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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產品是本公司最新推出的一款全球最小尺寸, 功能更強大的高解

析度行車影像記錄器.

採用140° A+級高解析超廣角鏡頭與高畫質,寬動態WDR的感光元件, 

可在光源較低的環境捕捉超清晰的畫面, 大幅提高夜視能力; 同時具

有防車震機制, 錄影時不震動不模糊.

本公司獨創停車碰撞偵測功能,突破業界常規行車影像記錄器之功能. 

停車熄火後, 當車受到外力振動時可自動開機進行錄影一分鍾後再自

動關機, 關機後本機電池不耗電, 保證內部電池使用時間更持久. 

具延遲啟動功能, 防止汽車發動瞬間脈衝電流損壞機器; 汽車發動自

動開機錄影,熄火自動延遲30秒關機, 確保突發事件記錄更完整. 

具開機後延時自動關閉螢幕功能. 

首創將GPS放置到3M支架內,使支架與本機一體化,使產品安裝更簡

易,GPS接收訊號更快捷,更穩定.可以即時記錄當時攝影狀態,時間,

方向,速度與定位座標資訊等. (選配)

內建3G-SENSOR重力感測器, 自動於行進間感知X軸、Y軸與Z軸的

3軸立體空間重力變化.

提供緊急事件錄影功能, 可由3G-SENSOR重力感測器自動偵知異

常狀況,即刻進行強制記錄突發事件;亦提供手動事件錄影, 強制保存

突發事件的影像檔案, 且不會被循環錄影功能所覆蓋.

內建Wifi, 支援802.11

有專屬APP (Android & iOS), 可以在智慧型裝置上執行APP輕鬆連

接到UDV-888,用APP體驗 " WiFi 新時代 " 的行車記錄器; 自駕出遊, 

無需下車即可拍照將如畫美景收入囊中; 關鍵時刻抓拍照片並回傳到

智慧型產品內, 保留關鍵證據, 保障自身權益.

支援高解析度錄影: 1080P(1920X1080/30fps)/ 
720P(1280X720P/60fps),720P(1280X720P/30fps).

採用最先進的H.264 MOV CODEC方式,所錄資料更清晰更完美.

支援WDR寬動態攝影,高反差環境與夜間影像品質大幅度提升,

使你逆光不過曝,暗處更清晰.

支援縮時攝影功能,可以設定不同的時間間隔來拍照,在錄影模式下

會自動合成為影像; 即節省儲存空間又能擁有同專業相機拍攝品質

一樣的特效影像.

產品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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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循環錄影功能, 自動刪除舊檔錄新檔.

具有無縫錄影功能, 確保記錄事件不漏秒

具移動偵測錄影功能,更省儲存空間,此功能用於監控場所最佳與適合

當打獵機.

具影像翻轉功能,配合附帶的支架,更方便安裝到各種場地,保證所錄

資料方向正確.

支援高速連拍功能, 速度可達30FPS;

具自拍功能,自拍時自己可通過螢幕預覽,捕捉理想的畫面.

具有錄影時錄音開關,影像放大縮小等快捷鍵功能.(注意:放大縮小功能

無法與水印功能並存,必須關閉日期水印與功能水印以後才可執行)

具時間/日期/G-SENDOR/GPS速度浮水印功能,確保記錄檔案狀態,

時間, 速度與定位座標資訊的準確性.對事件取證更有力.(選配)

支援高容量SDXC & SDHC卡最大支援至64GB. (至少4GB以上, 建議

使用Class 6等級).

支援DC12V到DC24V, 大貨車、大卡車、公車均可以隨插即用.

支援CVBS/HDMI輸出, 搭配本產品輸出專用線, 分享您和家人各類

精彩影像拍攝、拍照在電視螢幕播放檔案.

本產品支援CANSONIC電腦端專用播放軟體, 可於電子地圖顯示行

駛座標位置與重力感測等行車資訊, 搭配錄影影片檔可清楚查閱所有

行駛軌跡紀錄, 同時支援 Google earth 3D立體地圖與街景服務, 呈現

實境行車軌跡服務.

支援PC CAM網路視訊鏡頭功能,輕鬆享受網路生活.

內建麥克風/喇叭,雙聲道立體聲輸出,音質效果更佳.

通過台灣NCC,BSMI,CE與FCC國際安規認證,本產品並採用RoHS

無鉛製程,與您一同實現環保愛地球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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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勿在多灰塵、骯髒或多沙的區域中使用或放置本產品,否則可能

導致它的組件損壞.

UDV-888 設計在-20℃至80℃的儲存溫度範圍之內使用.

UDV-888 設計在-10℃至60℃的操作溫度範圍之內使用.

請勿摔落或撞擊產品, 劇烈震動會損壞內部組件.

首次使用前,請將電池充滿電.

首次使用前,請將鏡頭保護膜撕掉,以保證影像清晰.

請保持攝影鏡頭的乾淨,勿用手指等含油脂或水分等物質沾黏鏡頭,

這樣會導致鏡頭髒汙並產生朦朧霧狀或光暈效果,致使拍攝品質降

低;建議您定期以拭鏡布擦拭鏡頭,以維持高畫質清晰度的拍攝品質,

切勿用衛生紙或一般紙質擦 拭鏡頭以免刮傷鏡頭玻璃 .

GPS 易受地形環境遮蔽(包含高樓、隧道、地下道或樹林等)與天候

不佳所影響, 而導致暫時性無法定位或遊標飄移, 當離開遮蔽物後就

能恢復定位, 此為正常現象, 長時間關機後重新開機, GPS將為冷開

機的狀態, 衛星訊號搜尋的時間較長, 此為程式運作必要的暖機作業, 

屬正常情況, 開機進行 GPS定位時, 若汽車正在行進當中, 可能會影

響 GPS定位所需時間, 建議開機後先停車稍待 GPS定位完成(觀察

螢幕內上方GPS 圖示呈現閃爍狀即代表定位完成). (選配)

本產品所提供電腦端專用播放軟體, 係以免費服務方式提供予消費

者使用; 軟體內所顯示的電子地圖, 是使用網路連結方式所接取的

免費地圖, 因此在開啟本軟體前, 請先確認電腦已連上網際網路;

 另外支援Google Earth 3D立體地圖與街景服務方面, 由於須轉存

為Google專用的KML資料格式, 其座標值轉換會產生些許誤差, 因此

在該3D立體地圖與街景服務上會產生定位偏差實屬正常現象. 

首次使用的SD卡,UDV-888開機後請進行格式化,確保SD卡在

UDV-888上正常使用.

請選購合適的Micro SD/SDHC & SDXC卡(至少4GB以上, 建議使用

Class 6等級以上)

適用於 Windows 7/Windows XP/Windows Vista/.

使用UDV-888之前,請測試操作是否正常.

由於電池是利用化學反應原理, 所以隨時間的增加電池性能會降低, 

即使是存放很長時間而不使用, 如果使用條件如充電, 放電及周圍環

境溫度等情形不在指定的使用範圍內,也會縮短電池的使用壽命或

產生損壞, 將不在保修範圍內.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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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將盡力確保本手冊的內容正確並維持最新的內容. 但我們不保證

有關本手冊內容的準確性. 如果本手冊的內容與本多功能運動攝影機不

相符, 請以多功能運動攝影機為準, 而且本公司保留不事先通知即可變更

內容或技術規則的權利.此外,製造商保留不事先通知即變更技術規則的

權利.如果配件與實際包裝內容不相符,請以實際包裝內容為準.

若未事先獲得製造商的書面同意,不得以電子、機械、磁性、光學、人

工等任何其他形式或方式將本出版品複製、傳送、改寫、儲存在檢索

系統中或轉換至任何語言或電腦語言.

關於本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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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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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美觀座架安裝

將品牌美觀座架安裝在UDV-888的旋轉固定位上, 並順時針旋轉將品牌

美觀座架固定. 相反，將品牌美觀座架逆時針旋轉即可取出.

按以下圖示正確安裝使用,以免操作不當損壞機器.

擋風玻璃

支架

後視鏡

注意事項: 請撕掉支架座的保護膜後,將機器粘貼到汽車擋風玻璃上.

支架安裝

將支架座子安裝在UDV-888的旋轉固定位上, 並順時針旋轉將支架座子

固定. 相反，將支架座子逆時針旋轉即可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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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使用產品

電池充電

首次使用時請選擇下面3種方式之一給本機充電.

1.使用旅充充電(選配)

2.使用電腦USB線充電

3.使用車充電源線,在車上進行充電

當攝影機與車載電源或與旅充連接,將自動開機錄影,進入邊充電邊錄

影狀態.為節約時間，建議再按電源鍵關機後充電，充電時紅色充電

指示燈會在充電過程中亮起,紅色充電指示燈會在充電完成後自動熄滅.

整個充電時間約180分鐘.

插入Micro SD卡

將Micro SD存儲卡按機身指示方向, 筆直推進卡槽, 直到聽到一聲"卡"

的聲響.

移除卡片: 往前推動一下Micro SD卡,卡片彈出後即可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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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機與關機

開機:按電源鈕 一次進行開機,藍色的指示燈亮起;開機工作後短按此按鍵

        將變為錄影停止/開始或拍照功能鍵,錄影時藍色的指示燈閃動.

關機: 如長按電源鈕3秒後進行關機,藍色指示燈熄滅.

注意: 攝影機在低電量時會提示低電後自動關機.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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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的基本操作

如何切換攝影、照相 回放、系統設定模式、

按模式鍵(MODE鍵)可以切換攝影/照相/回放,系統設定.

系統設置介面:

選項名稱  選項功能

音效

螢幕省電設定

日期時間設定

語言

WiFi密碼

電視格式

G-SENSOR

頻率

GPS功能(選配)

功能時間浮水印

品牌浮水印

防震功能

倒置模式

時區

碰撞偵測

格式化

縮時攝影

系統資訊

可對音效, 提示音效與聲音進行設定

可對開機後顯示螢幕關閉時間進行設定

可對日期/時間進行設定

可進行系統語言的設定: 

1)英語  2)繁體中文 3)簡體中文 4)日語 5)俄語

可設置WiFi密碼, 密碼長度為8位元, 預設密碼為88888888

PAL/NTSC

可對G-SENSOR的靈敏度與使用環境進行設定

50HZ/60HZ

可對GPS功能進行開關設定

設定為開時, 所錄資料上將顯示G-SENSOR數據與GPS速度等資訊

設定為開時, 顯示logo浮水印

防震功能設定

如將本產品進行倒置安裝, 須將此功能設定為開, 才能保證所錄

資料影像正確

本機默認時區為+8區,如本機使用非默認時區, 需進行相應

時區的設定.

此功能設定為開,可進行停車監控功能

可對本機SD卡進行格式化

可設置為關閉 10秒/20秒/30秒/60秒/5分鐘/

10分鐘/30分鐘/60分鐘

可回復原廠設定值,查看系統資訊與存儲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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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SD儲存卡已插入,按本機電源鍵開機,再按錄影鍵(電源鍵)可進行錄影.

當攝影機與車載電源連接,將自動開機錄影，正在錄影過程中,按錄影鍵

停止,再按一下將重新開始錄影.

1.正在錄影過程中,按OK鍵可進行即時抓拍

2.在錄影模式下按上鍵,可關閉螢幕進入螢幕省電模式.

3.正在錄影過程中,按下鍵可進行影像暫停功能.

4.在錄影模式下按右鍵,可進行放大功能

5.在錄影模式下按左鍵,可進行縮小功能

如何錄影與錄影選項設定

錄影

正在錄影時,按MENU(功能鍵)可對當前所錄檔案進行緊急保存功能,

並螢幕上會有保護圖標提示,此時所錄檔案被鎖住保存下來而不會被

覆蓋消失,保障完整的事故影像文檔.

檔案保存方式如下:

a. 當觸發時是當時文件的錄影時間的中間時間階段時(設錄影時長為

    1分鍾,中間時間階段定義為25--35秒),只保護當前的這個文件.

b. 當觸發時是當時文件的錄影時間的前段時間階段時(設錄影時長為

    1分鍾, 前段時間階段定義為0--24秒), 當前與前一個檔案同時保護.

c. 當觸發時是當時文件的錄影時間的後段時間階段時(設錄影時長為

    1分鍾, 後段時間階段定義為36--60秒), 當前與後一個檔案同時保護.

手動緊急保存功能應用

靜音功能應用

正在錄影時,按MODE(模式鍵),可對當前所錄檔案進行聲音的關閉與開

啟,並螢幕上會有聲音圖標提示, 當選為關時,此時所錄的檔案將是沒有

聲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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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系統設定選項中可設置3G重力傳感器功能的開與關,當為開時, 螢幕上

會顯示         圖標.

1. 可自動記錄突發事件(震動強制錄影、急速煞車強制錄影),並螢幕上會

    有保護圖標提示,此時所錄檔案被鎖住保存下來而不會被覆蓋消失,保

    障完整的事故影像文檔, 檔案保存方式同手動緊急保存方式.

2. 當使用專用播放器播放時, 可同時顯示行進間的X軸及Y軸、Z軸重力

    變化.

3G重力感測器功能應用

在系統設定選項中可設置GPS功能的開與關. 當為開時,螢幕上會顯示         

        圖標, 當GPS信號連接正常時, 顯示         圖標閃動.

GPS功能可以時時記錄車子的行駛狀況,車子行駛的時間,速度,行駛方向,

所處位置等.用本產品專用播放軟件,讓您輕鬆查看車子的全程行駛軌跡

記錄.

GPS功能應用

WiFi 功能使用

在錄影模式預覽狀態下, 按下方向鍵, 可開啟WiFi資料傳輸功能;

具體使用參照WiFi使用說明

1. 啟用縮時攝影

    1)在縮時攝影菜單內設定時間間隔.

    2)在錄影模式預覽狀態或拍照模式下按錄影鍵開啟或關閉.

2. 縮時攝影設置

    開啟縮時攝影功能後, 在錄影模式預覽狀態則會按照已設定的時間

    間隔拍照, 在結束後會自動合成為一段影像, 解析度為1920X1080;

    在拍照模式下, 可選擇不同的解析度拍照, 以照片形式來保存文檔;

    請根據自己的需要選擇拍照時間間隔;

    如設定的時間間隔在1分鐘或以上, 則會拍照完畢後自動關機, 以節省

   電池電量;待定時時間到達後, 再自動開機拍照, 完成一個迴圈;

縮時攝影功能使用

12

(在連接電腦時選擇"工作"模式, 無法啟用WiFi資料傳輸功能.)



本攝影機可應用於各種場所做為監控設備,進行即時監控錄影,提供有效

的真實影像資料. 操作使用簡單方便,免去煩鎖的佈線工程. 接充電器後, 

自動進入開機錄影監控狀態.

1.移動偵測功能

將移動偵測功能打開後,本機將進行自動錄影一分鍾後自動停止,當鏡頭

前面有移動物時將自動進行錄影一分鍾後停止,以此循環,將有效節省SD

卡儲存空間.

2.停車碰撞偵測功能

將碰撞偵測功能打開後.停車熄火後,當車受到外力振動時可自動開機

進行錄影一分鍾後再自動關機,以此循環,關機後本機電池不耗電,保證

內部電池使用時間更持久.

即時監控功能應用

在錄影模式下,按MENU(功能鍵),進入攝影選項設定,再按上下鍵可進行

功能選項選擇:

攝影選項設定

選項名稱  選項功能

影像解析度

影像品質

無縫錄影

日期浮水印

EV值調整

白平衡

移動偵測

寬動態功能

可對影像解析度進行設定:1080P/30fps ,720P/60fps,/720P/30fps

影像壓縮率選擇,品質設定越高,同一時間內所錄檔佔用存儲

空間越大

可對無縫錄影分段時間進行設定: 1分鐘/3分鐘/5分鐘/關

此設定為開,可以將日期與時間浮水印在影像資料上

EV+2.0/EV+1.0/0/EV-1.0/EV-2.0

自動/陽光/陰天/燈炮/強日光燈/弱日光燈/自定義

移動偵測功能開/關,適用於監控場所

此功能設定為開,在高反差環境下可獲得比較理想的影像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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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照片與照片選項設定

拍攝照片

在拍照模式下,按錄影鍵(電源鍵)可進行拍攝相片.

拍攝照片選項設定

在拍照模式下,按MENU鍵(功能鍵),進入拍攝照片選項設定,再按上下鍵

可進行功能選項選擇:

選項名稱  選項功能

解析度

白平衡

EV值調整

進階照相模式

照片連拍

可對解析度進行設定: VGA/2M/3M/6M/8M/10M

自動/陽光/陰天/燈炮/強日光燈/弱日光燈/自定義

EV+2.0/EV+1.0/0/EV-1.0/EV-2.0

可對拍攝模式進行設定: 關/2秒自拍/10秒自拍/雙倍自拍/連拍

可設定連拍選項 10FPS/ 20FPS/ 30FPS

按MODE鍵進入回放模式進行回放，回放模式分三個檔類型檔案:

1.緊急事件類型檔案:本機所有保護的檔都存放在此檔案文件夾中.

2.一般影片類型檔案:本機所有非保護的檔都存放在此檔案文件夾中.

3.照片檔類型檔案:本機所有照片檔案檔都存放在此檔案文件夾中.

按上下鍵選擇需要回放的檔類型檔案再按OK鍵可進入相應的檔案,

進行回放需要的檔案:

1. 按錄影鍵(電源鍵)可進行攝影檔的播放與暫停.

2. 按左鍵或右鍵可進行攝影檔的快退與快進.

3. 按MENU鍵(功能鍵)可進行停止並返回子選單介面.

回放管理檔案

選項名稱  選項功能

刪除 單張/全部

保護 單一/保護全部/不保護全部

回放選項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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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簡介

本軟體為本公司所開發用來搭配本公司高畫質行車記錄器使用之電腦端

專屬播放軟體.

系統需求

CPU:至少需要Pentium 4 3.0G,建議使用雙核心或多核心之CPU.

螢幕:需可支援1280*1024 解析度之螢幕

RAM: 至少1 GB之記憶體

OS:支援Windows XP、Windows Vista(32/64) & Windows 7 (32/64)

Audio:系統需有正確安裝音效裝置

專用播放器軟體使用方式

第1步: 雙擊Cansonic player Setup.exe檔進行安裝;

第2步: 安裝檔案中的QuickTimeInstaller.exe

第3步: 執行Cansonic   player.exe 

在 Winodws Vista 與 Windows 7 下執行須以系統管理者權限開啟方可

正常執行.

注意:電腦系統需要安裝 Windows Media Player 與QuickTime Player

軟體.(兩者都需要安裝)

軟體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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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介面與使用

導入的視頻

縮略圖

導入的圖片

縮略圖

播放器

按鍵區域

速度,距離

狀態圖

G-Sensor 

指示區域

工具欄

電子地圖

指示區域

視頻播放

圖片瀏覽區域

語言選項

功能按鍵說明:

時間進度播放進度控制

上
一

個
文

件

快
退

 

播
放

 

快
進

下
一

個
文

件

聲
音

調
節

視
頻

截
圖

播
放

最
大

化

暫
停

K
M

L
功

能

存
儲

視
頻

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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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KML功能之前請確認你的電腦的網路功能可以正常使用且電腦

已正確安裝了Google Earth 軟體.

1. 打開CANSONIC播放器.

2. 選中你所要的導出KML的錄影文件,點擊播放器的右下角的KML圖標,

    系統會彈出一個對話框,選擇你要保存KML文件的路徑,系統會再彈出

    對話框,選擇你需要導出的影片分段或選擇全部輸出,再點擊對話框的

    右下角的“輸出KML”.

3. 打開GoogleEarth軟體,選擇文件-打開,系統會彈出選擇KML文件的

    對話框,找到你剛才所輸出的 KML 文件,選擇後點擊對話框右下角的

   “打開”.

4. 稍等片刻,Google Earth 軟體就會顯示出行車記錄器錄影的文件的 

     GPS 行車軌跡圖.

KML(3D立體街景)功能使用说明

縮略圖區域功能按鍵

影片導入

列表影片刪除

圖片導入

列表圖片刪除

導入影片縮圖 導入圖片縮圖

1. Video

在Video 區域裡面單擊需要播放的Video, 然後點擊播放按鍵中的播放

按鈕,可以在視頻播放區域觀看相應的Video,如果電腦連接了網路,可以

在電子地圖區域顯示相應的軌跡(需要在已經記錄了相應的GPS 經緯度

的前提下),如果本機記錄了G Sensor的值,PC 會在G Sensor 區域顯示 

3 軸的變化曲線,來探測駕駛的平穩性和了解是否有撞車或者急剎車等

情況的發生狀況(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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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hoto

在Photo 區域裡面單擊需要播放的Photo, Photo 會顯示在圖片播放區

域, 如果電腦連接了網路,可以在電子地圖區域顯示該照片拍攝的位置.

使用AV線按圖示方式進行連接.

Full HD 輸出（選配）

使用 HDMI 線按圖示方式進行連接.

連接電視

複合影像輸出(選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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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USB線連接到電腦後, 本機自動開機進入選項連接介面:

USB模式: 資料管理介面

視訊鏡頭模式: 網路視訊鏡頭介面

工作模式: 用USB供電工作介面

連接電腦

1. 選中USB模式進入系統自動進行安裝,安裝OK後,電腦會自動辨識

    可移動磁碟. 

2. 使用電腦瀏覽及管理檔案.

攝影與相片資料下載

1.將USB線插上主機連結電腦,將主機選擇網路視訊鏡頭選項,電腦會

   開始自動安裝驅動程式.

2.打開視訊軟體就可應用網路視訊鏡頭功能.

網路視訊鏡頭應用（選配）

備註:當使用此產品因操作不當引起當機現象,可按重置按鈕後再開機

本機可恢復正常.

重置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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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使用說明(Android)

APP安裝

請登入Google market 下載並安裝CANSONIC Ultradv APP,安裝成功

後會在應用程式中添加如下圖示          .

1) 智慧型產品上設置開啟WiFi功能;

2) 同時UDV-888上啟動WiFi功能;

    首次使用時請先進入UDV-888設定模式,  再選擇進入選項 "WiFi

    密碼";  主機ID不能修改, 默認密碼為88888888; 為保護個人隱私,

    建議重新設定密碼;

    密碼修改: 按左右鍵切換選項, 上下鍵調整數值, 按OK鍵確認保存

    設定;將重新設定後的密碼記錄下來以便與智慧型產品連接時輸入; 

    在預覽狀態下(錄影模式) 按下「下方向鍵」會啟動WiFi功能, 

    UDV-888螢幕上會顯示圖示         , 表示等待建立WiFi連接;

WiFi 連接 

3).智慧型產品會同步搜索到以主機ID命名的WiFi訊號源,點擊進行連接;

     第一次連接需輸入密碼,輸入在第二步時記錄下來的密碼,密碼驗證

     正確即開始建立連接;智慧型產品會在WiFi狀態列提示是否連接成功. 

UDV-888的WiFi 與智慧型產品連接成功後,UDV-888螢幕上會顯示

           圖示 ,表示WiFi連接已就緒;

4) 智慧型產品上點擊         後開啟APP,UDV-888螢幕上會顯示圖示     

             , 表示WiFi連接處於工作狀態, 預設進入錄影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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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影模式

預設進入錄影模式, 會顯示錄影解析度、可錄影時長、 WiFi訊號強度、UDV-888

電量和白平衡參數等資訊.

錄影解析度

與可錄影時長

白平衡

設定

WiFi訊號強度

UDV-888電量

顯示

WiFi訊號強度

根據WiFi訊號強度,顯示不同的圖示;

UDV-888電量指示

指示UDV-888的電量,提醒用戶及時充電;

模式切換進入相簿 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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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擊錄影圖示          , 當紅點開始閃爍時表示開始錄影; 

UDV-888 上顯示

錄影

如需停止錄影, 按一下         即可, 紅點停止閃爍, 表明已由錄影狀態轉為預覽狀態, 

此時UDV-888上圖示         消失, 顯示圖示       ;

解析度設定

點擊解析度設定圖示          選擇需要的解析度進行設定:

FHD1080P30fps解析度為1920x1080P 30FPS

HD 720P 60fps解析度為1280x720P 60FPS 

HD 720P 30fps解析度為1280x720P 30FPS

功能設定

點擊圖示      ,會進入設定模式.

模式切換

點擊拍照模式圖示          即切換至拍照模式, 點擊錄影模式圖示           

又可以切回到錄影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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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照模式

在錄影模式下點擊拍照圖示 即進入拍照模式, 會顯示自拍時間設定、

拍照解析度、可拍照片數、WiFi訊號強度、UDV-888電量、白平衡

參數等. 

WiFi訊號強度

UDV-888電量

顯示

自拍設定

拍照解析度

白平衡

設定

進入相簿
模式切換

拍照

拍照

      按一下拍照圖案         ,即可拍照

WiFi訊號強度

     根據WiFi訊號強度, 顯示不同的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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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DV-888電量指示

      指示UDV-888的電量, 提醒用戶及時充電; 

自拍時間設定

   點擊設定圖示        , 選擇需要的時間進行設定.

   選擇off,則不做倒數計時;

   選擇2s,則拍照時倒數計時2秒後再拍照;

   選擇10s,則拍照時倒數計時10秒後再拍照;

拍照解析度設定

點擊拍照解析度設定圖示       , 選擇需要的解析度進行設定.

設定完成後可拍照片數同時也會跟隨改變;

10M=3646X2736       8M=3264X2448       6M=2816X2112
3M=2048X1536         2M=1920X1080       VGA=640X480

功能設定

點擊功能設定圖示　　 ,操作設定同錄影模式.

模式切換

點擊錄影模式圖案          切回到錄影模式, 點擊拍照模式圖案         又切換回拍照

模式; 

設定模式

在錄影模式及拍照模式點擊設置模式圖示          ,會顯示當前使用的白平衡參數、

光源頻率參數、APP版本、產品型號及韌體版本等.

項目名稱 子菜單

白平衡

電源頻率

記憶卡格式化

自動、日光、陰天、熒光燈、白熾燈. 默認為自動選項

設定電源頻率參數,有50Hz/60Hz兩個選項

格式化UDV-888上的存儲卡,SD卡上全部資料將會丟失,如有重要

資料請提前備份

軟件版本

產品名稱

相機韌體版本

顯示APP 版本號

顯示產品型號

顯示FW版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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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簿模式

在拍照模式或錄影模式點擊圖示　     即會進入相簿,此時UDV-888螢幕背景會顯示

黑色並顯示圖示        ,智慧型產品上顯示如下介面

快速下載

在上圖狀態下, 點擊右下角的圖示          , 

則會下載卡內所有檔案(照片與影片).

 在上圖狀態下, 點擊右下角的圖示, 則會

下載卡內所有檔案(照片與影片)

文件查看

點擊      左箭頭       右箭頭 分別選中上一個 

下一個檔來做回放顯示;

如果檔案較大,資料傳送需要多一點時間，

請耐心等待;

目前影片檔還不能在智慧型產品上直接

回放,需要下載到智慧型產品後才可以;

25



文件下載

a. 單個檔案回放狀態下, 點擊右下角的         圖示, 會提示該檔已被下載 到指定

    路徑 /mnt/sdcard/DCIM;

b. 多檔預覽模式下, 點擊         進入多檔選擇介面.

假如只下載單個檔案,選中想下載的檔案後,該檔案上會出現藍色邊框與

勾勾         ,接下來點選右下角的         進行檔下載.

當出現提醒用戶是否下載該檔案介面時,

選擇下載,下載完成後把檔案保存至指定資料夾/mnt/sdcard/DCIM

如果該檔已成功下載到智慧型產品上,再次選擇下載時會提示:

選擇 "取消, 則不下載該檔案;

如需下載多個檔案,則可以一次點選多個檔案,餘下操作同單一檔案.

檔案刪除

a. 在單個檔案回放狀態時, 點擊左下角的        會提醒用戶是否刪除該檔.

選擇 "刪除", 則會刪除該檔; 

選擇 "取消", 則不刪除該檔;

b. 多檔預覽模式下, 點擊         進入多檔選擇介面

假如只刪除單個檔案, 選中想刪除的檔案後, 該檔上會出現藍色邊框與勾勾          , 

點選左下角的        進行刪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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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出現提醒是否刪除該檔案時,

選擇 "刪除", 則會刪除該檔;

選擇 "取消", 則不刪除該檔; 

如需刪除多個檔, 則可以一次選擇多個檔案, 餘下操作與選擇單一檔案時相同.

1.  智慧型產品上按返回鍵退出APP, 此時UDV-888的WiFi還處於連結狀態, 並不會

     關閉UDV-888的WiFi的連結; 退出APP後, 再次按一下 APP,會直接進入錄影預

     覽模式;

2.  UDV-888上按下「下方向鍵」, 即退出WiFi 連結模式, 同時智慧型產品端也會因

     無數據連接而自動退出.

3.  長時間無智慧型產品連接(3分鐘), UDV-888會自動關閉WiFi狀態.

WIFI使用說明(iOS)

APP 安裝

請登入APP Store 用iTunes下載並安裝CANSONIC Ultradv APP, 安裝

成功後會在應用程式中添加如下圖示       .

WiFi連接 

1) 智慧型產品上設置開啟WiFi功能.

2) 同時UDV-888上啟動WiFi功能.

    首次使用時請先進入UDV-888設定模式, 再選擇進入選項"WiFi

    密碼"; 主機ID不能修改, 默認密碼為8888888;

    為保護個人隱私, 建議重新設定密碼;

    密碼修改: 按左右鍵切換選項, 上下鍵調整數值, 按OK鍵確認保存

    設定; 將重新設定後的密碼記錄下來以便與智慧型產品連接時輸入;

在預覽狀態下(錄影模式)按下「下方向鍵」會啟動WiFi功能, UDV-888

螢幕上會顯示圖示         , 表示等待建立WiFi連接;

關閉 W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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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智慧型產品會同步搜索到以主機ID命名的WiFi信號源, 點擊進行連接; 

    第一次連接需輸入密碼, 輸入在第二步時記錄下來的密碼, 密碼驗證

    正確即開始建立連接; 

    智慧型產品會在WiFi狀態列提示是否連接成功.

UDV-888 的 WiFi 與智慧型產品連接成功後,UDV-888螢幕上會顯示

        圖示, 表示WiFi連接已就緒.

錄影模式

預設進入錄影模式, 會顯示錄影解析度、可錄影時長、UDV-888電量和白平衡參數

等資訊.

4. 智慧型產品上點擊       後開啟APP, UDV-888螢幕上顯示圖示        , 

    表示WiFi連接處於工作狀態, 預設進入錄影模式.

UDV-888

電量顯示

錄影解析度與

可錄影時長
白平衡 設定

模式切換進入相簿

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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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DV-888電量顯示

顯示UDV-888的電量, 提醒用戶及時充電;

錄影

點擊錄影圖示         , 當紅點開始閃爍時表示開始錄影; UDV-888上顯示         .

如需停止錄影, 按一下         即可, 紅點停止閃爍, 表明已由錄影狀態轉為預覽狀態, 

此時UDV-888螢幕上圖示          消失, 顯示圖示         ; 

解析度設定

點擊解析度設定圖示        選擇需要的解析度進行設定.

FHD1080P30fps解析度為1920x1080P 30FPS

HD 720P 60fps解析度為1280x720P 60FPS 

HD 720P 30fps解析度為1280x720P 30FPS

特別提醒: 在僅支援720P的智慧型產品上,如Iphone4, 

                建議設定解析度為720P 30fps 功能設定.

功能設定

點擊圖示         , 會進入設定模式.

模式切換

點擊拍照模式圖示         即切換至拍照模式, 點擊錄影模式圖示          又可以切回到

錄影模式. 

29

使用iOS, 請同意可取用影片與照片, 或從設定-->隱私-->設定同意

CANSONIC APP使用, 否則無法從蘋果智慧型產品觀賞已下載的

影片與照片.

註:



拍照模式

在錄影模式下點擊        拍照圖示即進入拍照模式,會顯示自拍時間設定、拍照

解析度、可拍照片數、UDV-888電量、白平衡參數等;

UDV-888

電量顯示

自拍設定

拍照解析度

白平衡 設定

進入相簿

拍照

模式切換

拍照

按一下拍照圖案          , 即可拍照.

UDV-888電量顯示

顯示UDV-888的電量,提醒用戶及時充電.

自拍時間設定

點擊設定圖示,選擇需要的時間進行設定.

選擇off,則不做倒數計時,

選擇2s,則拍照時倒數計時2秒後再拍照;

選擇10s,則拍照時倒數計時10秒後再拍照;

拍照解析度設定

點擊設定圖示        ,選擇需要的解析度進行設定.

設定完成後可拍照片數同時也會隨著改變.

10M=3646X2736       8M=3264X2448       6M=2816X2112
3M=2048X1536         2M=1920X1080       VGA=640X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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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設定

點擊圖示        , 操作設定同錄影模式.

模式切換

點擊錄影模式圖案           切回到錄影模式,點擊拍照模式圖案         又切換回拍照

模式.

設定模式

在錄影模式及拍照模式點擊設置模式圖示          ,會顯示當前使用的白平衡參數、

電源頻率參數、關於資訊.

項目名稱 子菜單

白平衡

電源頻率

記憶卡格式化

 設定白平衡參數,一般為Auto.自動、日光、陰天、熒光燈、白熾燈.

設定電源頻率參數,有50Hz/60Hz兩個選項

格式化UDV-888上的存儲卡,SD卡上全部資料將會丟失,如有重要

資料請提前備份

顯示APP 版本號  產品名稱 FW版本號等關於

相簿模式

在拍照模式或錄影模式點擊圖示       即會進入相簿, 此時UDV-888螢幕背景會顯示

黑色並顯示圖示,智慧型產品上顯示如下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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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下載

在上圖狀態下, 點擊右下角的圖示         , 則會下載卡內所有檔案(照片與影片).

選擇 "全部下載", 則會下載全部檔案;

選擇 "取消",  則不下載;

文件查看

在相簿預覽狀態下, 點擊選中某個相片, 會進入相片回放模式.

用手在螢幕上向左或向右滑動來選中上一個下一個檔來做回放顯示;

如果檔案較大, 資料傳送需要多一點時間, 請耐心等待;

目前影片檔還不能在智慧型產品上直接回放, 需要下載到智慧型產品後才可以;

文件下載

a. 單個檔案回放狀態下, 點擊右下角的圖示 , 會提示該檔已被下載到指定路徑; 

b. 多檔預覽模式下, 點擊 進入多檔選擇介面.

假如只下載單個檔案, 選中想下載的檔案後, 該檔案上會出現藍色勾勾         , 接下來

點選右下角的        進行檔案下載.

當出現提醒用戶是否下載該檔案時,

選擇 "确定下載", 下載完成後把檔案保存至相簿;

選擇 "取消", 則不下載該檔案;

如需下載多個檔案, 則可以一次點選多個檔案, 餘下操作同單一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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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刪除

a. 在單個檔案回放狀態時, 點擊左下角的         會提醒用戶是否刪除該檔.

選擇 "確定刪除", 則會刪除該檔;

選擇 "取消", 則不刪除該檔;

b. 多檔預覽模式下,點擊       進入多檔選擇介面.

假如只刪除單個檔案, 選中想刪除的檔案後, 該檔上會出現藍色勾勾          , 點選

左下角的         進行刪除操作.

當出現提醒用戶是否刪除該檔時,

選擇 "確定刪除", 則會刪除該檔;

選擇 "取消", 則不刪除該檔;

如需刪除多個檔案, 則可以一次選擇多個檔案, 餘下操作與選擇單一檔案時相同.

1. 智慧型產品上按返回鍵退出APP, 此時智慧型產品與UDV-888的WiFi

    還處於連結狀態, 並不會關閉UDV-888的WiFi的連結; 退出APP後, 

    再次按一下APP,會直接進入錄影預覽模式.

2. UDV-888按下「下方向鍵」, 即退出WiFi 連結模式, 同時智慧型產品

    端也會因無數據連接而自動退出.

3. 長時間智慧型產品連接(3分鐘), UDV-888會自動關閉WiFi狀態.

關閉 W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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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規格

1.5吋TFT-LCD高畫質彩色液晶螢幕

140°高解析超廣角鏡頭

1)英語  2)繁體中文  3)簡體中文  4)日語   5)俄語    6)韓語

支援GNSS衛星接收天線(選配)

內建線性加速度計(3軸)

JPEG

內建立體聲麥克風與喇叭

PAL/NTSC

50HZ/60HZ

CVBS /HDMI

5V 900MA~1A

USB2.0/PC-CAM

關/日期/(日期/時間)

內建高溫鋰聚合物電池:750mAH/3.7V

WIN7/Windows 2000/XP/Vista

-10℃~60℃

~95g

-20℃~80℃

42(L)x59(H)X50(W)mm

液晶螢幕尺寸

鏡頭

語言

GPS衛星定位

重力感測器

WDR寬動態攝影

WiFi

影像解析度

錄像視頻格式

照相模式

照片格式

儲存裝置

音訊裝置

自拍

照片連拍

影像訊號

電流頻率

影像輸出

電源介面

USB 介面

時間/日期浮水印

電池

作業系統

操作溫度

機身重量

外型尺寸

儲存溫度

10FPS/20FPS/30FPS

2秒/10秒

Micro SDXC/SDHC(最大支援至64GB), 至少4GB Class6

VGA/2M/3M/6M/8M/10M

H.264(MOV)

內建WiFi, 支援802.11

1080P(1920X1080/30fps).720P(1280X720P/60fps),
720P(1280X720P/30fps)

支援WDR功能

配件表

1) USB 線           2) 車充電源          3) 說明書          4) 旋轉式支架卡槽    

5) 旋轉式品牌美觀座架(選配)       6) 旅行充電器(選配)    7) 吸盤支架              

8) 3M支架(選配)          　 9) 3M GPS 外接支架 　     　10) HDMI線(選配)          

11) AV 線(選配)　　　　12) 專業防水套件(選配)

34





The Best Image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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