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和安全
健康和安全警示：为降低人身伤害、身体不适或财产损失的风险，
在使用VR系统之前，头戴式视图器的所有用户都必须仔细阅读下述警
示内容。
请访问Oculus安全中心 support.oculus.com 获取关于安全使用VR系统的更多信息。
本指南中多处使用了图标，用以向您说明并指示关于健康和安全的注意事项。图标并不
替代本指南内的文字，所以请同时阅读文字和图标。

使用VR系统前
•• 请阅读并遵守随头戴式视图器提供的所有设置和操作说明书。
•• 请查看配合头戴式视图器使用的推荐硬件和软件。如果不使用推荐的硬件和软件，可
能会增加不适感。
•• 头戴式视图器和软件的设计不适合与任何未经授权的设备、配件、软件和/或内容配
合使用。使用未经授权设备、配件、软件和/或内容或破解设备、软件或内容可能会
对您或他人造成伤害，也有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或损害您的系统和相关服务，并可能导
致质保无效。
•• 调整头戴式视图器。为减少不适感，头戴式视图器应保持平衡并居中
放置。请通过扭动后方佩戴圈调整顶部的挂绳和头带，确保头戴式视
图器舒适放置，且您所看到的图像是单一且清晰的。通过头戴式视图
器右下方的按钮可以调整镜片，以容纳眼镜或改善舒适度。休息之
后重新使用头戴式视图器前，请再次检查设置，以避免任何不经意
的变化。
•• 内容选择。虚拟现实是一种沉浸式体验，可能会让人感觉非常强烈。
一些令人恐惧、暴力或激发焦虑情绪的内容可能会导致您的身体作
出真实反应。如果您在类似的情况下曾出现不适或者生理症状，请
仔细选择适合您的内容。Oculus对部分内容进行了舒适度评级，
您在使用之前应先查看相关内容的舒适度评级。（有关舒适度评级
的详细信息以及舒适度评级怎样能够助您获得舒适体验，请访问
support.oculus.com/comfort。）如果您接触某些内容或体验时曾有过不适感或首
次使用虚拟现实，请先使用评级为舒适的内容，再使用评级为中等、激烈或未分级
的内容。
•• 仅在不受影响的情况下使用。 要获得舒适的虚拟现实体验，运动和平衡感必须不受影
响。在以下情况下不要使用头戴式视图器：
•• 疲劳；
•• 睡眠不足；
•• 受酒精或药物影响；
•• 宿醉未醒；
•• 有消化系统问题；
•• 精神紧张或焦虑；或
•• 患有感冒、流感、头痛、偏头痛或耳痛等
因为上述情况下使用头戴式视图器可能会加重您的不良症状。

已存在的疾病
•• 孕妇、老人、有双眼视力异常或精神疾病、或患有心脏病或其他严重疾病的人，在使
用头戴式视图器前，请咨询医生意见。
•• 痉挛。闪光或图形可能会导致某些人（约4,000人中有1人）出现严重的头晕、痉挛、
眼睛或肌肉抽搐症状或短暂性昏迷。上述情况可能发生在他们看电视、玩电子游戏或
体验虚拟现实时，即使他们此前从未有过痉挛发作、短暂性昏迷的情况或任何痉挛或
癫痫病史。这类痉挛在儿童和年轻人中更为常见。任何有这些症状的人都应该停止使
用头戴式视图器并就医。如果您曾经出现痉挛、意识丧失或其他与癫痫有关的症状，
您在使用头戴式视图器前应先咨询医生意见。
•• 干扰医疗器械。头戴式视图器和手柄可能包含磁铁或发射无线电波的组件，这些磁铁
或组件可能会影响周围的电子设备（包括心脏起搏器、助听器和除颤器）的运行。如
果您佩戴起搏器或其他植入医疗器械，使用头戴式视图器或手柄前，请咨询您的医生
或医疗设备制造商的意见。请在头戴式视图器和手柄与您的医疗器械之间保持安全的
距离。如果发现头戴式视图器和/或手柄对您的医疗器械产生持续干扰，请停止使用。

年龄限制/儿童
本产品非玩具，13岁以下儿童不得使用。头戴式视图器的尺寸不适合儿
童使用，而尺寸不适可能会导致不适感或对健康不利，年幼儿童正处于
视觉发展的关键时期。成年人应确保儿童（13岁及以上）使用头戴式视
图器时遵照本《健康和安全警示》，包括确保头戴式视图器根据“使用
VR系统前”章节和“仅在安全环境中使用”章节中的说明进行使用。成
年人应留意正在使用或曾经使用头戴式视图器的13岁及以上儿童是否有本
《健康和安全警示》中所述的任何症状（包括“不适感”章节和“重复性压力损伤”章节
中所述的症状），限制儿童使用头戴式视图器的时间，并确保他们在使用过程中有休息时
间。应避免长时间使用头戴式视图器，因为长时间使用可能不利于手眼协调、平衡和多任
务能力。成人应密切留意儿童在使用头戴式视图器期间和之后，上述能力是否有所下降。

游戏空间环境
与自由移动相关的风险
头戴式视图器追踪您的六个自由度（6DOF）的移动情况，即前后、上
下和左右，同时也追踪您头部的转动，从而将您在物理世界中的动作转
化为虚拟世界中的动作。
在探索虚拟世界时，您有额外义务确保自己的体验是安全的。
仅在安全环境中使用 头戴式视图器营造的是一
种身临其境的虚拟现实体验，会分散您对周边
真实环境的注意力，并使您完全无法看见周边
真实环境。

设定安全游戏空间
•• 在使用头戴式视图器之前及使用头戴式视图器过程中，请始终关注周
围环境。小心避免受伤。
•• 您有责任始终营造和维持安全的使用环境。
•• 仅在室内使用头戴式视图器。
•• 绊倒或与墙壁、家具、他人或其他物品发生碰撞可能会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在使用头
戴式视图器之前，请先清理出一块安全使用区域。

•• 应特别留意，在使用头戴式视图器过程中或在使用头戴式视图器后的短暂时间内，远离
可能撞击或碰撞的物品或可能引起您失去平衡的区域，如他人、物体、楼梯或台阶、
坡道、人行道、阳台、门口、窗户、家具、明火（如蜡烛或壁炉）、吊扇或灯具、电
视机、显示器或其他物品。
•• 正确使用监护者系统对于设定安全环境至关重要。请在使用前根据下文“监护者系
统”章节的说明设置监护者系统。
•• 当您在虚拟世界中移动时，请考虑让另外一个人作为观察者。
•• 采取适当措施防止不知道您感知受限的他人（特别是儿童）或宠物进入您的游戏空间。  
真实世界和虚拟环境的互动
•• 循序渐进地使用头戴式视图器，让您的身体得以逐步适应。一开始每次使用几分钟，
只有在您慢慢习惯于虚拟现实后，方可逐渐增加使用头戴式视图器的时间。首次进入
虚拟现实时，环顾四周并使用输入设备可以帮助您适应真实世界动作与虚拟现实体验
之间的任何微小差异。
•• 即使您认为您不需要休息，每使用头戴式视图器30分钟，请至少休
息10至15分钟。休息时间因人而异，因此，一旦您感觉不适，请安
排更多、更长的休息时间。您应定期休息，并自行决定最适合您的休
息时间。
•• 探索虚拟世界时请小心移动。快速或突然的动作可能引起碰撞或失去
平衡。
•• 使用头戴式视图器和Oculus手柄可能会导致您失去平衡。如果您感到平衡感受到影
响，请取下头戴式视图器并休息，直到平衡感恢复。
•• 请谨记，您在虚拟环境中看到的物体在真实世界中并不存在，因此请勿在这些物体上
就坐、站立或以它们作为支撑。
•• 除非您的游戏或内容体验需要您站立或在游戏空间四周移动，否则请始终保持就坐。
如果您坐着使用头戴式视图器，请确保您的座位表面牢固和稳定。
•• 在佩戴眼镜情况下使用头戴式视图器可能会增加跌倒或击中脸部时脸部受伤的风险。
•• 配合手柄使用头戴式视图器时，您可能会将双臂向两侧或头顶完全伸展，因此请务必
确保这些区域不存在障碍物或潜在危险。
•• 请确保您的游戏空间具备一个水平、牢固、平坦的表面，不存在未系固的地毯或垫子、
不平的表面或类似危险。使用头戴式视图器前，请清理游戏空间内可能产生绊倒风险
的任何障碍物。请确保连接头戴式视图器和电脑的电线不会产生窒息或绊倒危险。
•• 请谨记，在使用头戴式视图器过程中，他人或宠物可能会进入您的游戏空间，而您可
能无法感知。使用中请确保游戏空间安全，如果您感到他人或物品进入到游戏空间，
请取下头戴式视图器，暂停虚拟现实体验，确保游戏空间安全。
•• 使用头戴式视图器时，您对周围环境的视野会被完全阻挡，因此，请勿手握或操作任
何危险的、可能对您造成伤害或者可能会被损坏的物品。
•• 手柄上的吊环可能会从您的手上延伸出去。在移动双手和手臂时，请注意不要被手柄
击打到您自己。
禁止用途
•• 头戴式视图器专为室内使用设计。在室外使用头戴式视图器可能导致额外不可控的风
险，如不平、湿滑的表面和意外的障碍物、车辆（交通）、他人或宠物。此外，监护
者系统（参见下文）可能无法在室外正常运作。
•• 请勿在需要注意力集中的情境（如跑步、骑车或驾驶）中佩戴头戴式视图器。
•• 请勿在汽车、公共汽车或火车等行驶中的车辆上使用头戴式视图器，因为速度（速率）
变化或突然移动可能会增加您的不良反应。

监护者系统
•• 头戴式视图器包含了一个具有虚拟边界系统的监护者系统，其被设计
为在您处于虚拟环境中时协助您停留在您的游戏空间内并避免碰撞到
您物理世界中的障碍物（如家具或墙壁）。一旦您根据设备上的屏幕
指示及本指南的指示恰当设定了游戏空间，监护者系统将帮助您留意
所定义的游戏空间边界。当您靠近这些边界时，监护者系统也会向您
发出提示。
•• 您在监护者系统中界定的空间不应存在且应远离潜在危险。请您确保拥有一个2米
乘2米或6.5英尺乘6.5英尺以上的无障碍地面空间。确保预留额外空间作为您游戏
空间边界和潜在危险（如家具或墙壁）之间的缓冲，以免您移动中超出游戏空间、
失去平衡或绊倒或游戏过程中快速伸展手臂或双手超过游戏空间时触碰到危险。
•• 确保监护者系统边界内的区域不存在本指南所描述的任何障碍物或者危险至关
重要。
•• 无论您何时使用头戴式视图器，监护者系统仅在您启动监护者系统时方能提供协
助。每次对游戏空间作出任何方面的变更时，您也必须根据屏幕指示和本指南恰
当设定您的游戏空间。每次使用头戴式视图器前，请确认您已启动监护者，恰当
定义游戏空间，并且游戏空间中并无新的潜在危险。
•• 监护者系统只是一个指引，可能无法始终为您显示游戏空间的正确边界。监护者
系统在设有无特征墙面、玻璃或镜子的区域内可能无法对您进行恰当的追踪。您
依然有责任根据本指南的说明在安全环境下使用头戴式视图器。
•• 监护者系统只能提醒您游戏空间的边界。其无法阻止您移出您的
游戏空间以外。例如，它无法阻止您撞上或接触一堵墙，或从
门、窗或楼梯处跌落。请特别注意确保紧邻游戏空间处不存在危
险区域（楼梯、窗户等）或物品，否则您在无法及时根据监护者
系统的提醒作出反应时可能会触及此类危险。
•• 监护者系统无法识别您游戏空间顶部的边界，所以请特别注意确
认头部上方的区域不存在例如灯具或吊扇的潜在危险。监护者系
统也无法提醒您地面危险，所以请遵循本指南关于安全地板表面
的指示。
•• 监护者系统无法识别您游戏空间内的每一样物品，并且不会就家
具上的物品（如台灯）向您发出提示，也不会就在您带上头戴式视图器后进入您
游戏空间的人或宠物向您发出提示。
•• 如果收到提示，请遵照屏幕通知的全文对游戏空间的边界或监护者系统的恰当运
行重新进行定义。
•• 高速移动时，即便监护者系统提醒您，您也可能无法及时作出反应以停留在您的游
戏空间内，所以请确保您不会移动过快，以便能够对监护者系统的提醒做出反应。
•• 如果您的头戴式视图器掉落或损坏，监护者系统可能无法正常工作。在使用前，
请检查您的头戴式视图器，如果监护者系统无法正常工作，请联系Oculus客服。
•• 您可以从support.oculus.com/guardian. 获取更多关于监护者系统的信息。
•• 直通摄像头。您的头戴式视图器配备“直通”摄像头功能，该功能使用摄像头在您的
头戴式视图器屏幕上显示您的物理环境。直通摄像头功能被设计为在启用后提示您是
否越过了所界定的游戏空间，并显示您所在的物理世界。直通摄像头也可用于界定或
确认与监护者系统相关的游戏空间边界。
•• 直通摄像头可能滞后于在物理世界中实际发生的情况（延时），并且您使用直通摄像
头时的视野比您不使用头戴式视图器时的正常视野小。在通过直通摄像头观察物理世
界时，还可能存在深度感知方面的错误。

•• 直通摄像头的设计仅适用于短暂用途，包括在您离开所界定的游戏空间时提示您真实
世界的危险或在监护者系统中设定游戏空间。您不应长时间使用直通摄像头，或用其
进行真实世界中的探索（见下文）。
•• 使用直通摄像头时，请采取如下预防措施。
•• 在使用直通功能时，请缓慢小心移动。
•• 请勿使用直通摄像头探索真实世界，除非是为了回到游戏空间的短距
（2米以内）移动。请勿尝试使用直通摄像头探索不平或有危险的区
域。请取下头戴式视图器以便获取不受阻碍的视野。
•• 请勿在使用头戴式视图器直通摄像头时上下楼梯或在（向上或向下）
倾斜的表面上走动。
•• 如果需在真实世界中集中注意力或进行运动协调，请务必取下您的头戴式视图器。
•• 如果直通摄像头影像消失，请取下头戴式视图器并返回游戏空间。
•• 直通摄像头显示的物理世界影像可能会在长时间使用后对您造成暂时的影响。使用
直通功能的时间不得超过数分钟。
•• 使用直通摄像头的影响可能增加您在真实世界中进行正常活动受伤的风险。在您从
任何影响中完全恢复过来之前，请勿驾驶、操作机器或从事对视觉或体力要求较高
并可能引起严重后果的活动（即出现任何症状可能引致死亡、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害
的活动）或其他需要平衡感和手眼协调完好无损的活动（如运动或骑车等）。
听力受损
••

为避免听力受损，请勿长时间使用高音量。

系统警报
为了您的安全，在收到系统警报时您应立即采取措施。头戴式视图器可能向您发出以
下警报：
•• 音量警报。提示音量过高的可视警报。如果出现该警报，请降低音量，以降低听力受
损的风险。
•• 超出游戏空间警报。 提示您超出游戏空间的可视警报。如果出现该警报，请取下头戴
式视图器或返回游戏空间内继续体验（若适宜）。
•• 追踪错误系统警报。 提示您头戴式视图器的追踪系统未能正常运作的可视警报。注
意，如果头戴式视图器存在追踪问题，则监护者系统可能无法正常运作或被停用。如
果出现该警报，请取下头戴式视图器并移动到安全的空间。之后，请遵循屏幕上的指
示处理该问题。

不适感
•• 一旦出现以下任何症状，请立即停止使用头戴式视图器：
•• 痉挛；
•• 失去意识；
•• 眼疲劳；
•• 眼睛或肌肉抽搐；
•• 不自主运动；
•• 视觉扭曲、模糊、重影或其他视觉异常情况；

•• 头晕；
•• 定向障碍；
•• 平衡障碍；
•• 手眼协调性障碍；
•• 出汗过多；
•• 流涎增加；
•• 恶心；
•• 头晕目眩；
•• 头部或眼睛不适或疼痛；
•• 嗜睡；
•• 疲劳；
•• 任何类似晕动病的症状。
•• 与人们下船时经历的症状类似，接触虚拟现实的症
状可能会长时间存在，并且在使用后的数个小时内
可能会变得愈加强烈。 这些使用后出现的症状可
能包括上述症状，以及过度嗜睡和从事多任务能力
下降。这些症状可能会增加您在真实世界中进行正
常活动时受伤的风险。
•• 在您从该症状完全恢复过来之前，请勿驾驶、操作
机器或从事对视觉或体力要求较高并可能引起严重
后果的活动（即出现任何症状可能引致死亡、人身
伤害或财产损害的活动）或其他需要平衡感和手眼
协调完好无损的活动（如运动或骑车等）。
•• 在所有症状完全消失数小时后，方可使用头戴式视
图器。
•• 请留意出现任何症状之前您所使用的内容类型，因为您出现的相关症状可能与您所使
用的内容息息相关。请查看您所使用内容的舒适度评级，并考虑使用舒适度评级较温
和的内容。
•• 如果症状严重及/或持续，请及时就医。

电气安全
您的头戴式视图器是一个敏感电子设备。不当使用头戴式视图器，包括不当地连接到一
台电脑，可能会引发火灾、爆炸或其他危险。为了降低您与他人的受伤风险及对您的产
品或其他财产造成损害的风险，请遵循下列指示。
•• 您仅可使用随附或经授权的充电线为头戴式视图器充电和使其运行。请勿使用其他充
电线或电源适配器。如果您不清楚充电线或电源适配器是否与您的头戴式视图器兼
容，请联系Oculus客服。
•• 请定期检查连接线和连接器末端是否有损坏或磨损迹象。如果插脚、外壳、连接器部
件、连接器电线或任何其他部件受损、破裂或敞开，请勿使用该充电线。
•• 除授权配件外，请勿使用外部电池组或电源为头戴式视图器供电。
•• 避免头戴式视图器掉地，特别是掉落到坚硬的表面，否则头戴式视图器或线材可能受
损。每次使用前，请检查头戴式视图器是否有可见损坏。如果您怀疑头戴式视图器或
线材受损，请联系Oculus客服。

•• 请勿使头戴式视图器受潮或接触液体。如果头戴式视图器受潮，请联系Oculus客服，
即便头戴式视图器看似运作正常。
•• 请勿将头戴式视图器放置在温度可能升至高温的区域，如烹饪炉面、烹饪电器、熨
斗、散热器或阳光直射处的上方或附近。温度过高会损坏头戴式视图器，并可能产生
受伤的风险。请勿使用微波炉、吹风机、熨斗或散热器等电器或热源弄干潮湿或受潮
的头戴式视图器。避免将头戴式视图器留在高温的车辆内。请遵循您的设备屏幕上可
能出现的任何过热警报和建议。
•• 请正确丢弃您的头戴式视图器。请勿将头戴式视图器丢入火中或焚烧炉中。请将头戴
式视图器与家庭垃圾分开丢弃。请访问 support.oculus.com 查看正确维护、更换和
丢弃头戴式视图器的方法。

重复性压力损伤
使用本设备可能会导致您的肌肉、关节、颈部、手部或皮肤等部位发生疼痛。如果您身
体的任何部位在使用头戴式视图器或头戴式视图器的组件时感觉疲惫或酸痛，或者有刺
痛、麻木、灼热感或僵硬等症状，请停止使用，休息几个小时后再使用。如果使用过程
中或使用后仍有上述症状或其他不适，请停止使用并就医。

配件
•• 您的头戴式视图器和软件的设计不适合与任何未经授权的配件一同使用。使用未经授
权的配件可能会对您或他人造成伤害、影响头戴式视图器性能或损坏您的系统及相关
服务，并可能导致质保无效。
•• 请参阅配件的说明书了解原装和授权配件的正确安装方式、警示和使用说明。
•• 授权配件仅可使用推荐的电池和充电系统。
•• 如配件有腕带或挂绳的，使用配件时，请安装并使用腕带或挂绳，将其固定在手腕上。
•• 所有用于追踪的配件都必须使用挂绳，防止其变成投掷物。

手柄电池
您的手柄配有5号电池。
•• 窒息风险。手柄非玩具，其内装有电池，电池为小部件，请置于3岁以下儿童无法触
及之处。
•• 请将新旧电池置于儿童无法触及之处。如果电池闸无法关紧，请停止使用本产品，并
在修复前将其置于儿童无法触及之处。
•• 若非准备使用，请将电池保留在原包装内。请妥善处理废旧电池。
•• 手柄中的电池可由用户自行更换。
•• 请勿混用新旧电池。更换电池时，务必同时更换整套电池。
•• 请勿拆解、刺穿或尝试改装电池。
•• 火灾风险。如果电池安装方向错误、被拆解、充电、压碎、与旧电池或其他种类电池
混合使用或暴露在火中或高温下，电池可能会发生爆炸或漏液。
•• 请及时从产品中取出用尽的电池。存放或长时间不使用产品时，请先将电池取出。•
用尽的电池可能漏液并损坏手柄。
•• 请访问 support.oculus.com 了解正确维护、更换和处理方法。

触电
为降低触电风险：
•• 请勿改装或打开任何原有组件。
•• 请勿将任何金属、导电物体或任何异物插入任何开口。
•• 设备不得接触水或任何液体。

VR系统维护
•• 如果任何部分破碎或损坏，请勿使用您的系统。
•• 请勿尝试自行维修系统的任何部分。维修仅可由Oculus授权的服务
商进行。
•• 为避免损坏头戴式视图器或手柄，请勿将其置于潮湿、高湿度、高浓
度的灰尘或气传物质、超出操作范围的温度或阳光直射的环境中。
•• 为避免损坏，请将头戴式视图器、电线和配件远离宠物放置。

传染性疾病
为防止传染性疾病（如急性结膜炎）的传播，请勿与患有传染性疾病、感染或症状（尤
其是眼睛、皮肤或头皮部位的传染性疾病）的人共用头戴式视图器。每次使用后，应使
用亲肤且不含酒精的抗菌擦拭湿巾清洁头戴式视图器和手柄，并使用干燥的超细纤维布
擦拭镜片。请勿在镜片上使用液体或化学清洁剂。如果头戴式视图器与面部接触的部分
出现破损或无法清洁，请及时更换。

皮肤刺激
头戴式视图器与皮肤和头皮密切接触。如果您发现皮肤出现任何肿胀、发痒、过敏、脱
发或其他皮肤反应，请停止使用头戴式视图器。手柄的情况类似，如果您察觉到任何皮
肤刺激或反应，请停止使用。如果症状持续，请就医。

避免阳光直射镜
请特别注意避免阳光直射镜片。例如，请勿在存储或携带头戴式视图器
时将镜片暴露在直射阳光下。短时间的阳光直射也可能对光学器件和显
示器造成损害。

非医疗设备
头戴式视图器及其组件并非医疗设备，不得用于诊断、治疗、•
治愈或预防任何疾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