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目录

相机概述 ......................................................................... 3

初始步骤 ......................................................................... 4

为电池充电 ............................................................................4

插入 MICROSD 储存卡 ....................................................................4

采用防水外壳 ..........................................................................4

使用相机 ......................................................................... 5

电源开/关 .............................................................................5

录像 ..................................................................................5

拍照 ..................................................................................5

启用/禁用 WIFI .........................................................................6

将文件传送至 PC .................................................................. 6

在电视上播放照片和视频 ........................................................... 6

技术特点 ......................................................................... 7

重置相机 ..............................................................................7

使用注意事项 ..................................................................... 7

质保，法律声明 .................................................................... 8

有限法律责任 ..........................................................................8

质保 ..................................................................................8

法律声明 ..............................................................................8



2



3

相机概述

红色 LED 灯：录像模式，录制时闪烁
蓝色 LED 灯：照相模式

长按：电源开/关
短按：录像模式 ► 照相模式

镜头

开始/停止录像
照片拍摄

Wifi：开/关
（开启 WiFi 时，WiFi 按钮闪烁）

MicroSD 储存卡插槽

Micro-USB 接口

Mini-HDMI 接口



4

初始步骤

为电池充电

1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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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 MICROSD 储存卡

兼容卡 4GB 至 32GB 的 Class 10 microSD 储存卡

采用防水外壳
防水外壳专为 G100 相机设计。防水深度可达 30 米，同时具备防震功能。专为从事水上运动、潜水或在
潮湿环境中运动而设计。使用防水外壳将大幅降低相机的录音功能。 

注意事项 

ÎÎ  为确保实现最佳防水性能，请务必保持密封垫片的清洁。灰尘或砂砾都足以使外壳发生渗漏垫片
可轻松拆卸并用清水冲洗。晾干垫片并按照正确方向重新安装。 晾干垫片并按照正确方向重新安
装。 

ÎÎ  为防止因外壳内外温差在外壳内产生雾气或凝结，我们强烈建议在每次使用防水外壳时垫上防雾
膜。该配件在所有 DECATHLON 商店和 decathlon.com 均单独出售。

红色 LED 灯：
亮起= 充电
熄灭= 充满

2.5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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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相机

电源开/关

开启 (ON)：按住 4 s 关闭 （OFF）：按住 3 s

每次打开相机时将自动进入录像模式。

录像

开始/停止录像：开始录像时，红色 LED 灯闪烁。

相机可直接录制慢动作：要使用此功能，长按（2 秒）开始/关闭 (Start / Stop) 按钮。
然后开始录像。

拍照

短按： 拍照。蓝色 LED 灯闪烁一次

短按： 在照相模式下变更录像模式。 
红色 LED 灯变成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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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禁用 WIFI

激活 WiFi 后，您可以：

-  使用智能手机控制并配置相机，方法是从 GOOGLE PLAYTM（Android 
用户）和 APPLE STORETM (Ios) 上下载“GSmart DV”app，

-  激活 WiFi 后，相机可发射一个 WiFi 热点。

网络名称 (SSID) 是相机的名称，默认密码为：1234567890。

将文件传送至 PC

在电视上播放照片和视频

HDMI

HDMI

ÎÎ 使用以下按钮浏览菜单：

进入/退出菜单
 
验证 滚动

USB 缆线

长按以连接 PC

HDMI 缆线 （不提供）

Micro HD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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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特点

视频

文件格式：MOV

分辨率：1080p@30fps、720p@60fps、720p@60fps

最大角度：135 度

照片 分辨率：5MP（百万像素）

连接
分辨率：5MP（百万像素）

输出：Micro-USB、Mini HDMI 输出。

自主续航

电池：3.7 V / 1000 mAh 锂高分子电池

电池使用时间：2 小时连续录像。

充电时间：2.5 小时。

输出
使用 HDMI 缆线并通过 Micro-USB、Mini HDMI 输出，在电视上播放拍摄的视频
和照片

重置相机

“重置”(Reset) 按钮临近 USB 和 microSD 储存卡接口。 
当相机不能正常使用或卡住时，您需要按住“拍摄”(SHOOT) 按钮 2 秒以重置相机，然后重启相机，恢
复正常拍摄。

使用注意事项

-10°C
-50°F

45°C
113°F

ÎÎ 小心操作设备。请勿掉落，或使其遭受严重撞击。

ÎÎ  注意，没有防水外壳时，该产品不具备防水性能。不要接触水源或将其浸泡在水中。

ÎÎ  为了更安全起见，使用时不要接触按钮。注意力不集中可能会发生危险。

ÎÎ  请勿拆卸本产品。此行为可能会对产品造成损害，并且导致质保无效。

ÎÎ  若您在较长时间内（一个月以上）不打算使用本产品，请务必取出电池。

ÎÎ  在极寒环境（低于 -10°C）中使用本设备可能会导致电池蓄电能力下降，从而降低产品电池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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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保，法律声明

有限法律责任

•	对于从事高危险性运动时操作或使用本产品所导致的事故或人身伤害，DECATHLON 概不负责。特别
地，DECATHLON 希望用户了解，在危险环境中操作本产品时，注意力不集中可能会发生危险。

•	在此警告用户，她/他需对使用该产品拍摄、分享或发布的照片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质保

•	DECATHLON 向原始买家保证，本产品自售出之日起两年内，不存在材料或加工方面的缺陷。请确保留存
发票以作为购买凭证。

•	由于不当使用、不遵守使用注意事项、意外、维护不当或将本产品用于商业用途所导致的损害，不在质
保范围内。

•	由未经 DECATHLON 授权的个人修理本产品所造成的损害，不在质保范围内。
•	此质保明确取代其他所有质保，包括公平适销品质和/或用途适用性的暗示质保。在任何情况下，对于
因使用该说明手册或其描述之产品导致的损害，或与之相关的损害，无论其为直接或间接、常规或具体
损害，DECATHLON 概不负责。

•	质保期内，产品可由授权维修服务商免费维修或免费更换（由经销商决定）。
•	电池或存在明显撞击痕迹的破裂、损坏外壳均不在质保范围内。

法律声明

回收

该产品及其内含电池上的“禁止投入垃圾箱”符号表示其不能与生活垃圾共
同处理。必须进行垃圾分类处理。 
该产品及其电池寿命结束后，必须在回收点回收。回收电子垃圾可保护环境
及您的健康

联系我们

请通过 www.support.geonaute.com 联系我们。



Made in China / 中國製造 / 中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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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
产品名称：G100 运动相机
功能/用途：用于旅游,运动时拍摄照片和录像,
电池: 1000mAH可充电锂离子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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