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前須知及特別聲明 

1 行車中請勿操作機器以免分心駕駛造成危險 

2 請勿將機器安裝在安全氣曩蓋上或安全氣曩工作範圍內以免造成危險 

3 請在汽車發動後再將車充電源插入點煙孔中,以免發動舜間電流造成機器

損壞。信號無法穿透過建築物和含有金屬成份的汽車隔熱紙、也無法在室內

使用。並且信號會因地形環境(如高樓/地下道/隧道/樹林等，其他相關因素而

影響信號的接受穩定度。 

4 首次使用,請耐心等後訊號的接收約需 3-5 分鐘 

5 普通錄影狀況不要使用移動偵測錄影以免重要舉證沒記錄到 

6 請在使用前詳讀操作手冊說明(進入菜單前請先按【OK 鍵】停止錄影) 

7 記憶卡規格需 Class10 16G 以上才不會影響錄影效果。 

8 如您的車輛 E-TAG 高速公路電子收費貼標在車頭燈上的，訊號的接收可

能會受到影響。請另外加購訊號轉發器。 

9 本系統僅供使用於非商業用途，適用法律允許的最大限度內，本公司對使

用者因使用本系統造成之損失不承擔任何責任。 

10 使用者需經常確認行車記錄器內部的記錄檔案是否有正常記錄，本公司

不負擔任何舉證的義務。 

11.碰撞感應功能(請從最低開始設定,才不會太過靈敏造成容易鎖檔)。 

12 正常行駛中請勿啟開停車監控模式，以免主機無法判定行車狀況而當機。 

13.由於交通建設發展，有可能會出現測速撥報與實際道路些許差異!請依據

實際道路交通號誌駕駛。 

14.要進入菜單功能前請先按 OK 鍵停止錄影狀態。 

 

 

 

 

 

 



 

一、產品規格說明 

硬體規格： 

顯示幕 5.0 寸 IPS 高清屏 

外置埠 

MINI USB 5.5V/2A 電源介面 

最高支援 32G C10 TF 卡 

3.5mm 三節 GPS  

2.5mm 三節數位 720P 後錄攝像頭介面 

揚聲器 8 歐 1 瓦單聲道 25mm 揚聲器 

MIC 標準全指向麥克風 

功能特性： 

前攝像頭 高清低照度 

後攝像頭 6 米線長/2.5mm介面/帶鏡像 

GPS 軌跡 支持（外置） 

胎壓偵測器 支持（外置）(選配) 

拍照 支持 

鏡頭旋轉 手動機械微調 

HDR 支持  

倒車全屏 支持 

前攝像頭角度 165°廣角 

視頻格式 MOV 

圖片格式 JPG 

存儲壓縮方式 H.264 



電池類型 500mAh 聚合物鋰電池 

語言支援 支援多國語言 

重力感應 支持 

移動偵測 支持 

延時關機 支持  

迴圈錄影 支持,不漏秒 

錄音功能 支持 

停車監控 支持 

GPS 參數 

定位精度 10 

接收靈敏度-159 

GPS 天線外置 

接收頻率 1.57542GHz 

預警類型 固定測速+流動測速(座標預警) 

安全類型預報 
紅綠燈、拍照點、休息站、收費站、高速出入口、大彎道、

易肇事路段 

前攝像頭視頻

畫質 
4K、2.7K、2K、1080P 

後攝像頭視頻

畫質 
HD1280x720 

拍照分辯率 最高支持 3M 

操作溫度 -20℃~60℃ 

操作濕度 15-65%RH 

存儲溫度 -30℃~80℃ 

 



二、按鍵功能介紹(圖片僅供參考，以實物為主) 

       

 

 

 

 

 

 

 

 

 

 

 

 

 

電源鍵【 鍵】 

 功能一：開/關機功能 

    在關機狀態下，短按【 】鍵開啟本機電源。在開機狀態下，長按【 】

鍵並保持 3 秒鐘本機自動保存錄影檔並關機。 

功能二：螢幕省電功能 

在開機狀態下，短按【 】鍵關掉螢幕顯示，進入省電模式；省電模式

下再短按【 】鍵開啟螢幕顯示。 

菜單鍵【M鍵】 

   功能一：菜單設置 

1）5”IPS TFT       2）前攝像頭模組         3）USB 介面 

4）後拉攝像頭模組     5）TF 卡插孔              6）GPS 介面 

7）確認鍵【OK鍵】    8）功能表鍵/模式鍵【M鍵】  9）電源鍵【 鍵】  

10）上翻鍵【▲鍵】   11）下翻鍵 【 鍵】       12）喇叭 

            

10）下翻鍵【▲鍵】    11）上翻鍵【 鍵】         12）喇叭 



在待機狀態下，長按【M鍵】進入主功能表功能設置表，短按【▲鍵】

或【 鍵】選擇子功能表中需要設置的選項，短按【OK 鍵】確認。設置完

成後，短按【M 鍵】直至退出功能表設置功能。（功能表設置方法在錄影模

式、拍照模式、重播模式中均相同） 

模式鍵【M鍵】 

功能一：切換功能 

    在待機狀態下，短按【M鍵】，可在錄影模式/拍照模式/重播模式三種

模式相互切換,（錄影模式、拍照模式、重播模式中均相同） 

功能二：鎖定功能 

    在錄影狀態下，如果發現車輛發生碰撞時，短按【M鍵】啟動緊急鎖定

功能，這個檔不會被迴圈覆蓋。 

下翻鍵【 鍵】 

功能一：下翻頁功能 

   在功能表設置和重播模式中為下翻頁功能。 

功能二：攝像頭切換功能 

在待機狀態下，插入後拉攝像頭，螢幕右上方會有一小塊區域顯示為後

拉畫面，表示已識別後拉攝像頭，短按【 鍵】可以在前攝像頭、後攝像頭

兩種顯示方式之間切換， 

 上翻建【▲鍵】 

功能一：上翻頁功能在功能表設置和重播模式中為下翻頁功能 

功能二：關閉錄音功能 

在待機狀態和錄影模式中，短按【▲鍵】可以關閉錄音功能，此時螢幕

上方圖示變為禁止圖示表示已關閉錄音功能，再次短按【▲鍵】可開啟錄音，

禁止錄音圖示消失。 



功能三：胎壓介面功能表(選配) 

在待機狀態，長按【▲鍵】執行胎壓功能表設置介面 

確認鍵【OK鍵】 

功能一：啟動錄影/拍照/播放功能 

    在待機狀態下，短按【OK鍵】開始進入錄影，再次短按【OK鍵】即可

停止錄影。在拍照模式下，短按【OK 鍵】即可拍照一張。在重播模式下，

短按【OK鍵】即可進行檔播放。 

功能二：確認功能 

   在錄影模式/拍照模式/重播模式的狀態下，按【M 鍵】進入主功能表模

式，輕觸短按【▲鍵】/【 鍵】來流覽，輕觸短按【OK鍵】來確定。 

 

復位鍵【RESET鍵】 

如記錄儀發生當機故障，短按主機背面【RESET鍵】可重啟機器。 

二、安裝說明 

1.關閉汽車引擎。 

2.將 TF 卡插入記錄儀卡槽中。 

  【注意】請使用高速 TF 卡（Class10 以上），容量不小於 16GB，TF 卡最

大支持 32GB。 

3.將記錄儀固定於汽車的原後視鏡上。 

4.將車載充電器插入汽車點煙器中。 

5.將記錄儀的 USB 介面和車載充電器連接起來。 

  【注意】佈線時可將車充線沿汽車擋風玻璃邊緣敷設。 

將後置攝像頭安裝在車輛後部，安裝時注意方向。佈線沿車輛頂棚敷設。 

佈線前請先測試鏡頭 



6.安裝完成後將後置攝像頭插頭接入記錄儀後置攝像頭介面。 

7.調整鏡頭位置，確保鏡頭與地面保持水平。 

8.發動引擎，檢查機器是否已安裝正確。 

【注意】當機器安裝正確，機器啟動進入記錄狀態。請注意檢查顯示幕上的

畫面是否正常，如顯示畫面為倒像，請及時與我們聯絡。 

建議安裝示意圖 

 

功能介紹 

使用自動記錄功能 

啟動汽車引擎，記錄儀自動啟動並開啟記錄功能（自動記錄功能打開）。 

關閉汽車引擎，記錄儀自動保存記錄內容並關機，記錄的影像分段保存於

TF 卡上，當 TF 卡存滿後記錄儀將覆蓋較早前錄製的影像。 

 【注意】a.記錄的時間段可自行在菜單中設置，範圍為 1/2/3 分鐘。 

         b.前、後攝像頭的錄影分別保存於 TF 的 Normal  F 與 R 檔夾中。 

   備註：加鎖資料夾 Event   迴圈錄影資料夾 Normal   拍照資料夾 Photo 

使用手動記錄功能 

   短按記錄儀 鍵，記錄儀啟動並開始自動記錄（自動記錄功能打開）。 

如需關機則再次長按 鍵並保持 3 秒，記錄儀即可自動保存記錄並關機。 

使用拍照功能: 在開機狀態下，短按 M鍵進入拍照模式，此時顯示幕左上角

圖示已由攝像機轉換為照相機，短按 OK鍵即可拍照。如需切換回錄影模式，



短按三次 M鍵即可。 

前攝像頭解析度功能 

在待機狀態下，長按 M鍵進入菜單設置，短按▲鍵/ 鍵選擇“記錄儀設定”

功能表，按 OK 鍵進入“攝像頭解析度”可選擇（4K、2.7K、2K、1080P)圖

元。 

後鏡頭錄影功能 

在待機或者錄影狀態下，插入後拉攝像頭，螢幕右上方會有一小塊區域

顯示為後拉畫面，表示已識別後拉攝像頭，短按【 鍵】可以在前攝像頭、

後攝像頭兩種顯示方式之間切換 

【注意】使用後拉鏡頭必須選擇（2.7K、2K、1080P)的解析度狀態下才可以

同步前後錄影，在選擇 4K 解析度狀態下會自動關閉後拉鏡頭畫面，後拉鏡

頭不執行錄影記錄工作。 

倒車可視功能 

首先，必須車充連接好記錄儀，後拉攝像頭上黑紅線連接倒車燈。插車

充機器會自動啟動錄影狀態，在錄影模式下切換 R 檔螢幕自動切換到後視鏡

頭，顯示倒車影像。結束倒車可視後機器自動返回錄影模式。  

使用軌道偏移功能（LDWS/FCWS） 

在待機狀態下，長按 M 鍵進入菜單設置，短按▲鍵/ 鍵選擇“通用設

定”功能表，按 OK 鍵進入校準。短按▲鍵/ 鍵選擇校準位置按 OK 鍵確認。 

                     

 
斑馬線中心校準

線 

左邊斑馬線校準 右邊斑馬線校準 

 



 

 

      

 

 

(LDWS)當鏡頭感應車輛行使的車道有偏移時，顯示幕中間顯示車道偏移的圖

示，並發出警告音滴滴滴。 

（FCWS）攝影鏡頭則負責前方 50 米內的車輛動態。當與前車距離過近或路

中間有行人時，會發出警告聲，提醒駕駛者注意。 

【注意】設置會自動保存，再次開機後無需設置及校準。 

    校準保存後記錄儀不要移動位置，如果記錄儀移動位置，ADAS 報 

警提示會有誤差亦不提示發出警告音，需要重新校準。 

 

 

使用移動偵測功能(開啟該功能將無實時錄影) 

   在待機狀態下，長按 M 鍵進入菜單設置，短按▲鍵/ 鍵選擇“通用設

定”進入移動偵測模式，可選（關閉、高、中、低）檔位，當鏡頭感應到周

邊範圍有移動物體時，機器進入攝像狀態，當鏡頭沒有感覺物體移動後 30

秒，系統停止錄影。如需退出移動偵測選擇“關閉”模式。 

碰撞感應功能 

(請斟酌調整!設定太高會容易造成鎖檔產生太快而使記憶卡無正常可循環

的空間) 

車頭引擎蓋距離校準 前車預警距離校準 



1.碰撞感測器（G-sensor）支援靈敏度調節，可根據實際需要在設置功能表

中自行更改設置，一般車輛請設定在最低的位置。 

說明:本機內置碰撞感測器(G-sensor)，如果發生嚴重車輛碰撞，記錄

儀會鎖定影像資料，同時顯示幕右上方顯示鎖的圖示；被鎖定的影像會另存

為一個特殊檔，這個檔不會被迴圈覆蓋。 

 

一鍵鎖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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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圈覆蓋。

在錄影模式中，短按 M鍵記錄儀會將當時整段的視頻影像鎖定。 

日期及時間設定(正常情況由 GPS 自動調整) 

在待機狀態中按 M鍵切換至系統設置模式，短按▲鍵/ 鍵將遊標移動

至設置日期選項。短按 OK鍵確認，並返回設置菜單設置，再按 M鍵退出菜

單設置。 

【注意】為了有效記錄行車安全事故的取證的日期和時間，在使用本機前請

即時設置正確的時間。 

 

一鍵靜音功能 

在待機狀態下，短按▲鍵，螢幕上方音量圖示變為禁止圖示，表示錄

音功能已關閉，此時記錄儀只記錄圖像不記錄聲音；再次短按▲鍵，螢幕上

方音量禁止圖示去除，表示恢復錄影錄音同步功能。 

【提示】設置會自動保存，再次開機後無需設置靜音功能。 

拍攝檔重播 

 在開機狀態下，短按 2 次 M鍵切換至重播模式，短按▲鍵/ 鍵找到需要重

播的檔，短按 OK鍵即可播放/暫停檔，如需退出重播模式，再次短按 M 鍵。 



 

 

停車監控模式(該功能請勿在車輛行駛中開啟以免造成主機異常) 

在主功能表中打開停車模式，在記錄儀關機狀態下受到震動，記錄儀可

根據 G-SENSOR 來感應，自動啟動機器並錄影自動保存影像及關機。停車模

式未開啟時，記錄儀受震動則不會開機。 

測速預警模式設置 

功能 預設值 選項 

音量 10 靜音 0-10 

超速 關 關 40-160KM 

速度微調 0 -6 -- +6 

 

 

 

 

 

GPS 功能 

 機器開啟，未連接 GPS 模組狀態下，GPS 圖示為“ ”未定位狀態。 

連接插入 GPS 模組，在室外大約 3-5 分鐘可定位到軌跡，GPS 指示圖由紅色

“×”變為“ ”標示 GPS 表示 GPS 定位成功。此後只要開啟錄影功能，

行走軌跡會自動生成 GPS 檔。” 

衛星啟動狀態 

1，當機器處於衛星連接狀態時，螢幕中的東南西北會持續閃爍.反之當無法 

與衛星連接時，螢幕中的東南西北將不會持續閃爍，在無法與衛星連接



的狀態時，電子羅盤的東、西、南、北會持續輪流閃爍，當與衛星連接

時，電子羅盤會依據車子行進的方向而顯示方位。 

開機啟動 

開機時會播報歡迎詞：（安全預警系統啟動中，請系好安全帶） 

 

系統維護和故障處理 

(1)、GPS 異常警示狀態 

A、GPS 異常提示的可能情況： 

1.相鄰車道間距小於 50 米時 

2.固定照相已移除但仍有提示（請通知銷售商或上網回饋） 

3.前方彎道叉口有固定照相時  

4.連續測速點間距小於 100 米時  

5.隧道出口處有固定照相時  

6.多高架橋重迭層 

上述六種情況下系統可能會誤報，用戶朋友請注意識別，若在這六種之外的

情況下發生誤報，請及時的聯繫我們。 

 

 

 

B、影音衛星信號接收的情況有： 

  (1) 地下室或隧道內 (2) 高架橋下 

  (3) 周圍高樓聳立   (4) 在密林或山谷中 

上述四種情況下機器可能會接收不到衛星信號或信號較弱，請格外   

注意按規章駕駛，以免發生安全意外或被拍照。 



     

 

 

 

 

 

 

 

 

軟體升級 

預警資料一鍵自動升級指引 

將安全預警儀用資料線連接至電腦 USB 介面，確保電腦已經連接到互聯



網；在我的電腦中按兩下打開“卸載式存放裝置設備”（注：不同的電腦作

業系統，介面顏色、圖示顯示可能會有所不同，但操作一致），顯示一鍵自

動升級程式，按兩下“TW_Q8_UpdateV2.0 按兩下自動遠程下載”，如圖： 

 

點擊“一鍵下載”，點擊如圖： 等待升級，切勿斷開 USB 連接，如圖： 

 

點擊“一鍵下載”，出現  網路連結不暢/ 最新電子狗資料本版，如圖： 

 

胎壓設備（選配） 

功能描述以下： 

功能 選項 



胎壓配對 左前輪/右前輪/左後輪/右後輪 

胎壓換位 左前-右前/左前-左後/左前-右後/右前-左後/右前-右後/左後-右後 

壓力單位 
Bar/Psi 

預警提示音 開啟/關閉 

壓力警報上限 
0-8.0 

壓力警報下限 
0-8.0 

溫度警報上限 100℃ 

1. 接上胎壓接收器開機，長按 M 鍵，進入主功能表選擇胎壓監測介面。 

 

2.胎壓監測配對 

    正常情況下，胎壓感測器與接收器之間在出廠時已經配對完成，用戶在安裝時只需要按照胎壓感

測器上文字描述的位置安裝即可，使用者若需要自行重新配對，則按照如下方法操作： 

在胎壓監測介面狀態，短按 OK 鍵進入胎壓設置，選擇到胎壓配對選項，會出現左前、右前、左後、

右後四個選項，需要單獨一個一個配對，如選擇左前按 OK 進入配對，直到上面顯示配對成功，在進

行第二個配對，以此類推。（注意：在配對外置時，要先拆下感測器，在現實配對狀態時再裝上感測

器，內置的則只需要往輪胎加氣或者放氣，）若配對超時或者失敗，按照如上方法重試即可。 

 

 



    

 

 

                                                  

胎壓匹配                           匹配成功 

3.胎壓單位胎壓單位有兩個選項，分別是 Bar 和 Psi 

4.胎壓監測預警設置在胎壓監測介面，短按 OK 鍵打開胎壓設置功能表，選擇對應設置項，按 OK 鍵確

認，再按 鍵往下切換，按上  鍵設置參數，設置完成後再按 鍵回到胎壓介面。 

5. 快捷打開胎壓 UI 介面，在待機狀態或者錄影狀態，長按 預覽胎壓當前氣壓和溫度介面數值 

6. 報警提示，根據設定胎壓上限下限值，超出設定值範圍會自動報警滴滴滴報警聲 

 

 

 

胎壓菜單 胎壓配對選項 

 



 

 

 



 

 



行車記錄儀說明書已經校對，如果發現與實機不同時請依實機為準! 

使用本產品而導致罰款或交通意外，我公司不承擔任何責任。 

                    規格修正不另通知  

行車記錄器常見 Q/A 

               常見問題              處理方式 

後拉鏡頭無畫面 

無法切換子母畫面 

1.按方向鍵的左健看是否可以顯示。 

2.在主機端將後拉鏡頭插頭重插。 

3.檢查傳輸訊號線是否在安裝時有破損或斷裂。 

4.檢查後拉鏡頭端子線是否有插緊。 

5.有部份歐規車系或是福特、馬自達的休旅車，

需加裝整流器或是繼電器。 

倒車時無法顯示倒車畫面 1. 有部份歐規車系或是福特、馬自達的休旅車，

需加裝整流器或是繼電器。 

2. 未正確跨接倒車燈(請參閱後拉鏡頭說明書)。 

顯示記憶卡已滿 

無法循環錄影 

 

1. 請降低碰撞靈敏度。 

2. 在錄影狀態中的(功能鍵)左邊第二顆按鍵為

手動鎖檔功能，因此要進入功能畫面設定前請

先按最右邊的 {ok}按鍵停止錄影後才可以進

入設定畫面。 

3. 記憶卡格式化。 

無法讀取記憶卡或顯示插入記憶 1.將主機充電 6 小時。 



無法開機或是電源無反應 

無法隨汽車發動啟動錄影 

開機一段時間後會突然自動關機 

 

1. 重插車充頭或是主機線重插。 

2. 取下主機按背面的 RESET 鍵。 

3. 檢查車充插頭電源指示燈是否有亮，沒亮請更

換車充。 

4. 車上的點煙孔座損壞無電。 

5. 請在發動汽車後再插入車充電源 

6. 車充電源鬆脫或是點煙孔內部生銹 

7. 使用的電源分配器輸出電力太小需更換分配

器 

無法進入功能鍵 1. 在錄影狀態中的(功能鍵)左邊第二顆按鍵為手

動鎖檔功能，因此要進入功能畫面設定請先按最

右邊的{ok}按鍵停止錄影後才可以進入設定畫

面。 

開機後畫面顯示異常 

主機開機後螢幕呈現一條一條的畫面 

開機螢幕一片反白 

主機營幕有亂碼 

有聲音無影像 

1. 重插車充頭或是主機線重插。 

2. 前檔風玻璃有髒汙。 

3. 鏡頭有髒汙。 

4. 車上的車充電源使用過多電力導致主機供電

不穩定，請移出一些設備或更改。 

5.使用的電源分配器輸出電力太小需更換分配

器。 

開機錄影幾秒後就不錄了 

 

1. 開啟了移動偵測，請關畢。 

2. 記憶卡損壞。 

3. 開啟了停車監控(請關畢) 

無法啟動緊急鎖檔功能 1.請依各式各人需求來增加碰撞靈敏度。 



行車監控功能開啟後，遇碰撞卻沒自動啟動錄影 

後拉鏡頭線長不夠 1.本機主要針對一般轎車使用(車長 5 米)我司附

的線長約 6 米。 

2.一般轎車請依車頂的方向來走線。 

 

不能調整日期 

 

1. GPS 信號自行更新日期和時間 

機器啟動後有嗡嗡聲或主機會一直亂叫 

 

1. 前車警示的警告聲，請依據實施車輛做校正。 

2. 內部零件脫落需送修 

按鈕除了開關機鍵可使用，其他按鍵沒有作用 1. 要進入功能畫面設定前請先按最右邊的 {ok}

按鍵停止錄影後才可以進入設定畫面。 

2. 送修 

 

 

測速器信號問題 

如車輛E-TAG高速公路電子收費貼標在車頭燈上的，訊號的接收可能會受到影響。請另外加購訊號轉發器。 

故障狀況 可能原因 如何排除 

無法開機 電力不足或沒插入車充電

源 

請充電或檢查車充是否確實插入點煙器孔 

顯示畫面不清楚 畫面亮度太小 請調整背光亮度 

接受不到GPS 冷開機狀態會環境因素 請稍待等衛星訊息接受。 

GPS無法在室內使用,GPS訊號無法穿透建築物及含

金屬成份之汽車隔熱紙。開機定位需在戶外,且因地

形和接收訊號強弱因素包括受天候及使用地點(高

樓/隧道/地下道/樹林)等其他相關因素會影響搜尋

衛星訊號的穩定度。 

 

 

畫面當機 系統執行程式中或被異常

終止 

請使用觸控筆重新Reset啟動 

沒有測速預警 尚未定位 

信號受到阻隔 

請連絡代理商或經銷商 

音量太小 音量調整太小 請在系統內或是導航軟體上面調整大小聲。 

在電腦上無法看行車記錄

器所記錄的檔案 

撥放軟體,不相容 

請至我司網業下載 

 

請將行車紀錄器插槽上Mirco SD Card取下透過讀

卡機連結於電腦進行存取。利用我司的GVP撥放器r

在電腦上撥放,可以精確顯示行車記錄的路徑方向

座標和時速。 



汽車發動時有時會當機 汽車發動的瞬間電流過大 在汽車發動後再將車充電源插入點煙孔中,以免發

動舜間電流造成機器損壞。 

主機的溫度高 正常 因為主機在執行雙功能,本機的工作溫度在攝氏60

度 

開機沒有啟動行車記錄器 無設定開機自動執行 請看說明書內的行車記錄器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