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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J-YXZY2A1 说明书 

引言 
 真诚感谢各位用户选购本公司的执法记录仪，请在使用前认真阅读本手册，同时妥善保
护好本手册，以便需要时查询。 
 本手册相关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随着硬件和软件版本迭代，内容可能会有所变化，恕
不另行通知，敬请谅解。 
 本手册为该产品的使用手册，简要介绍了产品的功能特点、性能指标、外观结构、使用
操作和注意事项，供广大用户在使用时参考，请在使用前详细阅读。 
警告： 

1. 请远离火源； 
2.  避免将 LCD 屏和摄像机镜头直接放置在日光下暴晒。 

注意： 
1. 特定频率的电磁波可能影响图像质量； 
2. 在您使用该产品工作之前，请做一次试验性操作以便熟练掌握使用； 
3. 产品长时间不用，再次使用时，请提前充满电； 
4. 机器发生故障时，请勿任意拆开和维修，机器只有授权维修人员才能进行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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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功能按键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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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特点 

2.1 夜视功能：漆黑环境下 10 米内可看清人脸面目轮廓 
2.2 加强安全性：在执法仪上无法对文件进行修改 
2.3 字符叠加功能：视频和照片都附加时间、经纬度、产品编号、使用者编号等信息，无法
剪辑，更具法律证据效力 
2.4 可外接摄像头功能：可选配多款外接摄像头。如红外摄像头，纽扣式摄像头等 
2.5 一键 4G 传输 
2.6 高清画面：可选择 720P、1080P、2k、4k 分辨率进行录像和拍照 
2.7 编码格式：H264/H265 可选，H265 压缩率更高 
2.8 具有摄像、拍照、录像、定位四大功能 
2.9 可现场回放录音、录像及照片 
2.10 资料自动分割保存：防止误操作造成资料丢失 
2.11 三种操作提示：震动、LED 灯、声音 
2.12 语音播报功能 
2.13 紧急报警功能 
2.14 重点文件标记功能 
2.15 4G 全网通 

三、性能指标 

项目 技术参数 

芯片 8 核 64 位 2.3G 16nm 低功耗处理器，高性能 AI 处理能力 

系统 Android™ 7.1.1 智能操作系统 

4G 无线传输 4G 全网通 

显示屏  2.4 寸 IPS 高亮显示屏，电容式触摸屏 

定位 内置北斗/GPS 组合定位 

摄像头 摄像摄像头的水平视场角大于 110 度（可定制更大角度） 

视频录像 4K 30fps，2K 30fps，1080P 60fps/30fps，720P 60fps/30fps 

视频编码 H264、H.265 

视频输入 可外接 1080P USB 摄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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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格式 MP4 

图片格式 有效像素 4608*3456，JPG 文件格式保存 

图像传感器类型 索尼 IMX458 

音量 大功率功放，支持大喇叭，满足公网对讲音量要求 

动作传感器 光线传感器，选配地磁传感器、陀螺传感器等 

红外夜视 自动红外夜视灯开/关，自动切换；大功率红外，10 米可视 

WIFI 功能 内置 WIFI 功能，可同时支持 802.11B/G/N/AC 

数据接口 TYPE C USB 3.0/蓝牙 4.0 

充电方式 快速充电功能,5V2A 充电,外接充电触点 

电池 3050MAH 大容量聚合物电池,支持更换电池 

存储介质 TF 卡，最大支持 256GB 

外形尺寸 91*58*25MM 

防护等级  IP68 

重量     祼机重 160g 

标准     满足公安部 GA/T 947.2 2015，3C、CTA、CE、FCC 

 

四、基本功能 

4.1 开关机键 
长按 3s 开机，在显示开机 logo 画面后，进入预览模式。在任何使用状态下，长按电源键 3s
可以选择关机或重启。 
 
4.2 拍照键 
在任何界面短按拍照键,可以进入预览并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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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录像键 
在任何界面下短按录像键,可以进入录像功能，并且红灯闪烁，再次短按停止录像，为了防止
误操作，两秒内按两次，第二次视为无效操作。 
 
4.4 录音键 
在任何界面下短按录音键,可以进入录音功能，并且黄灯闪烁，再次短按停止录音，为了防止
误操作，两秒内按两次，第二次视为无效操作。 
 
4.5 标记键 
在录音、录像等情况下，短按可将正在进行的操作标记为重要文件。 
 
4.6 PTT 键 
可用做 PTT 对讲功能按键（需配合后台使用）。 

 
4.7 图传键 
长按可用做一键视频上传（需配合后台使用）。 

 
4.8 红外夜视 
执法记录仪在摄录状态下，当环境亮度不足时，自动开启红外功能，当环境亮度足够时，自
动关闭红外功能。 
 
4.9 激光灯 
在任何界面下长按录像键开启激光灯，再次长按录像键，关闭激光灯。 
 

4.10 SOS 键 
按下 SOS 键启动一键报警功能（需配合后台使用）。 
 

4.11 手电筒 
长按标记键可以打开/关闭手电筒。 
 
4.12 返回键 
标记键也是返回键，可用于返回上层界面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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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界面操作 

5.1 设备开机即进入预览界面，在该界面按主界面键可进入主界面。 

  
 
5.2 主界面有 6 个功能菜单，点击相应菜单可以进入相关功能 

 
  5.2.1 摄录：点击进入预览界面； 
  5.2.2 录音：点击进入录音界面并开始录音； 
  5.2.3 回放：点击查看录像、照片、录音文件； 

5.2.4 应用程序：安装在执法仪上的软件入口； 
5.2.5 调度平台：与平台进行适配，可以设置平台 IP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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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设置：点击可进入媒体设置和系统设置。 
1）其中媒体设置包括 

摄像头：切换前后摄像头； 
后置设置：设置后置摄像头的录像分辨率与照片分辨率； 
前置设置：设置前置摄像头的录像分辨率与照片分辨率 
视频编码：设置编码，有 H264、H265 可选； 
码率：设置码率，高中低三挡可选； 
分段：设置录像分段，有 5 分钟、10 分钟、15 分钟可选； 
循环录像：打开该开关可循环录像，默认开启 
视频截取：设置视频截取； 
省电拍摄：打开可以开启省电拍摄模式。 

 

2）系统设置包括: 
Wlan：打开可连接 wifi； 
共享网络：可以设置和发送热点； 
移动网络：设置 APN,正常使用下无需设置； 
蓝牙：点击可对蓝牙进行设置； 
关于本机：查看本机信息，包括设备标识号、软件版本号等； 
卫星定位：打开可以使本机使用北斗/GPS 定位； 
红外设置：打开后可以在黑暗环境摄像时打开红外灯，并且可调节红外灯亮度； 
无线投射：可实现投屏，在其它设备上显示执法仪界面； 
安全：设置登录开关密码； 
流量监控：对流量的使用进行监控； 
音量：对执法仪音量进行调节； 
显示：设置屏幕亮度，调节休眠时间； 
语言：可选择语言，一般使用简体中文； 
电量报警：在低电量时执法仪发出报警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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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驱动与上位机(软件在光盘中) 

6.1 驱动：当电脑无法识别执法仪时，可在电脑上安装驱动，驱动程序兼容大多数 Windows
系统版本，驱动程序安装较为简单，运行 DriverInstall.exe 后，会出现以下界面，点击 install，
接下来一直 next 即可 

 
 
6.2 上位机：当需要对执法仪进行如将媒体文件提取出来、设置警员等操作时，可使用专业
的上位机软件操作执法仪。首先点击 manager.exe 运行程序，出现下图界面后，选中管理员，
输入密码(默认密码 888888)，点击登录，登录成功后就可以对执法仪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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