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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支持型号
穿戴式摄影机

DrivePro Body 70
DrivePro Body 60
DrivePro Body 30
DrivePro Body 52
DrivePro Body 20
DrivePro Body 10B
DrivePro Body 10A

2. 系統需求
軟体下载

DrivePro Body Toolbox支持以下操作系统：

Microsoft Windows 10 或更新版本 (64位版)
macOS 10.14 或更新版本 (采用Intel晶片的Mac)

3. 硬件要求
桌上型或笔记本电脑，搭配专属的传输线使用
不支持搭载Apple M1芯片桌上型或笔记本电脑

注意

需先安装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6.1 或更新版本。



https://de.transcend-info.com/support/software/drivepro-body-toolbox


4. 状态
在状态页面里会显示 DrivePro™ Body 的装置信息，包含序号、软件信息、用户卷标与产品型号、小 
组同步功能、储存空间状态，和电池状态。

欲更改用户卷标和小组同步功能，请点选

。
欲寻找装置，请点选

。
欲播放影片及浏览照片，请点选

。
欲开启网路摄影机模式，请点选

。
欲进行数据备份，请点选

。



5. 设定
于设定页，您可以调整装置设定、影片设定及影片标记设定。

装置设定

时间同步：点选此按钮，将装置时间与计算机同步。
隐密模式：开启/结束隐密模式。隐密模式下，指示灯号及蜂鸣器为关闭状态。

选项：关闭 / 启用
LED 指示灯：录像时启用/关闭指示灯。

选项：关闭 / 启用
蜂鸣器：于录像中和电源开/关时，选择关闭/启用蜂鸣器。

选项：关闭 / 启用
振动提醒：于录像中和电源开/关时，选择关闭/启用振动提醒。

选项：关闭 / 启用
快照键：设定快照键长按状态为开启红外线 LED 灯(仅有DrivePro Body 30/10支援) / 开启Wi-Fi功能
(仅有DrivePro Body 20/52支援)或录音。

选项：红外线 LED 灯(仅有DrivePro Body 30/10支援)或Wi-Fi功能(仅有DrivePro Body 20/52支
援) / 录音

红外线 LED 灯(仅有DrivePro Body 30/10支援)： 选择自动或手动开启红外线 LED 灯。
选项：手动 / 自动



音频取样频率：设定音频取样频率，频率越高则音质越佳。
选项：22050 Hz / 24000 Hz / 32000 Hz / 44100 Hz / 48000 Hz

原厂回复按钮：同时按压电源键与快照键五秒，可将装置格式化并重置至出厂状态。(预设为关闭)



影片设定

分辨率：设定录像影像分辨率/画质。
选项：1080p/60fps / 1080p/30fps / 720p/60fps / 720p/30fps / 480p

影像格式：设定影像文件格式。
选项：MOV / MP4

循环录像：用较新的影片覆盖掉较旧的影片。
选项：开 / 关

影片长度：设定每支影片的录像时长。
选项：3 分钟 / 5 分钟 / 10 分钟

光源频率：选择适当的频率，以消除因 A / C 而产生的闪烁。
选项：50 Hz / 60 Hz

麦克风： 录像中开启 / 关闭麦克风。
选项：开 / 关

默认录像模式(仅有DrivePro Body 30/60/70支援)：选择默认录像模式。
选项：缓录模式 / 录像模式

緩錄影片長度(仅有DrivePro Body 30/60/70支援)：设定缓录像片长度，以便在切换进入摄影模式之
前开始记录影像。

选项：30 秒 / 60 秒 / 90 秒 / 120 秒
缓录模式音频(仅有DrivePro Body 30/60/70支援)：缓录模式中开启 / 关闭麦克风。

选项：开 / 关



影片标记

影片标记：显示影像录制时间与影片卷标。
选项：开 / 关

日期格式：设定日期格式。
选项：YY/MM/DD or MM/DD/YY or DD/MM/YY

时间格式：选择 24 小时制或 12 小时制。
选项：24 小时制 / 12 小时制

浮水印：显示创见水印。
选项：开 / 关



6. 工具
在工具页面里，使用者可更新软件至最新版本、启用/变更/停用密码、磁盘格式化与重置 DrivePro™ 
Body 至出厂设定。

软件升级：更新您的软件至最新版本。
密码：设定装置密码。如密码已设定，需输入密码才可进行后续操作。
磁盘格式化：格式化您的磁盘。
重置装置：重设至出厂设定或清除所有内容及设定。

注意

磁盘格式化与重置装置会永久移除数据。





7. 文件管理器
在文件管理器页面里，您可以搜寻和管理您的影片及照片，或者是编辑照片。

点击



在屏幕上播放影片。点击

放大至全屏幕。影片如包含 GPS 定位信息，则可同时于影片中显示路径
点击

切换至地图画面。
点击

来编辑档案的拥有者及分类
点击

删除影片或照片
点击

下载影片或照片
点击

来新增、删除，或编辑档案的拥有者及分类



8. 智慧辨识
1. 在选单中选择"智慧辨识"。
2. 在档案清单中选择一个档案，智慧辨识将自动执行，并将辨识的结果显示于右侧边拦。

3. 在右侧边拦点选一张侦测的人脸相片，将可以进行此影像截图或是进入编辑模式。

4. 点选"截取图片"将会撷取此刻影像，撷取影像会位于选择的影片的路径中。
5. 点选"编辑"进入编辑模式。



6. 在编辑模式中，最多可以选择10个时刻进行人脸模糊化。

7. 选择要编辑的时刻之后，点击"套用"开始模糊化程序。你可以选择是否要在模糊化过程移除音讯。



8. 等待程序完成，模糊化的影片会位于选择的影片的路径中。



9. 网络摄影机

1. 点选

进入网络摄影机模式。

2. 切换至网络摄影机模式中。

注意

目前仅有DrivePro Body 30/60/70支持这个功能。





3. 点选

进入网络摄影机测试页面。

4. 在网络摄影机测试页面，确认实时画面是否正常。



5. 点选

进入麦克风测试页面。
6. 在麦克风测试页面，确认麦克风收音是否正常。



7. 完成测试后，请务必点选

或

关闭测试页面。
8. 若想退出网络摄影机模式，请点选

，便会出现退出网络摄影机模式的教学页面。





10. 无线群组

「无线群组」是透过蓝芽技术实现的功能，只要一台穿戴式摄影机从缓录模式进入录影模式，同一小队
的其他穿戴式摄影机也会直接进入录影模式。

若要启用「无线群组」功能，请参考以下步骤：

1. 请将DrivePro Body 30/60/70连接到电脑上并开启
2. 请点选「编辑装置标签」，将「蓝芽无线群组」功能从「关」调整到「您所要的小队」，小队可选
择1 ~ 10。

注意

目前仅有DrivePro Body 30/60/70支援这个功能。





3. 设定完成后，即可将DrivePro Body从电脑上移除。

11. 蓝芽唤醒

「蓝芽唤醒」是比「无线群组」更进阶的功能，只要穿戴式摄影机的队长(Leader)进入录影模式，同一
小队的其他穿戴式摄影机也会从关机状态被唤醒，进入录影模式。

若要启用「蓝芽唤醒」功能，请参考以下步骤：

1. 请将DrivePro Body 60连接到电脑上并开启DrivePro Body Toolbox
2. 请点选「编辑装置标签」，从所属的小队中勾选「队长」功能启用「蓝芽唤醒」功能。

注意

目前只有DrivePro Body 60支援这个功能。





3. 设定完成后，即可将DrivePro Body从电脑上移除。



12. 偏好
点击页面上方的

来调整 DrivePro™ Body Toolbox 的设定。依据自己的喜好核对下方选项。

选项 说明

开机时启动 计算机开机时，自动启动 DrivePro Body Toolbox。

启动时最小化 DrivePro Body Toolbox 开启后，自动隐藏在隐藏的工具字段中。

语言 DrivePro Body Toolbox 显示语系。

自动备份 自动备份刚接上计算机的 DrivePro Body 装置档案。

备份完后格式化 备份完成后，自动格式化 DrivePro Body 装置储存空间。

保护数据 将备份的档案放入非共享的文件夹储存。

备份文件夹命名方式 储存备份文件的文件夹名称，可选择「装置ID」或「用户名称」来命名。

备份路径 备份文件的储存位置。

自动同步计算机时间 自动同步刚接上计算机的 DrivePro Body 装置时间。



更多支援

若您无法在使用者手冊找到您所遇到的问题答案，建议您上创见的官方网站，并参考技术支持
http://cn.transcend-info.com/Support/contact_form

http://cn.transcend-info.com/Support/contact_fo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