拍。

*手动转动时请注意，横拍时手机不可再逆时针转动，竖拍
时手机不可再顺时针转动。

3.调焦键

上下拨动可控制手机的相机调焦。
上推 ( T 方向)：近焦效果
下推 (W 方向)：远焦效果

■ 三脚架

三脚架与主机底部以旋转方式连接，根据拍摄和收纳的需
要，选择安装。

■ 参数

横滚角度：323°
续航时间：6小时 (根据搭载手机，时长略有浮动)
产品重量：186g (不含三脚架)
最大载重：250g (重心平衡状态下)
适配手机：iPhone系列及Android系列手机 (宽度41~89mm)

免责声明:
感谢您使用飞宇稳定器。本文所提及的内容关系到您的安
全、合法权益及责任，请务必认真阅读，以及按照指导正确
设置和使用本产品。不按照本文的说明和警告来操作，可能
会给您和周围人带来伤害，损坏本产品或周围产品。

禁止任何用户的任何非法用途。用户将为购买和使用产品的
一切行为负责。对于本产品，本公司不承担终端客户对本产
品所有调试和使用当中的风险和责任（包括直接间接或者第
三方的损失）。 我公司对于任何从非正常渠道获得或不明
用途的产品，将不予任何服务。

注意：
1. 确保稳定器开启过程及开启后，电机转动不受外力阻挡。
2. 请勿将稳定器接触到水或其他液体。
3. 请勿拆卸稳定器整机，如不慎拆开导致工作异常，请寄回
重新调试。由此产生的费用全部由客户承担。
4. 长时间持续工作可能导致电机表面温度升高，请谨慎操
作。
5. 严禁摔落或碰撞，摔落或碰撞稳定器有可能使其损坏，导
致工作异常。如出现摔落或碰撞导致工作异常，请及时联系
售后。

存储和保养：
1. 请将本产品存放在儿童及宠物接触不到的地方。
2. 禁止将本产品放在靠近热源 ( 火炉或加热器等 ) 的地方以
及置于热天的汽车内。
3. 请在干燥的环境中存储。
4. 切勿过充、过放电池，否则将对电芯造成损害。
5. 切勿在温度太高或太低的环境下使用本产品。

■ 安装手机

安装前建议取下手机保护套。拉开手机夹具，将手机左右
居中置入。若手机倾斜，可左右移动手机至水平。

■ 伸缩杆的使用

(1) 机身展开后，一手握住手柄，一手握住竖臂部分。
(2) 拉伸：
      施力将伸缩杆拉出到适合长度 (伸缩范围0~183mm)。
      还原：
      施力使竖臂下端至与手柄上端贴合。

■ 蓝牙连接

开启稳定器。

方法一：下载安装Feiyu ON App，打开App，按提示开启
蓝牙并连上App。

方法二：手机设置-打开蓝牙。连接稳定器蓝牙，如
FY_VB01_xx。(如搜不到，请后台关闭Feiyu ON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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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手柄 (内置电池)

2. 定位锁
3. 手机夹
4. 竖臂
5. 伸缩杆 (伸缩范围0~183mm)

6. Micro-USB端口
7. 1/4英制螺纹孔
8. 三脚架
9. 拍摄键 (状态指示灯)

10. 调焦键
11. 功能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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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切换手机前后摄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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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功能键

注：开机使用前，请务必解锁定位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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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功能键，手机跟随手柄转动。再次单击可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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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概览

* 本产品不含手机。

■ 下载安装 Feiyu ON App
扫描二维码或在应用商店搜索“Feiyu ON”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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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飞宇官网 https://www.feiyu-tech.cn/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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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提示

(1) 开机使用前，请务必解锁定位锁。
(2) 首次使用时，请务必给稳定器充满电。
(3) 安装手机时将手机横屏安装。
(4) 若电量过低，状态灯将每隔5秒红灯3闪，请尽快充电。
(5) 当长时间不使用时，请关闭电源。

■ 折叠/展开

■ 解锁/锁定

手机夹后方设有定位锁，稍微施力即可使卡位偏离解锁。
反之可锁定。

■ 充电

采用Micro-USB数据线充电，充电时状态指示灯为红灯，
充满电为绿灯常亮。

2.2 开/关机
长按功能键，听到提示音后松开。

2.3 横竖拍切换
双击功能键或手动转动手机夹具，可切换横拍/竖拍。

*手动转动时请注意，横拍时手机不可再逆时针转动，竖拍
时手机不可再顺时针转动。

3.调焦键

上下拨动可控制手机的相机调焦。
上推 ( T 方向)：近焦效果
下推 (W 方向)：远焦效果

■ 三脚架

三脚架与主机底部以旋转方式连接，根据拍摄和收纳的需
要，选择安装。

■ 参数

横滚角度：323°
续航时间：6小时 (根据搭载手机，时长略有浮动)
产品重量：186g (不含三脚架)
最大载重：250g (重心平衡状态下)
适配手机：iPhone系列及Android系列手机 (宽度41~89mm)

免责声明:
感谢您使用飞宇稳定器。本文所提及的内容关系到您的安
全、合法权益及责任，请务必认真阅读，以及按照指导正确
设置和使用本产品。不按照本文的说明和警告来操作，可能
会给您和周围人带来伤害，损坏本产品或周围产品。

禁止任何用户的任何非法用途。用户将为购买和使用产品的
一切行为负责。对于本产品，本公司不承担终端客户对本产
品所有调试和使用当中的风险和责任（包括直接间接或者第
三方的损失）。 我公司对于任何从非正常渠道获得或不明
用途的产品，将不予任何服务。

注意：
1. 确保稳定器开启过程及开启后，电机转动不受外力阻挡。
2. 请勿将稳定器接触到水或其他液体。
3. 请勿拆卸稳定器整机，如不慎拆开导致工作异常，请寄回
重新调试。由此产生的费用全部由客户承担。
4. 长时间持续工作可能导致电机表面温度升高，请谨慎操
作。
5. 严禁摔落或碰撞，摔落或碰撞稳定器有可能使其损坏，导
致工作异常。如出现摔落或碰撞导致工作异常，请及时联系
售后。

存储和保养：
1. 请将本产品存放在儿童及宠物接触不到的地方。
2. 禁止将本产品放在靠近热源 ( 火炉或加热器等 ) 的地方以
及置于热天的汽车内。
3. 请在干燥的环境中存储。
4. 切勿过充、过放电池，否则将对电芯造成损害。
5. 切勿在温度太高或太低的环境下使用本产品。

■ 安装手机

安装前建议取下手机保护套。拉开手机夹具，将手机左右
居中置入。若手机倾斜，可左右移动手机至水平。

■ 伸缩杆的使用

(1) 机身展开后，一手握住手柄，一手握住竖臂部分。
(2) 拉伸：
      施力将伸缩杆拉出到适合长度 (伸缩范围0~183mm)。
      还原：
      施力使竖臂下端至与手柄上端贴合。

■ 蓝牙连接

开启稳定器。

方法一：下载安装Feiyu ON App，打开App，按提示开启
蓝牙并连上App。

方法二：手机设置-打开蓝牙。连接稳定器蓝牙，如
FY_VB01_xx。(如搜不到，请后台关闭Feiyu ON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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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行为负责。对于本产品，本公司不承担终端客户对本产
品所有调试和使用当中的风险和责任（包括直接间接或者第
三方的损失）。 我公司对于任何从非正常渠道获得或不明
用途的产品，将不予任何服务。

注意：
1. 确保稳定器开启过程及开启后，电机转动不受外力阻挡。
2. 请勿将稳定器接触到水或其他液体。
3. 请勿拆卸稳定器整机，如不慎拆开导致工作异常，请寄回
重新调试。由此产生的费用全部由客户承担。
4. 长时间持续工作可能导致电机表面温度升高，请谨慎操
作。
5. 严禁摔落或碰撞，摔落或碰撞稳定器有可能使其损坏，导
致工作异常。如出现摔落或碰撞导致工作异常，请及时联系
售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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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禁止将本产品放在靠近热源 ( 火炉或加热器等 ) 的地方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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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请在干燥的环境中存储。
4. 切勿过充、过放电池，否则将对电芯造成损害。
5. 切勿在温度太高或太低的环境下使用本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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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中置入。若手机倾斜，可左右移动手机至水平。

■ 伸缩杆的使用

(1) 机身展开后，一手握住手柄，一手握住竖臂部分。
(2) 拉伸：
      施力将伸缩杆拉出到适合长度 (伸缩范围0~183mm)。
      还原：
      施力使竖臂下端至与手柄上端贴合。

■ 蓝牙连接

开启稳定器。

方法一：下载安装Feiyu ON App，打开App，按提示开启
蓝牙并连上App。

方法二：手机设置-打开蓝牙。连接稳定器蓝牙，如
FY_VB01_xx。(如搜不到，请后台关闭Feiyu ON App)

拉伸

还原

LOGO 朝上



■ 功能操作

1. 拍摄键

单击：拍照/录像
长按：切换拍照/录像
双击：切换手机前后摄像头

· 指示灯状态

2.功能键

注：开机使用前，请务必解锁定位锁。

2.1 随动模式
单击功能键，手机跟随手柄转动。再次单击可退出。

开机
关机
正常工作状态
红灯三闪
红灯快闪
绿灯双闪
绿色常亮
红灯常亮

绿灯常亮至蓝灯
红灯常亮至熄灭
蓝灯常亮
低电量提示
低电量关机
手机(App)蓝牙连接成功
电量充满状态
充电中(此时其它状态不提示)

单击：进入/退出随动模式
长按：开/关机   
双击：横竖拍切换
五连击：初始化



■ 功能操作

1. 拍摄键

单击：拍照/录像
长按：切换拍照/录像
双击：切换手机前后摄像头

· 指示灯状态

2.功能键

注：开机使用前，请务必解锁定位锁。

2.1 随动模式
单击功能键，手机跟随手柄转动。再次单击可退出。

2.2 开/关机
长按功能键，听到提示音后松开。

2.3 横竖拍切换
双击功能键或手动转动手机夹具，可切换横拍/竖拍。

*手动转动时请注意，横拍时手机不可再逆时针转动，竖拍
时手机不可再顺时针转动。

3.调焦键

上下拨动可控制手机的相机调焦。
上推 ( T 方向)：近焦效果
下推 (W 方向)：远焦效果

■ 三脚架

三脚架与主机底部以旋转方式连接，根据拍摄和收纳的需
要，选择安装。

■ 参数

横滚角度：323°
续航时间：6小时 (根据搭载手机，时长略有浮动)
产品重量：186g (不含三脚架)
最大载重：250g (重心平衡状态下)
适配手机：iPhone系列及Android系列手机 (宽度41~89mm)

免责声明:
感谢您使用飞宇稳定器。本文所提及的内容关系到您的安
全、合法权益及责任，请务必认真阅读，以及按照指导正确
设置和使用本产品。不按照本文的说明和警告来操作，可能
会给您和周围人带来伤害，损坏本产品或周围产品。

禁止任何用户的任何非法用途。用户将为购买和使用产品的
一切行为负责。对于本产品，本公司不承担终端客户对本产
品所有调试和使用当中的风险和责任（包括直接间接或者第
三方的损失）。 我公司对于任何从非正常渠道获得或不明
用途的产品，将不予任何服务。

注意：
1. 确保稳定器开启过程及开启后，电机转动不受外力阻挡。
2. 请勿将稳定器接触到水或其他液体。
3. 请勿拆卸稳定器整机，如不慎拆开导致工作异常，请寄回
重新调试。由此产生的费用全部由客户承担。
4. 长时间持续工作可能导致电机表面温度升高，请谨慎操
作。
5. 严禁摔落或碰撞，摔落或碰撞稳定器有可能使其损坏，导
致工作异常。如出现摔落或碰撞导致工作异常，请及时联系
售后。

存储和保养：
1. 请将本产品存放在儿童及宠物接触不到的地方。
2. 禁止将本产品放在靠近热源 ( 火炉或加热器等 ) 的地方以
及置于热天的汽车内。
3. 请在干燥的环境中存储。
4. 切勿过充、过放电池，否则将对电芯造成损害。
5. 切勿在温度太高或太低的环境下使用本产品。

■ 安装手机

安装前建议取下手机保护套。拉开手机夹具，将手机左右
居中置入。若手机倾斜，可左右移动手机至水平。

■ 伸缩杆的使用

(1) 机身展开后，一手握住手柄，一手握住竖臂部分。
(2) 拉伸：
      施力将伸缩杆拉出到适合长度 (伸缩范围0~183mm)。
      还原：
      施力使竖臂下端至与手柄上端贴合。

■ 蓝牙连接

开启稳定器。

方法一：下载安装Feiyu ON App，打开App，按提示开启
蓝牙并连上App。

方法二：手机设置-打开蓝牙。连接稳定器蓝牙，如
FY_VB01_xx。(如搜不到，请后台关闭Feiyu ON App)



免责声明:
感谢您使用飞宇稳定器。本文所提及的内容关系到您的安
全、合法权益及责任，请务必认真阅读，以及按照指导正确
设置和使用本产品。不按照本文的说明和警告来操作，可能
会给您和周围人带来伤害，损坏本产品或周围产品。

禁止任何用户的任何非法用途。用户将为购买和使用产品的
一切行为负责。对于本产品，本公司不承担终端客户对本产
品所有调试和使用当中的风险和责任（包括直接间接或者第
三方的损失）。 我公司对于任何从非正常渠道获得或不明
用途的产品，将不予任何服务。

注意：
1. 确保稳定器开启过程及开启后，电机转动不受外力阻挡。
2. 请勿将稳定器接触到水或其他液体。
3. 请勿拆卸稳定器整机，如不慎拆开导致工作异常，请寄回
重新调试。由此产生的费用全部由客户承担。
4. 长时间持续工作可能导致电机表面温度升高，请谨慎操
作。
5. 严禁摔落或碰撞，摔落或碰撞稳定器有可能使其损坏，导
致工作异常。如出现摔落或碰撞导致工作异常，请及时联系
售后。

存储和保养：
1. 请将本产品存放在儿童及宠物接触不到的地方。
2. 禁止将本产品放在靠近热源 ( 火炉或加热器等 ) 的地方以
及置于热天的汽车内。
3. 请在干燥的环境中存储。
4. 切勿过充、过放电池，否则将对电芯造成损害。
5. 切勿在温度太高或太低的环境下使用本产品。

清单：稳定器 x1     Micro-USB数据线 x1      说明书 x1



桂林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登录飞宇科技官方中文网站，获取产品全部信息： www.feiyu-tech.cn
邮箱： service@feiyu-tech.com         电话：400-990-6118 / 0773 2320865 

本产品因后续软硬件更新有可能发生说明书介绍与实际产品功能不相符，
可前往官方网站获取最新说明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