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器功能介紹

產品結構示意圖

二合一測速GPS行車紀錄器

使用說明書
型號：Ｋ８

系列型號：K1/K2/K3/K4/K5/K6/K7/K9/K10

首先感謝您購買本產品!
為了使您盡快輕鬆自如的操作您的產品，我們
為您隨機配備了內容詳盡的用戶手冊，使用產品之
前，請詳細閱讀說明書，使您能更好的使用該產品。

功能一：開關機功能
在關機狀態下，長按【電源鍵】並保持３秒鐘可開啟本機電
原，機器自動開始工作。在開機狀態下常按【電源鍵】並保
３秒鐘本機自動保存錄影文件及用戶設定並關機。

因技術創新進步、機器外觀結構、性能的改進
等，如有更新恕不另行通知，若發現說明書中有任
何瑕疵，請及時告知我們，以便我們做得更好！如
過附件與實際產品包裝內的物品不符，請以實際產
品包裝為準。

功能二：螢幕關閉開關
在待機狀態下，短按【電源鍵】，可以對螢幕休眠進行開啟

本公司對於因軟體、硬件的誤操作、產品維
修、電池更換或其他意外情況所引起的數據丟失和
個人損壞不負任何責任，也不對由此而造成的其他
間接損失負責。

示燈點亮，錄影指示燈閃爍。關閉汽車發動機，記錄儀自動

，設置完畢短按【確認鍵】退出即可。

在拍照模式下，短按【確認鍵】一下可拍攝一張照片。

保存記錄內容並關機。記錄的影像分段保存於TF卡上，當

功能三：檔播放鍵

TF卡存儲滿後記錄儀將覆蓋較早前錄製的影像。記錄的時間

在檔流覽模式下，短按【確認鍵】可播放/暫停視頻。

段可自行在菜單中設置，範圍為 /2分鐘/3分鐘/5分鐘三個

7. 一鍵靜音功能

功能四：確認鍵

檔。

在工作狀態下，短按【下翻鍵】，螢幕上方話筒變為禁止圖

功能一：菜單鍵功能

【確認鍵】來進行確定。

在待機狀態下，長按【菜單鍵】進入主菜單功能設定，短按

5. 下翻鍵/快進/靜音模式

【上翻鍵】或【下翻鍵】，選擇需要設定的選項，短按【確

功能一：下翻頁功能

定鍵】確認。設定完成後短按【菜單鍵】直至退出菜單設定

在菜單設置和回放模式中為下翻頁功能。

／回放）之間進行切換。
6

GPS增設鍵
紀錄器鏡頭
电子狗增设键
11 GPS顯示屏
电子狗显示屏 17 记录仪摄像头

功能三：一鍵鎖定功能

7

GPS菜單鍵
紀錄器復位鍵
电子狗菜单键
12 紀錄器USB口
记录仪USB插口 18 记录仪复位键

在錄影模式下，短按【模式鍵】可打開一鍵鎖定功能，在長

3 紀錄器電源鍵
记录仪电源键

8

GPS減設鍵
电子狗减设键
13 後鏡頭插口
后摄像头插口 19 喇叭喇叭

按一次可關閉一鍵鎖定功能。

4 紀錄器上翻鍵
记录仪上翻键

9

GPS開關鍵
电子狗开关键
14 記憶卡槽
TF卡插口

3.上翻鍵／鏡頭畫面切換／快退

紀錄器螢幕 15 GPS天線插口
5 紀錄器下翻鍵
记录仪下翻键 10 记录仪显示屏
GPS天线插口

間的切換，短按【上翻鍵】/【下翻鍵】進行相應時間的加減

功能二：拍照鍵

鍵】進入菜單模式，短按【上翻鍵/下翻鍵】來流覽，短按

在待機狀態下，短按【模式鍵】可在不同模式（錄影／拍照

2 紀錄器菜單鍵
记录仪菜单键

鍵】進入，短按【模式鍵】進行年、月、日、時、分、秒之

啟動汽車發動機，記錄儀自動啟動並開啟記錄功能，充電指

2.菜單鍵/模式鍵/一鍵鎖定功能

功能二：模式切換功能

1 紀錄器確認鍵
记录仪确认键

1. 使用自動記錄功能

鍵】可停止錄影。

在待機錄影模式/拍照模式/回放模式的狀態下；短按【菜單

功能。（菜單設定方法在錄影模式、拍照模式中均相同）、

產品特性和功能

在錄影模式下，短按【確認鍵】開始錄影，再次短按【確認

和關閉操作。

再回放模式中長按菜單鍵可對文件進行刪除。

本產品是一款集高清紀錄器和ＧＰＳ預警器於
一體的多功能新產品。具備高青攝影、拍照、重力
感應、外接記憶卡等功能，採用高性能、高壓縮比
的視屏編解碼技術，能高質量的傳輸影像和聲音數
據。主要用於車載拍攝，能有效提高行車安全事故
的取證。
產品同時具備固定測速預警功能，定時進行數
據升級，提醒收費站、休息站等安全信息點。
讓出行更安全更輕鬆。

紀錄器功能介紹

1.電源鍵/螢幕關閉開關

功能二：快進
在回放模式下，長按【下翻鍵】可以快進。
功能三：靜音模式
在待機/錄影模式中，短按【下翻鍵】可打開或關閉靜音模
式，右上角靜音圖示會有相應的變化。
6.記錄器 複位鍵
在任意狀態下，按一下【複位鍵】，機器將會重啟。
【提示】：一般此按鍵在死機狀態時使用，正常情況下一般不使用。

【注意】a.如果選擇為“2/3/5”分鐘這三個檔中的任意一檔時，
當TF卡存儲滿後記錄儀將覆蓋較早前錄製的影像；
b.前、後攝像頭的錄影檔和拍照檔分別保存於TF卡中的
“DCIM”目錄下的“DCIMA檔夾”與“DCIMB檔夾”

2. 使用手動記錄功能

【注意】為了有效記錄行車安全事故的取證的日期和時間，在使用
【注意】为了有效记录行车安全事故的取证的日期和时间，在使用
本機前請設置正確的日期和時間。
本机前请设置正确的日期和时间。

示，表示錄影錄音功能已關閉，此時記錄儀只記錄圖像而不
記錄聲音。再次短按【下翻鍵】時螢幕上方話筒禁止圖示消
失，表示恢復錄音功能。
【提示】设置会自动保存，再次开机后无需设置静音功能。
【提示】設置會自動保存，再次開機後無需設置靜音功能。

短按記錄儀【電源鍵】，記錄儀啟動並開始自動記錄，錄影

8. 記憶體模式

指示燈點亮並閃爍。如需關機則再次長按【電源鍵】3秒，

將記錄儀通過數據線連接電腦USB介面，螢幕顯示存儲

記錄儀即可自動保存記錄並關機。

器、攝像頭兩種可選模式。短按【上翻鍵】/【下翻鍵】，

3. 使用拍照功能

選擇記憶體選項，然後短按【確認鍵】進入記憶體模式。

在開機狀態下，短按【模式鍵】進入拍照模式，顯示幕左上

9. 拍攝檔回放

角圖示已由攝像機轉換為照相機，短按【 確認鍵 】即可拍

開機狀態下短按【模式鍵】兩次，切換至回放模式。短按

照。如需切換回錄影模式，短按【模式鍵】兩次即可。
4. 碰撞感應功能

【上翻鍵】/【下翻鍵】，找到要回放的檔，短按【確認
鍵】即可播放。退出回放模式，再短按【模式鍵】即可。

本機內置碰撞感應器(G-sensor)，如果發生嚴重車輛碰撞，

10. 停車監控

記錄儀會鎖定事故發生時的視頻保存為一個特殊影像，同時

當打開停車監控功能時，在關機狀態下，如果車有輕微振

顯示幕上方顯示鎖的圖示。被鎖定的影像不會被迴圈覆蓋。

動，那麼記錄儀會自動開機錄影並加鎖，此時如果是在熄火

測速器按鍵定義：

【提示】a.鎖定的錄影檔案名為LOCK開頭，普通記錄檔為

1.+鍵：各種功能數值增設選擇鍵

狀態下則會錄15秒然後關機。若沒有熄火則加鎖錄影十五秒

MOVI開頭。b.碰撞感應器（G-sensor）支持靈敏度調節，根據實

在菜單設定和回放模式中為上翻頁功能。

2. -鍵：各種功能數值減設選擇鍵

際需要在設置菜單中自行更改設置。

後自動進入正常迴圈錄影。

功能二：鏡頭畫面切換功能

3. M鍵：功能設定鍵，主要提供使用者各種資訊查詢與功能

5. 一鍵鎖定功能

在接入後鏡頭後，會自動顯示子母畫面。錄影／拍照模式下

設置選擇

本機具備一鍵鎖定功能，可將需要保留的影像鎖定而不會被

，短按【上翻鍵】可以在前鏡頭、後鏡頭、子母畫面等三種

4. OFF鍵：開啟關閉測速器功能

迴圈覆蓋。在錄影模式中，短按【菜單鍵】，記錄儀會將影

功能一：上翻頁功能

顯示方式之間切換。

在關機狀態上，短按【OFF鍵】可開啟電子狗功能，在開機

像鎖定。

功能三：快退

狀態下長按【OFF鍵】並保持3秒鐘測速器自動關機。

6. 日期及時間設定

再回放模式下，短按【上翻鍵】可以快退。

在待機狀態中短按【菜單鍵】進入系統設置菜單，短按【上

4.錄影鍵／拍照鍵／播放鍵／確認鍵

翻鍵】/【下翻鍵】將游標移動至設置日期選項。短按【確認

功能一：啟動／關閉錄影功能

11.移動偵測
開啟移動偵測功能後，在錄影模式下，當偵測到畫面有變化
的時候，自動錄影保存10秒鐘的視頻。
12.倒車可視
首先，必須把車充連接好記錄儀，後拉攝像頭插頭接入機
器，拉線攝像頭上的黑紅線連接倒車燈。插車充機器會自動
啟動錄影狀態，在任意狀態下如果有倒車，會顯示倒車影
像。結束倒車可視後機器自動返回錄影模式。

測速器功能介紹

四、电子狗功能简介
測速器功能介紹

四、电子狗功能简介
測速器功能介紹

時間/速度/距離顯示

1-2 速度微調 , 可設定範圍從0公里 至20公里，出廠默認值為

2-3 安全駕駛模式 同1-1功能敘述，但不會播報該警示點路

5 公里 ，當 GPS 速度與車子速度不一致時，可先行觀查一般

段速限。

衛星連接顯示

平均誤差值，再調整至 GPS 速度與車子速度完全一致。

2-4 照相系統模式 同1-2功能敘述，但不會播報該警示點路

1-3 報警語音模式設定 , 可調整為語音響聲模式 -> 語音模式

四、电子狗功能简介
測速器功能介紹
行駛至照相點或目標物附近時，輕按M鍵一次。

1－2 反向自建座標

四、电子狗功能简介
測速器功能介紹

段速限。

兩次，系統語音提示“反向座標選擇類型”及“反向座標
選擇限速”。詳細收集細節，請參考以下圖解：

聲警示的詳細內容如下所示：
▲ 語音響聲模式：在此模式下，當車子靠近固定照相系統警示

行駛至照相點或目標物附近時，輕按M鍵一次。

點前，除了語音提示照相系統的種類，限速與距離倒數，當車
速超過該照相系統速限值時，系統會自動發出【當當】警示聲

電子監控

9

違規稽查路段

1

闖紅燈測速照相

10

鐵路平交道

2

固定測速照相

11

區間測速路段起點

3

雷達測速照相

12

區間測速路段結束

4

移動測速照相

13

單行道

5

高架橋測速照相

14

隧道

6

隧道出口測速照相區域

15

加油站

7

隧道內測速照相區域

16

休息站

8

未保持安全車距測速照相

5.調整鏡頭位置，確保鏡頭與地面保持水準。

鍵刪除該筆自建座標點。

6.發動引擎，檢查機器是否已安裝正確。

，系統會語音提示照相系統的種類、限速與距離倒數，無論車

3 座標版本顯示，目前GPS 版本 XXXX 。

子超過照相系統速限值與否，系統將不會發出【當當】的警示

4）更新下載及安裝說明

4 駕駛模式顯示，默認值為 [ 安全駕駛限速模式 ]

聲。
▲ 連續響聲模式：在此模式下，當車子靠近固定照相系統警示

2-2 當機器處於衛星連接狀態時，時間中的“:”會持續閃爍，

論車子超過照相系統速限值與否，系統將持續發出【當當】的

反之當無法與衛星連接時，時間中的“:”將不會持續閃爍，在

警示聲，直到車行經過固定照相系統警示點。

無法與衛星連接的狀態時，電子羅盤的東、西、南、北會持續

1-4 刪除自建座標點 , 最大儲存數量為 512 筆，本功能除可針

輪流閃爍，當與衛星連接時，電子羅盤會依據車子行進的方向

對順向座標點進行定位外，尚可收集逆向座標點。

而顯示方位。

1-5 明亮模式啟動時間設定，系統出廠設定為早上七點整。

3）系統功能設定與使用

1-6 微暗模式啟動時間設定，系統出廠設定為晚上六點整。

1． 系統功能迴圈設定
▲ 此功能專案查詢需長按 【M】 三秒，方能進入系統功能
迴圈設定，進入系統功能設定後，每按 【M】 一秒，就可
迴圈選擇設置系統功能，當設置完畢後可長按 【M】 三秒
儲存設定，或靜待三秒即回到預設畫面。
1-1 超速報警設定 , 可設定範圍從 0 公里 至 150 公里 ，每次
調整為10公里，出廠默認值為 120 公里 ，設置為0公里時即
關閉此功能。如果設定為 100 公里 ，車速高於 100 公里 時，
系統會自動發出超速警告，直到車速低於此設定值為此。

1-7 時區選擇，系統出廠設定為中國時區+8。
1-8 雷達靜音設定, 可設定範圍從 0 公里 至120公里。單GPS板
無此功能。
2. 駕駛模式設定

腦，雙擊打開新出現的可移動磁片。

擇後按"M"鍵確定。
語音提示反向座標選擇類型：螢幕顯示座標類型編號，語音提
示座標 類型， 按"+"鍵或"-"鍵選擇自建座標類型，正確選擇

4）自建座標功能介紹

後按"M"鍵確定。

本產品除了提供全國各大地區的固定照相與安全類警示

座標點前，系統會提前提示【前方自建座標點的類型與限速】

語音提示正向座標選擇限速：螢幕顯示速度，按"+"鍵或"-

，同時設備上顯示的是該處自建座標的序數（即第幾筆），

"鍵選擇限速速度，每按一次調整為10公里，正確選擇後按

在通過座標點時，系統會發出自建座標點結束聲，此時顯示

"M"鍵確定。

幕會顯【PASS 】。

設備。

五、安装指南

2-1 安全駕駛限速模式 除了提示使用者固定測速照相點的限速與

1－1 正向自建座標

距離倒數外，另外會提前警示易肇事路段、商場、學校、加油站

即車輛行進方向與照相方向相同的自建座標的收集，當車輛

收集完成後，系統語音提示【正向自建座標點儲存完成】，

，收費站、讓使用者更能掌握道路狀況。

行駛至照相點或目標物附近時，輕按M鍵一次，系統語音提

恢復車速顯示。若座標類型及座標限速未設定，則此筆自建

2-2 照相系統限速模式 只會提示使用者所用固定測速照相點的限

示“正向座標選擇類型”及“正向座標選擇限速”。詳細收

速與距離倒數 ，不會警示易肇事路段、商場、學校、加油站，收

集細節，請參考以下圖解：

座標點無存儲。

六、产品规格
產品規格
顯示幕

4.3寸高清顯示幕记录仪规格

選項語言

英語/繁體中文/簡體中文/日語/法語/德語/韓語/義大利語/

TF 存儲卡槽

Micro TF

葡萄牙語/俄語/西班牙語/泰語

錄影解析度

1080P(FHD1920x1080),720P(HD1280x720),

1.關閉汽車發動機。

拍照解析度

1M(1280x960) 2MHD(1920x1080) 5M(2592x1944 8M(3264x2448)

"鍵選擇限速速度，每按一次調整為10公里，正確選擇後按

2.將TF卡插入記錄儀卡槽中。

視頻格式

AVI

【注意】請使用高速記憶卡（Class6 以上），容量不小於 8GB，記憶卡

圖像格式

JPEG

最大支援到32GB。

儲藏溫度

-30℃~70℃

3.將記錄儀固定於汽車的原後視鏡上，將車充電源線插入汽

儲存卡容量

最大支持32GB

車點煙器中把記錄儀電源插孔和汽車電源連接起來。

工作電壓

DC 5V

接上GPS天線。

工作電流

600-800mA

喇叭

8R 1W

電池

內置鋰聚合物500 MAH

完成後，系統語音提示【反向自建座標點儲存完成】，恢復
車速顯示。若座標類型及座標限速未設定，則此筆自建座標
點無存儲。

【注意】布线时可将电源线延长线沿汽车挡风玻璃边缘敷设。
【注意】佈線時可將充電延長線沿汽車擋風玻璃邊緣敷設。

主機Ｘ１

GPS塊X1
其他配件

語音提示反向座標選擇限速：螢幕顯示速度，按"+"鍵或""M"鍵確定。

1、自建座標收集方法

查顯示幕上的畫面是否正常，如顯示畫面為倒像，請及時與我們聯絡。

SP2”，下載安裝控件。）如果出現錯誤提示，請關閉電腦

這點擊開始更新。數據更新需要等待幾分鐘，期間不要切斷

設座標警示點。在設定成功後，當使用者日後行經過此自建

八、產品配件

指示燈燈光）；機器啟動進入記錄狀態，錄影指示燈閃爍。請注意檢

不開的情況，請點擊“Update for .NET Framework 2.0
系統防火牆，再次運行“電子狗升級工具”。

5.請嚴格遵守國家相關法律，不得將本產品用於非法用途，

【注意】當機器安裝正確，系統工作指示燈點亮（從背部插孔可看到

▲ 步驟2 運行“電子狗升級工具”（如果出現升級工具打

▲ 步驟3 請先讀取資訊版本，確認有新版本數據需要更新，

座標點，尚內建512 筆超大自建座標容量，供使用者自行增

▲ 此功能專案查詢需長按【－】三秒方能進入駕駛模式迴圈設定

費站等安全類提示。

▲ 步驟1 使用USB線連接設備GPS口與電腦，打開我的電

4.為了保障您的合法效益，請勿擅自拆卸本產品；
否則後果自負。

按【－】鍵兩次，選擇想要刪除的座標點序號，再長按【－】

▲ 語音模式：在此模式下，當車子靠近固定照相系統警示點前

點前，系統會語音提示照相系統的種類、限速與距離倒數，無

建議設備安裝在A位置

沿車輛頂棚敷設。安裝完成後將後插頭接入記錄器插口。

2 會播報歡迎詞 [ 全球衛星定位雷達啟動中，請系好安全帶 ]

2-1 當衛星連接成功時，會先播報祝旅途平安。

3.請保持鏡頭的潔淨，以免影響攝像的效果；

4.將後置攝像頭安裝在車輛後部，安裝時注意方向。佈線可

盤 / 雷達頻率 / 距離速度顯示。

2）衛星啟動狀態

2請不要在潮濕或高溫環境下使用本產品；

單筆座標刪除：請先進入到自建座標刪除選擇功能設定，連

距離倒數。

提示座標類型， 按"+"鍵或"-"鍵選擇自建座標類型，正確選

有可能對產品產生危害，甚至燒壞產品；

２.自建座標點刪除：

，當車速低於速限值時，系統將停止【當當】警示聲，而持續

1 開機時先進行顯示幕幕測試，所有字幕會全亮，包括電子羅

語音提示正向座標選擇類型：螢幕顯示座標類型編號，語音

1.請使用本公司所配的專用電源線，使用不合格的電源線

0

1）開機啟動程式

當車輛行駛至照相點或目標物附近時，連續輕按M鍵兩次。

七、注意事项与产品保修卡
注意事項

1－3自建座標點編號與類型如下圖所示：

即行車方向與照相方向反方向，照相點拍攝車道為對向車
道，當車輛行駛至照相點或目標物附近時，連續輕按M鍵

-> 連續響聲模式。出廠默認值為語音響聲模式，三種語音響

電子羅盤顯示

四、电子狗功能简介
測速器功能介紹

車充線X1

後拉線X1

後鏡頭X1

USB線X1

固定環X2

說明書X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