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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谢您购买我司产品，如果您有什么疑问或需要请随时联系我们。

本手册适用于无线执法记录仪DSJ-TSP25A1系列产品。

本手册可能包含技术上不准确的地方、或与产品功能及操作不相符的地方、或印刷错误。

我司将根据产品功能的增强而更新本手册的内容，并将定期改进或更新本手册中描述的产品

或程序。更新的内容将会在本手册的新版本中加入，恕不另行通知。

为了使购买此产品的用户能够轻松掌握安装使用方法，特制作该产品使用说明书，供其

参考，在安装和使用前，请仔细阅读本使用说明书。

安全使用注意事项

使用本产品时请务必遵守以下事项：

 设备使用前请先仔细阅读设备产品操作手册，操作时请严格遵守操作说明。

 安装设备配件时，请务必关闭所有与设备相关的电源。

 请勿在超标的潮湿或高温环境下使用该设备，避免在强干扰源和屏蔽设备附近使用该设

备。

 请勿将此产品摔落地下或受强烈敲击。

 本设备为精密电子设备，切勿自行拆装维修部件。

 当运输产品时，建议以出厂包装进行保护运送。

 设备使用特定型号的电池、电源适配器及其配件，若电池有损坏需更换，请务必联系设

备厂商或当地经销商，以防更换不当或拆卸电池可能引起的危险。

 设备使用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或需求，请联系我司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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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简介

无线智能执法记录仪 DSJ-TSP25A1 是一款依据公安部 GA/T 947 标准开发的警务执法

一体化通讯产品，可提高前端人员执法透明度、加强指挥中心与执法人员实时沟通能力和管

理能力。产品具有高清视频存储、无线传输、北斗/GPS 定位、集群对讲、红外夜视、一键

报警、业务查询等功能，可广泛应用于交/巡警、武警、消防、人防、应急、边防、城管、保

险理赔、电力抢修等场合。

功能特色：

 12 纳米芯片工艺、免红外星光夜视，低光效果媲美肉眼；

 八核 2GCPU，3G 大内存，应用开发能力强，操作流畅；

 3.5 寸 IPS 高清大屏，操作灵敏准确、阳光下可视；

 支持 H.265，双倍存储时长/传输速度、1/2 流量消耗；

 支持人脸、车牌抓取识别；

 支持语音集群、远程指挥调度；

 支持双 SIM 卡 4G 全网通，网络传输稳定；

 IP68 防护等级，2 米防跌落，适应恶劣环境；

 北斗/GPS/基站三定位，定位准确无漂移现象；

 体积小，方便佩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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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品外观

设备外观图

SIM 卡槽与 TF 卡槽示意图

NFC 区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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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键与指示灯说明

按键使用说明：

编号 名称 说明

1 录像键
短按：录像，录像过程中再次按此键则停止录像；长按：登录应急平台时上

传/停止上传

2 标记键
短按：在录像录音过程中，按此键可标记为重要文件，被标记的文件带星号；

长按：开启/关闭镭射灯

3 电源键 短按：息屏/亮屏；长按：开/关机

4 报警键 短按：进入夜视模式；长按：3 秒发出报警

5 对讲键 按对讲键在对讲或集群时说话

6 录音键 已登录状态下按下录音键立即录音，录音过程中再次按此键则停止录音

7 拍照键 短按：拍照；长按：登陆后长按进入高清拍照摄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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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灯说明：

编号 名称 说明

1 红外灯 可根据光线手动开启红外夜视灯

2 闪光灯 当手电筒使用

3 指示灯

开机：绿灯亮；

拍照：红灯闪；

录像：红灯亮；

录音：黄灯亮；

充电：蓝灯亮；充电时设备自动开机

4 镭射灯 录像时亮 2 秒，用于对准摄录对象

4. 快速使用指南

4.1 快速登陆

1. 长按开机按键，等待设备开机，设备开机后会进入单兵执法的主界面。如果执法仪之前已

经登陆过平台，则可以直接点击左上角的连接来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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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界面的设置里点击注销登录，进入登录界面。如下图所示：

2. 点击右上角设置>平台设置，设置设备平台接入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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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置好平台接入参数之后，返回登录界面，填写用户名和密码，点击登录；该设备的平台

设置里不能选择 icvs 平台，当账号为 admin（密码 123456）时默认登录 icvs 平台。登录

用户名和密码为应急账户和密码（注意登录前先确认设备网络连接状态，提前设置好 WiFi

连接或 4G 接入参数，该设备参数错误的等待时间较长）。

执法记录仪登录应急指挥平台后，可以通过登录应急指挥客户端（同一部门的账号）查

看执法记录仪的实时视频，开启对讲后，可以与执法记录仪进行双向对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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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设备主界面

登录后，进入主界面，如下图所示，主界面显示设备所有功能模块。

功能模块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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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名称 说明

1
平台登陆

状态

显示平台登陆状态：

已登陆：绿色长亮

未登陆：粉色长亮

登陆中：黄色闪烁

2 集群

显示是否加入群组：

已加入群组：绿色长亮

未加入群组：粉色长亮

点击进入集群界面可以创建集群或在已加入群组中群呼喊话

注意：此功能只有登录应急平台时才支持

3 车牌识别

显示车牌识别状态及抓拍数量（未抓拍时显示为默认图标及数量 0），点击后打开图片

列表

车牌识别未启用：红色长亮

车牌识别启用中：黄色闪烁

车牌识别已启用：绿色长亮

4 人脸识别

显示人脸识别状态及抓拍数量（未抓拍时显示为默认图标及数量 0），点击后打开图片

列表

人脸识别未启用：红色长亮

人脸识别启用中：黄色闪烁

人脸识别已启用：绿色长亮

5 回放 点击后进入文件管理界面，可查看录像、录音、图片文件，上传录像、图片文件

6 地图 点击后进入地图界面，可框选人员创建集群，可点击前端设备进行通话或对讲

7 设置 点击后进入设置界面，显示平台设置、视频设置、音频设置、其他设置等按钮

8 通话
点击后进入通话界面，可查看最近通话和联系人，并可进行请求对讲

注意：此功能只有登录应急平台时才支持

如下图所示，识别到的车牌与人脸会在设备界面下方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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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设置】界面

点击【设置】，进入参数设置页面，显示平台设置、视频设置、音频设置、智能识别设

置、其他设置、存储路径设置、系统设置等按钮，可以在“关于”查看设备版本信息（在线

升级暂时不可用）、清除缓存和注销登录。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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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平台设置】界面

在【设置】菜单里，点击【平台设置】，进入平台设置页面。可以修改地址或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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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视频设置】界面

在【设置】菜单里，点击【视频设置】，可以修改视屏分辨率或抓拍分辨率。

备注：

 开启预录功能，设备可以预录按键触发前 10 秒的视音频信息。开启预录功能后，

设备功耗会增大，设备工作时间会缩短。

 设备实时上传视频分辨率需要在 iCVS 客户端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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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智能识别设置】界面

在【设置】菜单里，点击【智能识别设置】，可以选择智能算法。

点击算法类型可以选择识别模式（有三种，分别为人脸识别、车牌识别、无），人脸识别与

车牌识别智能不能同时进行，身份证识是否开启不会影响其他识别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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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人脸识别模式有三种，“人脸检测”设备仅抓拍人脸并上传到平台，由平台进行人

脸识别（该模式人脸库可不填）。

“人脸识别”和“检测并识别”都是设备前端进行人脸识别，并将识别的结果上传到平

台，两者的区别是前者仅向平台发送识别结果，后者则会把抓拍图和识别结果一起发送给平

台。需要在 icvs 客户端填入有效的人脸库地址，之后等待识别程序和人脸库下发完毕（大概

需要五分钟），人脸识别状态提示 OK 即可开始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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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录音】界面

按下录音键，进入录音机页面，开始录音；再次点击按钮结束录音。。



17

4.5 【地图】界面

点击【地图】，进入电子地图页面，地图主要是定位功能，可在地图上搜索查看组内成

员的位置、框选人员创建集群、选中人员对讲。

4.6 【文件管理】界面

点击【文件管理】，进入文件管理界面，可以查看抓拍的图片，录音及录像，并上传服务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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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上传

标星表示标记

为重点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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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集群】界面

点击【集群】，进入集群界面，可以在已加入群组中群呼喊话。

4.8 【通话对讲】界面

进入通话对讲界面，可以查看最近通话和联系人并请求对讲。通话时默认双向通话，不

需要按住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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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技术参数

项目 说明

系统 操作系统 Android7.1

显示 屏幕 3.5 英寸 640×960 IPS，全视角，阳光可视

视频

摄像头
前置 200 万像素，星光级 Sensor，F/NO=1.8，大光圈，用于录像执法；前置 1300

万，带自动对焦，用于拍照；后置 500 万像素，用于可视对讲

编码算法 H.264、H.265

分辨率 本地录像：1080P、720P 可选；无线上传：1080P、720P、VGA 可选

编码帧率 1~30 帧/秒可调

视频码率 64Kbps~10Mbps 可调

抓拍 支持 JPG 格式图片，抓拍分辨率可选，最大支持 1300 万

音频

麦克风 内置 MIC，用于对讲输入和视频伴音输入

扬声器 内置扬声器，用于对讲和喊话的声音输出

对讲 支持双向语音对讲

存储
内置 TF 内置 32G，支持插入 TF，最大支持 128G

格式 MP4

网络

4G/3G 4G 全网通，支持三大运营商的 4G/3G 网络

WiFi 内置 WiFi 模块和天线，支持 IEEE802.11 ac/a/b/g/n，2.4G/5G

蓝牙 内置蓝牙模块及天线，支持 BT4.1

电源
充电 Type-C（还可用于数据传输，USB3.0 协议），DC 5V，2000mA

电池 可拆卸 3300mAh@3.8V 聚合物锂电池



21

定位
BD&GPS 内置定位模块及天线，支持北斗（高通自带）/GPS/Glonass

AGPS 支持 AGPS

防护
防护等级 IP68

跌落等级 2 米各面跌落无损害

环境
工作温度 -10℃~50℃

工作湿度 小于 90％

配件

充电器 5V/2A 充电器 1pc

数据线 Type-C 连接线 1pc

背夹 背夹 1pc

说明书 说明书 1pc

电池 3300mAh 锂电池 1pc

外观
尺寸 107.6mm（L）×65.6mm（W）×25.2mm（H）

重量 220g

5. 维护和注意事项

 非专业人员请勿打开机盖。

 只能使用出厂配备的专业电池或经过我公司认证后的电池与电源适配器。

 维修请与专业人员联系或与我公司联系。

 4G/3G 信号可能受外界干扰从而影响到设备网络连接。

 请勿将设备用于湿度过高环境中工作，以防止电池损坏，请勿遮挡设备上的散热部

位。

 在设备上电使用过程中，如设备不小心进入液体，请立刻断电并拔出电池。

 请勿使用强酸或者强碱性的清洁剂清洗机体。

 使用时注意屏幕的保护，避免磕碰划伤等。

 设备长期不用请拿出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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