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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最简单的方式记录你的生活，并与朋友们分享





发挥你的创造力,充分与世界互动



+ 把记录变成你的故事
应用程序Storyteller让你编辑你最喜欢的片段，结合
地图，让你的故事拥有更多元素。你的Contour摄像
机内置GPS接收器，在录像的同时会记录你的坐标，
速度和海拔。

+ 与朋友和家人分享
Contour让你更容易与朋友和家人分享你的
故事。Storyteller应用让你上传多段故事到
facebook，twitter，contour.com或者你自己的网
站，这一切都可以一键完成。

+ 记录你的动作
Contour把你的动作记录成故事。
我们是一个提供工具的公司。我们的工具以易用又耐
用的特性屡获大奖，让你用最漂亮的高清视频捕捉最
棒的镜头。



  

漂亮的全高清摄影，一切就在你的手中



  

CONTOURROAM
+ 随时,随地
用最简单的方式记录的探险历
程

漂亮的全高清摄影，一切就在你的手中

CONTOUR+
+ 自由创意
一切由你专业级别的记录工
具, 让你的后期制作更从容

CONTOURGPS
+ 追踪你的故事
海拔,坐标和速度,让你的故事
充满更多细节



CONTOUR
Contour把最新的技术和杰出的工业设计融合在一起。 我
们创造这些易用又耐用的产品并屡获各种奖项，最终目的
是让你用最简单的方式，随时随地记录“你的故事”。 

我们把摄像机，应用程序和在线社区结合在一起，有谁不
喜欢这种从未有过的创新体验呢？我们将第一视角摄像机
带进了一个新的纪元。Contour对品质无尽的追求让人们可
以更简单的分享自己的故事。“你的故事”又是什么呢?

全高清视频

Contour让你以三种不同的分辨率记录高清视
频：1080p全高清；960p在你需要4：3画面
的时候使用，或者720p标清来获得更宽的广
角。ContourGPS和Contour+可以用30fps或者
60fps的帧率进行摄像，在你拍摄高速移动的物
体时可以获得更好的清晰度。所有的Contour摄
像机都可以自动调整曝光时间和白平衡，让你在
任何环境下都可以轻易获得漂亮的影像。

GPS
记录你在山上的路径，看看你冲下山时候的速
度，或者分析你爬升的轨迹，ContourGPS和
Contour+会把这些数据和你的视频一起记录。
内置的GPS接收器会以每秒4次的频率连续记录
三个关键数据：坐标，速度和海拔。借助谷歌地
图，可以和你拍摄的视频进行同步回放。



耐用

泥土，灰尘，雪和雨，你的旅行不会总是
阳光明媚。Contour摄像机充分考虑了这一
点。 你可能吃饭的时候会把汤洒在上面,也
可能不小心把它摔在地上。别担心，特殊处
理的铝制外壳足以保护我们的摄像机。你根
本就不用担心它的安危，就算潮湿环境也不
会有问题。

音频

视频只是故事的一部分。Contour摄像机内
置了指向麦克风，Contour+甚至还可以外
接麦克风。为你的故事带来无限扩展性。

轻量化

Contour摄像机可能是世界上最轻的摄像
机，143-150g的重量让你感觉不到它的存
在。你要做的就是把它固定好，专心的讲述
自己的故事吧。

激光瞄准

ContourROAM和ContourGPS附带的激光
系统让你很容易瞄准拍摄物体，再也不用担
心拍到的只是脚丫子和天空了。

丰富的固定方式

你可能认为只有少数几种运动适合免持摄像
机。 当你看到我们丰富的支架选择之后大
概不会再 这样认为了。特殊的支架如瞄准
镜支架,防滚 架支架等,让你随心所欲。只要
你能想的到, 你都会找到适合你的支架。这
些支架可以稳稳 当当的支撑你的摄像机,为
你记录最棒的故事。



STEVE FISHER



随时，随地
CONTOURROAM



CONTOURROAM
ContourROAM基于广泛认可的外形设计
让你随时随地用一种新的方式记录你
的故事。你不用担心会弄坏它，尽情的
记录吧!



+ 密封设计
无论是雨雪都没有问题
就算在一米深的水中也安然无恙 
+ 坚固
特殊处理的铝制机身可以适应任何严苛环境

无需手持
+ 高清视频
   3 种分辨率和5 百万像素的连续照片模式
+ 超轻重量 - 145g
   让你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 工业设计 
    超薄设计，贴合你的装备

防水
 
使用简单
+ 快速摄像开关
   简单推动开关，得到音频回应，开始讲故事吧
+ 激光瞄准 
   对准你的目标，轻松找到水平

更多产品信息请访问产品官方网站 http://contour.com/products/contour-roam/specs



RACHEL ATHERTON



追踪你的故事
CONTOURGPS



CONTOURGPS
在你的故事中添加全新的元素吧！
内置的GPS功能让你记录坐标，速度和
海拔，这一切都是在你录制高清视频
的时候同步完成的。你要做的，就是
专心演出你的故事。



位置
+ GPS 坐标 
    抓取你的坐标,速度和海拔

+ 互动地图 
    重放,快进,点取你最喜欢的部分

无线连接
+ 蓝牙连接
    使用你的苹果iOS 或者安卓Android设备作  
为无线取景器*
+ 设置 
   使用你的无线设备轻松改变摄像机设置

 
使用简单
+ 高清视频
3 种分辨率和2种帧率，或者连续照片模式
+ 轻量化 147g，超薄，易用

 * 需要额外购买Connect View附件来配合苹果iOS系统设备更多产品信息请访问产品官方网站 http://contour.com/products/contour-gps/specs





最先进的第一视角摄像机
CONTOUR+



CONTOUR+
专业的记录需要专业的设备和技术。第一款为
发烧级用户设计的免手持摄像机，Contour+为
你带来足够的支持和扩展性，提供一个专业人
士所需的所有元素。



连接性
+ 蓝牙连接

   使用你的苹果iOS设备或者安卓Android设备      
  作为无线取景器
+ HDMI输出 
    实时回放视频和音频 
+  麦克风接口

    可以外接麦克风

GPS
+ GPS 坐标 
    抓取你的坐标,速度和海拔

+ 互动地图 
    重放,快进,点取你最喜欢的部分

自用创意
一切由你
+ 定制的广角镜头

    6 片玻璃镜头，170 FOV，F2.8
+ 高清视频

    3种分辨率和2种帧率
    或者5百万像素连续照片模式
+ 可配置型

    可手动设置白平衡，曝光时间和锐度

更多产品信息请访问产品官方网站 http://contour.com/products/contour-plus/specs



应用程序

使用你的苹果iOS设备或者安卓Android设备作为无线取景器

ContourGPS 和 Contour+ 都具有蓝牙功能。它可以与你的手机互联并成为无线取景器。使用 Contour 
Connect Mobile 应用程序，你可以实时对准拍摄物体，调整摄像机设置（视频，感光，音频），帮助你
更快的准备好拍摄所需的一切条件。

Contour Connect Mobile 应用程序让你可以：
+ 使用 iPhone， iPod touch 或者 Android OS 2.2 or 2.3设备作为取景器 + 实时调整摄像机设置
+ 检查电池状态，记忆卡状态，以及GPS状态

无线取景器



你需要额外购买Connect View附件使ContourGPS获得对
苹果iOS系统的支持

手机端的iOS软件可以从苹果AppStore下载。Android软
件可以从Market下载，更多详情请参考官方网站

蓝牙
     
＋在拍摄之前瞄准和预览

＋实时调整摄像机设置

＋检查电池状态，记忆卡状态以及GPS状态

＋今天就下载我们为iOS和Android提供的应用程序吧！

CONNECT VIEW 附件

你需要购买此卡让ContourGPS获得连接苹果iOS系统的功能。它能让你的
ipad或者iphone成为你的即时取景器。
产品：CONNECT VIEW 卡
货号：4000



应用程序

STORYTELLER

编辑你的故事 
我们的努力让你可以更简单的编辑素材,快速选择
你最喜欢的部分，保存下来并且在线分享。简单的
步骤就可以让你的朋友和家人第一时间看到你的故
事。附带的“位置”功能还可以在地图上标记你当
时的位置。

和Contour 一起讲述你的故事吧。STORYTELLER软件让你用最简单的方式 
编辑你的素材,并且快速在线分享给你的朋友。



在地图上标记你的故事

把你的位置信息以地图的方式显示出来并融合到你的故事
中。有了GPS，你可以根据你冲下山的轨迹，马上找到当
时的视频，更准确的讲述你的故事。

在线共享

从容上传所有你喜欢的片段。添加标题，位置和其
他信息，从未如此容易。当你准备好的时候，只要
一次点击，Contour Storyteller会为你做好其他的
事。 

Contour 摄像机是世界上
唯一可以进行配置调整的
非手持摄像机

音频: 调整麦克风灵敏度,
你要做的只是滑动调整
槽。在风比较大的时候,你
可能需要降低灵敏度来减
少风噪。

感光: 你可以调整的参数
包括曝光度,锐度等。

视频: 每一台Contour摄
机都有多种高清格式可以
选择。





无以伦比的易用性

支架 



绑带支架

绑带支架的使用非常灵活，几乎适用于所有的运动和你想固定的位置。你可以绑在自
行车车架的任何一个位置，或者赛车的防滚架上，甚至你的脚踝。柔软而富有弹性的
绑带可以结实的固定你的摄像机，并且起到减震的作用。一套2个不同尺寸的绑带，整
合的可旋转底座，让你获得你需要的角度。

+   适合直径20mm至70mm

+   包含两种尺寸：9寸长带和一根5.25寸短带以适应小尺寸应用

产品：绑带支架 
货号：2755

支架



横杆支架使用双螺丝固定系统，你可以把它固定在不同尺寸的横杆上，包括15mm以上直径的徒步手杖。旋转锁
定的方式让你轻易获得想要的角度然后Trail™系统帮助你快速拆卸。

+   适应范围广，可以用于15mm至33mm的所有应用

+   旋转锁定的方式让你选择最佳角度

+   TRail™系统让你可以快速装卸

产品：横杆支架
货号：2780

横杆支架
支架



三轴冲浪支架

三轴冲浪支架专门用于滑水板，冲浪板等水上运动。它可以承受风浪并提供稳定的支
撑，并且不只限于平面。

+ 360度水平旋转加 180度仰角调整

+ 简单操作，无论在水中或者寒冷的冬天你都可以轻松调整

+ 适用所有型号的Contour防水壳

产品：冲浪三轴支架
货号：3555

支架



三轴支架

三轴支架有非常广泛的应用。三轴调整系统和极小的面积让它可以被用于头盔或其他表面，比如滑雪单板，独木
舟，雪地摩托，或者任何其他地方。你的故事，你的创意。

+ 360度水平旋转加180度仰角调整

+ 即使佩戴手套也可以轻松操作

+ 适用所有的Contour摄像机和防水壳

产品：三轴支架
货号：3570

支架



吸盘支架

这是来自合作伙伴Panavise设计的吸盘支架，它能把你的Contour摄像机固定在挡风
玻璃或者车身的任何位置上。多角度调节仰角，旋转，自由度极高。可以吸附在玻璃
或其他光滑表面上。

产品：吸盘支架
货号：2810

支架



防滚架支架

Contour和RAM共同开发的这款防滚架支架可以把你的摄像机固定在相对大直径的棍状物上，尤其是汽车防滚
架和越野车的支架上。两端都配有球头，灵活度高，让你寻找你最想要的角度。军用级铝材配合紧缩带可以适用
2寸至3寸的直径。专利设计还可减少震动，让你的视频更加平滑。

+   把你的摄像机固定在棍状物体上，直径2寸至3寸 
+   军用级铝材，强度高，重量极轻

+   配合万用支架适配器让你轻松装卸

产品：防滚架支架
货号：3800

支架



平面支架 

平面支架让你获得紧贴固定表面的视角。超薄设计配合Contour摄像机的紧凑机身，
占用更少空间，让你完全感觉不到这款世界上最小摄像机的存在。使用3M胶贴合任何
平面，也可以用于头盔等曲面。

产品：左平面支架
货号：4110

产品：右平面支架
货号：4160

支架



头戴支架

头戴支架真的适用于所有运动，只要这项运动需要你和你的脑袋一起参加。弹性绑带调节容易，Trail™系统装卸
方便。固定稳定，绝不会抖动，在你不使用头盔的时候提供合适的角度。

+   弹性绑带适应所有头部大小，也可以套在棒球帽或雪帽外使用

+   TRail™ 让装卸更容易

产品：头戴支架
货号：3610

支架



万能支架适配器

如果你拥有传统相机支架，比如云台，你会需要这个。它使用TRails™ 和你的摄像机
连接，并提供1/4寸螺丝孔用来连接你的云台等固定装置。现在你从你的武器库里挑选
最中意的照相机三脚架了吧。（ContourRoam不需要这个配件）

产品：万能支架适配器
货号：3100

支架



瞄准器支架
支架

这个支架专门设计用来在战斗武器上固定你的Contour摄像机，当然你也可以在其他装备上使用它，因为它完全
符合美国军标MIL-STD-1913。
它使用轻量化复合材料以吸收武器的震动，减少晃动并且隔热，使用简单。它可以结实的规定你的摄像机。

+  以符合美国军标MIL-STD-1913的方式固定摄像机

+  TRail™ 系统让拆装更容易

产品：瞄准器支架 
货号：3900



自行车头盔支架

让你在头盔的任何位置上固定Contour摄像机。用一种独特的视角来记录你的运动。
只要把绑带穿过通风槽，锁定，把你的摄像机滑进去，调整一下角度，你已经准备好
了。

+ 适合所有通风头盔

+ 可调节仰角，更容易寻找你需要的角度

+ TRail™ 系统让拆装更容易

产品：自行车头盔支架
货号：2550

支架



可旋转平面支架

用可旋转平面支架的设计简单又实用。这个方便的支架可以在几乎任何表面上固定你的摄像机。让你找到了想要
的角度，把它锁定就可以了。滑进去，调整，锁定，开始拍摄你的故事吧！

+   TRail™ 系统让拆装更容易

+   设计精巧的旋转系统让你更容易的找到完美角度

+   简单易用的锁定设计让你保持住需要的角度

产品：可旋转平面支架
货号：3720

支架



防水壳

Contour摄像机专用防水壳就像手套一样完全贴合摄像机，提供最坚实的保护。你现
在可以随心所欲的拍摄水下视频了。因为它可以在水下60米深为你的相机提供保护， 
而且你不会限制任何功能，无论是按键，还是TRail系统，你依然可以使用它们。

产品：ContourROAM防水壳 
货号：3330

产品：ContourGPS防水壳 
绿色产品货号：3320 
黑色产品货号：3321

产品：Contour+防水壳 
货号：3325

附件





产品：充电电池 
货号：2350

产品：车充 
货号：2900

产品：USB 电池充电器 
货号：3000

电源附件
我们让你的Contour摄像机有更长的摄像时间。也许你需要整天开着 
它,或者带他去山里呆一个礼拜。带上一块额外的锂电池吧。无论在车
里,家里,还是通过你的电脑,你都可以对它进行充电。

可充电电池
一块锂电池大概可以持续工作3小时。可以使用USB线在电脑上充电。

车用充电器
随时都可以对Contour摄像机进行充电。就算一边录像一边充电可以。

USB电池充电器
用电脑供电或者任何带有USB 接口的电源设备供电就可以为你的电池
充电。此充电器兼容CONTOURGPS 和CONTOUR+ 的电池。

万用旅行充
可更换插头设计让你在世界任何角落都不会烦恼。它还可以连接电池充
电器。 1小时大约可以获得80%的电量和完全充满大约需要4小时。

附件

产品：万用旅行充 
货号：2450



可选附件
便携包

把你的Contour 摄像机，4张TF记忆卡，电池和USB线都随身鞋带
吧。
无论你想去哪里都可以用这个小便携包带上你的全部装备。再也不
用在你的大背包里苦苦寻找那张小小的记忆卡了。

镜头套装 
这个镜头套装可以用来维护，也可以用来拓展你的CONTOUR摄像
机。 它包括备用镜头片，镜头环和特殊的转换卡口。现在你可以把
37MM 的镜头滤镜安装在CONTOUR上来获得更好的效果了。

产品：便携包 货号：3200 
产品：镜头套装 货号：3400

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