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望 遠 廣 角 雙 鏡 頭 行 車 紀 錄 器
Telephoto and Wide Lens Portable Car Camcorder

F H D 高 畫 質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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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源開關

Micro SD 卡槽

重置按鈕

立體聲喇叭

AV 影音輸出孔

DC IN 電源輸入/USB 端口

車載支架位

GPS介面

OK 鍵

MODE 鍵

GPS 指示燈 (恆亮:尚未定位  閃動: 完成定位)

電源/充電/工作狀態指示燈

上鍵(同時也是靜音開關鍵)

MENU鍵

緊急事件按鈕（ 1）註

TFT-LCD螢幕

螢幕預覽鏡頭切換按鈕（ 2）註

麥克風

下鍵(同時也是螢幕省電功能鍵)

望遠鏡頭

150度廣角鏡頭

註(2): 按畫面切換按鈕可選擇只看左邊的廣角鏡頭或是只看右邊望遠鏡頭的畫面, 同時錄影档案畫面

          隨之改變。

(同時也是EV曝光度調整快捷鍵)

註(1): 正在錄影時, 按本鍵對正在錄影的檔案進行手動強制保存功能, 在螢幕左上方會有鑰匙圖標

          提示, 此時所錄檔案將被鎖住保存30秒, 不會被覆蓋消失,且會保存在SD卡內Event資料夾內, 

          完整保障事故影音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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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使用產品

首次使用時請用下面三種方式之一給本機充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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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池充電

1. 使用旅充充電 (選配)

2. 使用USB線充電 (選配)

3. 使用車充電源充電

注意:首次使用Micro SD 卡插入後將自動提示格式化,請選擇格式化後才可以正常使

用機器;凡是在本機上使用過的Micro SD卡使用於別的機器時,請先在電腦上格式化

後再使用,否則會出現不讀卡等問題.

SD card insert direction

旅充充電時本機自動進入”邊充邊錄”功能; 此時螢幕右上方的工作指示燈與充電

指示燈會分別亮起藍燈與紅燈, 直到充電完成後, 充電指示燈的紅燈會熄滅, 僅留

工作指示燈的藍燈燈號; 執行錄影時, 藍燈會持續閃爍.

當充電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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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小時.

當攝影機與車載電源連接, 本機自動進入 “邊充邊錄” 功能.

為節省充電時間, 可待本機進 “邊充邊錄” 後, 再按電源鍵關機後進行充電, 此時只有

充電指示燈的紅燈亮起, 直到充電完成後, 充電指示燈的紅燈會熄滅.

置入Micro SDXC/SDHC卡

請選購合適的Micro SD/SDHC卡 (建議使用存取速度在class 6以上)將SD卡依據指示方

向推進卡槽, 直到聽到一聲"卡"的聲響, 即完成安裝; 若要取出卡片, 只要往卡槽內輕推

一下SD卡, 即可自動彈出方便取下.

備註:本產品支援SD卡熱拔插, 在開機狀態下取出或插入SD卡, 皆會保持電源開啟

狀態, 但執行熱拔插動作時, 正在錄影中的檔案將會毀損, 而無法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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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機與關機 

開機: 按          電源鈕直到開機為止,藍色的指示燈亮起;錄影時藍色的指示燈閃動.

關機: ,藍色指示燈熄滅.按          電源鈕直到關機為止

注意: 在低電量時會提示低電後自動關機.行車記錄器

背夾固定槽

隨附的車用支架可吸附在前擋風玻璃上, 以有效固定主機, 請依照下列步驟固定

車用支架與主機.

A. 將車用支架組的卡扣插入主機背夾固定槽. (如下圖)

B. 前述組合完成後, 建議吸附在後視鏡後方的前擋風玻璃上. 

C. 確認位置後, 將車架吸盤的固定桿壓下, 再次確認所有組件與吸盤是否穩固.

安裝車架

鏡頭的旋轉

鏡頭均可按左右旋轉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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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Quest of the best

請勿在高溫或潮濕環境下進行充電, 例如室外陽台或陽光直射等非一般室溫狀態

的環境或是浴室等潮濕度高的環境.

本產品內建車用導航機專用鋰聚合物電池, 非一般手機用鋰電池,  可耐車內高溫, 

但為了保護電池的品質與壽命, 請勿待電池電量耗盡時才充電.

本產品設計在-20℃至80℃的儲存溫度範圍之內使用.

本產品在-10℃至60℃的溫度範圍之內, 插車載電源工作可正常使用;

用本機鋰電工作建議在0度以上使用, 在0度以下使用鋰電池壽命會變短.

產品插上車載電源使用, 鋰電池處於空載充電狀態, 電量顯示會有小誤差.

建議您於行車前設定完所有本產品功能選項,請避免於行車時操作本產品, 以免影

響行車安全. 

首次使用前, 請先撕去鏡頭保護膜, 以維持正常的錄影畫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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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鏡頭髒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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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切勿用衛生紙或一般紙質擦拭鏡

頭以免刮傷鏡頭玻璃.

首次使用的SD卡, 本機開機後請進行格式化, 確保SD卡在本機上正常使用.

請選購合適的Micro SDXC/SDHC卡(至少4GB以上, 建議使用Class 6等級以上), 

並請於行車前註意SD卡狀態以確認是否可正常錄影. 

請於開機後注意螢幕上是否顯示緊急錄影檔容量已滿或將滿, 若有本提示資訊, 

請於行駛前將不必要的緊急錄影檔刪除, 以騰出更多的強制保存空間,  提供予新

的緊急錄影檔進行儲存. 

本機的錄影檔預設為雙路左右顯示,影片解析度為1080P, 因此在選擇多媒體播放

機進行播放時, 請先註意該播放機是否可播送此種解析度規格, 以避免不必要的

誤會.

若您的車輛不常使用並長期曝曬於室外, 建議您將本產品取下放回室內, 待上車時

再行安裝使用, 以延長產品使用壽命.

產品的基本操作

如何切換攝影、照相 回放、系統設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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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視格式

G-SENSOR

頻率

GPS功能(選配)

功能水印

品牌水印

防震功能

倒置模式

時區

熄火後碰撞錄影

格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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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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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本機使用非默認時區, 需進行相應時區的設定.

可對本機SD卡進行格式化

可回復原廠設定值,查看系統資訊與存儲卡資訊

按模式鍵(MODE鍵)可以切換攝影/照相/回放/系統設定.

可選擇刮車等級或撞車等級.  可應用於停車監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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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音效中的錄音/提示音效/聲音選項的調整, 通過按緊急事件鈕和畫面切換鈕來調整

如何錄影與錄影選項設定

錄影

正在錄影時,按緊急按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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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動緊急保存功能應用

靜音功能應用

正在錄影時,按上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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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 SD 儲存卡已插入, 按本機電源鍵開機,再按OK鍵可進行錄影. 當攝影機與車載

電源連接, 將自動開機錄影. 

1.正在錄影過程中, 按MENU鍵可進行即時抓拍. 

2.正在錄影過程中, 按上鍵可對當前所錄檔案進行聲音的關閉與開啟. 

3.正在錄影過程中, 按MODE鍵可以調整EV曝光度值.

4.正在錄影過程中, 按OK鍵停止錄影;沒有錄影時, 按OK鍵啟動錄影.

5.在錄影模式下按下鍵, 可關閉螢幕進入螢幕省電模式. 

6.沒有錄影時, 按畫面切換按鈕可選擇只看左邊的廣角鏡頭或是只看右邊望遠鏡頭

    的畫面, 同時錄影档案畫面隨之改變。正在錄影過程中, 按此鍵無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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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G重力感測器功能應用

G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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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駛時間, 速度, 行駛方向, 所處位置等. 

將碰撞偵測功能設置為刮車等級/撞車等級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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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車碰撞偵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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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OK鍵可進行攝影檔的播放與暫停.

2. 按上鍵或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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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放選項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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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充電源  (帶影像輸出)

使用車充電源 (帶 輸出) 的 輸出插頭,依據下列圖示方式進行連接, 影像 影像

須注意連結完成後, 主機螢幕將不會顯示任何畫面.

連接電視

複合 輸出(選配)影像

使用AV影音輸出線, 依據下列圖示方式進行連接, 須注意連結完成後, 主機螢幕將

不會顯示任何畫面.

當機重置設定

產品因操作不當引起當機現象, 可按重置鍵(RESET)後再開啟本機可恢復正常.

8

產品規格

顯示螢幕

影像感光元件

廣角鏡頭

望遠鏡頭

重力感測器

攝錄影影像呈現

尺寸(2 Channel)

錄影影像格式

照相畫素

2吋TFT-LCD高畫質彩色液晶螢幕

1/4”HD CMOS 影像晶片

150度大廣角/F=2.2

視線清晰度最遠/F=2.0 

G-Sensor內建線性加速度計(3軸)

支援衛星接收天線(選配) 支援GNSS

左右並列(1080P/30fps)

單列(L-720P/30fps, R-720P/30fps)

H.264(M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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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PS 衛星定位

照片格式 JP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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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言

儲存裝置

1 )繁體中文 2)簡體中文 3)英語 4)俄文  5 )日語 6)韓文

Micro SD/SDHC(最大支援至128GB)

9

音訊裝置

電源輸入

電池

傳輸介面

電源指示燈

系統運作燈

操作溫度

儲存溫度

機身重量

外型尺寸

內建立體聲麥克風與喇叭

12~24 V車用充電變壓器(5V/ 500mA~1A)

內建鋰聚合物電池:700mAH/3.7V

2.5mm phone jack/ USB2.0/PC-CAM

紅燈恆亮:充電中; 紅燈熄滅: 電源充飽;

藍燈恆亮: 系統運作中; 藍燈熄滅: 關機; 閃爍藍燈: 錄影中

PAL/NTSC

50HZ/60HZ

影像訊號

電流頻率

影像輸出

USB接口

CVBS 

USB2.0/PC-CAM

WIN7/Windows 2000/XP/Vista

-10℃~60℃

-20℃~80℃

95g

135(L )*24(H)*52(W)mm

操作系统

1) USB 線(選配) 2) AV 線(選配) 3) 說明書 

4) 車用支架 5) 車充電源                   

配件表

10

在錄影模式下,按MENU(功能鍵),進入攝影選項設定,按上下鍵可進行功能選項選擇:

攝影選項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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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縫錄影 可對無縫錄影分段時間進行設定: 1分鐘/3分鐘/5分鐘/關

日期水印 設定為開,可以將日期與時間浮水印在影像資料上

EV值調整 EV+2.0/EV+1.0/0/EV-1.0/EV-2.0

白平衡 自動/陽光/陰天/燈炮/強日光燈/弱日光燈/自定義

選項名稱  選項功能

拍攝照片

在拍照模式下,按OK鍵可進行拍攝相片.

拍攝照片選項設定

在拍照模式下,按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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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對解析度進行設定: VGA/2M/3M/6M/8M/10M

白平衡 自動/陽光/陰天/燈炮/強日光燈/弱日光燈/自定義

EV值調整 EV+2.0/EV+1.0/0/EV-1.0/EV-2.0

照片連拍 可設定連拍選項: 關閉/ 10FPS/ 20FPS/ 30FPS

進階照相模式 可對拍攝模式進行設定: 關/2秒自拍/10秒自拍/連續2張自拍

回放管理檔案

按MODE鍵進入回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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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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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品質 非常好的/很好的/標準的

注意: 刮車等級適用於極安靜與短暫的停車環境使用,  否則容易造成電池電量耗盡,  

電池壽命減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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