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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标 功能

经典录像模式

慢镜头录像模式

60fps 帧频

分辨率

03:47:23 剩余录制时间

图标 功能

照相模式

百万像素照片分辨率

9999 剩余照片数目

电池电量

视频 照片

03:47:2360fps 108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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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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像设置 ► 恢复设置

镜头

短按：开始/停止录像
照片拍摄

长按：更换模式
- 照片
- 视频
- 回放

-  WiFi 开/关（开启 WiFi 时，WiFi 按
钮闪烁）

- 在设置中滚动

MicroSD 储存卡插槽

Micro-USB 接口

Mini-HDMI 接口

LCD 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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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步骤

为电池充电

12

6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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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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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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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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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ÎÎ 每次长按（2 秒）直至切换至照相模式。

ÎÎ 短按拍照：蓝色 LED 灯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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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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相机

ÎÎ 使用以下按钮浏览菜单：

进入/退出菜单
 
验证 滚动

配置录像模式

注意事项： 要配置不同的录像设置，首先必须调至录像模式。

分辨率 1080p @ 60fps、1080p @ 30fps、720p @ 120fps、720p @ 60fps

录像循环 开/关。启动后，如储存卡已满，相机将覆盖最早的文件以继续录制。

白平衡 自动、日光、多云、钨丝灯、荧光灯、潜水。

麦克风 关闭、从等级 1 到等级 5

日期标记 在录像上标记日期：关闭、日期、日期和时间

配置拍照模式

注意事项： 要配置不同的照相设置，首先必须调至照相模式。

分辨率 12MP, 8MP, 5MP, 3MP

质量 超清、清晰、普通

测光

-  中央：在稳定状态下拍摄人物（滑雪者、跑步者...）的最佳模式，意味着可以
确保稳定取景。

- 多中心：在不稳定条件下录制的最佳模式。
-  去除污点：从房间、汽车或直升机内使用相机拍摄窗外场景的最佳模式。

白平衡 自动、日光、多云、钨丝灯、荧光灯、潜水。

Iso
调节相机在低光环境下的敏感度，并在亮度和由此产生的图像噪声之间达到平
衡。自动、50、100、200、400、8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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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光
影响录像的亮度。在对比强烈的光线条件下，调节此项设置可提升画质： 
-2.0、-1.0、0.0、+1.0、+2.0

计时器 关闭、2s、10s

日期标记 在录像和照片上标记日期：关闭、日期、日期和时间

配置常规设置

在任何访问模式下，可长按  转为使用常规设置

自动 LCD 关闭 存储相机的自动开关机设置：关闭、1 分钟、3 分钟、5 分钟

自动关机 关闭、1 分钟、3 分钟、5 分钟

日期和时间 设置日期和时间

语言 变更语言

光频 50 Hz, 60 Hz

屏幕旋转 180°：开、关

缩时 关闭、3s、5s、10s、15s、20s、30s、60s

系统 出厂重设、系统信息、储存卡信息

WiFi 密码 更改密码

WiFi SSID 更改名称

格式化 格式化 micro 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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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遥控

A 关机键

B 录像键

C 拍照键

D 指示灯

对相机和遥控进行配对。

ÎÎ 按住遥控上的“拍照”(Picture) 和“录像”(Video) 键 3 秒，然后释放：遥控 LED 灯闪烁。

ÎÎ 打开相机。

ÎÎ 相机进入真正的实时界面，中间蓝色指示灯亮起，即表示配对完成。

注意：仅需配对一次，之后相机可自动识别；不能同时使用 WiFi 功能和遥控。

拍照键 按一下拍一张照片。

录像键 按一下开始录像，再按一下停止。

关机键 按住 4 秒关闭相机。

右侧指示灯 激活 WiFi 时，闪烁蓝光

中间指示灯
完成配对后，指示灯为蓝色，
充电时，指示灯为红色，
充电时打开相机，指示灯为紫色。

左侧指示灯
录像时，闪烁绿光，
拍照时，每拍一张照片闪烁一次。

用作 PC 摄像头（网络摄像头）
本相机可用作 PC 摄像头（网络摄像头）
a. 使用 USB 缆线连接相机和 PC。
b. 打开相机。
c.  当摄像头显示“MSDC”图标，按住拍摄按钮以切换至“PC CAM”模式。

A

D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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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电视连接

HDMI

HDMI

重置相机
“重置”(Reset) 按钮临近 USB 和 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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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相机屏幕上查看文件

ÎÎ 长按  3 次以切换至预览菜单。

选择文件格式，使用 wifi 按钮进行查看，并使用拍摄按钮确认。
可通过短按电源 (POWER) 按钮在预览菜单中保护或删除文件。
离开预览菜单：长按拍摄 (SHOOT) 按钮。

技术特点

视频

文件格式：MOV

最大角度：135 度

2” TFT LCD 显示屏

连接

WIFI：支持 WiFi 连接，接收范围为 15 米

Bluetooth®：支持 2.4G 无线遥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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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DMI 缆线（不提供）

Micro HDMI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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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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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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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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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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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地址：上海市闵行区申北路2号
邮编:201108
台灣迪卡儂有限公司, 台灣台中市408南屯區
大墩南路379號, 諮詢電話 : (04) 2471-3612

Pack Ref: 2039916

DECATHLON - 4 Boulevard de Mons - BP 299 
59665 Villeneuve d’Ascq cedex - Fr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