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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位介绍

1、开机 / 拍摄普通视频 按钮
长按3秒开机。 
短按，启动或停止拍摄普通视频。 

2、拍摄延时视频 按钮
短按，启动或停止拍摄延时视频。 

3、LED指⽰示灯
开机：绿灯恒亮 
低电量：红灯闪烁 
存储卡错误：橙灯闪烁 
拍摄延时影片：橙灯闪烁 
拍摄普通视频：绿灯闪烁 
充电中：红灯恒亮 
充电完成：绿灯恒亮 

4、⻨麦克⻛风
拍摄普通视频时录制声音使用。 

5、镜头

6、存储卡盖

7、存储卡槽

8、重置键
当遇到拍摄完毕后无法正常关机，使用
尖锐物品点击此处以实现重启机器。 

9、Micro USB（Type C）接⼝口
使用数据线充电或连接电脑读取数据使
用。 

10、脚架接⼝口
连接三脚架等配件支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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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使⽤用

⼀一 准备

1. 插⼊入存储卡。

2. 充电。

①充电时需要插入存储卡。 
②首次充电大约需要3小时。 
③充电完成LED灯变为绿灯。 � 

3. 下载App。

⼆二 连接⾄至智能⼿手机

1. 开机。

长按开机按钮3秒钟。 

2. 打开App。

3. 点击“创作”。

4. 点击“拍摄”。

5. 开启蓝⽛牙。

6. 选择SSID。

请在包装内附《快速使用指南》中的
“SSID信息贴纸”页获取。 

7. 点击“连接”。

iOS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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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选择“确定”。

9. 连接缩时拍WIFI。

①WIFI名称样式：TLCN130-XXXXXX 
②WIFI密码：12345678 

10.返回App。

11.连接成功，点击“确定”。

三 参数设置及拍摄

1. 选择拍摄场景。 
 
App中自带常用拍摄场景，同时也
可以根据个人需求选择“自定义”
设置。 
 
自带场景设置参数值：

2. 进⼊入相机设置。

①自定义图像。 
在此选项中可以调节饱和度、对
比度、清晰度。 

②图像质量。 
可选项：最好、较好、好。 

③分辨率。 
可选项：Full HD 1920＊1080、
HD 1280*720。 

④时间印记。 
开启：表示影片画面底部中间位
置显示拍摄时间和日期。 
关闭：表示影片画面地步中间位
置不显示拍摄时间和日期。 

⑤LED指示灯。 
开启：相机工作时指示灯闪烁。 
关闭：相机工作时指示灯不闪烁。

⑥高级。 
此处可以设置带宽频率、查看固
件版本、格式化SD卡、开启即时
预览场景效果。 

3. 设置完毕，开始拍摄。

4. 结束拍摄。

四 编辑及分享

1. 重新连接缩时拍WIFI。

2. 返回App“拍摄”界⾯面，点击“⽂文件”
按钮，进⼊入到“视图模式”界⾯面。

3. 选中需要编辑的影⽚片，再点击“传
输”，影⽚片将从相机传输到⼿手机
App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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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 
名称

拍摄 
间隔

回放 
帧率 ⽩白平衡 曝光值 曝光 

模式
⻛风景 2秒 30FPS ⾃自动 0 ⻩黄昏
步⾏行 5秒 30FPS ⾃自动 0 ⽇日光
驾驶 10秒 30FPS ⾃自动 0 ⽇日光
聚会 5秒 20FPS ⾃自动 0 夜晚
⽇日出 4秒 20FPS 钨丝灯 0 ⽉月光
花朵 20秒 20FPS ⾃自动 0 夜晚
夜景 5秒 30FPS ⾃自动 0 ⽉月光



4. 返回App创作⻚页，点击“编辑”按
钮。

5. 选中需要编辑的影⽚片，选择“编
辑”按钮，进⼊入编辑界⾯面。

6. 编辑影⽚片。 

 
功能包括： 
①剪切：节选影片部分内容。 
②文本：添加影片字幕。 
③变速：更改影片播放速度。可
以加快，也可以放慢。 
④音乐：添加影片背景音乐，可
选App自带音乐，也可选iTunes中
的音乐。 
⑤倒放：实现影片倒放。 
⑥多短视频素材连接成一个影
片。 

7. 分享影⽚片。 
 
＊提醒：分享影片时请将手机与
缩时拍连接的WIFI断开。 

 
 
在“编辑”界面，点击“发布”
按钮进入到“发布”界面，选择
影片类型标签、填写影片标题、
输入影片背后故事、选择分享平
台后点击“发布”按钮，实现影
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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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准备

1. 插⼊入存储卡。

2. 充电。
 

①充电时需要插入存储卡。 
②首次充电大约需要3小时。 
③充电完成LED灯变为绿灯。 

3. 下载App。

⼆二 连接⾄至智能⼿手机

1. 开机。
 

长按开机按钮3秒钟。

2. 打开App。

3. 点击“创作”。

4. 点击拍摄。

5. 打开蓝⽛牙。

6. 选择SSID。
 

请在包装内附《快速使用指南》
中的“SSID信息贴纸”页获取。 

Android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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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连接缩时拍WIFI。

8. 点击“允许”。

10.连接成功。

三 参数设置及拍摄

1. 选择拍摄场景。

App中自带常用拍摄场景，同时也
可以根据个人需求选择“自定义”
设置。 
 
自带场景设置参数值：

2. 进⼊入相机设置。
①自定义图像。 

在此选项中可以调节饱和度、对
比度、清晰度。 

②图像质量。 
可选项：最好、较好、好。 

③分辨率。 
可选项：Full HD 1920＊1080、
HD 1280*720。 

④时间印记。 
开启：表示影片画面底部中间位
置显示拍摄时间和日期。 
关闭：表示影片画面地步中间位
置不显示拍摄时间和日期。 

⑤LED指示灯。 
开启：相机工作时指示灯闪烁。 
关闭：相机工作时指示灯不闪烁。

⑥高级。 
此处可以设置带宽频率、查看固
件版本、格式化SD卡、开启即时
预览场景效果。 

3. 设置完毕，开始拍摄。

4. 结束拍摄。

四 编辑及分享

1. App“拍摄”界⾯面，点击“⽂文件”。

2. 选中需要编辑的影⽚片，再点击“传
输”，影⽚片将从相机传输到⼿手机
App中。

3.  返回App创作⻚页，点击“编辑”按
钮。

4. 选中需要编辑的影⽚片，点击“导
⼊入”按钮，进⼊入编辑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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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 
名称

拍摄 
间隔

回放 
帧率 ⽩白平衡 曝光值 曝光 

模式
⻛风景 2秒 30FPS ⾃自动 0 ⻩黄昏
步⾏行 5秒 30FPS ⾃自动 0 ⽇日光
驾驶 10秒 30FPS ⾃自动 0 ⽇日光
聚会 5秒 20FPS ⾃自动 0 夜晚
⽇日出 4秒 20FPS 钨丝灯 0 ⽉月光
花朵 20秒 20FPS ⾃自动 0 夜晚
夜景 5秒 30FPS ⾃自动 0 ⽉月光



5. 编辑影⽚片。

功能包括： 
①剪切：节选影片部分内容。 
②文本：添加影片字幕。 
③变速：更改影片播放速度。可
以加快，也可以放慢。 
④音乐：添加影片背景音乐，可
选App自带音乐，也可选iTunes中
的音乐。 
⑤倒放：实现影片倒放。 
⑥多短视频素材连接成一个影片。
 

6. 分享影⽚片。
 

＊提醒：分享影片时请将手机与
缩时拍连接的WIFI断开。 

 
 
在“编辑”界面，点击“发布”
按钮进入到“发布”界面，选择
影片类型标签、填写影片标题、
输入影片背后故事、选择分享平
台后点击“发布”按钮，实现影
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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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航、存储、视频⻓长度

拍摄间隔 电池续航 拍摄1⼩小时
存储⽤用量

拍摄1天
存储⽤用量

拍摄1⼩小时
⽣生成视频⻓长度

（回放帧率：20 FPS）
尽快 0.3 天 6.18 GB 148.32 GB 6 分钟
1 秒 0.6 天 3.09 GB 74.16 GB 3 分钟
2 秒 0.9 天 1.54 GB 37.08 GB 1.5 分钟
3 秒 1 天 1.03 GB 24.72 GB 1 分钟
5 秒 1.4 天 632.82 MB 14.84 GB 36 秒
10 秒 1.9 天 316.41 MB 7.42 GB 18 秒
20 秒 2 天 158.21 MB 3.71 GB 9 秒
30 秒 10 天 105.47 MB 2.48 GB 6 秒
1 分钟 14 天 52.74 MB 1.24 GB 3 秒
5 分钟 21 天 10.55 MB 253.13 MB 0.6 秒
10 分钟 23 天 5.28 MB 126.57 MB 0.3 秒
1 ⼩小时 24 天 0.88 MB 21.10 MB 0.05 秒
4 ⼩小时 24 天 5.25 MB

24 ⼩小时 24 天 0.88 MB
说明：
1、单张照⽚片⼤大⼩小按900KB计算。
2、16GB存储卡有效存储空间按14.4GB计算。
3、64GB存储卡有效存储空间按57.6计算。
4、“尽快”拍摄间隔按2张/秒钟计算。
5、“曝光模式”按⽇日光计算。

扫⼀一扫获取计算⼩小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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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场景设置建议

场景名称 拍摄间隔 回放帧率 ⽩白平衡 曝光值 曝光模式
⻛风景 2秒 30FPS ⾃自动 0 ⻩黄昏
步⾏行 5秒 30FPS ⾃自动 0 ⽇日光
驾驶 10秒 30FPS ⾃自动 0 ⽇日光
聚会 5秒 20FPS ⾃自动 0 夜晚
⽇日出 4秒 20FPS 钨丝灯 0 ⽉月光
花朵 20秒 20FPS ⾃自动 0 夜晚
夜景 5秒 30FPS ⾃自动 0 ⽉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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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一.硬件

问题 答案

TLC-N130的电池续航时间是多少？
拍摄延时摄影时，1秒拍摄间隔，续航13⼩小
时；10秒拍摄间隔，续航44⼩小时；1分钟拍
摄间隔，续航14天；5分钟拍摄间隔，续航
21天；10分钟拍摄间隔，续航23天。

TLC-N130的电池规格是多少？ TLC-N130的电池是可重复充电的锂离⼦子电
池，其额定容量为 1350mAh。

TLC-N130静态有效像素是多少？ 拍照模式1920*1080

TLC-N130动态有效像素是多少？
延时摄影模式1920*1080、1280*720
普通摄影模式1920*1080@20fps、
1280*720@30fps

TLC-N130镜头视⾓角是多少度？ 109°

TLC-N130是否⽀支持变焦？ 不⽀支持。

TLC-N130是否可以外接变焦镜头？ 不⽀支持。
TLC-N130是否防⽔水等级是多少？ 防⽔水等级为IPX4，防泼溅。
TLC-N130是否⽀支持⽔水下拍摄？ 不⽀支持。
TLC-N130最短对焦距离是多少？ 51cm

TLC-N130的焦距时多少？ 23 mm (35mm 等效焦⻓长)

TLC-N130拍摄的照⽚片是什么格式？ JPG格式。

TLC-N130拍摄的延时视频是什么格式？ AVI格式。但是通过缩时拍App下载到⼿手机
上之后是MP4格式。

TLC-N130拍摄的普通视频是什么格式？ AVI格式。但是通过缩时拍App下载到⼿手机
上之后是MP4格式。

TLC-N130在⽆无存储卡情况下是否可以充
电？ 不⽀支持⽆无存储卡充电。

TLC-N130的⼯工作温度是多少？ 0℃〜～45℃

TLC-N130是否有屏幕？ 没有屏幕，拍摄取景和观看已拍摄视频需要
通过⼿手机App连接TLC-N130来实现。

TLC-N130是否有定时拍摄功能？ 不⽀支持定时拍摄功能。

TLC-N130是否可以搭配三脚架使⽤用？ 可以。TLC-N130机器底部配有标准尺⼨寸的
脚架接⼝口。

TLC-N130是否⽀支持外部电源供电？
可以使⽤用USB Type－C数据线连接电源适配
器或电脑进⾏行充电。电源适配器规格最好是
5V，1.5A以上规格。

TLC-N130是否⽀支持外部电源充电同时拍
摄？ ⽀支持。但是需要开机后，再连接外部电源。

TLC-N130⽀支持什么类型存储卡？ Micro SD/Micro SDHC/Micro SDXC card，
Class10，读速建议80MB/s及以上。

TLC-N130⽀支持最⼤大存储卡容量是多少？ 64GB。
缩时拍N130⽤用户⼿手册v2.0 �12



⼆二.APP

TLC-N130内置蓝⽛牙版本是多少？ 蓝⽛牙4.0

缩时拍App蓝⽛牙⽀支持最远距离是多少？ 最远10⽶米。
缩时拍App的WiFi⽀支持最远距离是多少？ 最远10⽶米。
TLC-N130接⼝口类型？ USB Type－C

TLC-N130是否防抖？ 不防抖。

TLC-N130开始拍摄后如何判断是否在⼯工
作？

在缩时拍App中将“LED指⽰示灯”功能打开
后，当拍摄延时摄影时，机器顶部指⽰示灯按
照设定的拍摄间隔闪烁桔⾊色灯；当拍摄普通
视频时，机器顶部指⽰示灯闪烁绿⾊色灯。

TLC-N130机器时间如何设置？ 机器时间与⼿手机时间同步。

如果没有安装缩时拍App或者没有开启缩时
拍App是否可以使⽤用TLC-N130进⾏行拍摄？

可以。
拍摄普通视频：开机状态下，按机⾝身顶部电
源开关，开始拍摄普通视频，1分钟后⾃自动
停⽌止拍摄，如需1分钟内停⽌止，需再按开电
源开关按键。
拍摄延时视频：开机状态下，按机⾝身顶部延
时摄影标志按键，开始拍摄延时摄影视频，
菜单设置继承上次延时摄影时的设置，再按
机⾝身顶部延时摄影按键，停⽌止拍摄延时摄
影。

是否可以使⽤用数据线连接电脑和TLC-N130
读取拍摄数据？

⽆无论开机还是关机状态，通过USB Type-C
数据线连接电脑和TLC-N130，都可以直接
读取机器存储卡⾥里的数据。

第⼀一次使⽤用前充电建议时⻓长多久？ 约3⼩小时。

问题 答案

问题 答案

TLC-N130对应App名称？ App名称为“缩时拍”。

iOS版App下载⼆二维码？

Android版App下载⼆二维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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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时拍App⽀支持⼿手机操作系统情况？ ⽀支持Andriod 4.4及以上，或者iOS 8.0及以
上版本。

WiFi初始SSID和密码是多少？
每台TLC-N130都有独特的SSID，贴于随机
附带的《快速使⽤用指南》中。
⾸首次使⽤用，在WiFi连接设置时需要⼿手动输⼊入
密码，默认密码：12345678。

TLC-N130拍摄延时视频或者普通视频时是
否可以在App⾥里实时看到影像？

不⽀支持。在拍摄视频时，TLC-N130会关闭
WiFi功能以节省电⼒力，所以⽆无法看到拍摄时
的实时影像。

缩时拍App编辑视频时背景⾳音乐是否可以选
择⾃自⼰己⼿手机⾥里的⾳音乐？ 可以。
缩时拍App在编辑视频背景⾳音乐时是否可以
节选⾳音乐。 不⽀支持。

缩时拍App编辑视频是否有美颜功能？ 不⽀支持。
缩时拍App编辑视频是否有滤镜⻛风格可攻选
择？ 不⽀支持。
TLC-N130拍摄延时视频或者普通视频时是
否可以更改相机设置？ 不⽀支持。
缩时拍App是否⽀支持将多段视频连接成⼀一个
影⽚片？ ⽀支持。
缩时拍App是否⽀支持编辑⼿手机⾥里⾮非缩时拍拍
摄的视频？ ⽀支持。

缩时拍App⽀支持哪些语⾔言？ 中⽂文简体、英语。

缩时拍App剪辑后的⽂文件是什么格式？ MP4格式。

⼀一次拍摄的延时影⽚片为什么会⽣生成多个⽂文
件？

拍摄延时视频时，设备⾃自动默认当⽂文件达到
500MB左右⾃自动存储为1个视频⽂文件。

如何计算缩时拍拍摄延时视频⻓长度？
关注“缩时拍”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撩⼩小
拍“，选择“续航计算”后可以根据拍摄设置情
况计算出结果。

如何计算缩时拍电池续航？
关注“缩时拍”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撩⼩小
拍“，选择“续航计算”后可以根据拍摄设置情
况计算出结果。

如何计算缩时拍存储卡占⽤用情况？
关注“缩时拍”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撩⼩小
拍“，选择“续航计算”后可以根据拍摄设置情
况计算出结果。

问题 答案

缩时拍N130⽤用户⼿手册v2.0 �14



规格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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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TLC-N130

动态有效像素 200万

光圈 F2.0

视角 109°

分辨率 Full � HD � 1920 � x � 1080 � (16:9)

焦距 23 � mm � (35mm � 等效焦长)

拍摄模式

延时摄影（拍摄间隔1秒～24小时）

视频拍摄（30FPS，含音频）

照片拍摄

曝光模式 日光，黄昏，夜晚，月光，星光，星系，萤火虫

影片格式 AVI

支持存储卡类型 Micro � SD/Micro � SDHC/Micro � SDXC � card（最大支持64GB）

电池 内置 � 1350mAh � 锂离子充电电池

直流电 5V

App名称 缩时拍

电池续航

拍摄间隔1秒，续航13小时

拍摄间隔1分钟，续航14天

拍摄间隔1小时，续航24天

工作温度 0℃～45℃

端口 USB-C

内置麦克风 是

内置无线 Wi-Fi（802.11n）＋蓝牙4.0（BLE）

防水等级 IPX4（防泼溅）

移动设备系统版本要求 IOS � 8.0 � / � Android � 4.4 � 以上

相机尺寸 约55x55x28.2mm

相机重量 约74.5g

包装内容

主机

Micro � USB � Type � C转接头

快速使用指南



售后保修信息

本产品从您收到货物后的当⽇日算起，享受⼀一年保修服务。

客服热线：4008-908-121

官⽅方⺴⽹网站：www.neowt.com

本⼿手册如有更新，恕不另⾏行通知。

您可以在缩时拍官⽅方⺴⽹网站查询最新版本《⽤用户⼿手册》
http://neowt.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lists&catid=184

如果您对说明书有任何疑问或建议，请通过以下电⼦子邮箱联系我们：
marketing@neowt.com

微信扫⼀一扫关注缩时拍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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