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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遙控器各部名稱說明

3 . USB 操作

① LED 顯示燈
② LCD 顯示屏
③ 模式/電源按鍵

①
②
⑤

④

⑥

③

④ 相機選擇鍵
⑤ 攝影/相機關閉鍵
⑥ USB 插槽

2 . 基本操作
功能

按鍵

遙控器電源啟閉

按住 'MODE' 鍵 2 秒鐘

切換攝影機模式

MODE

按 'MODE' 鍵
已連接的攝影機會切換錄影模式(video / photo)

CAMERA

按 'CAMERA'鍵
遙控器會選擇所有已連接的攝影機開始作動

選擇攝影機群組

CAMERA
(Long)

按 'CAMERA' 鍵 2 秒鐘
遙控器會將已連接之攝影機，設定為群組

SHUTTER

按 'SHUTTER'鍵
開始攝影或照相

按 'SHUTTER'鍵 2 秒鐘
遙控器會關閉已選擇的攝影機
MODE
同時按 'MODE' + 'SHUTTER' 鍵 2 秒鐘.
+
SHUTTER 遙控器開始與攝影機連線配對.
同時按 'MODE' + 'CAMERA' 鍵 2 秒鐘.
MODE
+
CAMERA 遙控器斷開與攝影機的連線

SHUTTER
(Long)

連接攝影機

+

斷開攝影機連線

+

遙控器電源開啟

韌體更新

狀態
Step#1. 攝影機開啟 WiFi

描述

圖像解說
開啟攝影機 WiFi 選擇 'RC'
等候 1 分鐘 , WiFi 信號啟動

Step#2. 遙控器開啟

按住 'MODE' 鍵 2 秒鐘
遙控器開啟.準備連接.

Step#3. 連接攝影機
與遙控器

同時按 'MODE' + 'SHUTTER' 鍵 2 秒鐘.
遙控器開始與攝影機連線配對.

遙控器開機或關閉

選擇現有攝影機

關閉攝影機

Li-ion 電池充電

4 . 如何連接 WIFI (配對)

按鍵操作

MODE
(Long)

錄影

遙控器電源開啟/關閉

Step#4. 已連接

Step#5. 遙控器狀態

Step#6. 鏡射畫面
* Connection failed
WIFI 連接失敗

遙控器與攝影機已連接

遙控器可顯示多個攝影機連接狀態.
Control No: 目前攝影機連接狀態
Total cam: 總共連接攝影機的台數
遙控器連接完成後，遙控器螢幕透過鏡射方式，
將攝影機螢幕同步顯示遙控器螢幕上.

WiFi 連接失敗
請回到待機畫面(STAND-BY)

狀態

狀態

圖像解說

6 . LCD 圖示說明

超過攝影機連接數量.
斷開連接，並移除多餘的攝影機

* Exceeded connection
超過連接數量

※
ISAW 遙控器可同時連接 9 台攝影機

* Unstable connection

WiFi 已連接但訊號不穩定
請檢查攝影機 WIFI 訊號狀態
或是斷開連線，重新調整位置再度連接

連線訊號不穩定

5 . 基本操作

狀態

描述

圖像解說

模式選擇

錄影模式或照相模式

WiFi

WiFi 信號狀態

已正確與攝影機連線
Step#1. 已連線

SD 記憶卡
Step#2. 正斷開連接

Step#3. 已斷開連接

Step#4. 待機中

同時按 'MODE' + 'CAMERA' 鍵 2 秒鐘
遙控器斷開與攝影機的連線
.
遙控器與攝影機已斷開連線

遙控器為待機模式中

顯示攝影機螢幕連接內容

攝影機 LCD

SD card 連接狀態

記憶卡空間

記憶卡剩餘空間百分比

電池顯示

顯示已連接攝影機的電池存量

錄影指示

準備錄影中

模式顯示

顯示錄影或照相拍攝參數.

解析度

錄影或照相解析度

畫質顯示

拍攝畫質顯示( 錄影/照相)
顯示遙控器 LCD 連接內容

遙控器 LCD 顯示
Step#5.連接其他攝影機

*Disonnection failed
連接失敗

如果其他 ISAW 攝影機已配對成功.遙控器會自動連接此攝影機

WiFi 連接失敗
請按 'YES' 按鍵重新嘗試連接

連接攝影機編號

目前所連接之攝影機編號

所有攝影機連接數

聯結攝影機的總數

目前控制台數

All: 同步控制所有攝影機
One: 控制目前使用的攝影機

遙控器電池

遙控器電池存量顯示

9 . 韌體升級

7 . LCD 螢幕顯示

功能

描述

圖像介紹

WiFi 中斷或干擾

當 WiFi 信號微弱或中斷 ，LCD 會顯示 'X ' 符號
等候 1~2 分鐘直到信號正常.
或是檢查環境是否有干擾並重新開機

●

ISAW 遙控器支援韌體升級

●

請至安雅數位官網或 ISAW TAIWAN 查看新韌體狀態.www.ISAW-Taiwan.com
10 . 安全須知


●




遙控器可防雨水，但不可直接放入水底
請勿拆卸，擠壓，彎曲，高熱或將異物插入設備
確保連接順暢.請保持主機與遙控器之間約 25 公尺或以下
遙控器工作溫度為:攝氏 0-60 度.不再工作範圍之內使用時，可能造成
遙控器損壞或無法正常運作
 請勿在高濕度/高鹽分環境下使用
 本遙控器全機為消耗品，因此無法更換電池或其他零件



●

No SD
無卡

SD Error 記憶卡錯誤

播放影片

Software version
韌體版本

SD 記憶卡 未正確 插入 .
請檢查 SD card 是否正確插入攝影機
SD 記憶卡正確安裝，但無法偵測記憶卡.
請檢查記憶卡與格式化記憶卡

遙控器不支援影像預覽功能 ，當已連接之攝影機切換至影
像 瀏覽時，遙控器會顯示”PLAY BACK “，按”MODE”模
式鍵返回
當遙控器關機時，會顯示遙控器目前版本
在韌體更新前，可檢查版本是否更新

8 . 電池充電

 ISAW 遙控器使用內建鋰電池
 充電時，請使用原廠所附之 USB 充電纜線
(* 第一次使用前，請先行充電 3 小時)

 最大使用時間:約為 2-4 小時 (使用時間視天候溫度等氣候而定)
 電池充電時間約為: 1.5-2 小時

 遙控器本體
 Mini USB 5Pin 充電纜線
● 多國語言說明書(繁體中文請下載 www.ISAW-Taiw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