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ADAR  DETECTORRADAR  DETECTOR

壹、使用前應注意事項 ……………………………………1

貳、產品之構成 ………………………………………………3

參、產品具備之特性與功能 …………………………………4

肆、裝置方式 …………………………………………………5

伍、各部功能說明 ……………………………………………7

1、行車紀錄器顯示說明 ……………………………11

2、行車紀錄器功能設定說明 ………………………12

3、測速器功能設定說明 ……………………………13

4、測速器螢幕狀態說明 ……………………………16

陸、測速點數據更新 ………………………………………17

捌、主要規格 ………………………………………………19

玖、記憶卡容量對照表 ……………………………………20

封底內頁：售後保固憑證

目錄



Before Using ………………………………………………21

Product Package ……………………………………………23

Features ……………………………………………………24

Installation …………………………………………………25

Description …………………………………………………27

1、A750L Display Information ……………………29

2、A750L Video Menu Information ………………30

Specification ………………………………………………31

CONTENTS



RADAR  DETECTORRADAR  DETECTOR

01

首先非常感謝您選購南極星系列產品，也恭喜您做了獨具慧眼的最佳選

擇。本公司自成立以來，一直致力於研發性能更優良的產品，並且提供更完善

的售後服務。正因為每一台南極星產品都是經過百萬儀器檢測與嚴格品質把關，

確保交付到消費者手上的商品均是高品質之優良產品，使的南極星系列產品成

為市場上有口皆碑的產品。

本公司提供產品購買人自買受日起一年內免費維修或瑕疵品更換服務，但

僅限正常使用狀況下所產品之損壞，凡以人為或不可預期之方式破壞機體，或

任意撕毀機身背側序號條碼及保固標籤，或自行拆裝機身者，則買受人自動放

棄本公司所提供之免費保固服務，且本公司有權決定是否對該項產品進行維修

服務。

請務必詳讀並充分理解有關注意事項與產品特性。請絕對不要使用本說明

書規定以外的操作方法，否則因此造成發生的事故，本公司概不負責

▓ 請勿使用規格以外【DC 12-24V / USB 5V】的電壓。

▓ 請勿移除車充電源線上保險絲盒，並且使用 3A 以下之保險絲，以免造成故

障，電線異常發熱及火災。

▓ 請注意本機的工作溫度範圍【-10 - +70° C】。超過此工作溫度可能會成

機器故障。

▓ 後鏡頭為 IPX5 防水等級、請勿使用高壓水柱沖洗或直接浸泡於水中，否則

有進水故障之虞。

使用前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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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產品同時錄製前後 FULL HD 1080P 超高畫質影像，請務必使用 Class 10 

以上高階記憶卡。

▓ 本產品不支援記憶卡熱拔插功能，請關閉電源後，確認主機上 LED 燈號完全

消失以後才拔插卡片，否則記憶卡與錄影影像將可能有損毀遺失之虞。

▓ 本產品為錄影設備，可能受其他因素影響，並無法保證完全記錄所有事件，

記憶卡也無法保證資料檔案百分之百可完全保存無誤。

▓ 記憶卡有容量上的限制，當記憶卡容量飽和後，系統會自動覆蓋先前記錄下

的檔案，請自行備份好需要保存的紀錄檔案，請勿於記憶卡當中存儲不相

關的檔案，否則可能有發生系統無法正常儲存影像之虞。建議使用者定期

格式化記憶卡【約每兩個星期】，避免長時間重覆讀寫造成檔案系統損壞，

本公司對於資料之損失不負任何責任。

▓ A750LX 具備測速提醒功能，請定期上本公司網站更新數據，避免出現漏點

或誤報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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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購配件

本產品之配件以及選購配件可直接向本公司或各地經銷商訂購。

※ 訂購客服專線：02-86618666

※ 訂購傳真專線：02-86616222

產品之構成

本產品包含以下配件

PUSH 電源線

外接天線 (僅 A750LX)分離式外機 (僅 A750LX)

AV Out 影像輸出線

A750L(X) 主機 防水後鏡頭 後鏡頭訊號連結線(6米 )

後鏡頭車牌固定架 後鏡頭固定架組

MicroSD Class10 
高速記憶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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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用業界第一最高等級安霸 A7LA70 軍規級晶片

▓ 前後 FULL HD 1080P 超高畫質 (1920x1080@30fps) 高畫質環景影像 

▓ SONY IMX322 高階八片全玻璃高清鏡頭

▓ 前後鏡頭 160 度超高廣角，錄製近無死角前後高畫質影像

▓ F 1.6 夜視加強版超大光圈，夜拍影像清晰效果一級棒

▓ WDR 寬動態影像處理技術，能克服強光、眩光，呈現清晰夜拍畫質

▓ 最先進的 H.264 影像壓縮技術設計

▓ 超薄型防眩廣角鏡設計，魔鬼氈束帶扣環設計，適用任何車款

▓ 16:9 隱藏式螢幕可切換前鏡頭 +後鏡頭或單獨顯示前鏡 /後鏡影像

▓ G-Sensor 撞擊影像強制保存機制，手動 SOS 影像強制保留機制

▓ 倒車輔助攝影與螢幕強制切換功能 

▓ 支援停車移動監控功能

▓ 具備曝光補償功能、白平衡補償功能

▓ 支援影像即時回放功能

▓ 具備斷電後延遲錄影功能

▓ 內建高感度麥克風，可單獨開啟 /關閉

▓ 支援 Class10 SDHC 8-32G 與 SDXC 64G 高速 TF 卡，自動循環錄影

▓ 支援 AV-OUT 影像輸出

▓ 具備測速提醒功能，月初定期更新數據，終身免費更新 (僅 A750LX)

特性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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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將 A750L(X) 主機利用魔鬼氈束帶固

定在原車後視鏡上，請移除鏡頭前

方保護膜。

2、選擇後鏡頭安裝位置

   安裝位置 (一 ): 可使用後鏡頭車牌

專屬固定架安裝於後方車牌上。

  也可使用後鏡頭固定座與螺絲將後鏡

頭安裝於後車牌燈眉處。

   安裝位置 ( 二 ): 利用 3M 雙面膠黏

貼於車內後擋風玻璃處，並將鏡頭

調整成往後傾與水平約 5~10 度後鎖

緊兩側固定螺絲。

3、將後鏡頭訊號線 ( 黃藍線 ) 接於車

輛倒車燈上【倒車時可強制切換成

後方影像】，並將後鏡頭與螺絲鎖

緊。

5. 將後鏡頭訊號線接於主機標示為 

【CAM】的接頭當中，並 PUSH 電源

線請插入主機【DC IN】插孔與汽車

點煙插座即完成架設。車充電源線

之電源插頭內有保險絲請勿任意移

除不用。

4. 若因後視鏡或隔熱紙遮蔽衛星收

訊，影響測速提醒功能，可另外

選購 MMCX 增益天線，插入標示為

【ANT】插槽，外接天線安裝時上方

請勿有金屬物遮蔽，否則會大幅影

響收信效果。(僅 A750LX)

裝置方式

安裝位置 (一 ): 安裝於後車牌上方

安裝於後車牌上方

安裝位置 (二 ): 黏貼於車內擋風玻璃

接上電源與後鏡頭訊號線

注意：安裝於擋風玻璃內可能因為隔熱紙

影響後鏡頭攝錄品質

注意：後鏡頭為 IPX5 防水等級、但仍請勿

使用高壓水柱沖洗，否則有進水故障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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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配線圖：對於以下安裝程序若有疑慮，請尋求專業人員協助安裝。

注意：GPS 天線為選購配

備僅 A750LX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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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若無選購車外主機，請跳過車外主機【選

購品】採直立方式架設可達到最佳測距

狀態，盡可能排除水平安裝方式。車外

主機通常安裝於水箱護罩內【A 處】，

雷達接收部前端請排除整片金屬物阻

擋，否則將大幅縮短移動式雷達測距表

現，如無法避開金屬物，請選擇安裝於

下方進氣霸內【B處】。

2、雷達接收部為一微波集波器，前方若有

金屬物將改變雷達波行進影響收信，雷

達接收部前方務必排除整面金屬物阻

擋；雷射接收部（LASER 箭頭標示所指

處）前端嚴禁任何障礙物，否則有無法

接收雷射光束之虞。

注意:雷射接收部LASER箭頭標示所指處，

前端嚴禁任何障礙物，否則有無法

接收雷射光束之虞。 雷射接收部 雷達接收部

注意 :如是 A750L 機型則可忽略此頁說明

(僅A750LX)

3、安裝前請關閉電源，利用螺絲將車外

主機連結電源線確實鎖在車外主機上。

【紅線】為正極，鎖在標示為【＋】螺絲孔

【黑線】為負極，鎖在標示為【－】螺絲孔
紅線為正極

黑線為負極

A750LX 車外雷達安裝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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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將專用型長條型吊板固定於水箱罩或

保險桿下方進氣霸內，螺絲鎖緊以前

請調整室外主機的角度，讓主機呈與

水平 90 度垂直正向朝前，使其能發揮

最大功效。

6、由於室外主機具備精密之智慧型電源

管理系統，負極接地阻抗加大，可能

影響主機自動開關機功能，儘可能排

除不必要之電源跨接，最佳接線方式

為直接將紅色正極線接上電瓶正極

（＋），黑色 or 白色負極線直接電瓶

負極（－）。紅色線上之保險絲盒請

勿移除不用，以確保短路時車外主機

與駕駛車輛安全。

注意 : 如果水箱罩或保險桿內空間無

法垂直安裝，水平安裝亦可。

4、利用螺絲將車外主機固定於專用長條

型吊板上，鎖緊螺絲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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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USB 測速數據更新插孔 ( 僅 A750LX)　　　　

2.  電源輸入孔

3.  後鏡頭訊號輸入孔

4.  AV OUT 輸出孔

5.  後鏡頭錄影指示燈　

6.  電源指示燈

7.  前鏡頭錄影指示燈

8.  行車紀錄器顯示幕

9. 速器顯示幕 (僅 A750LX)

10.  P: 行車紀錄器電源鍵

開啟 / 關閉行車紀錄器 ( 需在錄影停止時才可關閉電源 )　

11.  R : 錄影鍵 / 確認鍵

1. 本機開機後即自動啟動錄影功能，要進入功能設定或是胎壓設定，都必須停止錄影，

進入待機模式後才可進行設定

2. 進入設定選單後，調整設定參數後，按下此鍵確認，儲存設定

12.  ▲ 往上鍵 / 胎壓顯示切換 ( 胎壓模組為選購配備 ) 

1. 在功能設定當中 ，往上調整按鍵

2. 若在功能設定選項當中開啟胎壓偵測功能，則此鍵為切換 行車 /胎壓 顯示快速鍵 

13.  ▼ 往下鍵 / 切換前後鏡頭顯示

1. 在功能設定當中 ，往下調整按鍵

2. 切換螢幕顯示 ( 前鏡頭 +後鏡頭 )、(單獨前鏡頭 )、(單獨後鏡頭 )

各部功能說明

行車紀錄器按鍵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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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固定吸盤　　　　　

19.  前鏡頭

20.  行車紀錄器喇叭孔

21.  束帶固定架

14.  FUN (F) 功能設定鍵

1. 待機模式下，進入功能設定選單進行設定

2. 胎壓偵測顯示模式下，進入設定胎壓感應器 ID 設定選單

15.  MOD (M)  模式切換鍵

1. 待機模式下，進入影片播放選單

2. 胎壓偵測顯示模式下，進入設定胎壓感應器參數 ( 胎壓模組為選購配備 )

16.  SOS (S) 手動鎖定影像

1. 錄影中，按下此鍵可手動強制保存該段影片，不被後續影片覆蓋 (2 分鐘 )

2. 胎壓偵測顯示模式下，進入解除本次胎壓異常警告

17.  RET 重啟鍵

當系統有不正常運作或當機時，可利用此鍵重新啟動。(本功能並不會改變任何設定值，
若要回復出廠設定 ,，請參考 P 設定選單，使用 默認設定 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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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50L 行車紀錄器顯示說明

26.  A750LX 測速器喇叭孔

27.  GPS 衛星接收部

22.  FN 功能設定選單

進入功能設定選單 /下一個選單設定

23.  UP  調升測速器音量 / 功能調升

輕按一下， 調升測速器音量 / 進入功能設定時，調整設定值

24.  DN 調降測速器音量 / 功能調降

進入設定各種功能時，調整設定值 / 調降測速器音量 

25.  ST 設定鍵

運作時輕按可自建座標設定 /選單中可儲存設定 /關機時長按插上電源為恢復原廠設定功能

28.  GPS 天線孔

測速器按鍵說明 ( 僅 A750LX)

( 胎壓模組為選購配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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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影選單 

1. 視頻大小 : 1920x1080 30 禎 FULL HD( 預設值 ) / 1280x720 30 禎 HD

2. 視頻質量 : 高 ( 預設值 )/ 普通 / 低

3. 自動曝光 : -2.0 / -1.7 / -1.3 / -1.0 / -0.7 / -0.3 / 0( 預設值 ) 

   +0.3 / +0.7 / +1.0 / +1.3 / +1.7 / +2.0  

4. 錄音 : 關 / 開 ( 預設值 )

5. 移動偵測 :　關 (預設值 ) / 高 / 普通 / 低

6. 重力感應 :　關 / 高 / 普通 (預設值 ) / 低

7. 視頻水印 :  關 / 開 ( 預設值 )

8. 延遲關機 :  關 ( 預設值 ) / 15 秒 / 30 秒 / 1 分鐘 

9. 後鏡頭顯示模式 : 鏡像 (預設值 ) / 正像

10. 胎壓偵測 :  關 ( 預設值 ) / 開 ( 胎壓模組為選購配備 )

設定選單

1. 語言設置：繁體中文 (預設值 )、簡體中文、英文、俄語，韓語，日語，

   德語，法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阿拉伯語

2. 格式化 : 格式化記憶卡

3. 光源頻率 :　自動 / 50Hz / 60Hz( 預設值 )

4. 時區 : 自動 (預設值 )

5. 自動關機 :  關 / 1 分鐘 / 3 分鐘 (預設值 ) / 5 分鐘

6. 系統時間 : 調整日期時間

7. 時間顯示 : 年月日 (預設值 ) / 月日年 / 日月年

8. 音量 : 0-7 

9. 提示音設置 :  關 / 開 ( 預設值 )  

10. 自動關屏 :  關 ( 預設值 ) / 1 分鐘 / 3 分鐘 / 5 分鐘

11. 默認設定 : 回復出廠設定值

12. 版本號 : 行車紀錄器韌體版本訊息

行車紀錄器功能設定說明

注意 : 若無選購胎壓模組時，胎壓偵測請選擇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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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亮度調整：

調整範圍 【0 - 7】：6( 預設值 ) 

按 FN 鍵 1 下，按 UP 鍵往上或 DN 往下調整，

直到合適亮度按 ST 鍵確認即完成亮設定。

2. 車速誤差調整：

調整範圍【–20 ~ +20Km/h 】: 0 Km/h( 預設值 )

說明：當車輛碼表與 GPS 顯示車速有誤差時，可調  

      整 GPS 顯示車速與車輛相同

操作方式：利用 UP、DN 調整，按下 SET 儲存設定

3. 超速響聲設定：

調整範圍【50 ~ 240Km/h】: OFF- 取消功能 (預設值 )

說明：當車輛巡航速度超過設定值，則發出【您已  

      經超過設定速度，請減速慢行】之語音警告

操作方式：利用 UP、DN 調整，按下 SET 儲存設定

4. 雷達靜音設定：

可調整範圍【20 ~ 120Km/h】: 50Km/h( 預設值 )

說明：當車輛速度未超過設定值時，啟動車外雷達 

      自動靜音功能，完全杜絕低速行駛雷達誤報

操作方式：利用 UP、DN 調整，按下 SET 儲存設定

測速器功能設定說明 ( 僅 A750L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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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功能提示：

說明：提供三種（全功能、主功能、簡易功能）定 

      位點警示選項，針對不同定位點發出警示

操作方式：利用 UP、DN 調整，調整當中會有語音

       提示，選擇後，按下 SET 儲存設定

6. 自建座標刪除： 

新建座標：進入此功能時，輕按一下 SET，可立即

建立順向警告點

修改座標：利用 UP、DN 選擇要修改的座標筆數，

到達正確位置時，輕按 SET，覆蓋原建立座標

7. 行車資訊：

說明：顯示目前車輛所在地與行車各項資訊

操作方式：利用 UP、DN 調整，調整當中會有語音提示，選擇後，按下 SET 儲存設定

5.1 全功能：(預設值 ) 針對以下定位點發出警示【固定照相、車距取締點、雷射出沒、

易肇事、交流道、休息站、隧道口】

5.2 主功能：針對以下定位點發出警示【固定照相、車距取締點、雷射出沒、易肇事】

5.3 簡易功能：針對以下定位點發出警示【固定照相、車距取締點】

刪除座標：利用 UP、DN 選擇要刪除的座標筆數，

長按 SET 約三秒，成功刪除時出現語音提示

刪除座標：日期時間顯示 2013

建立座標需在衛星正常連線下，

且車速高於 10K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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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標資訊：東經顯示 120/19/55  

海拔高度：顯示 893 公尺

到達距離：

顯示 150 公里 (a 點到 b點距離 )

行車時間：到達時間顯示 10 小時 35 分 58 秒

最高車速：

顯示 120 公里 (紀錄最高車速 )

北緯顯示 22/37/54

衛星接收顆數

MM

MM

8. 行車警示功能：

說明：提供兩種（市區模式、高速模式）模式

操作方式：利用 UP、DN 調整，調整當中會有語音

提示，選擇後，按下 SET 儲存設定

8.1 市區模式： C 燈亮 ( 預設值 )

8.2 高速模式： H 燈亮 ( 開啟雷達接收功能，需

搭配車外雷達 )

9. 音量調整： 

可調整範圍【0 - 10】: 6 ( 預設值 )

說明：調整測速器音量大小

操作方式：利用 UP、DN 調整，按下 SET 儲存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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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顯示數據庫版本：

1312，則表示數據版本為 2015 年 12 月

2. 搜尋衛星訊號當中：

電子羅盤呈順時間旋轉顯示，G 0 則表示

衛星定位數為 0

3.GPS 衛星已定位：

衛星正常連線後 , 語音告知 GPS 已啟動 , 

當車速於 10 公里以下 , 顯示衛星連線數 

(G XX) , 當車速高於 10 公里 , 則顯示目

前車速 (XXX Km) 

4. 顯示倒數距離：

顯示車輛與測速點相對距離，遞減顯示相

對距離，並告知測速系統種類與此路段速

限

5. 顯示路段限速：

顯示此路段限速為 90 公里

6. 雷達波種類與訊號強度：

顯示測速器雷達波種類 (X/Ku/Ka/K) 與訊

號強度 (b-1、b-3、b-5、b-7、b-9)

H RH R

R
M

H

▲

R
M

H

▲

測速器螢幕狀態說明 ( 僅 A750L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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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速點數據更新 ( 僅 A750LX)

請上南極星官方網站的【資料下載專區】 --> 【測速點更新】

下載驅動程式與更新程式，有下載更新步驟詳細圖文說明，讓你輕鬆更新。

南極星官方資訊網 : http://www.southstar.com.tw/

一、安裝驅動程式：【僅第一次使用時安裝】

1、請先至上述本公司網頁下載驅動程式與更新程式，儲存於桌面上後解壓縮。

2、將 A750LX 主機透過 USB 接於電腦主機的 USB 端插孔上，等電腦搜尋完畢後，

點選電腦螢幕左下角【開始】 -->【執行】(輸入 devmgmt.msc)【確定】。

3、系統主動開起 【裝置管理員】，點選【無法辨識的裝置】-->【更新驅動程

式】 --> 【瀏覽電腦上的驅動程式軟體】，點選【瀏覽(R)】，選擇【桌面】

按【確定】 -->【下一步】。

4、此時會出現警告，請選擇 【仍然安裝此驅動程式軟體】，等待安裝完成。

注意 : Windows10 與 Windows8 需停用強制簽章才可安裝驅動程式，安裝方式

可參考網站附件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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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資料庫更新費用

1、本產品享有自行上網更新資料數據庫完全免費的服務。

2、不論是否於保固期限內，若需原廠或經銷商代為更新資料庫，每次 NT 300。

3、以上費用均不含運費，採用郵寄者，另外酌收 NT 150 運費【限台灣境內】

二、執行線上更新數據工具程式：

執行桌面上 Southstar-Utility.exe 數據更新工具程式，就會出現以下視

窗畫面，此時依照以下步驟即可更新最新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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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規格

█ 輸入電壓 DC 12-24V / USB 5V ;  650-850mA   

█ 受信周波數 A750：無此功能

A750LX：GPS【1575.42 MHz ± 1.023 MHz】

█ 解析度 前鏡頭 1920x1080@30fps ； 後鏡頭 1920x1080@30fps

█ 感光元件 前後 SONY IMX322L 晶片

█ 鏡頭 前後八片全玻璃高清、160 度超廣角、F 1.6 超大光圈

█ 防水係數 後鏡頭防水係數 IPX5

█ 顯示幕 隱藏式 2.7 吋 16:9 TFT ( 可關閉 )  

█ 麥克風 隱藏式高感度微型麥克風 ( 可關閉 )  

█ 指示燈 電源指示燈、前鏡頭錄影指示燈、後鏡頭錄影指示燈  

█ 影像格式 H.264 / MP4；每 2分鐘 1 個影像檔  

█ 影像輸出 AV（CVBS）：複合電視信號輸出 NTSC/PAL 

█ 儲存媒體 SDHC 8-32G、 SDXC 64G【CLASS 10 以上 TF 高速卡】

█ 電池 內建 300mAh 高容量鋰電池 

█ 工作溫度 -0oC ~ +70oC

█ 尺寸： 主機：318mm【W】x 99mm【H】x 38mm【L-longest point】

後鏡頭：85mm【W】x 28mm【H】x 34mm【L-longest point】  

█ 重量 主機 A750L： 325g   750LX： 358g 

後鏡頭 (不含固定架 )： 33g

南極星 A750L(X) 詳細產品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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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卡容量對照表

本產品為前後 FULL HD 超高畫質攝錄裝備，請務必使用 Class10 以上等級高

速 TF 卡，可支援 SDHC 8-32G, 以及 SHXC64G

以下表格為設定前後鏡頭均為 1920x1080 dpi、30 幀 /sec、錄音開啟狀態下測

試所得，可錄影時間長短會受到外界光線影響，本表僅供參考

錄影品質設定 8 GB 16 GB 32 GB 64 GB

FUll HD 0.5 ~ 1 hr 1.5 ~ 2.5 hr 3 ~ 5 hr 6 ~ 10 hr

HD 1 ~ 2 hr 3.5 ~ 5 hr 7 ~ 10 hr 12 ~ 22 hr

▓ 本產品不支援記憶卡熱拔插功能，請關閉電源後，確認主機上 LED 燈號完

全消失以後才拔插卡片，否則記憶卡與錄影影像將可能有損毀遺失之虞。

▓ 本產品為錄影設備，可能受其他因素影響，並無法保證完全記錄所有事件，

記憶卡也無法保證資料檔案百分之百可完全保存無誤。

▓ 記憶卡有容量上的限制，當記憶卡容量飽和後，系統會自動覆蓋先前記錄下

的檔案，請自行備份好需要保存的紀錄檔案，請勿於記憶卡當中存儲不相

關的檔案，否則可能有發生系統無法正常儲存影像之虞。建議使用者定期

格式化記憶卡【約每兩個星期】，避免長時間重覆讀寫造成檔案系統損壞，

本公司對於資料之損失不負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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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for using our product.Please read and understand content within 

this manual before you use product.

The incorrect installation or utilization could cause damage to device or 

user. We shall not be liable for result incidental damages or other losses that 

incurred by user in relation with user's mistake to obey the information and 

instructions contained herein.

The product is designed to record, store, play and analyzes videos caused by 

impacts but we do not guarantee the product records every event without 

missing. Furthermore, If the impact is too weak, the vibration sensor may not 

be able to detect the impact, which induces that the system will be unable to 

automatically start recording the video file. The information within this manual 

may change without notice due to technical changes or upgrades.

Please read and fully understand the relevant considerations and product 

characteristics. Do not use the methods of operation other than those 

specified in this manual, as thus causing the accident, the company is not 

responsible.

▓ Please do not use outside the specification (DC12-24V) the voltage.

▓ Please note that the machine operating temperature range (-10°C-70°C). 

Exceed this temperature may be as machine failure.

▓ The product while recording FULL HD 1080P ultra high definition video 

make sure to use SDHC 8-32G (Class10)  memory cards.

Before 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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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product is not waterproof, do not install the main body and rear 

camera in the car outside.

▓ After the lens is IPX5 waterproof rating, do not use direct jet of water 

washing or immersion in water, otherwise there is the risk of failure of the 

water.

▓ Recommend that users format the memory card on a regular basis (About 

every two weeks),Avoid prolonged repeated read-write file system damage 

caused,The Company assumes no responsibility for data loss.

▓ Please turn off the power to remove the memory card, otherwise may 

cause destruction the image data is lost.

▓ This product is recording device may be affected by other factors, can not 

ensure 100% data entirely sa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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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kage Contents

Optional Accessories

A750L Standard

※ Order Service：+886-2-86618666

※ Order Fax：+886-2-86616222

Power Cable

AV Cable

A750L(X) Extermal Camera Extension Cord (6M)

Fixation Screw package

Memory C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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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quipped with Ambarealla A7LA70 Chip

▓ 1920*1080P FULL HD high definition resolution.

▓ Sony Exmor IMX322 Sensor CMOS Camer

▓ 160 degree super wide angle lens.

▓ has an aperture of f1.6 which lets in more light.

▓ Wide dynamic range (WDR) imaging system.

▓ Advanced H.264 video compression technology.

▓ 16:9 High-Definition LCD, can view while recording.

▓ G-Sensor automatically recording.

▓ Parking Assistant function.

▓ Back Guide Monitor Supports Garage Parking.

▓ Support exposure compensation and balance compensation.

▓ Support video playback.

▓ Off-delay recording function support.

▓ Built-in microphone.

▓ Support 8G-32G(C10) and 64G SDXC,automatic loop recording.

▓ Support AV-OUT video output.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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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 fixed host.

2. After the lens mount position.

3. After the lens power signal installation 
location.

4. Please power cord and lens signal cable 
connected to the A750L host.

Installation

Installtion (1)

Installti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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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llation of a wiring diagram :

Connected to the reversing light (+/-)

Installation(2)

Installation(1)

Automobile cigar lighter
DC 12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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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Power Switch

ON / OFF (stop recording when the available power off)

9.  REC / Enter
Start / Stop,after setting the parameters, press OK to save the settings.

10.  ▲ UP 
Options Up.

11.  ▼ Down
Options Down.

Description

A750LX  Key Information 

1 2 3

7

4 5

6

1.  DC IN (DC 12V)　　　　

2.  External Camera Input 

3.  AV Output 

4.  Camera Status

5.  Power Status　

6.  External Camera Status

7.  2.7" L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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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Fixed sucker　

17.  Camera

18.  Speaker

19.  Girdle holder

12.  FUN 
 Stop recording states, function Setting.

13.  MOD  
 Stop recording states, Mode switch.

14.  SOS 
Press this button, can be forced to save the movie, the movie (2 minutes)

15.  RET 
Reset button.

17 18 19

15 16

8

11

12
13、14

Buttons

Buttons

9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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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50L Display Information

Power Status  

Camera Status

Extermal Camera Status 

REC Status

Recording time
Motion Detect

Parking Mode

TPMS Detection

Mic Status

Event Status

Model

Date / Time

000:00:39  2015/11/07  08:50:39

2015/11/07  08:50:39

A750L 

000:00:39

A750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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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50L Video Menu Information

Video Menu 
1. Video size : 1920x1080 30/FPS (Default) / 1280x720 30/FPS
2. Video quality : Hight (Default) / Normal / Low
3. Ae : -2.0 / -1.7 / -1.3 / -1.0 / -0.7 / -0.3 / 0 (Default)  
         +0.3 / +0.7 / +1.0 / +1.3 / +1.7 / +2.0  
4. Audio : On / Off (Default) 
5. Motion detect : Off (Default)  / Hight / Normal / Low
6. G sensor : Off / Hight / Normal (Default)  / Low
7. Video stamp :  Off / On (Default) 
8. Parking Mode :  Off (Default) / 15sec  / 30sec / 1Min / 3Min
9. After the lens display mode : Mirroring (Default)  / Positive
10. TPMS detection :  Off (Default)  / On

Setting Menu
1. Language setting : English (Default)/ 繁體中文 / 簡體中文 /  

  русский / Française / 日本語 / 한국의 /Deutsch / España 
2. Format : NO / Yes
3. Light frequence : Auto / 50Hz / 60Hz(Default)
4. Time zone : Auto (Default)
5. Auto power off :  Off / 1Min / 3Min(Default) / 5Min
6. System time : YY(Default) / MM / DD
7. Date display : YMD (Default) / MDY / DMY
8. Volume : 0-7 
9. Beep sound setting :  Off / On (Default)  
10. Auto LCD off :  Off (Default) / 1Min / 3Min / 5Min
11. Default setting : NO / Yes
12. Version : Version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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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fication

█ Power DC 12-24V / USB 5V ;  650-850mA   

█ Resolution 1920x1080@30fps 
█ COMS SONY IMX322L Chip
█ Camera 160° bugeye lens, F1.6 Aperture
█ IP Extermal Camera :  IPX5
█ LCD 2.7" 16:9 TFT (ON/OFF)  

█ Microphone Hidden Microphones (ON/OFF)  
█ Lights Power Lights, Camera Lights, Extermal Camera   

█ File Formats H.264 / MP4 : 2 Minutes  
█ Viedo Out AV(CVBS):NTSC/PAL 
█ Memory Card SDHC 8-32G, SDXC 64G (CLASS 10)

█ Battery 300mAh Li-ion battery
█ Temperature -0°C ~ +70°C
█ Dimension A750L: 318mm(W)x 99mm(H)x 38mm(L)

Extermal Camera: 85mm(W)x 28mm(H)x 34mm(L)  
█ Weight A750L : 325g   

Extermal Camera : 33g

A750L Main Spec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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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後保固憑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