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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二．安全指南
三．产品示意图

1. 本产品为高精密仪器，切勿跌落或碰撞。
2. 请切勿将本产品靠近具有强磁场的物体，例如磁场或者
     机电，亦要避免将本产品靠近于能发出较强无线电波的
     物体，以避免磁场及无线电波可能会引起的产品故障或
     图像/音频的损坏。
3. 请切勿将本产品暴露于高温或阳光直射的环境下。
4. 请选择正规品牌的microSD卡，非正规品牌的卡不能保
     证可正常使用。
5. 请切勿将microSD卡靠近具有磁场的物体，以免卡内储
     存的数据丢失。
6.请勿在充电过程中边充边录，以免相机过热导致无法正
    常运行。

SEABIRD运动相机是根据市场需求以及发展趋势而设计
的，拥有各式各样的功能，包括定时拍照, 连续拍照，延时
拍照，延时摄像，循环摄像以及慢动作摄像、长曝光、六轴
陀螺仪防抖以及自定义LOGO等。SEABIRD运动相机可随
时随地应用于各种户外运动，外出旅游等，满足您的拍摄
需求。

7. 如在充电过程中出现产品过热、冒烟或产生异味 ，请立
     即拔出充电装置，停止充电以免发生火灾。
8. 充电时，请将本产品放置于儿童无法接触到的地方，以
     避免电源线导致的儿童意外窒息或触电。
9. 请将本产品放置于阴凉，干燥且绝尘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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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选择正式回收点回收本产品或者其电池，切勿弃
置于垃圾桶中。

1. 拍照/返回拍摄界面键
2. 相机工作状态指示灯
3. micro SD卡槽
4. USB 端口

5. 镜头
6. 开关机/模式切换/返回键
7. 触摸/显示屏
8. 相机电量指示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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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机×1 电池×1

长按电源开关，开机时间为8s，关机时间为3-5s。

闪迪Extreme 
U3

闪迪Extreme 
PRO U3

闪迪Extreme 
PLUS U3

雷克沙1000
×U3

索尼SR-64U
×U3

创见Ultimate
633×U3

SEABIRD运动相机外置储存器（Micro SD卡）最大支持
空间为128G，SEABIRD运动相机对拍摄4K画质所用存
储卡对写入速度有要求，仅支持TF卡 U3 的储存卡，为
保证您拍摄优质的4K录像，请使用如下推荐的SD卡。

USB 数据线×1 说明书×1

1. 相机开机/关机

2. 插入microSD卡

四．包装清单 五、基本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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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向下拨动电池盖可将它打开。
2. 按照电池上标示的正负符号和箭头指示方向，正确
     的把电池装入摄像机内，直到安装到位。
3. 电池充电指示灯：请参考产品示意图。
4. 取出电池：打开电池盖即可取出电池。

打开相机，点击相机屏幕左下角“           ”设置图标，点
击WiFi，选择开启或关闭WiFi。

可通过各大安卓应用市场（华为应用市场、OPPO应用
市场、360助手、Google Play、小米应用商城等）搜索

“海鸟”下载安装；

可通过APP store搜索“海鸟 ”进行下载安装；如果在
IPAD上搜索下载，需选择仅限iphone软件。

3. 安装以及取出电池 4. 打开/关闭WiFi

5. 安装APP
安卓手机用户

苹果手机用户

软件下载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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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打开SEADIRD运动相机，点击“           ”符号，开启WIFI，
然后打开手机APP，点击APP界面左上角“WiFi”标志，
找到格式为“SEABIRD-XXXXXX”的设备WiFi，输入初始
密码为12345678，即可连接设备。 

打开相机UI菜单栏，屏幕右上角出现“          ”图标，点击
图标进入摄影模式。

打开相机UI菜单栏，屏幕左上角出现“          ”图标，点击
图标进入拍照模式。

6. SEABIRD相机与APP连接

7. 摄影模式

8. 拍照模式

打开相机UI菜单栏，点击屏幕左下角“           ”图标，选
择“恢复出厂设置”确认，即可恢复出厂设置并重启相
机。

9. 恢复出厂设置

10. 海鸟运动相机基本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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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所属类别

主控
传感器 

像素

视频分辨率

视频慢动作分辨率
功耗

视频编码
镜头

视场角
电子防抖

产品介绍

SEABIRD运动相机
4K 30帧运动相机

海思3559
SONY
1300万
4K/30fps 、2.7K/30fps、
1080P/60fps、720P/120fps、
1080P/60fps、1080P/30fps、
720P/120fps、720P/90fps、
720P/60fps、 720/ 30fps、  
480P/120fps、 480P/ 90fps、 
480P/60fps、480P/ 30fps
720P/120fps
2.5W
H.264
F2.6光圈 / 7G /直径17.4mm
MAX155°
支持6轴陀螺仪防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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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功能
遥控器

wifi，蓝牙
低功耗蓝牙遥控器

功能
参数

存储卡类型
最高支持容量

Micro SD卡
128GB

存储
参数

电池类型
电池续航

外形特点
机身颜色
外形尺寸
产品重量

官网网址：www.seabirdcam.com
联系电话：0760-86788594

海鸟公众号

锂电池（1050mAh）
100分钟 4K/30帧视频录制

轻巧型
黑色
59×41×22.6mm
67g（仅机身）

电池
性能

外观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