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uvi KZ2驱动凸轮（VDC-003-KZ2）是捕捉4K旅程的完美

解决方案。本手册将向您介绍如何设置和操作相机。

请仔细阅读并遵循本手册，以确保您充分利用相机的所

有功能。请妥善保管本手册，以备将来参考。

拍摄最佳影片的提示

n  放置相机的位置，使其不会分散或遮挡驾驶员的视

线（我们建议在后视镜后面）。

n  确保挡风玻璃的内部和外部清洁干燥，以便牢固固

定支架。

n  请勿遮挡相机的视线，并确保其在“雨刮器区域”

内。

n  调整摄像机角度，以减少摄像机视图中的天空量。

太多的天空会导致相机曝光过度并使道路显得更

暗。

存储卡性能提示

n  使用新的microSD卡之前，您需要使用相机格式化存

储卡，您可以在相机设置中执行此操作。

n  我们建议至少每两周格式化一次microSD卡，以确保

清除不可见的内存并减少文件损坏的风险。格式化

存储卡将完全擦除存储卡中的所有数据，并在格式

化之前备份您要保留的所有文件。

n  取出microSD卡之前，请先关闭相机，以免损坏卡。

n  Muvi KZ2支持最大128GB容量的microSD卡。我们建

议使用SanDisk，东芝，三星等知名品牌的U3级卡。

介绍 重要的！

免责声明：Veho无法保证所有事件都会被Muvi KZ2驱动凸轮捕获。

请勿在驾驶过程中尝试调整相机位置或尝试访问或更改

相机设置。请根据您所在国家/地区的法律安全使用照

相机。使用本相机的风险自负。



1. 液晶屏

2. 菜单按钮

3. 左/上按钮

4. 右/下按钮

5.  OK /确认按钮

6. 电源按钮

7. 演讲者

8. 相机镜头

9.  AV IN端口

10. 支架安装

11. USB端口

12. microSD卡插槽

13. 重置按钮

14. 麦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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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子里装了什么？

1. Muvi KZ2驱动凸轮

2. 挡风玻璃吸盘

3.  12v电源适配器

4.  2m USB电缆

5. 快速入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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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KZ2

n   确保挡风玻璃的内部和外部清洁干

燥，以确保安装座牢固粘附，并且不

会遮挡相机的视线。

n   放置相机，使其不会遮挡驾驶员的视

线（我们建议在后视镜后面）。

n   将安装座固定到位，确保其完全固

定。

建议的摄像机电缆布线。

12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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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录像图标

2.  microSD卡图标

3. 运动检测

4. 重力传感器

5. 日期戳

6. 时间戳

7. 视频分辨率

8. 电池电量指示器

9. 麦克风音频

10. 视频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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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KZ2

开机/关机

按住“电源”按钮3秒钟（大约）以打开相机电源，此

时将显示Muvi KZ2加载屏幕。再次按住“电源”按钮3

秒钟（约）以关闭相机。

要在录制时关闭屏幕，请按一下“电源”按钮，此功能

旨在防止驾驶时分心。

请注意，连接到车辆后，相机会自动打开和关闭。 

5

3 seconds

给KZ2充电

暂时使用Muvi KZ2之前，必须将相机充满电。

使用随附的12v电缆将摄像机连接至车辆的12v

输出端口。我们建议您在使用相机时将其连接

至电源。

12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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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模式

要使用Muvi KZ2播放录制的素材，请将相机设置为“录

制/照片/待机”模式，然后按住“向右/向下”按钮约3

秒钟。

进入播放模式后，使用“向左”和“向右”按钮滚动浏览

素材，然后按“确定”按钮查看选定的素材。

视频录制

在正常操作期间，摄像机将在车辆引擎开启时自动开始

记录，而在引擎关闭时自动停止记录。素材将自动保存

到microSD卡中。

如果您需要手动开始录制，请在相机主屏幕上按“确

定”按钮。视频计时器将启动，指示摄像机正在录制。

再按一次“确定”按钮即可停止录制。

如果您发生碰撞，则将触发G传感器功能，这将在事件

发生前后将摄像机镜头锁定5秒钟。然后将保护该素

材，使其不会被循环录制功能覆盖。

3 seconds



照片拍摄

当相机处于“记录/照片/待机”模式时，按住菜单按

钮可在“记录/照片/待机”之间切换。 进入照片模式

后，按“确定”按钮拍摄一张照片。

定时和自动拍照

定时照片模式的设置为3、5、10或20秒。 启用此模式

后，您可以设置从按下“确定”按钮到拍摄单张照片的

间隔。 只拍摄一张照片。

自动照片模式的设置为3、10、15、20或30秒。 启用此

模式后，您可以设置从按下“确定”按钮到拍摄单张照

片的间隔。 它会连续拍摄照片，直到您再次单击“确

定”按钮停止为止。

这两种模式不能一起使用。



传输素材

使用USB数据线将录像从Muvi KZ2传输到PC上。 将相机

连接到PC并打开相机电源，您的PC将使用文件资源管理

器将素材识别为第三方设备，以访问素材。 或者，使

用microSD读卡器。

使用microSD卡

使用新的microSD卡之前，您需要使用相机格式化存储

卡，您可以在相机设置中执行此操作。 我们建议至少

每两周格式化一次microSD卡，这样可以确保清除不可

见的内存并减少文件损坏的风险。 格式化卡将完全擦

除卡中的所有数据，并在格式化之前备份您要保留的所

有文件。 如果通过计算机格式化，则存储卡应为FAT32

格式。

支持最大128GB容量的microSD卡。 我们建议使用

SanDisk，东芝，三星等知名品牌的U3级卡。

up to 128GB

请注意，Veho对任何数据丢失概不负责。



型号 Muvi KZ2驱动凸轮

DSP Hi3559 V200

液晶屏 3.0英寸IPS液晶屏（360 x 640）

镜头 6G 140°

视频分辨率 4K/2.7K/1080P

影片格式 H.264 /H.265

照片分辨率 16M/13M/8M

照片格式 JPG

电源输入 迷你USB端口5V/2.5A

电压/工作电流 DC3.7V / 230mAh

工作温度 -15°- +65°

电池 内置锂离子电池150mAh

扬声器 0.8W

规格

要访问相机设置，请按“菜单”按钮。 使用“左/上”和“

右/下”按钮浏览菜单。 按下“确定”按钮选择一个类别。

以下是一些您可以编辑的设置：

n 视频分辨率 n 循环记录时间

n 编码类型 n 停车模式

n G传感器检测 n 照片分辨率

n 曝光 n 屏幕睡眠

n 定时关机 n 语言

n 音量 n 运动检测

n 日期和时间 n 格式化microSD卡

n 车牌水印 n 出厂重置

要退出菜单，请再次按“菜单”按钮，这将使您返回主屏幕。

设定值6



n 请勿拆卸，修理，改装相机或电源相关配件。

n 请勿在驾驶过程中调节或操作相机。

n 避免将相机安装在可能会妨碍驾驶员视野或安全气囊展开的位置。

n 避免将相机长时间暴露在潮湿和/或高温下，因为这可能会缩短产品的使用寿命。

n 请勿将水或清洁剂直接喷在相机上。这可能会引起火灾，触电或其他故障。

n   仅使用相机随附的Muvi KZ2电源适配器。其他电源适配器可能会产生安全隐患 危害或损坏相机。

n 请勿使用损坏的电源适配器或电缆。

n 在某些汽车中，即使发动机关闭，也可能会持续向相机供电。这可能 耗尽车辆的电池。

n 使相机远离加热器或其他热的物体。存放在较低的温度下以降低发生率 电池自放电。

n 不使用相机时，请勿将相机留在车内。

维护

 循环录制 无缝循环视频-1分钟，2分钟，3分钟

microSD卡 不包括在内。我们建议使用知名品牌的U3级卡。支持最大128GB容量的卡

 日期和时间戳-支持

运动检测 支持

便携式磁盘 受支持

G传感器 支持

频率 50Hz/60Hz

尺寸 86.5毫米x 57毫米x 16.5毫米（带镜头35毫米）

净重 70克



Veho的其他产品

Cave Smart Home Starter Kit

VHS-001-SK

STIX True Wireless Earphones

VEP-115-STIX-W

Pebble Pokket 1000mAh Micro

Size Keyring Power Bank

Available in Red, Orange, Blue, 

Black

在这种情况下，您需要与Veho联系以获取Muvi KZ2驱动凸轮的支持或故障排除，请通过

我们网站上的在线聊天与我们联系：

veho-world.com

支持



This symbol, affixed to the product or its packaging, indicates that the product must not be processed as household waste. This product should 
be correctly disposed of according to your local guidelines for electrical and battery operated products. Correct disposal of the battery will avoid 
potential harm to the environment and human health.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recycling of this product, please contact your local 
waste recycling centre.

EC符合性声明

Veho UK LTD在此声明，无线电设备类型（VDC-003-KZ2）符合EU指令。 欧盟符合性声明的全文可在以下网址获得：  

https://veho-world.com/compli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