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穿戴手環型攝影機記錄器

TEL : (02)2331-6000       Line客服 ID : @kt23316000
FAX : (02)2331-1683      台北市中正區武昌街一段1之2號3樓凱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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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說明
充電:
本機內建可充電鋰電池，初次使用本機時，請使用充電器先進行充電再使用，當攝
影機裡沒有TF卡時，使用USB資料線與充電器連接即可充電，充電時紅燈慢閃。（
充電大約3小時充滿電）
開機：
攝影機插上TF卡，長按K1鍵兩秒左右，紅藍指示燈長亮。進入待機狀態。
錄影：
在待機狀態，按一下K1鍵，紅燈閃爍三次後 ，紅燈藍燈熄滅，開始錄影。
再按一下K1鍵，紅藍燈長亮，停止錄影，並返回待機狀態 。
拍照:
在待機狀態，按一下K2鍵，藍燈閃爍三次，連續拍照三張，並返回待機狀態。
單獨錄音:
在待機狀態，長按K2鍵一秒左右，藍燈閃爍三次後 ，紅燈藍燈熄滅，開始錄音。
再按一下K2鍵，紅藍燈長亮，停止錄音，並返回待機狀態 。
邊充電邊錄影:
攝影機插上TF卡，使用USB資料線與充電器連接，紅燈閃爍三次後，紅燈藍燈熄滅
，燈號轉為紅燈閃爍時即開始充電；K1、K2鍵正常使用按下K1鍵可進入待機狀態
在按一次K1鍵即可開始錄影。(產品不支援循環錄影，記憶體卡錄滿後請及時更換
或清理記憶體)
關機：
攝影機開機後，在任何功能模式下，長按K1鍵兩秒左右，紅燈藍燈熄滅，表示關機
。如攝影機在錄影或錄音工作時關機，當前錄製的文件會自動保存。記憶體卡壞或
檢測不到記憶體卡，藍燈閃爍5次後自動關機。
注意：當攝像機記憶體卡已滿時，攝像機會停止工作並自動關機，請及時連接電腦
刪除內容或更換記憶體卡。
時間修改和設置：
在機器中插入TF卡，開機後，記憶體卡中會自動生成一個  “Time.txt”的文檔，
連接電腦，在電腦上修改裡面日期時間“2015-01-01 23:59:59”然後保存文件。
保存檔後安全退出硬體，開機錄影，時間設置完成。
(此部分時間設定為攝影機時間設定，非手錶顯示時間)

1.

錶面時間設定(Android 系統)
掃描QR CODE 下載程式

2. 登入註冊使用APP

產品簡介

產品介紹

感謝您選擇本產品，本產品是全球首款具備HD1080P高清攝錄、外置存儲功能的可穿戴手環攝
像機，支援大容量Micro SD卡；它有多種實用的功能，精緻的外觀，穩定的品質，廣泛的用途
，將給您帶去全新的使用體驗。

產品主要功能為：高解析錄影、一鍵連續拍照、單獨錄音、邊充邊錄、隨身磁片。
本產品適用於：採訪、生活記錄、娛樂休閒記錄、體育運動記錄、教學記錄、家庭安防、戶外探
險記錄等等。

K1按鍵：開機\錄影啟動或停止功能   
K2按鍵：拍照\單獨錄音啟動或停止功能

可拆式扣環

記憶卡擴充插槽

USB充電孔

麥克風

隱藏式狀態指示燈

(K1)開機/錄影鍵

(K2)拍照/單獨錄音鍵

時間顯示開關計時器

隱藏式攝影鏡頭

5. 依照系統指示添加產品 6. 後方顯示斷開的字樣
為已連結的攝影機

7. 當圖示變更為打勾並
顯示已連接系統將自
動校正主機設定。

3. 第一次登入使用需點
擊下方+號添加設備(
系統會提示開啟權限)

4. 點擊手環添加本產品

注意:產品面板的計時功能與攝影機需各別
     設定，如欲設定攝影機時間浮水印需
     依照說明書第9點所描述修改。

LINE客服

穿戴手環型攝影機記錄器

TEL : (02)2331-6000       Line客服 ID : @kt23316000
FAX : (02)2331-1683      台北市中正區武昌街一段1之2號3樓凱騰有限公司

使用說明書 Manual

全視線

商品外觀

錄影拍照錄音操作方法

1.開機：
攝像機插上TF卡，長按開機鍵兩秒左右，紅藍指示燈長亮。進入待機狀態。
2.錄影：
在待機狀態，短按一下開機鍵，藍燈滅，紅燈閃爍三次後熄滅，開始錄影。
再短按一下開機鍵，紅藍燈長亮，停止錄影，並返回待機狀態。
3.拍照:
在待機狀態，短按一下拍照鍵，藍燈閃爍三次，連續拍照三張，並返回待機狀態。
4.錄音:
在待機狀態，長按拍照鍵一秒左右，藍燈閃爍三次後，紅燈藍燈熄滅，開始錄音。
再短按一下拍照鍵，紅藍燈長亮，停止錄音，並返回待機狀態。
5.邊充電邊錄影:
攝像機插上TF卡，使用USB資料線與充電器連接，產品為待機狀態，短按開機鍵
紅燈閃爍三次開始錄影。(產品不支援迴圈錄影，記憶體卡錄滿後請及時更換或清
理記憶體)
6.關機：
攝像機開機後，在任何功能模式下，長按開機鍵兩秒左右，紅燈藍燈熄滅，表示關
機。如攝像機在錄影或錄音工作時關機，當前錄製的文件會自動保存。
7.記憶體卡壞或檢測不到記憶體卡，紅藍燈交替閃爍5次後自動關機；
注意：當攝像機記憶體卡已滿時，攝像機會停止工作並自動關機，請及時連接電腦
刪除內容或更換記憶體卡。

1.彩屏 2.攝像頭 3.調節孔 4.觸摸區域 5.錄影拍照開機鍵 6.拍照鍵/錄音按鍵   
7.藍牙按鍵    8.腕帶

錶盤時間設定

錶盤圖示介紹

長按觸摸三秒開機
掃描下方QR碼進入對應手機應用市場下載並安裝程式

安裝完APP，連接藍牙後,手環與手機的時間.日期會自動同步，藍牙名稱
CS01A-XXXX

1，時間，日期，週期 ，電量，有三種圖像畫面，長按觸摸3秒可更換畫面。

時間修改和設置：
在機器中插入TF卡，開機後，記憶體卡中會自動生成一個  “Time.txt”的文檔，
連接電腦，在電腦上修改裡面日期時間“2019-01-10,23:59:59  Y ”然後保存文
件。保存檔後安全退出硬體，開機錄影，時間設置完成。
(此部分時間設定為攝影機時間設定，非手錶顯示時間)

產品簡介

產品介紹

感謝您選擇本產品，本產品是全球首款具備HD1080P高清攝錄、外置存儲功能的可穿戴手環攝
像機，支援大容量Micro SD卡；它有多種實用的功能，精緻的外觀，穩定的品質，廣泛的用途
，將給您帶去全新的使用體驗。
產品主要功能為：高解析錄影、一鍵連續拍照、單獨錄音、邊充邊錄、觸摸藍牙帶彩屏，隨身磁
片。
本產品適用於：採訪、生活記錄、娛樂休閒記錄、體育運動記錄、教學記錄、家庭安防、戶外探
險記錄等等。

可拆式扣環 記憶卡擴充插槽

USB充電孔

麥克風

隱藏式狀態指示燈

LINE客服

彩色顯示螢幕

隱藏式燈號 連結按鍵
拍照鍵 / 錄音鍵
錄影拍照開機鍵
觸控區

腕帶

攝影鏡頭

注意:產品面板的計時功能與攝影機需各別設定，如欲設定攝影機時間浮
水印需依照說明書第８點所描述修改。

支援IOS8.0 Android4.4以上系統版本
Android



錶面時間設定(IOS系統) 注意事項
a)使用場合：請嚴格遵守國家相關法令，不得將此產品用於任何非法用途。
b)關於電池：隨著使用時間增長，電池工作時間會有所縮短。長久未使用，請在使用前先充滿電
   。
c)檔安全：本產品非專業存放裝置，不保證內部存儲檔的完整性和安全性，請即時在電腦或者其  
   他存放裝置上備份您的重要文件。
d)其他事項：該產品屬於精密電子產品，請勿使其受到強烈衝擊、震動；請勿在強磁場、強電場
    下使用。

規格表

項目

影片格式

影片編碼

錄影解析度

影片幀數

拍照解析度

圖片格式

聲音格式

儲存方式

播放軟體

電池容量

充電電壓

主機尺寸

重量

AVI

M-JPEG

1920x1080

30fps

2560x1440

JPG

WAV

Micro SD(TF卡) 最高支援至32G(建議使用CLASS 10以上記憶卡)

操作系統內建或主流影音播放軟體

350 mAh

DC-5V

47x22x12 (mm)

30g

內容

凱騰有限公司 商品出貨檢測表
通用簡易排除說明：
01. 商品使用前，請在關機狀態下充電 6-8 小時，確保最佳使用體驗。
02. 無法循環錄影、開機、當機或記憶卡讀取錯誤時，請使用電腦或在機器上將
　   記憶卡格式化。
03. 當機時，可先按下「RESET」鍵重新啟動，部份機型可試著將電池取出再置入
       。
04. 夜晚拍攝偏暗，請確認車前擋是否貼著透光率較低的隔熱紙，再試著調整曝光
       度改善錄影效果。「+」為提升亮度；「-」為降低亮度。
05. 遇到主機突然恢復成原廠預設值，請先檢查電池是否能蓄電，建議將主機拆下
       ，在關機的狀態下充電 8小時。
06. 測速器如遇到偵測點無反應，請先確認隔熱紙是否含有金屬成份導致GPS訊號 
       接收不良、或測速器是否已更新至最新圖資，圖資請至官網更新。
07. 使用移動偵測或停車監控，請定期每 5 天將記憶卡格式化乙次。
08. 記憶卡使用前，請先用電腦或在機器上格式化記憶卡。
09. 請用足夠2安培的分流器，確保主機有足夠電力使用。
10. 若發生螢幕突然關閉或關機，請檢查設定是否有開啟自動關機或螢幕保護。
11. 行車紀錄器請「專卡專用」，勿一卡多用，避免產生問題。
12. 記憶卡請使用 8GB 以上 (CLASS 6 ~ 10) 之記憶卡。
13. 當機器與廣播或導航產生干擾現象，請將商品移開並保持適當距離，
      降低干擾情形。
14. 商品出貨時均通過品管檢驗合格，為避免運送過程中損壞，
      安裝前請先確認商品完整與配件是否正常，再進行安裝 
     (本公司保固範圍內不含安裝費)。
15. 若尚有其他問題，歡迎來電諮詢。

合格
PASS

QC
電力

配件

開機

說明書

外觀按鍵

※ 以上規格資料皆由原廠提供，如有誤請依照原廠網站公告為主，本公司保有更
     改之權利，若有異動恕不另行通知。
※ 商品配件請以實際收到為主。
※ 記憶卡建議 1 ~ 2 周格式化一次，以保持最佳使用狀態。

Memo

1. 掃描QR CODE 下載程式

2. 登入註冊使用APP

5. 依照系統指示下拉選單掃
描主機並向左滑動連接

6. 點擊連接後系統將提
示是否配對點取配對
後將與主機連接。

7. 完成連接後圖示將顯
示為打勾代表已連接
並自動校正主機設定
。

3. 第一次登入使用需點
擊下方+號添加設備(
系統會提示開啟權限)

4. 點擊手環添加本產品

注意:產品面板的計時功能與攝影機需各別
     設定，如欲設定攝影機時間浮水印需
     依照說明書第9點所描述修改。

(此表為技術檢測人員專用表格，消費者如有操作問題請洽詢官方客服窗口將有專
 人為您服務)

錶盤圖示介紹 商品配件
2，運動步行計算在此處顯示。

3，運動多少千米在此處顯示。

4，運動千卡在此處顯示。

5，資訊，長按觸摸三秒進入資訊可查看資訊。

6，功能，長按觸摸三秒，

a,關於，長按觸摸三秒後顯示版本編號，

b,查找，長按觸摸三秒後手機會振動4次。

 c,亮度，長按觸摸三秒後可調節亮度。

   d,關機，長按觸摸三秒後關機。

 e,還原，長按觸摸三秒後機子所有設置與運動記錄還原。

F,語言切換，長按觸摸三秒後可以切換中英文。

注意事項
a)使用場合：請嚴格遵守國家相關法令，不得將此產品用於任何非法用途。
b)關於電池：隨著使用時間增長，電池工作時間會有所縮短。長久未使用，請在使用前先充滿電
   。
c)檔安全：本產品非專業存放裝置，不保證內部存儲檔的完整性和安全性，請即時在電腦或者其  
   他存放裝置上備份您的重要文件。
d)其他事項：該產品屬於精密電子產品，請勿使其受到強烈衝擊、震動；請勿在強磁場、強電場
    下使用。

規格表

※ 以上規格資料皆由原廠提供，如有誤請依照原廠網站公告為主，本公司保有更
     改之權利，若有異動恕不另行通知。
※ 商品配件請以實際收到為主。
※ 記憶卡建議 1 ~ 2 周格式化一次，以保持最佳使用狀態。

凱騰有限公司 商品出貨檢測表
通用簡易排除說明：
01. 商品使用前，請在關機狀態下充電 6-8 小時，確保最佳使用體驗。
02. 無法循環錄影、開機、當機或記憶卡讀取錯誤時，請使用電腦或在機器上將
　   記憶卡格式化。
03. 當機時，可先按下「RESET」鍵重新啟動，部份機型可試著將電池取出再置入
       。
04. 夜晚拍攝偏暗，請確認車前擋是否貼著透光率較低的隔熱紙，再試著調整曝光
       度改善錄影效果。「+」為提升亮度；「-」為降低亮度。
05. 遇到主機突然恢復成原廠預設值，請先檢查電池是否能蓄電，建議將主機拆下
       ，在關機的狀態下充電 8小時。
06. 測速器如遇到偵測點無反應，請先確認隔熱紙是否含有金屬成份導致GPS訊號 
       接收不良、或測速器是否已更新至最新圖資，圖資請至官網更新。
07. 使用移動偵測或停車監控，請定期每 5 天將記憶卡格式化乙次。
08. 記憶卡使用前，請先用電腦或在機器上格式化記憶卡。
09. 請用足夠2安培的分流器，確保主機有足夠電力使用。
10. 若發生螢幕突然關閉或關機，請檢查設定是否有開啟自動關機或螢幕保護。
11. 行車紀錄器請「專卡專用」，勿一卡多用，避免產生問題。
12. 記憶卡請使用 8GB 以上 (CLASS 6 ~ 10) 之記憶卡。
13. 當機器與廣播或導航產生干擾現象，請將商品移開並保持適當距離，
      降低干擾情形。
14. 商品出貨時均通過品管檢驗合格，為避免運送過程中損壞，
      安裝前請先確認商品完整與配件是否正常，再進行安裝 
     (本公司保固範圍內不含安裝費)。
15. 若尚有其他問題，歡迎來電諮詢。

合格
PASS

QC
電力

配件

開機

說明書

外觀按鍵

(此表為技術檢測人員專用表格，消費者如有操作問題請洽詢官方客服窗口將有專
 人為您服務)

說明書

說明書USB充電線主機

※商品配件請以實際收到為主

項目

影片格式

影片編碼

錄影解析度

影片幀數

拍照解析度

圖片格式

聲音格式

儲存方式

播放軟體

電池容量

充電電壓

主機尺寸

重量

AVI

M-JPEG

1920x1080

30fps

2560x1440

JPG

WAV

Micro SD(TF卡) 最高支援至32G(建議使用CLASS 10以上記憶卡)

操作系統內建或主流影音播放軟體

高容量鋰電池

DC-5V

47x22x12 (mm)

30g

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