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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視線

產品簡介

產品配件

產品介紹

感謝您選購本公司記錄筆！
為了使您儘快輕鬆操作本產品,請在使用本機前，詳細閱讀此說明書。如果您在使用該產品的過
程中發現什麼問題，請即時跟當地經銷商聯繫，感謝您的支持和合作！
●本手冊中的資訊如有變更，恕不另行通知。
●本手冊資訊受到版權保護，其任何部分未本公司事先書面許可，不准以任何方式複印和編制。
●本公司保留對本手冊、其相關資料的最終解釋權。
【注意】購買產品以實物為准，本公司對於產品資料及外觀進行修改不再另行通知。
●使用本機之前，請先插入TF卡。
【注意】因為市面TF卡參差不齊，我們建議您選用優質的記憶體卡，以保證圖像連貫清晰。

功能定義：
1.鏡頭 2.紅外線燈 
3.錄影鍵：一鍵錄影、保存錄影、一鍵錄音、保存錄音
4.打開/關閉紅外線燈 
5.TF卡槽：最大支持32GB 
6.重置鍵：強制關機重啟（出現當機按此按鍵）
7.LED指示燈 
8.USB介面 
9.掛繩孔 
10.背夾   
11.開機/關機/拍照鍵

注意事項
1.禁止兒童單獨玩耍本機，請勿摔落與硬物摩擦撞擊，否則可能導致機器資料丟失或其它硬體損
壞。
2.不要用化學試劑或清潔試劑清潔本機，這樣會損傷機器表面腐蝕。
3.建議在駕駛機動車或騎自行車時不要使用本機，請保證行車安全。
4.請及時備份存放在本機的檔及資料，本公司不保內部資料，如有出現資料丟失，本公司概不負
責。
5.禁止本品使用超負荷電源、用力彎曲或用重物擠壓電源線，以免引起發熱造成火災。
6.禁止用濕手拔電源，以防觸電。
7.因本產品的性能和功能而發生的變更，可能會不做另行通知，請您諒解。
8.若因固件程式升級而導致本產品的實際設置和使用方法等與本手冊不一致，請與當地經銷商聯
繫。
謝謝您的合作！
溫馨提示：
若本機長時間不用，請隔3個月給本產品充/放電一次。
 

Line客服 : 0223316000

指示燈說明

開機:藍燈長亮7秒後（藍燈自動熄滅），並進入錄影或錄音

切換錄影或錄音：藍燈長亮3秒後（藍燈自動熄滅）

拍照：紅燈閃爍一次（在錄影狀態下才能進行操作）

打開紅外線燈：藍燈閃爍三次（在錄影狀態下才能進行操作）

關閉紅外線燈：藍燈閃爍一次（在錄影狀態下才能進行操作）

充電：紅燈閃爍（充滿電紅燈長亮）

低電：紫色燈閃爍三次自動關機。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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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機/關機：(使用本機之前，請先插入TF卡，不然無法操作) 

在關機狀態下，長按“11”鍵不鬆手至藍燈亮就鬆手，藍燈長亮7秒

後（自動熄滅），並進入錄影或錄音狀態。

在錄影狀態下，將“3”鍵撥至錄音的位置，藍燈長亮3秒

（藍燈自動熄滅）保存錄影檔後，此時機器進入錄音狀態。

將“3”鍵撥至錄影的位置，藍燈長亮3秒後（藍燈自動熄滅），

保存當前錄音檔，此時機器進入錄影狀態。

錄音檔60分鐘自動保存為一個檔，避免檔過大而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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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外形圖片以實物為準

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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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影/保存錄影/拍照

在關機狀態下，撥動“3“鍵置於“錄影”的位置，

長按“11”鍵不鬆手至藍燈亮就鬆手，藍燈長亮7秒後

（藍燈自動熄滅），此時機器進入錄影狀態。

在錄音狀態下，將“3”鍵撥置錄影的位置，藍燈長亮3秒

（藍燈自動熄滅）保存錄音檔後，此時機器進入錄影狀態。

將“3”鍵撥至錄音的位置，藍燈長亮3秒後（藍燈自動熄滅），

保存當前錄影檔，此時機器進入錄音狀態。

錄影檔10分鐘自動保存為一個檔，避免檔過大而丟失。

在錄影狀態下,短按“11”鍵，紅燈閃爍一次，拍了一張照片

自動保存到“VIDEO”根目錄下。

註:1.拍照鍵在錄影狀態才有功能,其它狀態都無作用.

   2.建議用戶購買正版CLASS 10高速卡使用，使用低速卡可能導致存儲檔無效或不能進行錄   

      影，請勿使用低速劣質記憶體卡。

錄
音

錄
影

主機(攝影機+背夾) 傳輸線 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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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配件之規格請依實際到貨為主。



操作說明 操作說明
●邊充電邊錄影/錄音
將機器開機後，再插入充電器連接線，撥動“3”鍵至“錄影”的位置，此時機器進入充電並錄
影狀態。
將“3”鍵撥至“錄音”的位置，保存當前錄影檔，此時機器進入充電並錄音狀態。
●一鍵打開/關閉紅外燈
正在錄影狀態下，將“4”鍵撥至打開位置，打開紅外線燈。
正在錄影狀態下，將“4”鍵撥至關閉位置，關閉紅外線燈。
溫馨提示:打開紅外燈錄影，錄影影片是黑白畫面效果，
如果非夜間場景，請關閉紅外線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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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電腦
將USB線的一端插入本機USB埠，另一端插入電腦的USB埠，數秒後電腦將會識別，並彈出“
   抽取式磁碟”標識。
連接電腦後，紅燈閃爍，並可以進行資料的傳輸。

提示：
a.請用正常的方法移除抽取式磁碟，以防止資料丟失。
b.如果電腦無法識別，或在數秒後仍未彈出抽取式磁碟標識，請重定並重新插拔一次。
c.建議用讀卡器直接讀取本機TF卡裡視頻內容，可能會因為資料量過大，傳輸跟不上，而導致播 
   放不順暢。

1.

2.

●充電
將USB線的一端插入本機USB埠，另一端插入電腦或充電器的USB埠，充電時間一般約3小時即
可充滿，充電時指示燈為紅燈閃爍，充滿電紅燈長亮。
當機器正在錄影/錄音狀態插上充電器，機器此時可同時充電並錄影/錄音，指示燈關閉狀態。

1.

2.
●一般故障排除

●PC Camera(網路攝影機）
將機器連接上電腦，並彈出“抽取式磁碟”標識之後，
短按“11”鍵，此時“抽取式磁碟”自動退出。
打開可以視訊對話的軟體，即可當PC Camera。

1.

2.

●同步系統時間

●同步系統時間
將TF卡插入本機之後再開機，再連接電腦，機器內部會自動生成三個檔“time.txt”，
“VIDEO”，“AUDIO”。
選擇“time.txt”打開，出現日期時間，將日期時間改成自己所需要的時間，格式（年 月 日 時 
分 秒）然後保存，此時拔下機器再開機錄影或錄音，時間為當前設置的時間。
移動偵測設置：motion:0,修改0或1即可，0表示關閉移動偵測，1表示開啟移動偵測，默認是關
閉移動偵測。
修改設置完成保存之後，必須開機一次，讀取一次文本資訊，避免長時間不用本機器，而恢復本
機器出廠默認的時間。
“VIDEO”為視頻與照片檔保存資料夾。
“AUDIO”為錄音檔保存資料夾。
解析度設置小後，同一張記憶體卡可錄得更久。
錄影影片中的同步時間浮水印，可自主選擇是否要顯示。
錄影迴圈功能，可自主選擇是否要開啟。
注：
1.移動偵測錄影：錄影過程中若沒有檢測到物體移動與光線變化，本機為了節省存儲空間1分鐘
後會自動停止錄影，當有物體移動或光線有變化時會自動繼續錄影。
2.如果電池長時間待機而沒有給本機充電，系統時間自動會復原， 請重新連電腦同步系統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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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

請使用者務必在使用過程中自行對資料備份,本公司對於因軟體,
硬體的誤操作,產品維修,電池更換或其它意外情況所引起的個人
資料資料的丟失和損壞不負任何責任,也不對由此造成的其它間
接損失責任.同時我們無法控制用戶對本手冊可能造成的誤解,因
此,本公司將不對在使用本手冊過程中可能出現的意外損壞負責,
並不對因使用產品而引起的協力廠商索賠負責。（本機系統軟體
會占一部分容量空間，與標稱容量會有一點差異屬於正常現象）
本產品只用於學習培訓，敬請嚴格遵守國家相關法律，請勿做任
何違法行為，本公司不對違法行為後果做出任何承諾和負責.

規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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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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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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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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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觀按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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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問題
不能開機

USB插入後，找不到抽取式磁
碟盤符號

不能錄影或不能播放錄影 

不能設置日期與時間

移動偵測無功能

可能原因
電池電量是否耗盡
是否因不正確操作導致死機
USB介面連線是否損壞
電腦主機板是否支援USB介面
USB介面連線是否正確插入電
腦和本機的USB介面上
是否電腦有問題
使用低速卡可能導致存儲檔無
效或不能進行錄影
日期與時間格式輸入不正解
設置好日期與時間無保存文檔

motion:0無改成”1“
設置完成後無保存檔或設置完
成保存之後，長時間無開機

解決方法
請即時對內置鋰離子電池充電
請關機後再開機或按重置鍵
請更換USB連接線
請升級您的主機板驅動程式
請正確接好USB連接線

請重新啟動電腦
請使用正版CLASS 10以上的
高速TF卡
請輸入正確的日期、時間格式
請保存文檔，再重新開機
請motion:0,將0改成1即可
請正確保存電子檔
請設置完成後，必須開機一次

外形尺寸 73 *26*12mm  

USB 介面 USB 2.0 High Speed  

TF 卡 4GB – 32GB （最大支持 32GB ） 

電池容量 3.7V/ 500 MA  鋰電池  

錄音格式 WAV  512Kbps  

錄影視頻格式 AVI  1920*108 0P  1280*720P 640*480P  

視頻編碼 MJPG  

影像比例 4:3 

使用溫度 -5 至 40 攝氏度 

幀數 30 幀 

解析度 1920*108 0P  1280*720P 640*480P  

功能 錄音、錄影、網路攝像頭、行車記錄、 

其他協助工具 紅外燈，背夾 

重量 26 g  

本公司保有規格變動之權利，若有更動，將不另行通知。

此表為檢測人員專用，一般用戶如對產品有疑慮請洽客服。

顯示時間

循環錄影

不顯示時間

關閉循環錄影

日期時間設置

錄音文件夾

錄影文件夾

移動偵測設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