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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介绍 编号 介绍 

1 拍照按键 10 向下/夜视灯按键 

2 对讲送话按键 11 指示灯 

3 USB 接口 12 白光灯 

4 复位孔 13 激光定位灯 

5 开关机/电源按键 14 镜头 

6 录像按键 15 夜视灯 

7 录音/返回按键 16 麦克风 

8 确认/回放按键 17 扬声器 

9 向上/白光灯按键 18 显示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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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开/关机键【 】：长按开机，显示开机动画，开机在监控界面。

长按关机，显示关机动画后关机息屏，开机状态短按息屏。 

2、 PTT 键【PTT】：在监控界面短按 PTT 键可快速切换分辨率。 

3、 拍照【 】：开机在监控界面，短按进行拍照。在录像时短按

截取一张照片。 

4、 录像【 】：在关机时，长按开机并且录像（一键录像）。在监

控界面短按进行录像的开启或停止。 

5、 录音/返回键【 】：在关机时，长按开机并且录音（一键录音）。

开机在监控界面，短按进行单独录音，在菜单、回放界面时短按为返

回键。 

6、 回放/确认/菜单【 OK 】：短按打开回放菜单，可选择录像、录

像、照片等文件类型，进入菜单和回放时相当于确认键。在监控界面

长按 OK 进入设置菜单。 

7、 上移/左移键【 】：在设置菜单或回放列表中上移或左移到要

选择的项目上。 
①在录像和监控界面，长按缩小焦距。 
②在回放视频时，短按是快退功能，长按减小音量。 
③在回放照片时，短按浏览下一张照片。 
8、下移/右移键【 】：在设置菜单或回放列表中下移或右移到要

选择的项目上。 
①在录像和监控界面，长按放大焦距。 
②在回放视频时，短按是快进功能，长按增加音量。 
③在回放照片时，短按浏览上一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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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屏保/省电模式 

1、屏保：开机无操作状态时，默认 60 秒后自动进入屏幕保护模

式，LCD 熄灭。时间可在菜单内进行设置。 

2、省电模式：在待机无操作状态下默认 5 分钟自动关机，时间可

在菜单内进行设置。在工作状态时不启动自动关机（如：录像、录音）。 

DSJ-T9-000000-8888888 DSJ-T9-000000-88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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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系统设置 

长按“菜单”键【OK】，进入“系统设置”，显示如下： 

 
1、菜单主界面，通过短按“上移/向左”键【▲】或“下移/向右”

键【▼】选择要设置的项，被选中项目会变蓝，短按“确认/回放”键

【OK】进入第二子项，被编辑项目会变蓝黄两色，通过短按“上移/向

左”键【▲】或“下移/向右”键【▼】选择该项的参数，短按“确认/

回放”键【OK】设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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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选项 默认值 

视频分辨率 2304X1296 30P 16:9 
1920X1080 30P 16:9 
1280X720 30P 16:9 
1280X720 60P 16:9 
848X48030P 16:9 

1920X1080 30P 16:9 

 

照片分辨率 8M(3264X2448 16:9) 
12M(4000X3000 16:9) 
14M(4352X3264 16:9) 
34M(7808X4392 16:9) 
38M(7104X5328 16:9) 
40M(8000X5000 16:9) 

14M(5632X3168 
16:9) 

 

照片连拍 关/3 张/5 张/10 张/20 张 关 

视频预录 开/关   关 

延时录像 关/5 秒/30 秒/1 分钟/5 分钟 关 

超级存储 开/关 关 

曝光调整 0~±2 0 

分段时间 
5 分钟/10 分钟/15 分钟/20 分

钟/30 分钟 

5 分钟 

移动侦测 开/关 关 

自动关屏 关/30 秒/60 秒 60 秒 

自动关机 关/1 分钟/3 分钟/5 分钟 5 分钟 

声音提示 开/关 开 

视频声音 开/关   开 

音量调节 高/中/低 高 

车载模式 开/关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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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防火墙 开/关 关 

文件查看模式 文件模式/照片模式 文件模式 

本机编号 验证密码可编辑更换为新编号  

密码保护 开/关 开 

修改密码 验证密码可编辑更换为新密码  

密拍模式 开/关 关 

语音播报 开/关 关 

恢复出厂 验证密码后恢复默认值  

日期/时间 加密，输入正确密码可编辑  

震动录像 开/关  关 

遥控开关 开关 关 

软件版本 型号+版本+日期  

 

4.4 辅助灯光 
红外夜视灯： 

白光照明灯： 
在录像和监控界面，短按向上键【▲】打开/关闭白光照明灯，界

面显示相应图标。红外灯与白光灯可相互切换，每次只有一个功能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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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录像和监控界面，短按向下键【▼】打开/关闭红外夜视灯，界

面显示相应图标。 



定位激光灯： 
在录像和监控界面，长按录音键【   】打开/关闭激光定位灯。 

4.5 拍照：

4.6 录像：

 

1、单拍：在监控状态下，按“拍照”键【 】进行拍照，拍照

时绿色指示灯会闪一次，并伴随有“咔嚓”一声响，每按键一次拍摄

一张照片，照片以日期时间命名，JPG 后缀，保存在记忆卡中。照片文

件查看请参考“查阅/回放影音”部分。 

2、连拍：在菜单设置栏设置相应连拍张数，在监控状态下，按“拍

照”键【 】进行拍照，拍照时红色指示灯会闪一次，并伴随有相应

的几声“咔嚓”声响。照片存储命名方式同上。 

3、抓拍：在录像过程中按“拍照”键【 】会抓拍一张照片，

可设置连拍抓拍。 

1、 

像时显示屏的左上角显示【  】闪烁圆点，指示灯显示红色。再按为

停止录像，并将录像以日期时间命名，以 MOV 后缀，保存在记忆卡中。

录像文件查看请参考“查阅/回放影音”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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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移动侦测：在菜单设置栏开启移动侦测，回到监控状态下界面

开始进入 7 秒倒计时，检测到移动物体开始录像；在画面静止状态（未

检测到移动物体）时，录像 10 秒后停止录像，检测功能一直开启。 

4、视频预录：在菜单设置栏开启视频预录，回到监控状态界面，

长按拍照键【 】开始预录，预录时显示屏的左上角显示蓝色闪烁圆

点，预录最长时间为启动录像前最后 15 秒。 

5、延时录像：在系统设置栏开启延时录像，回到监控状态界面，

短按一次录像键启动录像，再次短按录像键会自动进入延时录像，延

时录像时间为菜单设置，可以根据需要设置为：5 秒/30 秒/1 分钟/5 分

钟后停止录像，延时录像时可以中途短按主动结束延时录像。 

6、视频声音：在菜单设置栏开启/关闭，默认开启录制有声视频，

关闭后录像无声。 

7、密拍模式：在菜单设置栏开启密拍模式，在录像、录音、拍照

中屏蔽本机声光。 

8、车载模式：在菜单设置栏开启该功能，检测到有 USB 供电则开

始录像，关闭则只充电。 

4.7 录音 

本机可以单独录音，在监控状态下，按“录音”键进行录音，显

示屏的正中显示麦克风图标，再按一次停止录音，并将录音以日期时

间命名，MP3 后缀，保存在记忆卡中。录音文件回放请参考“查阅/回

放影音”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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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查阅/回放影音 

在监控状态下，按“确认 /回放”键【OK】进入回放界面：

1、在回放界面按【 ▲ 】或【 ▼ 】键选择查看的文件类型选项

上（视频/照片/录音，被选择的项目图标放大，黄色字体显示）。 

2、按“确认/回放 ”键选择回放的文件(被选中的是蓝色长条显示)。 

3、按“确认/回放 ”键播放所选择的文件（视频/照片/录音），在

播放过程中按 “确认/回放 ”键为暂停，再按继续播放。 

4、上移/左移键，在回放视频时，短按是快退功能，长按减小音量。 

5、下移/右移键，在回放视频时，短按是快进功能，长按增加音量。 

6、在回放过程中按“返回”【   】键会回到文件列表界面，按一

次返回上一级菜单，直至回到监控显示状态。 

4.9 文件删除 

在本机中不能删除任何保存在记忆卡上的影音文件，删除影音

文件的操作只能连接电脑后进行操作。 

4.10 复位 

因为操作不当或者其他特殊原因导致设备死机或者停止响应操作，

可通过复位键操作，复位后所有的设置参数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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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输入/输出 

    连接 PC 通过使用随机配送的数据线传输机器中文件，开启“病毒

防火墙”后，磁盘中可输出文件，不可输入，不可删除。 

4.12 连接计算机 

使用随机配送的数据线连接计算机，在机器上菜单设置栏设置密

码保护参数，关闭：直接读取磁盘，开启：不能直接读取磁盘，需在

主机上弹出对话框中输入密码：000000（出厂默认为 000000，通过修

改后需要输入新密码）。连接上位机，输入管理员密码：000000，可修

改执法仪信息（登录密码、单位编号、单位名称、姓名、警员编号、

设备编号），可进入 U 盘模式、校正时间、恢复出厂设置。 

五、背夹的装取 

背夹的装取：如图，背夹与机器的滑槽①对应好，按②的方

向装入背夹，取出时按相反的方向并加向上的力拉出。 

 
注意：背夹通过主机扣位固定，为避免多次反复装配产生损坏，

请尽量一直与主机固定一起，减少拆装次数；同时请装配时均匀用

力，防止暴力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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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遥控器 

本机有遥控版本，可以实现拍照、录像、录音和关机的遥控操作，

方便快捷，更加人性化。 

6.1、对码匹配 

设备开机后，同时长按遥控器的 和 键不松手，

遥控器指示灯会快速闪烁，主机自动进入对码状态，当指示灯进入快

闪并熄灭时对码完成。完成对码后就可以用遥控器实现拍照、录像、

录音和关机等操作。 

 

6.2、遥控器按键操作说明如下： 

①【 】键：拍照键，按键一次拍照一张；在录像模式按此键抓

拍一张。 

②【 】键：录像键，按键一次开始录像，再按一次停止录像。 

③【   

   

】键：录音键，按一次开始录音，再按一次停止录音。 

④【   】键：关机键，长按三秒关闭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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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外接摄像头 

本产品具有选配扩展使用外接摄像头功能。通过主机 USB 接口插

入专用摄像头，可以实现自动切换到外接镜头监控录像功能。 

外接摄像头的使用： 

1、外接摄像头插入到本机的外接摄像头输入接口 

2、本机转到外接摄像头工作模式（本机具有自动切换内外摄像头

显示功能，优先显示外接摄像头捕捉到的画面）。 

 

八、产品的充电 
 

低电显示：当电池的电量过低，显示屏右上角的电量图标将闪动，

喇叭会发出每隔 10 秒一次的提示音，10 分钟后会自动关机。出现低电

后请及时充电，以免影响您的使用。 
 

1、用USB数据线将本机连接电脑进行充电。充电的状态可以从LCD

上的图标以及状态指示灯上反映。 

2、用 USB 数据线将本机与专用充电器连接进行充电。 

注意：本机具有快速充电功能，需要采用随机配送的专用 USB 线

材及充电器，其他非原厂配件，不一定能实现快速供电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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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产品配件 

1、TF 卡*1 张 

2、USB 连线*1 条 

3、220V 充电器*1 个 

4、小背夹*1 个 

5、大背夹*1 个 

6、说明书*1 本 

7、2.4G 遥控器*1 个（选配） 

8、外接摄像头*1 个（选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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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公安部行标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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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简单故障排除与处理 

△! 设备无法开机，操作无反应 

1、请联接充电器按开机键看是否能开机。 

2、对设备进行充电，充电 2 个小时后检查是否解决问题。 

3、请检查充电器以及连接线是否正常。 

4、请将设备恢复出厂设置或本机复位按键，检查是否解决问题 

5、如果还不能解决问题，请联系售后人员返厂维修。 

△!  设备连接电脑失败，进入上传模式失败 

请联系售后人员远程联网解决。 

△!  忘记密码 

请联系售后人员远程联网解决。（初始密码：000000） 

△!  不能同步时间 

可以在主机上手动设置时间，可以用上位机软件“BodyCan”对设

备的时间进行同步，如果还不能更改时间，请联系售后人员远程联网

解决。 

 

 

 

 

 



地   址：深圳市龙岗区大运软件小镇66栋2层
电   话：0755-2854 2909
传   真：0755-2854 2929
邮   编：518172
邮   箱：bftd8888@126.com
网   址：www.bftd8888.com

深圳市八方通达科技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