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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池充電 

使用本產品前，請先插入電池。 

打開 GL-D27 找到電池蓋並打開，插入 8 顆 1.5VAA 電池 

同時確保電池極性的正確。 

當使用電源適配器(不提供)充電時，在相機的底部找到 

橡膠密封圈並打開，用電源適配器的一端連接打 GL-D27 

另一端接入電源，進行供電。 

 

插入記憶體卡 

本產品沒有內置記憶體，請在使用前，先插入一張 TF 卡。 

如果不插入 TF 卡、GL-D27 將不能保存任何資料。拍攝前，請先將 TF 卡格式化，可提

高電池壽命和快門速度。 

●支援 McroSD 卡、最大容量為 256GB，建議用戶

使用 6 級或以上的高速卡。 

●為了避免故障，TF 卡應遠離水源，避免強烈振動、

粉塵、熱源和陽光直射。 

●不要強行插入 TF 卡，按照產品上標識的方向插入。 

●第一次使用時，應該待 TF 卡溫度達到環境溫度後再進行拍攝。D27 可能會受到環境溫

濕度的影響而導致短路，所以在室外使用時應注意對產品的保護。 

●當 TF 卡空間已滿，GL-D27 將會自動停止拍照、錄影以及關閉 LED 燈。 

●退出 TF 卡時，輕輕按下卡的突出邊緣，彈出 TF 卡。 



[基本操作] 

開關機 

插入電池後，將模式開關撥到“測試”/“開機"檔位，GL-D27 開機。 

將模式開關撥到“關閉”檔位，GL-D27 關機。 

系統設置 

將模式開關撥到“測試”檔位，可對 GL-D27 進行設置操作。 

1.按錄影/拍照按鍵在拍照和錄影模式之間切換。 

2.按功能表鍵打開設置功能表。 

3.按上/下鍵瀏覽菜單。按確認鍵打開選項介面。 

4.按上/下鍵瀏覽選項。按確認鍵確認設置。 

5.再次按菜單鍵返回上一級或退出設置。 

設置功能表及功能如下： 

工作模式 

設置 GL-D27 攝像機工作時的模式，拍照模式下攝像機只拍攝圖片。錄影模式下攝像機

錄製視頻。拍照&錄影模式下，攝像機會先拍攝一張圖片，然後開始錄影。 

選項：【拍照】/【錄影】【拍照&錄影】。 

照片分辦率 

設置靜止圖片的解析度。 

選項：【20MP(5200x3900P)】【16MP(4608X3456P)】/【12MP(4000x3000P)】/

【8MP(3264X2448P)】/【5MP(2592x1944P)】/【3MP(2048X1536P)】/

【1MP(1280x960P)】 

連續拍照 

設置相機連續拍照數量。拍照模式下，相機會連續自動拍攝相應張數的照片。 

選項：【拍照 1 張】/【連續拍照 2 張】/【連續拍照 3 張】/【連續拍照 10 張】。 

影像分辨率 

設置影像解析度。分辦率越高，能夠存儲的影像時間越短，反之越長。 

選項：【3480X2160P】/(2688x1520P 20fps)【1920x1080P】/【1280x720P】/ 

【1280x720P 60fps )(848x480P】/(720x480P】/(640x480P】/(320x240P) 

縮時錄影解析度 

設置縮時錄影的解析度。 

選項：【5200x3900P】/【4608x3456P)/(4416x3312P】/【4000x3000P】/【3648x2736P】

/【3264x2448P】/【3072x2304P】/【2592x1944P】/【2048x1536P】 



錄影長度 

設置錄製一段影像的時間長度。最短為 3 秒，最長為 10 分鐘。 

選項：3 秒~10 分鐘。 

錄音 

設置錄影時是否同時錄製聲音。 

選項：【開】/【關】。 

移動感應推遲 

設置 GL-D27 感應到移動後，延遲拍攝的時間。在選定的時長內，相機不會記錄任何圖

像或視頻。以防止記憶體卡存儲太多同一事件，佔用記憶體容量。 

選項：【5 秒~60 分鐘】。 

移動感應靈敏度 

設置感測器的靈敏度。在室內所受到的環境影響很小，應選擇”低靈敏度“，在室外時，

環境正常情況下選擇“中靈敏度”，當外界環境對拍攝有很大影響時選擇”高靈敏度

“。溫度也會影響到靈敏度。“高靈敏度”設置適用于溫和環境，”低靈敏度”試用於

寒冷的環境中。 

選項：【低】/ 【中】/ 【高】。 

監控時段 

設置 GL-D27 攝像機的監控時間，可設置相

機錄製的具體時間段，如圖所示，可以設置

攝像機錄製的起始時間和結束時間，設置完

成後，每天攝像機只會在設定的時間段內錄

製其他時間處於待機狀態。 

選項：【開】/【關】。 

定時拍照 

此功能表下有三個選項。 

【標準】可設置攝像機的定時拍照間隔時間。 

例如，設置間隔時間為 1 小時，機器就會在每 1 小時拍攝一張照片。若想觀察植物的開

花過程，將機器放置 24 小時，就會有 24 張照片，開花的全過程即可記錄下來。 

【縮時錄影】可設置間隔時間。間隔時間可以從 1 秒-24 小時自行調節設定。例如，設

定時間為 1 小時 機器每隔 1 小時自動定時拍一張照片。 

如放置 24 小時，即 1*24=24 張照片，最後機器會將這些照片自動合成一個錄影檔。 



【關】關閉此功能。 

語言 

設置螢幕顯示語言。 

選項：【英語】/【德語】/【丹麥語】/【芬蘭

語】/【瑞典語】/【西班牙語】/【法語】/【義

大利語】/【荷蘭語】/【葡萄牙語】/【簡體中

文】/【繁體中文】/【日語】。 

循環(迴圈/自動覆蓋)錄影 

開啟循環錄影功能，機器將迴圈錄製影像。 

選項：【開】/【關】 

日期&時間 

設置 GL-D27 的日期和時間，設置日期格式：日/月/年，年/月/日，月/日/年。 

設置時間格式：24 小時制，12 小時制。 

按左/右鍵選擇要修改的位置，按上下鍵修改數值的大小，按 OK 鍵確認。 

選項：【設定時間&日期】/【時間格式】/【日期格式】。 

照片標記 

設置是否在拍攝照片時，在照片上保留拍攝的日期&時間/日期。 

選項：【時間&日期】/【日期】/【關】。 

密碼保護 

設置 GL-D27 的開機密碼，密碼為 4 位元數，每個數字在 0-9 或 A-Z 之間選擇。 

如果忘記開機密碼，可對攝像機進行復位操作，恢復到出廠默認設置。 

選項：【開】/【關】。 

提示音 

打開/關閉按鍵聲音。 

選項：【開】/【關】。 

格式化記憶卡 

格式化存儲卡將永久刪除存儲卡內的所有資料。 

當你使用一個新的存儲卡或使用的存儲卡曾被用於另一個設備時，應先將存儲卡格式化。 

選項：【是】/【否】。 

系列號 

為 GL-D27 設置一個唯一的系列號，系列號為 4 位元數，每個數字在 09 或 AZ 之間選擇。 

選項：【開】/【關】。 



恢復設置 

將 GL-D27 所有的設置都恢復到出廠時的默認設置。包括設置的密碼、系列號等。 

選項：【是】/【否】。 

版本 

查看 GL-D27 攝像機固件版本資訊。 

拍照、錄影、回放 

將模式開關撥到＂測試＂檔位。可手動進行拍照、錄影以及回放影像檔。 

●拍照：按拍照鍵切換至拍照模式。按快門鍵拍攝一張照片。 

●錄影：按錄影鍵切換至攝像模式。按快門鍵開始錄影，再次按快門鍵停止錄影。 

●回放：按回放鍵進入回放介面，按上/下鍵瀏覽已保存的照片和影片。播放影片時，按

OK 鍵播放，再次按 OK 鍵暫停，按菜單鍵停止播放。 

再次按下回放鍵退出回放模式。 

回放下菜單： 

1)刪除當前文檔：刪除當前照片或視頻。選項：【取消】/【刪除】。 

2)刪除所有文檔：刪除卡內全部檔。選項：【取消】/【刪除】。 

3)幻燈片展示：以幻燈片方式自動播放記憶卡中的照片，每張照片顯示 3 秒，按 OK 鍵

停止幻燈片播放。 

4)寫入保護：鎖定檔，以防檔被意外刪除。 

選項：【當前文檔防寫】/【所有文檔防寫】/【解除當前文檔防寫】/【解除所有文檔防寫】。 

校準攝像機位置 

在測試模式下，可以調整出攝像機最佳的拍攝角度和攝像範圍。校準時，你可以選擇是

否使用輔感測器進行觀測。校準攝像機位置的步驟如下： 

1)將 D27 綁在樹上或在 1-2 米高的物體上，調整 D27 鏡頭的方向。然後再慢慢地把 D27

移動到另一側，監控所拍攝的運動軌跡。 

2)如果指示燈變藍，說明輔感測器檢測到了移動的物體，如果指示燈變紅，說明主感測

器檢測到了移動物體。通過這種方式，就可以調整出安放 GL-D27 最佳的位置。 

工作模式 

將模式開關撥到“開機”檔位。機器開機後，螢幕上顯示倒計時 15 秒後 紅色 LED 燈以

及螢幕將會熄滅，D27 開始獨立運作並進入待機模式。 

此時若有動物進入了感測器的檢測範圍，D27 將被啟動並檢測運動軌跡如果物體繼續向

傳感器檢測的區域移動，D27 將自動進行拍照或錄影。如果物體離開了感測器檢測的區

域，D27 回到待機模式。 



[安裝支架] 

你可以使用附帶的支架將攝像機安裝在牆上或樹上。安裝時要確保所有的螺絲被護緊，

安裝的最佳高度為離地面 1 米左右。 

元件 

1)三腳架螺杆 

2)鎖緊螺母 

3)樞軸螺栓 

4)固定孔 

5)六角螺栓 

6)壁虎釘套 

7)壁虎釘套螺絲 

確保安裝位置沒有電纜，水或暖氣管等經過。 

與 TV 連接 

GL-D27 可以傳輸視頻到外部顯示器或電視機，請按照以下說明進行操作。 

1)用 AV 資料線連接 GL-D27 和電視機。 

2)打開電視機，將電視機的模式調整為 AV 模式。 

3)開啟攝像機，將模式開關撥到“測試”檔位。 

4)連接成功後，GL-D27 將進入回放模式，且螢幕會變黑，所拍攝的畫面將會顯示在電視

螢幕上。 

下載檔案到電腦 

有兩種方法可以將圖像從攝像機的存儲卡下載到電腦中: 

・將 TF 卡插入讀卡機中，使用讀卡機讀取 TF 卡內資料。(強烈建議) 

・用附帶的 USB 線將 GL-D27 和電腦相連。(部份電腦 USB 硬體相衝之情形，請洽詢專

業電腦工程師) 

 

[產地]臺灣 

[展銷門市]綠廣興業有限公司 

[門市地址]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六段 388 號 

[E-Mail]service@taiwan-spy.com 

[Line 官方]@uuw5632b 

http://www.greenleaf.com.tw/
https://goo.gl/maps/w3pMUqHcY982
mailto:service@taiwan-spy.com
http://nav.cx/23ShvH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