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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神眼保鏢數位監控系統

神眼保鏢數位監控系統提供三大產品線，各產品線規格如下：

簡介

產 品

PCI 卡

1-1 神 眼 保 鏢 數 位 監 控 系 統 特 色

4EYES Pro

一片視訊卡

每片視訊捕捉卡可接 4 個訊源

神眼保鏢數位監控系統是一個支援 Windows 98SE∕ME∕2000 Pro /

8EYES Pro

二片視訊卡

每片視訊捕捉卡可接 4 個訊源

XP Pro 隨插即用的系統，它可同時安裝多片視訊卡，讓您同時監控最

16EYES Pro

四片視訊卡

每片視訊捕捉卡可接 4 個訊源

多 16 個攝影機，滿足各方面的需求。一旦動態偵測或是感應器被觸發

MP3004

一片視訊卡

每片視訊捕捉卡可接 4 個訊源

時，無論何時，只要有任何物體在監視範圍內移動， 神眼保鏢數位監

每片視訊捕捉卡可接 8 個訊源

及一片子卡

(每片視訊捕捉卡再外接一張子卡)

一片視訊卡

每片視訊捕捉卡可接 16 個訊源

及三片子卡

(每片視訊捕捉卡再外接三張子卡)

MP5004

一片視訊卡

每片視訊捕捉卡可接 4 個訊源

MP5008

二片視訊卡

每片視訊捕捉卡可接 4 個訊源

二片視訊卡

每片視訊捕捉卡可接 8 個訊源

及二片子卡

(每片視訊捕捉卡再外接一張子卡)

況。
MP3016

1-2 清 點 配 件
當您打開神眼保鏢數位監控系統，包裝內應該有以下的產品配件：

MP5016

【 EYES Pro 系 列 】
1. 神眼保鏢視訊卡
2. 神眼保鏢數位監控系統之軟體光碟
（含驅動程式、應用程式、使用手冊）
3. 神眼保鏢數位監控系統使用手冊
4. 選購品：I∕O 外接盒、D 型 15-pin 延長線

1

2

格

一片視訊卡
MP3008

控系統就會自動開啟錄影，並啟動自動警告功能，讓你立即掌握最新狀

規

神眼保鏢數位監控系統

神眼保鏢數位監控系統

1-3 硬 體 配 置 及 安 裝

【MP3004 /
MP5004 / MP5008】

安裝神眼保鏢視訊卡只需要簡單地將卡片插入插槽，並接上幾條纜線即

神眼保鏢視訊卡
可。在安裝神眼保鏢視訊卡之前，請先關閉電腦的電源，並拔下電源線，
接著將連接在電腦機殼背板上的所有纜線通通拔除，將機殼拆開。

在安裝神眼保鏢視訊卡前，請務必確定關閉電腦的電源、拔下
電源線，及連接在機殼背板上的所有纜線通通拔除，接著：
【MP3008 /

1.

拆開機殼。

2.

將 您 的 神 眼 保 鏢 視 訊 卡 裝 在 主 機 板 上 空 的 PCI 插 槽 中 ， 如

MP5016】神眼保鏢
視訊卡＆子卡

下列圖示。

3.

最後再將電源線、機殼背板的所有纜線及機殼裝回即可。

【 EYES Pro 系 列 】

神眼保鏢視訊卡

【MP3016】神眼保鏢
視訊卡＆子卡

PCI 插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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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P3000 系 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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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開 始 連 接 視 訊 卡

神眼保鏢視訊卡

現在您已可開始連接攝影機到每個 BNC 混頻端子影像輸入接頭了。
紅外線感溫器門禁系統

D 型 15-pin 連接線
防火、防溫、防盜煙霧器
磁簧開關
紅外線探測器

I/O 外接盒
攝影機 1

磁力開關警報器

攝影機 2

錄影機

攝影機 3

回報系統

PCI 插槽

IN 1
IN 2

攝影機 4

【 MP5000 系 列 】

IN 3
IN 4

同軸端子
(No Supplied)

1-5 連 接 外 部 感 應 器 輸 入 / 輸 出 控 制 裝 置

子卡
神眼保鏢視訊卡

連接視訊卡與子卡時，
請注意排線方向

您 可 以 透 過 D 型 15-pin 連 接 線 將 外 部 輸 入 感 應 器 與 控 制 外 部 輸
出 繼 電 器 連 接 至 神 眼 保 鏢 視 訊 卡 上，下 面 圖 表 所 示 為 D 型 15-pin
連 接 線 的 外 部 輸 入 感 應 器 /控 制 輸 出 繼 電 器 訊 號 ：

IN 1

IN 2
IN 3

PCI 插槽

IN 4

【神眼保鏢視訊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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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電器規格
Surge strength : 1500 VAC
Nominal power 200mw ~ 360mw
Operating power 110mw ~ 200mw

D 型 15-pin 端子接頭

o

感應器輸入 2
感應器輸入 1

COIL RATINGS (at 20 C )

感應器輸入 4

繼電器輸出 3

Coil Nominal

Coil

Pick-up

Drop-Out

Nominal

Voltag (VDC)

Resistance

Voltage

Voltage

Current

(

(VDC)

(VDC)

(mA)

3.75

0.5

40

感應器輸入 3

5
繼電器輸出 1
繼電器輸出 2

【Ｉ∕Ｏ 外接盒】

10% )

125

o

* Max Continuous Voltage at 20 C : 110% of Coil Nominal Voltage
CONTACT RATINGS

感應器規格

Contact Arrangement

1 Form C (SPDT)

max. Switch Power
max. Switch voltage
max. Switch current

125VA
125VAC
2A

Contact Resistance

100m

Resistive Load

1A/125VAC
2A/30VDC

Contact Material

AgNi10

PIN 號

7

8

60W
30VDC

訊

號

名

1

INPUT SIGNAL 1+

2

INPUT SIGNAL 2+

3

INPUT SIGNAL 3+

4

INPUT SIGNAL 4+

稱

神眼保鏢數位監控系統

5

OUTPUT 3 Normal Close

6

INPUT SIGNAL 1-(GND)

7

INPUT SIGNAL 2-(GND)

8

INPUT SIGNAL 3-(GND)

9

INPUT SIGNAL 4-(GND)

10

OUTPUT 3 Common

11

OUTPUT 1 Normal Open

12

OUTPUT 1 Common

13

OUTPUT 2 Normal Open

14

OUTPUT 2 Common

15

OUTPUT 3 Normal Open

神眼保鏢數位監控系統

1-6 建 議 系 統 最 低 需 求
CPU

Pentium III 800MHz 以上電腦系統

作業系統

Microsoft Windows 98SE、Windows ME、
Windows 2000 Pro 或 Windows XP Pro。
以 Windows 98SE∕ME 為作業平台時，請將顯示器
內容之色彩設定在高彩 16 位元以上。

主機板晶片

Intel 845(P4), 845D(P4), 845E(P4), 845g(P4)
已通過測試之主機板詳列如下︰
ASUS P4B
ASUS P4B266
ASUS P4B533
ASUS P4B533-V
GIGABYTE 8IRX
GIGABYTE 8IEX
GIGABYTE 8IEXP
GIGABYTE 8IGX
MSI 845E Max2
 MSI 845G Max










感應器輸入：
您可自行連接外部感應器，例如紅外線感應器、煙霧偵測器、人溫感測
器、門口感應器等，使得輸入訊號可以觸發系統開始錄影或是發出警鈴

VIA∕SiS∕ALi 晶片組主機板不推薦使用

聲，神眼保鏢視訊卡每片卡最多可支援到四個感應器輸入訊號。
輸出控制 ：
您可將輸出繼電器訊號連接到外部控制裝置上，例如防盜自動警鈴、門

匯流排插槽

32-bit PCI 2.1 匯流排插槽
(在多卡環境下，請保留足夠的 PCI 插槽數)

記憶體

建議 256MB 以上記憶體，已通過測試之記憶體詳
列如下︰

鎖、電燈開關等，系統可依據您的選擇控制這些裝置啟動或關閉。神眼
保鏢視訊卡每片卡最多提供了三組輸出控制繼電器的安裝，其中兩組輸

 Transcend DDR 256MB (DDR-266)
 KingSton DDR 256MB (DDR-266)
 KingMax SDRAM 256MB（PC-133）

出各提供一組常開接點∕A 接點（Normally Open）
，第三組輸出則提供
常開、常閉各一組接點∕A、B 接點。

 KingMax DDR 256MB (DDR-33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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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碟容量

神眼保鏢數位監控系統

 ART NET V1456VQE (Chipset: TOPIC)

建議最少 20GB 以上硬碟剩餘空間 (每個磁碟分割
區至少保留 6GB 硬碟空間)，已通過測試之硬碟詳

 Well USB Soft Modem FM-56USB-ST
(Chipset: USB )

列如下︰

使用撥號警報功能時，建議使用內接式數據機：

 Seagate ST340016A（40G 7200prm）
 Seagate ST380021A（80G 7200prm）

顯示卡

 Creative Lab DI5630 (Chipset: Broadxent)

 Creative Lab DI5630-5 (Chipset: Broadxent)

16-bit 高彩或 24-bit 全彩具備 DirectDraw 功能的
SVGA 顯示卡/圖形加速卡。
已通過測試之顯示卡詳列如下︰
Leadtek WinFast GeForce2 MX400
Leadtek WinFast A170 DDR TDH
Leadtek WinFast 3D S325 32MB
Leadtek WinFast A250 TD 128MB
ATI RADEON 8500 64MB/128MB
ELSA GLADIAC 525 128MB
 ELSA GLADIAC 517 VIVO 64MB







數據機

影像格式

NTSC 或 PAL

影像輸入

標準類比影像訊號

螢幕

1024x768 以上，垂直掃描頻率於 60Hz 以上

其他設備

音效卡、喇叭、光碟機、滑鼠

PTZ 攝影機

內接式︰
USR 5699A (Chipset: 3COM)
Creative Lab DI5630 (Chipset:Broadxent)
SmartLink 5634PSV-R
QDK Speedcom+ VPI56SP (Chipset: Conexant)
GVC 56K V.90 Voice/Fax (Chipset: Motorola)
CyberMarmot Rock Modem (Chipset: Ambient)
 Lemel MD-56KVR4 (Chipset: Conexant)







外接式：







USR 5686D (Chipset: USR)
GVC 56Kbps (Chipset: Rockwell)
Atrie Explore (Chipset: Conexant)
Zyxel Omni 56K Data/Voice (Chipset: Zyxel)
SmartLink 56TS (Chipset: TI)
SmartLink 56TPC (Chipset: 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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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凌 Lilin PIH-717/7000/7600
彩富 Dynacolor D7700
浤普 Kampro KC-7720
Pelco SD5TAC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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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神眼保鏢數位監控系統

2.

驅動程式安裝

選擇「搜尋裝置的最適用的驅
動程式 - 建議使用。」後，
按「下一步」
。

2-1 Window s 隨 插 即 用 裝 置 安 裝
神眼保鏢視訊卡是一種支援 Windows 隨插即用的數位監控卡。在您使
用神眼保鏢數位監控系統之前，您需要先安裝光碟內的驅動程式，方可
開始使用神眼保鏢視訊卡。
3.

檢查 Windows 98SE/ME/2000 Pro/XP Pro 版本

您會被要求選擇驅動程式的
來源目錄位置，讓 Windows

在您開始安裝驅動程式前，請先確定您正在使用的 Windows 版本。您

可從選擇的位置資料庫搜尋

可以依照下列步驟檢查，單擊「開始」Æ「設定」Æ「控制台」
，然後

視訊卡的驅動程式；選擇「指

雙擊「系統」
，您就會在「一般」設定項裡看見系統的版本。根據不同

定的位置」
，按「下一步」
。

的 Windows 版本，安裝方式也會不同。
4.

2-2 視 訊 卡 驅 動 程 式 安 裝 - Window s 98SE/ME

硬體安裝精靈會在您指定的
目錄夾中尋找到驅動程式檔
案 ARGUS.inf，然後按 「下

在您正確地將神眼保鏢視訊卡插入電腦的插槽後，請裝上所有纜線與機

一步」
。
殼，然後打開電腦的電源並進入 Windows 98SE/ME 系統中。

1.

第一次安裝視訊卡的驅動程式
5.

時，您會看見「新增硬體精靈」

請按「完成」完成視訊卡的安
裝。

對話方塊出現，此時請插入附
贈的軟體光碟，然後按「下一
步」開始搜尋。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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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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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硬體精靈」對話方塊將

10. 請按「完成」
，完成音訊驅動

再次出現，請按「下一步」開

程式的安裝。

始音訊驅動程式的安裝。

7.

若您購買 EYES Pro 系列產品，請依據您電腦中所安裝的神眼保鏢視訊

選擇「搜尋裝置的最適用的驅

卡數量，重複執行上列的安裝步驟；若您購買 MP3000 系列、MP5004

動程式 - 建議使用。」
，然後

產品，請重複執行四次；若您購買 MP5008、MP5016 產品，請重複執

按「下一步」
。

行八次。最後重新開機，完成驅動程式的安裝。

8.

選擇「指定的位置」
，讓

2-3 視 訊 卡 驅 動 程 式 安 裝 - Windows 2000 Pro

Windows 可以從選擇的位置

在您正確地將神眼保鏢視訊卡插入電腦的插槽後，請裝上所有纜線與機

資料庫搜尋音訊驅動程式，然

殼，然後打開電腦的電源並進入 Windows 2000 Pro 系統中。

後按「下一步」
。

1.

第一次安裝視訊卡的驅動程式時，您會看見「尋找新增硬體精靈」
對話方塊出現，此時請插入附贈的軟體光碟後，按「下一步」開始
搜尋。

9.

請按「下一步」開始安裝。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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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神眼保鏢數位監控系統

選擇「搜尋裝置的最適用的驅

6.

動程式檔案（建議選項）」
，然

請按「完成」完成視訊卡的安
裝。

後按「下一 步」
。

3.

選擇「指定的位置」或
7.

「CD-ROM 光碟機」
，然後按

「新增硬體精靈」對話方塊將
再次出現，請按「下一步」開

「下一步」
。
始音訊卡的安裝。

4.

新增硬體精靈會在您指定的

8.

選擇「搜尋適當的裝置驅動程

目錄夾中發現驅動程式檔案

式檔案（建議選項）」
，然後按

argus.inf，按 「下一步」繼

「下一步」
。

續安裝。

5.

請按「是」繼續安裝。

9.

選擇「指定的位置」或
「CD-ROM 光碟機」
，然後按
「下一步」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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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視 訊 卡 驅 動 程 式 安 裝 - Windows XP Pro

10. 新增硬體精靈會在您指定的
目錄夾中發現驅動程式檔

在您正確地將神眼保鏢視訊卡插入電腦的插槽後，請裝上所有纜線與機

案，按 「下一步」繼續安裝。

殼，然後進入 Windows XP Pro 系統中。

1.

第一次安裝視訊卡的驅動程式時，系統將偵測到新的硬體（多媒體
視訊控制卡）
，接著「尋找新硬體精靈」對話方塊出現，請插入產

11. 請按「是」繼續安裝。

品內附的軟體光碟，選擇「自動安裝軟體（建議選項）」然後按「下
一步」開始搜尋。

12. 請按「完成」完成驅動程式的
安裝，並重新開機。
2.

若您購買 EYES Pro 系列產品，請依據您電腦中所安裝的神眼保鏢視訊
卡數量，重複執行上列的安裝步驟；若您購買 MP3000 系列、MP5004
產品，請重複執行四次；若您購買 MP5008、MP5016 產品，請重複執
行八次。最後重新開機，完成驅動程式的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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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繼續安裝」
，繼續視訊卡驅動程式檔案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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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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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硬體精靈」對話方塊將再次出現，請按「下一步」開始音訊

2-5 移 除 神 眼 保 鏢 視 訊 卡 的 驅 動 程 式

驅動程式的搜尋。

如欲移除驅動程式時，請依下列步驟，移除驅動程式︰
1.

請進入 控制台Æ 系統 Æ 裝置管理員的控制界面, 進入聲音
視訊及遊戲控制器群組後, 移除所有的“ARGUS WDM Audio
Capture” 及 “ARGUS WDM Video Capture” 檔案。

4.

選擇「繼續安裝」
，繼續音訊
卡驅動程式檔案安裝。

5.

請按「完成」完成音訊驅動程
式安裝。
2.

接著請依據如下路徑刪除驅動程式檔案：
Windows 98∕ME︰
C:\WINDOWS\INF\OTHER\DRV\argus.inf
C:\WINDOWS\SYSTEM32\DRIVERS\ARGUS.sys

若您購買 EYES Pro 系列產品，請依據您電腦中所安裝的神眼保鏢視訊

Windows 2000 Pro︰

卡數量，重複執行上列的安裝步驟；若您購買 MP3000 系列、MP5004

＊C:\WINNT\INF\oem＊.inf

產品，請重複執行四次；若您購買 MP5008、MP5016 產品，請重複執

＊C:\WINNT\INF\oem＊.pnf

行八次。最後重新開機，完成驅動程式的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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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WINNT\SYSTEM32\DRIVERS\ ARGUS.sys

第三章 應用程式安裝

Windows XP Pro︰
＊C:\WINNT\INF\oem＊.inf

3-1 安 裝 神 眼 保 鏢 數 位 監 控 系 統 應 用 程 式

＊C:\WINNT\INF\oem＊.pnf
C:\WINDOWS\SYSTEM32\DRIVERS\ ARGUS.sys

在您正確地將神眼保鏢視訊卡的驅動程式安裝好後，請開始安裝神眼保

＊

當使用的作業系統為 Windows 2000 Pro 或 Windows XP

鏢數位監控系統的應用程式。應用程式的安裝亦如同驅動程式的安裝一

Pro 時，請先檢查 C:\WINNT\INF 下的 oem＊.inf 檔案中，

般，只要您依據畫面的指示，簡單的幾個步驟，即可安裝完成。

若[Manufacturer]的值為 DVR 之檔案者，請同時將 oem
在安裝過程中，系統會要求您鍵入一組使用者代號及密碼（步

＊.inf 及 oem＊.pnf 檔案移除。

驟 4 / 步驟 8）
。請於第一次使用神眼保鏢時，請輸入該組代號
及密碼，開啟監控畫面。

3. 移除驅動程式後，請重新開機，完成移除程序！

1.

置入軟體光碟，請於 AutoRun 安裝畫面中，選擇開始安裝神眼保鏢
應用程式，或先參閱使用手冊。
點選 AVerMedia EYES Pro、AVerMedia MP3000 或 AVerMedia
MP5000 安裝應用程式後，請先選取您欲安裝的語言版本後開始安
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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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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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應用程式前，請確認已結

6.

束所有使用中的 Windows 程

指定程式集名稱，按「下一步」
繼續安裝。

式。按「取消」結束安裝程式
後，關閉執行中的所有程式；
按「下一步」繼續安裝。

3.

在詳讀且接受授權合約 後，按

7.

「是」以繼續安裝。

選擇攝影機視訊格式後，按
「下一步」繼續安裝。
NTSC：美、加、日、韓、台
灣等地；PAL：歐洲、南美、
大陸等地。

4.

輸入使用者名稱、公司名稱及

8.

請設定密碼以便首次登入神眼

序號後，按「下一步」繼續安

保鏢數位監控系統時，作為登

裝。

入密碼。接著按「下一步」繼
您輸入的內容即為首

續安裝。

次登入神眼保鏢數位
監控系統時的使用者名稱。
9.
5.

選擇欲安裝的元件︰數位監控

請選擇欲安裝軟體模式後，再
按「下一步」繼續安裝。

系統應用程式、遠端監控程
式，並設定目的地資料夾後，
按 「下一步」繼續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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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更 新 軟 體 及 驅 動 程 式

10. 請選擇是否於桌面建立神眼保
鏢數位監控系統的捷徑後，按

如欲軟體遺失或欲更新最新版本軟體、驅動程式時，請向經銷商索取應
「下一步」完成安裝。
用程式軟體後，依下列步驟，更新應用程式軟體︰
請先移除舊版軟體程式︰請進入 控制台Æ 新增∕移除程式 控

1.

制對話框, 選擇“神眼保鏢數位監控系統”，按「新增∕移除」
鍵後，開始移除舊版軟體。
11. 選擇是否立即閱讀讀我（Readme.txt）檔案後，按「完成」鍵。若
勾選“我想現在看讀我（Readme.txt）檔案”，會出現檔案內容。

請參考 3-1 安裝神眼保鏢數位監控系統應用程式，開始安裝更新版

2.

應用程式。開始安裝時，系統將為您自動偵測更新驅動程式。

若您原本是 MP3000 3.5 版前的使用者，建議您使用以下幾種
硬體組合方案，與更新軟體搭配使用：

12. 請按「完成」
，重新啟動電腦

產品線

現有硬體

建議使用硬體組合

軟體更新方案

MP3004

1 片視訊卡

1 片視訊卡

MP3004 (4ch)

MP3008

2 片視訊卡

1 片視訊卡

MP3004 (4ch)

後，完成應用程式的安裝。
MP3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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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特 殊 情 況

第四章 操作說明

為預防有最新產品更新訊息，請閱讀在神眼保鏢系統光碟中的
「Readme.txt」文件。

節省硬碟使用量 當使用硬碟時，一定會造成硬碟的空間排列

4-1 神 眼 保 鏢 數 位 監 控 系 統
神眼保鏢數位監控系統是架構在一般 PC 上，可同時監控多支攝影機並
顯示監視畫面及即時播放錄影效果。

上產生破碎、不完整的情況發生，這是因為作業系統（OS）需
要將檔案切分成許多程式段，分別儲存在硬碟中的不連續區域上，因此
這時候就會利用所謂的「分段程序」
，將這些分散的可用區間緊湊在一
起，以達硬碟空間充分利用。如果您的硬碟已有太多分散的區段，那麼

請將螢幕解析度設定為 1024X768，以達最佳監控效果；由於目前不支
援 16 位元以下的顯示模式，在這些模式下，程式無法正常操作。故在
您登入神眼保鏢數位監控系統前，請將顯示器內容之色彩設定在高彩

為了保護及存取那些必要資料，硬碟的運轉就會變得相當吃力，結果便
導致硬碟運轉速度變慢、性能變差的情形發生。因此我們建議您需要定

(16 位元) 或以上。

期性地使用磁碟重組程式來重整硬碟的可用空間，例如：Windows 的
當您第一次使用神眼保鏢數位監控系統時，系統會要求您輸入使用者代
磁碟重組程式，尤其是在開始儲存監控錄影的資料前。
號及密碼，請您將安裝神眼保鏢應用程式時，所設定之使用者代號及密
碼鍵入，以順利登入監控畫面。
您可為不同層級的使用者設定不同密碼，以作為系統區分權限之用。設

定方式請參閱 4-2-3 系統設定章節
日後，每當您啟用神眼保鏢數
位監控系統時，系統會要求您
設定使用者名稱及密碼，以進
入主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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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狀 態 區

主畫面
網路狀態

顯示所有錄影硬碟之總剩餘空間及預估尚
可錄影時間。雙擊本區，可顯示詳細狀態表︰

存成 *.txt 文件檔。當磁碟空間即將不足時，您可按「循環覆寫」鍵，
程式將自動檢查是否有錄影檔案需刪除。

音量

錄影硬碟剩餘空間、尚可錄影時間

警報∕繼電器∕感應器狀態
時間∕日期

在事件列中將顯示事件發生之記錄，可按「儲存記錄」鍵，將記錄另外

控制器
PTZ

調閱錄影記錄

進入系統設定程式

啟動∕停止網路功能

顯示地圖

開始∕停止監控

狀態列

全螢幕顯示

開始∕停止掃描

分割畫面模式

結束程式∕重新登入系統

狀態列 顯示系統狀態。

顯示監控時間、日期。
…

攝影機 在本區可代表 1~16 只攝影機狀態︰

︰表示攝影機已被啟用
︰表示攝影機未被啟用、尚未安裝或無法使用狀態
開始錄音

4-2 系 統 操 作

按

茲將主畫面上之狀態區、監看模式、系統設定、系統功能詳細介紹如下︰

其狀態也將由淺藍色轉為藍色。錄音中，可再按一下，將狀態改變為淺

即可開始手動啟動錄音，可顯示現場環境之音量值百分比。同時

藍色，停止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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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本區，您可隨時了解警報觸發情況、繼電器啟動（ON∕CLOSE∕
灰色狀態︰表示未啟動錄音狀態，如欲啟動錄音，請至

聲音偵

測設定處將啟動勾選。

接通） / 關閉（OFF∕
OPEN∕斷路）狀態，以及

淺藍狀態︰表示已啟動錄音狀態，處於自動偵測狀態

感應器開路（open）/ 閉路

藍色狀態︰表示正在錄音中

（close）狀態。雙擊
警報鍵，或按 Ctrl＋Alt＋

網路狀態 透過本區，可

F10 警報可呼叫出警報畫
面，察看相關資訊︰

隨時了解網路登入情況，當遠端
用戶端登入連線時，將呈紅色閃

解除警報

爍狀態。按本鍵，可顯示網路狀

按本鍵，可解除該警報所設定的警報動作，但須鍵入密碼確
認您的權限後生效。

態顯示表，了解網路傳輸情形。
儲存記錄

可將全部警報記錄存入您指定之路徑中。

取消

按本鍵，可離開警報畫面。

警報觸發狀態

當攝影機及輸入感應器之編號旁顯示紅色點，表示該攝影機已啟動監
暗色︰無警報觸發

控、感應器已被啟動；綠色點則無狀況產生；藍色表示視訊太弱或纜線

紅色閃爍︰警報觸發中

於斷線狀態。同時，在警報表下方會依時間顯示出警報事件記錄。

繼電器狀態
灰色︰未安裝或未啟動
藍色︰啟動中 ON∕CLOSE∕接通
黃色︰OFF∕OPEN∕斷路

4-2-2 監 看 模 式
茲將各分割模式之畫面循環方式以方格圖輔助說明如下，方格上數字

感應器狀態
灰色︰未安裝或未啟動
藍色︰啟動中 開路∕OPEN
黃色︰閉路∕CLOSE

代表攝影機代號及瀏覽位置。依產品不同，提供不同分割模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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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分割模式

十六分割模式

焦點四分割模式

【4EYES Pro / MP3004 / MP5004】

1.

焦點六分割模式
提供

一分割模式、

四分割模式及

全螢幕顯示、

開始掃描∕停止掃描功能。

焦點十三分割模式功能、

【8EYES Pro / MP3008/ MP5008】

一分割模式、

焦點四分割模式、

四分割模式、

焦點六分割模式、

按下此鍵，即可使監控畫面成為一分割畫面。您

攝影機鍵，將畫面直接跳至您選擇的攝影機畫面。

九分割模式、

焦點八分割模

四分割模式

按下此鍵，即可使監控畫面成為四分割畫面。

按本鍵，監控畫面將依如下循環更換監控畫面︰
式、

全螢幕顯示、

開始掃描∕停止掃描功能。

【16EYES Pro / MP3016 / MP5016】

3.

提供

一分割模式

四分割模式

開始

可按本鍵，使監控畫面跳至下個攝影機畫面，或直接點選
…

提供

全螢幕顯示、

掃描∕停止掃描功能。

一分割模式
2.

焦點十分割模

焦點四分割模
式、

式、

焦點八分割模式

九分割模式

35

36

神眼保鏢數位監控系統

九分割模式

神眼保鏢數位監控系統

按下此鍵，即可使監控畫面成為九分割畫面。

按本鍵，監控畫面將依如下循環更換監控畫面︰

/

/

/

焦點六、八、十、十三分割模式

功能及操作方式與焦點四分割模式相同。
十二分割模式

按此鍵，即可使監控畫面成為十二分割畫面。
全螢幕顯示 按本鍵，可將目前的監控模式切換成全螢幕模

按本鍵，監控畫面將依如下循環更換監控畫面︰

式。欲回復原監控模式，請按滑鼠右鍵或 ESC 鍵，離開全螢幕模式。

開始掃描∕停止掃描 在任一分割模式下，按本鍵，可啟動自動
掃描功能，使監控中攝影機於一分割模式下，依您在

系統設定的

週期設定，每隔數秒進行循環掃描功能。
十六分割模式

按此鍵，即可使監控畫面成為十六分割畫面。

於啟動掃描功能期間，按任一

…

攝影機鍵，畫面即可

從該攝影機開始執行掃描功能。再按一次，即可停止循環掃描功能。
焦點四分割模式

按此鍵，可使監控畫面成為焦點放大畫面。

可按本鍵，使監控畫面跳至下個攝影機畫面，或直接點選
…

攝影機鍵，可指定焦點放大畫面的攝影機。

37

38

神眼保鏢數位監控系統

神眼保鏢數位監控系統

4-2-3 系 統 設 定

按

系統設定
單擊

進入系統∕離開系統設定程式鍵，進入系統設定畫面︰

可分別作攝影機設定、聲音偵測、監控設定、輸入感應器設定、輸出
繼電器設定、警報設定、網路設定、時程錄影設定、備份、電子地圖

進入系統設定畫面後，針對監控及錄影做一些基本設定︰

指定錄影磁碟
按

瀏覽鍵，指定錄影用磁碟位置及檔案夾名稱至路徑後，按「新

及使用人員管理作設定：
增」鍵，將該路徑新增至表中，重複此步驟，您可指定多個磁碟作為錄
影磁碟；欲取消設定，請從表中選擇欲刪除之磁碟路徑後，按「刪除」
鍵，即可移除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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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設定之錄影狀態為不錄影，也請您先行設定儲存路徑，以

碟空間也需要越大。若同時勾選多組攝影機時，可能會加重系統負擔（進

作為警報發生時，該錄影機之儲存位址。

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網站）
。

系統將針對上述的錄影磁碟設定表中的硬碟作循環錄影的動作，請設定

當您購買下列產品線時，係將系統資源分配予多組攝影機輸入源共同使

如下的循環錄影的條件：

用，故當您對同組內的任一攝影機做顯示及錄影張數、影像解析度設定

最小空間

時，該組內的所有攝影機均會產生相同的設定，分配情況如下︰

設定當硬碟空間小於一定大小時，執行循環備份動作。系統

預設值為 450Mbytes。設定最小空間請勿低於 200 Mbytes。

按本鍵，進入設定顯示及錄影張

4EYES Pro

攝影機（1、2、3、4）

8EYES Pro

攝影機（1、2、3、4）
、攝影機（5、6、7、8）

16EYES Pro

攝影機（1、2、3、4）
、攝影機（5、6、7、8）

數設定畫面後，可依據您的監控

攝影機（9、10、11、12）
、攝影機（13、14、15、16）

環境需求，分配各個攝影機的顯

MP3004

攝影機（1）
、攝影機（2）
、攝影機（3）
、攝影機（4）

示張數及錄影張數。

MP3008

攝影機（1、5）
、攝影機（2、6）
、攝影機（3、7）

張數設定，分五段式設定，設定

、攝影機（4、8）

級數越高時，顯示、錄影速度越

MP3016

快；相對硬碟空間也需要越大。

攝影機（1、5、9、13）
、攝影機（2、6、10、14）
、
攝影機（3、7、11、15）
、攝影機（4、8、12、16）

MP5004

攝影機（1）
、攝影機（2）
、攝影機（3）
、攝影機（4）

MP5008

攝影機（1）
、攝影機（2）
、攝影機（3）
、攝影機（4）
、
攝影機（5）
、攝影機（6）
、攝影機（7）
、攝影機（8）

系統預設影像解析度
MP5016

320x4240，若您欲特別指定

攝影機（1、 9）
、攝影機（2、10）
、攝影機（3、11）
、
攝影機（4、12）
、攝影機（5、13）
、攝影機（6、14）、

640x480 的影像解析度時，可

攝影機（7、15）
、攝影機（8、16）

按本鍵，隨即將出現選擇
640x480 的影像解析度對話
框。惟選擇解析度越高，相對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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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勾選時，當攝

接著，請設定當電池容量低於多少百分比後，關閉程式及電源。設定範

影機訊號發生不正常中斷狀態

圍為 10％∼90％。

（Video Loss）
，系統將發出嗶聲
警告。

請確認下列事項後，開始使用本功能︰

每日自動重開機

系統預設於每

1.

日指定時間，自動重新開機。您可依據監控環境，彈性設定不影響監控
作業的重新開機時間，以求系統效能及穩定度的提升。
啟動登入密碼檢查

使用前請確定已將不斷電系統的驅動程式順利安裝完成。安裝方
式，請參閱您的不斷電系統的使用手冊。

2.

勾選與否，可決定下次開啟神眼保鏢監控程式時，

由於不斷電系統係支援微軟 Windows NT 以上作業系統，請確認作
業系統需為 Windows 2000 Pro 或 Windows XP Pro。

系統是否執行登入前的密碼檢查。
日期格式

系統提供了三種顯示日期組合排列的格式︰月∕日∕年、年
： 上述設定有作任何更改時，請按本鍵更新內容。

∕月∕日、日∕月∕年。
自動掃描
週期

使監控中攝影機於一分割模式下，每隔數秒自動循環掃描。
： 將目前為止所有的改變，復原至上次的設定。

設定畫面自動掃描週期，可設定每隔 1∼60 秒的時間（系統預設

3 秒）
，畫面自動往下循環。
： 將目前所有設定回復為系統預設值。
視訊

根據您所使用系統，做視訊

格式設定。
不斷電系統支援

若您安裝有不

斷電系統時，可使系統遇到突發的
斷電情況時，可充分時間可關閉程
式，避免錄影資料中遺漏。
欲啟用不斷電系統，請勾選啟動欄。系統自行偵測不斷電系統之驅動程
式後，即可顯示廠商、型號、電池容量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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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機設定
雙擊

點選

進入攝影機設定畫面，按各攝影機進入該攝影機設定畫面。

編號、卡號、接頭

為該攝影機連接到四片視訊卡及 BNC 接頭的位置，

攝影機設定，可直接按滑鼠右鍵

後，快速設定全部攝影機的啓用狀態。

此部份之設定由系統設定，無法更改。
名稱、說明

由於系統預設每只攝影機

您可於名稱欄設定攝影機名稱，並可於說明處加以註解。

均為顯示狀態，故當您未全
然使用到所有攝影機時，請將未安
裝之攝影機取消“啟用”的勾選
狀態，以避免影響影像品質；同時
系統亦將視全數攝影機為已安裝
的狀態，共同分享所有系統效能，使得顯示及錄影張數降低。

顯示

勾選與否決定監控中之攝影畫面是否顯示。

若勾選啟用，但不勾選顯示時，則監控畫面可呈現圖二畫面（彩色呈
現）
：雖不會在監控畫面上顯示影像但仍可依監控設定“動作偵測”、
“全程錄影”或“不錄影” 作執行。

啟用

勾選與否可決定是否監控該攝影機。

若不啟用，監控畫面中該攝影機會呈現圖一畫面（以灰階狀態呈現）
，
同時攝影機會呈現

狀態。
【圖一】灰階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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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攝影機的視訊格式為 NTSC 時，視訊控制將依拖曳設定，調整各個

預設點設定

攝影機之監控∕錄影畫面的

每只 PTZ 攝影機提供 16 點預設點，預設點

亮度、

對比、

彩度、

飽和。

惟設定的攝影機視訊格式為 PAL 時，由於硬體目前並未支援
此視訊格式的視訊控制，故您調整亮度、對比、彩度、飽和度

設定完成後，可於主監控畫面按

時均不會產生實質的變化。

PTZ 控制器，顯示下圖控制器︰
隨時按各個預設點，可使鏡頭

PTZ 攝影機

轉移至該預設位置；自動

若您裝有 PTZ 攝影機，您可在勾選 PTZ 攝影機後，進行 PTZ 攝影機設

巡視群組也會根據預設點內

定，並可藉由右方功能鍵，進行預設點設定。

容，執行自動巡視功能。

自動巡視
預設點

方向鍵
轉動速度

請依下列步驟設定預設點︰

焦距調近、調遠

1. 選擇預設點

驟，設定各個預設點內容。

放大、縮小

首次連接 PTZ，請對各個 PTZ 進行 PTZ 攝影機設定及預設點設定︰

每只 PTZ 攝影機提供 16 點預設點，請重複下列步

2. 名稱

於名稱欄，您可為各個預設點設定預設點名稱。

3. 移動至定點

您可利用方向鍵、速度鍵、焦距調近∕調遠、放大∕
縮小等功能鍵，將 PTZ 攝影機鏡頭移到某一定點。

PTZ 攝影機設定
1.

勾選 PTZ 攝影機欄，啟動 PTZ 並開始做 PTZ 攝影機設定。

2.

設定該 PTZ 攝影機的通訊埠(COM1/COM2) 及 PTZ 廠牌。

慢，轉動速度 4︰最快；系統預設值︰轉動速度 3)，

3.

請於攝影機編號欄位設定 PTZ 攝影機 ID 編號（0-255）
。

可調整移動鏡頭位置的速度。

4.

按「儲存」鍵，儲存該 PTZ 攝影機的相關設定。

轉動速度

方向鍵

系統提供四種不同等級轉動速度 (轉動速度 1︰最

藉由上 / 下 / 左 / 右 / 左上 /

PTZ 勾選處預設為勾選狀態，若您安裝的攝影機非 PTZ 攝影機

左下 / 右上 / 右下等八個方向

時，請取消勾選狀態。

鍵，調整鏡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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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距調遠鍵或

近鍵，可將調整焦距，進而使目標物體影像更清晰。

放大/縮小

按

放大或

聲音偵測

焦距調
單擊

進入聲音偵測設定畫面如下：

縮小鍵，調整鏡頭距

離，進而使物體影像放大或縮小。
4. 停留時間

鏡頭移至該預設點，或執行自動巡視(Auto Pan)功能
時，移動至該預設點的停留秒數，可設定 1∼60 秒。

5. 移動速度

設定鏡頭移至該預設點，或執行自動巡視(Auto Pan)
功能時，移動至該預設點的旋轉速度（度/秒）
，可設
定 5°/ 秒∼255°/ 秒。

PTZ 攝影機廠牌的不同，預設點及自動巡視（Auto Pan）群組
的設定方式將有所迥異，請參照您所使用之 PTZ 攝影機的使
用手冊進行設定。
當您欲修改任何 PTZ 攝影機的設定內容時，請依據上列步驟
更新攝影機設定內容後，按「儲存」鍵。

啟動
： 上述設定有作任何更改時，請按本鍵更新內容。

勾選此處，可啟動自動偵測功能。系統會依據您的設定，當環境

音量值百分比大於靈敏度百分比時，系統即可作自動偵測錄製成 WAV
檔。惟啟動後，請確認系統於錄影狀態，本功能才可正式執行。

： 將目前為止所有的改變，復原至上次的設定。

： 將目前所有設定回復為系統預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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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控設定
設定欲錄製現場聲音的靈敏度百分比前，按

鍵，即時測試監控

環境的之聲音靈敏度（環境值），測試的環境值會在音量處顯示，可參

雙擊

進入監控設定畫面後，按各個攝影機進入設定畫面：

動態偵測

在此區，您可針對偵測的靈敏度藉由拖曳拉把，從 0 至 100

考測試結果調整適當的靈敏度百分比。系統預設靈敏度為 30％。
屬性

設定每次被觸發後的錄音時間（系統預設值為 5 秒，可依所需任

意設定錄音時間）
，同時您所設定的錄音長度，即為每個 WAV 檔之檔案
大小（每秒約 8k）
。WAV 的壓縮格式為 PCM 8KHz 16Bit, 單聲道。播
放錄音檔案請至調閱錄影處播放。

： 上述設定有作任何更改時，請按本鍵更新內容。

： 將目前為止所有的改變，復原至上次的設定。

： 將目前所有設定回復為系統預設值。

作調整，值越大靈敏度越高，系統預設值 90。並可對時間、日期的色
彩及顯示與否作設定。另外可以設定動態偵測時是否發出聲音，同時可
於測試區內作即時的測試：當測試方塊出現

態改變，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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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依實際監控狀態所需，指定攝影機之錄影狀態為：全程錄影、

1.

遮蔽︰您可將較私密或不

動作偵測錄影或不錄影。

希望錄影下來的區域，設定

其中動作偵測錄影時，可同時設

為遮蔽區域，那麼錄製檔案

定動作發生時啟動錄影，直至動

時，便會將該遮蔽區域處理

作結束後，再增錄動作結束前、

為黑色狀態。

後的情形 1∼120 秒，預設值為

2.

2、3 秒。

遮罩︰選用動態偵測技術
錄影時，請將不納入偵測的
區域，設定為遮罩區域，即只有未遮罩及未遮蔽的區域為偵測範

點選

請依下列步驟設定遮蔽∕遮罩區域︰

快速設定全部攝影機的錄影模式。

品質

圍。惟錄影時，仍會將遮罩區域錄製下來。

監控設定，可直接按滑鼠右鍵後，

依監控狀況所需，您可設定壓縮錄影模式（系統預設快速錄影）
：

1.

請先於啟動欄勾選遮罩或遮蔽區，再於編輯區勾選遮罩或遮蔽區。

2.

按住滑鼠左鍵拖曳出遮罩∕遮蔽區域，再使用新增、剪下、反轉、
清除等按鍵修正該區域的大小。

快速錄影（MJPEG ）︰
壓縮率較低，錄影速度較高，惟

3.

設定遮罩時，可於顯示遮罩欄位，勾選是否顯示；於動態偵測遮罩
顏色欄，設定顏色。系統提供紅、綠、藍三種顯示顏色供您選擇。

錄影檔案需較大的容量。
高壓縮錄影（MPEG4）︰

完成上述設定，請按

壓縮率較高，錄影檔案所需容量較小，節省空間。

開始

停止監控鍵執行設定。

可從 0∼100 以拉把拖曳調整設定（系統預設值 50）
，值越高時，壓縮
比率越低，相對所需檔案容量也越大。

： 上述設定有作任何更改時，請按本鍵更新內容。

遮蔽區∕遮罩編輯

： 將目前為止所有的改變，復原至上次的設定。

考慮不同的監控地點，在處理錄影檔案資料時有不同的需求，系統提供
： 將目前所有設定回復為系統預設值。

使用者針對特定範圍，予以兩種不同的特殊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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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感應器設定
雙擊

進入感應器設定畫面後，系統將依據您安裝的視訊卡的數

量，全數列出感應器（每張卡可安裝四個感應器）
，系統預設

全部

停止狀態。您可按右鍵選擇全部啟動或全部停止啟動感應器。

按下各個感應器，進入該感應器之設定畫面後，請勾選啟動欄，啟動該
感應器。並可設定感應器名稱，並於說明處加以註解。
由於每張卡可外接一組 I∕O 外接盒，每組可再外接四個感應器輸入
源，所以您可於內容處依各感應器所連接的神眼保鏢視訊卡及輸入源位
置設定卡號及輸入端＃位置。安裝好感應器後，可按「測試」鍵作立即
的測試；若測試區呈現紅色表示感應器開關呈閉路（close）狀態；若
呈現綠色則表示感應器開關於開路（open）狀態。

： 上述設定有作任何更改時，請按本鍵更新內容。

： 將目前為止所有的改變，復原至上次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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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出繼電器設定
雙擊

進入繼電器設定畫面後，系統將依據您安裝的視訊卡的數

量，全數列出繼電器（每張卡可安裝三個繼電器）
，系統預設

全部

停止狀態。您可按右鍵選擇全部啟動或全部停止啟動繼電器。

按下各個繼電器，進入該繼電器之設定畫面後，請勾選啟動欄，啟動該
繼電器。並可設定繼電器名稱，並於說明處加以註解。
由於每張卡可外接一組 I∕O 外接盒，每組外接盒可再外接三個繼電器
輸出源，所以您可於內容處依該繼電器所連接的神眼保鏢視訊卡及輸出
源位置，設定卡號及輸出端＃位置。安裝好繼電器後，可按「開始」鍵
作立即測試；若測試區呈現紅色表示啟動（ON∕CLOSE∕接通）繼電
器：若呈現綠色則表示繼電器於關閉（OFF∕OPEN∕斷路）狀態。
系統將判斷您安裝的擷取卡數量，每張卡可安裝三個繼電器，

： 上述設定有作任何更改時，請按本鍵更新內容。

： 將目前為止所有的改變，復原至上次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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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報設定
點選

※ 動態偵測錄影時以一分割畫面顯示

※ 發出警告聲音

※ 啟動撥號警報 (執行電話設定之動作)

※ 寄發電子郵件

警報設定後，按滑鼠右鍵顯示下拉表，可選擇加入新的警報

設定（最多可同時設定 64 個警報計畫）或刪除舊有警報設定，再按下
觸發條件

各個警報進入該警報之設定畫面。

在完成感應器及繼電器的設定後，請依您的需求，設定觸發

條件、攝影機情形及感應器狀態，以決定觸發條件：

可於名稱欄設定警報名稱。勾選啟動欄後，警報始開始偵測。

攝影機︰動態偵測∕視訊中斷（Video Loss）
。
輸入感應器︰高︰感應器閉路（close）∕低︰預設開路（open）狀態

警報

設定觸發條件成立時，欲採取的警報動作︰啟動攝影機錄影狀

態、啟動輸出繼電器啟動狀態、啟動警告聲音、啟動撥號警告及啟動電
子郵件。
錄影

當上列設定的觸發條件成立時，勾選欲錄影的攝影機。

輸出繼電器

當上列設定的觸發條件成立時，勾選欲啟動的繼電器。

為因應使用者使用警報功能時可能產生的情況，如欲設定啟動繼電器的
持續時間，或欲在出門後數秒後才啟動警報動作…等狀況，您於下面兩
個欄位分別設定持續時間及延遲時間。
1.

當觸發條件同時成立時：
※ 指定攝影機偵測到動作

即設定繼電器的持續時間，以及因動態偵測而顯示為一分割模式的

※ 且指定感應器被觸發時

狀態的持續時間。

系統會啟動警報欄指定之警報動作︰
※ 指定的攝影機啟動錄影

可設定在觸發警報後數秒後，回復繼電器及一分割畫面顯示︰

※ 指定的繼電器啟動裝置

2.

在觸發警報後，延遲數秒後啟動警告聲音、撥號警報及電子郵件等
警報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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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若你選擇呼叫器，可於
訊息處輸入數字、＊、
＃等組成傳輸訊 息；若

動態偵測錄影時以一分割畫面顯示

在觸發條件下的錄影機欄位裡，您

選擇電話，則可選擇音

可先在動態偵測欄位中勾選攝影機，然後再勾選本項目，同時設定顯示

效檔或按「錄音」鍵後，依下列步驟錄製聲音檔格式：

秒數。當您設定的攝影機偵測到位移時，監控畫面便會轉換為一分割畫

步驟１：

面，顯示數秒後會再自動回復到原來的監控畫面模式。
警告聲音

按「錄音」鍵，出現 Windows 錄音程式

您還可以選擇是否發出警告聲音，並將您現有的 WAV 檔設

步驟２：按紅色「錄音」鍵，開始錄音。

定於路徑中，或按「錄音」鍵，另外錄製您所要的 WAV 檔。
撥號警報

步驟３：按「停止」鍵，可停止錄音。

可啟動撥號警報，在警報發生時，系統將執行您事先設定好

步驟４：儲存成.wav 檔案。

的電話設定做忙線撥號或全部撥號。

d.

電話設定步驟如下：
1.

鍵，將此設定新增至表格中（最多共可預設五組號碼）
。

勾選撥號警報，使之處於啟

e.

動狀態。
2.

執行下組號碼的撥號動作。當該電話系統進入語音系統、答錄
機等情形時，系統亦會判定為接收完成，不作忙線判斷，不會

擇您的數據機裝置。

執行下組號碼的撥號。系統預設忙線撥號，欲避免上述情況，

鍵，即可出現電話設定之設定對話框：

按

選擇採取忙線撥號或全部撥號。忙線撥號係前組號碼撥號失敗
時，系統將自動執行下組號碼的警告撥號；若撥號成功，不會

請先確定已將數據機安裝
完成後，從下拉式選單中選

3.

分別設定好呼叫器號碼或電話∕行動電話號碼後，按下「新增」

您可預先設定呼叫器或電

建議您設定全部撥號，則您設定的所有號碼全部會執行警告撥

話∕行動電話，於警報發生時，進行撥

號作業。

號警報：
a.

點選呼叫器或電話

b.

輸入呼叫器號碼或電話∕行動電話號碼

f.

當您欲更新某個呼叫器號碼或電話∕行動電話號碼，先於表中
選取欲更新的號碼，輸入正確的號碼與相關資料後，再按下「更
新」鍵即可。當您欲移除某個呼叫器號碼或電話∕行動電話號
碼時，請先於表中選取欲移除的號碼，再按「刪除」鍵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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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設定有作任何更改時，請按本鍵更新內容。
電子郵件

勾選電子郵件，在警報發生時，系統將依據事先設定好的郵

件設定附加警報觸發畫面，寄發郵件。請同時設定，警報觸發後，電子

： 將目前為止所有的改變，復原至上次的設定。

郵件的發送間隔（30、60、90 秒）及發送次數（無限、1、5、10 次）。
1.

按

2.

鍵入電子郵件的相關設定︰

： 將目前所有設定回復為系統預設值。

鍵，進入電子郵件設定畫面︰

a. SMTP 伺服器︰請填入郵件伺服器 IP 位址或網域名稱。

網路設定

b. 寄件者︰請鍵入寄件者電子郵件帳號
c. 收件者︰請鍵入收件者電子郵件帳號，欲寄發予一個以上收件

單擊

者，請以“；”隔開電子郵件帳號。
d. 副本︰請鍵入副本收件者電子郵件帳號
e. 主旨︰請鍵入主旨內容
g. 警報訊息︰請鍵入，該警報發生時，欲寄送的警報訊息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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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設定
伺服器 IP 系統會自動抓取所有 IP 位址，建議您設定 Windows 的網路
IP 位址，以提供遠端的用戶端（Clients）電腦連線用。注意！本網路功
能不支援防火牆或 Proxy（代理伺服器）
，可由遠端電腦 Ping 此伺服器
IP，以確定可建立連線。詳細網路連線問題，請洽您的區域網路管理員。

動態 DNS

記錄檔

若您的神眼保鏢數位監控系統（伺服器端）為動態 IP 時，您可登入

是記錄傳輸過程中所有監看者的電腦 IP 位址。

ddns.avers.com.tw 使用 DDNS 網域註冊網頁，註冊您的網域名稱
（Domain name）及密碼，再於本欄位填入登錄的網域名稱及密碼。

傳輸攝影機
本功能用以設定是否開啟供遠端監看功能的攝影機代號。

DDNS 網域註冊網頁詳細註冊方式，請參照附錄二。

啟動 WebCam 伺服器
勾選啟動 WebCam 伺服器，做遠端監控之用。
通訊埠

預設值為 80

啟動遠端登入密碼檢查

： 上述設定有作任何更改時，請按本鍵更新內容。
決定登入 WebCam 前，是否做登入密碼檢

查，若勾選，則可做登入控管。
主頁路徑

： 將目前為止所有的改變，復原至上次的設定。

當遠端登入本機位址，連結的首頁對應於本機的磁碟路徑
： 將目前所有設定回復為系統預設值。

啟動遠端監控伺服器(經由 TCP/IP)
連接埠

預設值 9090，您可視網路開放情形，更改連接埠內容，惟需

注意，系統亦將 9091（＋1）預設為遠端監控程式中的遠端資料播放時
傳輸影像專用埠。故在做變更設定連接埠時，需保留下一個值的連接埠。
欲透過數據機(Modem)將影像傳送供遠端進行監控時，請參考
附錄一之數據機安裝方式，安裝撥號伺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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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之排程計畫內容：

排程設定
單擊

進入排程設定畫面，請依據日排程及週排程做排程計畫設定

1.

首先點選日排程或週排程計畫，決定啟動錄影的日期：
日排程：請於日期處直接輸入日期或按下拉鍵，即可跳出日曆表方
便您直接點選日期，您可設定日期後，按

期傳送至右方

鍵，再將欲排定日

中，您亦可在一個計畫中指定數天

(最多可於一個排程計畫中排入 60 天)，再依上述步驟一天一天加
入即可。欲刪除該天日期，請按鍵盤上的

Backspace

鍵

即可。
週排程：直接從星期日∼星期六點選，一個週排程計畫可指定數天。
惟當您設定日期時，請指定當天或未來的日子作為排程日期，系統
將不接受過往日期的排程計畫。

日排程及週排程均可分別做監控、錄影、網路服務及警報的排程設定計
畫。當您設定排程計劃時，計劃時程若與相同工作模式的計劃時段重複

2.

設定排程備份之備份檔案的起始時間及結束時間：
由於錄影檔案以“小時”為區隔，所以請您在時段欄設定起始時

時，需重新作設定。

間、結束時間：請於時的欄位中，直接鍵入數字或按上下鍵調整之。
啟用：勾選與否可決定是否啟動

另請注意，在設定各個排程計劃的時段時，起始及結束時間需為同

該排程計畫。

一天的時段，當您欲跨日時，系統會建議您將該計劃分為兩個計劃

請依下列步驟設定日排程∕週排

設定: 即超過 24:00 後的時段，以另一計劃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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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工作形態：

4.

您可在說明欄位對該排程計畫加上註解，方便記憶。

系統提供四種作業形態提供您排定時程：監控、錄影、網路服務及

5.

按「新增」鍵，將設定好的日排程∕週排程計畫加入排程表中。

警報，請分別點選該形態後，依上述步驟開始做設定。

按

鍵，可查看所有的排程設定時程：

1. 監控
排定欲啟動

監控鍵的

時程計畫後，系統便可按時依據您在

攝影機設定處的“錄影

設定”中指定的錄影模式啟動錄影設定；同時，系統亦會依據您的
“警報設定”，監測指定的感應器、攝影機狀態後，啟動警報動作。
2. 錄影
排定欲啟動錄影的時程及錄

刪除鍵、更新鍵、復原鍵：

影機編號後，系統便可按時程

當您欲刪除、更新或復原排程計畫內容時，您可從排程表中點選已

啟動全時錄影。所以，即使您

設定好的排程計畫，刪除∕更新∕復原該計畫內容後，按「刪除」

在“錄影設定”中設定為不

鍵、
「更新」鍵、「復原」鍵即可。

錄影或動態偵測錄影，在您排定的排程計畫的時段，系統會以排程

按

計畫為優先，按您所訂定時段進行全時錄影。排定錄影時程時，需

別出不同的排程計畫：

於攝影機欄位中選擇欲錄影的攝影機。
3. 網路服務
排定欲開放遠端
的設定，按時啟動

監控的時程，系統將依據您在

網路設定中

網路功能服務，開放欲傳輸的攝影機影像。

4. 警報
排定欲啟動警報的時程。您可在

警報設定處，預先設定好數

個警報，待排程時間到了，系統便會啟動所有的警報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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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可查看所有的網路服務設定時程：

備份
雙擊

備份後，可分別設定手動備份、排程備份，茲分別介紹如下：

手動備份

單擊

手動備份，進入手動備份設定對話框後，請分別設定欲手動備

份的起始時間、結束時間；勾選欲備份的攝影機、聲音檔；備份路徑、
按

鍵，可查

設備等設定。

看個別攝影機的設定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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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下列步驟設定手動備份計畫：
1.

3.

設定欲備份檔案的起始時間 / 結束時間，及攝影機處等條件。

選擇備份計畫模式：於操作區選擇欲將備份檔案作何處理︰
a.

搬移︰系統會將檔案搬移至您所指定的路徑後刪除檔案。

b.

複製︰系統會將檔案複製至您所指定的路徑但不會刪除檔

起始時間 / 結束時間 / 攝影機
4.

統計

選擇欲備份檔案的時段及內容。

按「統計」鍵，系統即可將上述設定，符合設定的檔案總數

量及全部檔案的總資料量統計出來。

案，當您選擇作搬移或複製動作時，請先行於路徑處設定好搬

5.

按「備份」鍵，即可依您的設定開始執行手動備份。

移/儲存路徑位置。
c.

全部刪除且不複製檔案︰系統會在設定的啟動條件成立時，直

排程備份

接將檔案刪除，意即不作備份動作。
2.

選擇備份設備：選擇欲備份檔案的設備 CD-R / 硬碟或 ZIP。
選擇以 CD-R 備份時，系統係將備份檔案暫存至您所預設
的路徑下，請使用燒錄軟體將檔案燒錄至 CD-R。

單擊

排程備份，進入排程備份設定對話框後，可依需求先設定數

個排程備份計畫，再依各計畫需求性決定是否啟動各個排程備份計畫。

請依下列步驟依序設定每個排程備份計畫：
1.

排程備份 首先點選日排程或週排程計畫，以決定啟動備份的日期：
日排程：請於日期處直接輸入日期或按下拉鍵，即可跳出日曆表方
便您直接點選日期，您可設定日期後，按

期傳送至右方

鍵，再將欲排定日

中，您亦可在一個計畫中指定數

天(最多可於一個排程計畫中排入 60 天)，再依上述步驟一天一天
加入即可。
欲刪除該天日期，請按鍵盤上的

Backspace

鍵即可。

週排程：從星期日∼星期六中點選，一個週排程計畫可指定數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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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您設定 X 為 1，意即您欲備份您在日排程或週排程時所設定之
日期前一天的資料。
若您欲備份日排程或週排程
內所設定之日期當天檔案資
料，請將 X 設為 0 即可。

攝影機：請在本欄位中，勾選

5.

欲備份的攝影機或聲音檔。

6. 說明：您可在說明處對該排程計畫加上註解，以便記憶。

2.

路徑：請選擇將備份檔案作搬移備份或是全部刪除且不複製檔案。
若選擇搬移，請設定好備份路徑。

3.

啟動時間：設定欲啟動該排程計畫之執行時間。

4.

欲備份檔案時段： 鍵入開始時間及結束時間：可分別點選

7. 新增：按「新增」鍵，會將上列步驟所設定好的日排程∕週排程計
畫加入排程表中，可查看所有排程的詳細內容，包括啟動時間、開始
結束時間、攝影機及說明：

AM/PM、時、分、秒欄位後，直接鍵入數字或按上下鍵調整之。
另請注意，在設定各個排程計劃的時段時，起始及結束時間需為同
一天的時段，當您欲跨日時，系統建議您將該計劃分為兩個計劃設
定: 即超過 PM12:00 後的時段，用另一計劃設定。
請您在 X 天前處設定，以決定備份檔案之日期。
根據您在日排程、週排程處所

設定的執行排程備份日期作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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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鍵、更新鍵、復原鍵：

請依下列步驟進行電子地圖設定：

當您欲刪除、更新或復原排程計畫內容時，可從排程表中點選已設定

1.

好的排程計畫，刪除∕更新∕復原該計畫內容後，按「刪除」鍵、

「更新」鍵、
「復原」鍵即可。

置入背景地圖：按「編輯」鍵，進入 BMP、JPEG 編輯程式中，
修改或編輯背景地圖內容；或「匯入」鍵，直接匯入現有的地圖。

2.

拖曳攝影機、感應器、繼電器：依據安裝情況，將攝影機、輸入感
應器及輸出繼電器，從各欄位中直接拖曳至背景地圖中，欲移除
時，亦可直接拖曳回其欄位即可。

電子地圖
3.
點選

資訊欄

您可於地圖欄位中，輸入電子地圖的相關說明文字。

電子地圖，按滑鼠右鍵顯示下拉表後，選擇加入新的電子地

圖或刪除舊有地圖，再按下各個電子地圖進入該電子地圖之設定畫面。

地圖名稱及說明將會在

顯示地圖的狀態列上顯示出來。

可於名稱欄設定電子地圖名稱。

： 上述設定有作任何更改時，請按本鍵更新內容。

： 將目前為止所有的改變，復原至上次的設定。

： 將目前所有設定回復為系統預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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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人員管理
神眼保鏢依權限可分四階層密碼控管：依序為

系統管理者

系統設定者

系統監督者

監看者

當您進入或登出系統，皆需鍵入使用者代號及密碼，以確認身份及權
限。同時，在您登出錄影及啟動、退出網路功能時，系統亦會要求您鍵
入密碼，以確認您的權限。茲將四階層的控管者權限列表如下：

四階層控管
功能、設定

顯示聲音偵測面版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進入∕離開系統設定程式

ˇ

ˇ

系統設定

ˇ

ˇ

攝影機設定

ˇ

ˇ

聲音偵測

ˇ

ˇ

監控設定

ˇ

ˇ

輸入感應器設定

ˇ

ˇ

輸出繼電器設定

ˇ

ˇ

警報設定

ˇ

ˇ

網路設定

ˇ

ˇ

時程錄影設定

ˇ

ˇ

備份

ˇ

ˇ

電子地圖

ˇ

ˇ

使用人員管理

ˇ

調閱錄影

ˇ

ˇ

PTZ 控制器

ˇ

ˇ

分割模式
全螢幕畫面
自動掃描

ˇ

ˇ

ˇ

ˇ

ˇ
權限最高的系統管理者，擁有所有功能之操作、設定權限，第二階的系

開始∕停止監控

ˇ

ˇ

ˇ

顯示地圖

ˇ

ˇ

ˇ

啟動∕停止網路功能

ˇ

ˇ

ˇ

統設定者除了沒有

ˇ

使用人員管理的設定權限外，其餘權限與系統管

理者相同。第三階的系統監督者則沒有

進入∕離開系統設定程

式中的各種設定權限。權限最少的監看者則只有監看的權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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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設定使用人員管理對話框後，出現登入名稱表；雙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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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則可列出系統管理者已授權之所有使用者。

更新鍵、復原鍵

當您欲更新或復原使用人員資料內容時，您可從使用

人員資料表中點選使用者後，更新∕復原該計畫內容後，按「更新」鍵、
「復原」鍵即可。

4-2-4 系 統 操 作

開始∕停止監控
直接按下

鍵，即可啟動監控錄影的功能，再按一次

鍵，

可停止監控，但系統會要求您輸入密碼，確認權限後，即可停止監控。
當您啟動監控功能後，系統會依據您在“錄影設定”中指定之錄影模
式開始監控；同時，系統亦會依據您的“警報設定”，監測指定之感
應器、攝影機狀態後，啟動警報裝置。
由各監控畫面左上角之三角形顏色變化，可判斷攝影機狀態︰
進入設定使用人員管理對話框後，可對使用者代號、使用者全名、說明、

紅色

︰錄影中；

密碼、密碼確認及遠端權限(系統管理者、系統設定者、系統監督者、

綠色

︰動態偵測；

監看者)作設定，再按「新增」鍵將以上資料加入登入表格中。

灰色

︰視訊中斷(Video Loss)。

遠端權限

您可對不同使用者開放不同的攝影機、聲音檔權限，當從遠

端登入時，即會依據此一設定，對不同使用者開放不同影像、聲音檔案

設定單一攝影機監控與否、顯示與否，請進入

內容。您可勾選全選處，將所有攝影機、聲音檔加以全選。

統設定程式後，於

刪除

欲刪除使用人員權限時，在登入名稱表中點出該使用人員後，按

「刪除」鍵即完成刪除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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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地圖
於

綠色：動態偵測

電子地圖處做好電子地圖內容設定後，按下

鍵後，

感應器：

黃色：正常

紅色：觸發

繼電器：

黃色：正常

紅色：觸發

攝影機顯示區

點選攝影機時，即可於本區顯示該攝影機畫面。

即可進入電子地圖的操作界面：

攝影機顯示區

攝影機、感應器、繼電器狀態區
在本狀態區，將依序顯示攝影機、感應器、及繼電器的詳細觸發狀態。

啟動∕停止網路功能

E-map 選擇列

直接按下

返回

狀態列

鍵，即可啟動網路功能，隨時接受遠方用戶端利用

網頁瀏覽器，監看攝影機內容；再按一次

攝影機、感應器、
繼電器狀態區

鍵，可停止網路功

能。系統會在您進入及退出前要求您輸入密碼，確認權限後，即可啟

您可先從 E-map 選擇列中選擇欲觀看的地圖內容。地圖上將顯示攝
動或停止網路功能。 網路設定功能，請進入

影機、感應器及繼電器的狀態：

統設定程式後，於
攝影機：

黃色：正常

藍色：視訊中斷

進入∕離開系

網路設定處設定之。請注意，於網路設定內

的“啟動 WebCam 伺服器”須勾選或啟動“TCP/IP 伺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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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提供一、四、九、十六只攝影機同時播放錄影檔案，以及錄音檔案

進入系統∕離開系統設定程式
可分別作系統設定、攝影機設定、聲音偵測、監控設定、輸入感應器

的播放功能：

狀態，可同步播放聲音檔；

設定、輸出繼電器設定、警報設定、網路設定、排程錄影設定、備份

音。茲將所有功能操作方式依序介紹如下︰

及使用人員管理作設定，詳細設定方式請參閱 4-2-3 系統設定章節。

1. 選擇欲播放的檔案︰系統提供三種搜尋方式以調閱錄影檔案︰

視訊搜尋 /

調閱錄影
按下

事件搜尋 /

狀態，則不播放聲

智慧型搜尋，分別將操

作步驟詳述如下︰

鍵後，即可進入調閱錄影模式其詳細情形如下：

視訊搜尋︰選擇欲搜尋之攝影機後，依年、月、日、時、

A.

分、秒於搜尋表中顯示錄影檔案內容
視訊搜尋
事件搜尋

(1) 按

可切換至視訊搜尋模式後，同時顯示搜尋表

智慧型搜尋

(2) 首先請於攝影機選擇區，選擇欲搜尋之單只攝影機。

離開
聲音
播放
畫面
模式

影像調整
放大
縮小
列印
儲存

(3) 設定搜尋期間︰
按日期或時間欄位即可出現日期 / 時間設定畫面如下︰

搜尋結果
搜尋
停止搜尋
事件頻
率顯示

以下方對話框選擇搜尋起始時間及結束時間。

播放功能鍵
加速∕減速

起始時間 / 結束時間
播放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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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按「關閉」鍵，隱藏搜尋結果；按

搜尋結果鍵，

可將前次的搜尋結果再次呼叫顯示出來。

事件搜尋︰以警報之觸發條件及警報動作︰動態偵

B.

測、視訊中斷、繼電器輸出、觸發感應器、聲音偵測、電話警
報或全部（表示以上所有條件）作為搜尋條件，搜尋某時段內，
符合搜尋條件之錄影檔案。

(4)

於視訊列表中，依年、月、
日、時、分、秒顯示所有錄影
檔案後，雙按欲播放檔案，將
顯示該點選檔案之起始時
間、結束時間及狀態顯示於事
件頻率顯示區。

(5) 按

播放鍵，開始播放作業；播放中，事件頻率顯示

區上的三角指針及指示線將隨檔案播放而移動；同時於起

(1) 按

切換至事件搜尋模式後，播放功能鍵面板更換為

始時間上方之區域可顯示播放時間。
搜尋條件設定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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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先請於播放畫面模式及攝影機選擇區，選擇欲搜尋之攝

尋鍵，開始搜尋，同

影機內容。系統提供四種播放模式，可同步播放多只攝影

時符合條件之檔案將

機檔案。

陸續顯示於搜尋結果
表中；搜尋過程中可

一分割︰重複按本鍵，畫面將依序跳到下個攝影機；
或直接按

…

按

指定播放畫面中的攝影機。

停止搜尋

鍵，停止搜尋。
四分割︰重複按本鍵，畫面將依序跳到下個群組畫

(5) 點選欲播放檔案，按「確定」鍵，將顯示該點選檔案之

面（1/2/3/4、5/6/7/8、9/10/11/12、13/14/15/16）。

起始時間、結束時間及狀態顯示於事件頻率顯示區，同時
隱藏搜尋表；或按「取消」鍵取消選擇。

九分割︰重複按本鍵，畫面將依序跳到下個群組畫
(6) 按

面（1/2/3/4/5/6/7/8/9、8/9/10/11/12/13/14/15/16）
。

播放鍵，開始播放作業；播放中，事件頻率顯示

區上的三角指針及指示線將隨檔案播放而移動；同時於起
十六分割︰可將播放畫面切換至十六分割模式。或

始時間上方之區域可顯示播放時間。

選擇群組中的任一攝影機

事件頻率顯示表係顯示起始時間至結束時間內，所

後，再選擇分割模式，即可切換至該群組畫面。

有錄影檔案及事件的觸發時間點，不同的搜尋條件

直接按

…

(3) 設定搜尋期間︰

將以不同的顏色區塊顯示；並將此段搜尋期間內有錄影檔

按日期或時間欄位即可出現日期 / 時間設定畫面如下︰

資料的檔案以粉紅色區塊呈現。

以上畫面用以設定 搜尋起始時間及結束時間。
(7) 按「取消」鍵，隱藏搜尋結果；按
(4) 於搜尋條件設定面板中選定欲搜尋之條件後，按

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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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於搜尋條件設定面板中選定欲搜尋之條件︰選定欲搜尋時
智慧型搜尋︰以遮罩區域、搜尋間隔作為搜尋條件，運

間間隔、畫出遮罩區

用動態偵測技術，搜尋比對某時段內該遮罩區域有產生變化的

域、設定靈敏度後，

C.

錄影檔案。
按

搜尋鍵，開

始搜尋，同時符合條
件之檔案將陸續顯示
於搜尋結果表中；搜
尋過程中可按
停止搜尋鍵，停止搜
尋。
(5) 點選欲播放檔案，按「確定」鍵，將顯示該點選檔案之
起始時間、結束時間及狀態顯示於事件頻率顯示區，同時
隱藏搜尋表；或按「取消」鍵取消選擇。
(1) 按

切換至事件搜尋模式後，播放功能鍵面板更換為
(6) 按

搜尋條件設定面板。

播放鍵，開始播放作業；播放中，事件頻率顯示

(2) 首先請於攝影機選擇區，選擇欲搜尋之單只攝影機。

區上的三角指針及指示線將隨檔案播放而移動；同時於起

(3) 設定搜尋期間︰

始時間上方之區域可顯示播放時間。

按日期或時間欄位即可出現日期 / 時間設定畫面如下︰
(7) 按「取消」鍵，隱藏搜尋結果；按

以上畫面用以設定
搜尋起始時間及結

可將前次的搜尋結果再次呼叫顯示出來。

束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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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播放速度︰

下一幅

按本鍵，可停格於單一畫面上，每再按一次即可往下一個
畫面。

第一幅
按

在播放過程中，若按本鍵，可將畫面直接跳離並停止於檔

加速 / 減速鍵，選擇播放速度：8, 4, 2, 1, 1/2, 1/4, 及 1/8

倍後，可調整播放檔案的速度。

案的開頭位置。
最後一幅

在播放過程中，若按本鍵，可將畫面直接跳離並停止於檔
案的最後位置。

3.

播放功能鍵︰
播放檔案過程中，您可使用下列功能鍵，決定播放內容。
影像調整

4.

按影像調整鍵，即可顯示右方調整面板，您
可藉由拖曳
最後一幅

下一幅

播放

暫停

反向播放

上一幅

第一幅

暫停

彩度 /

對比 /

飽和度下方的拉把以調整影像

品質。

在播放過程中，按下本鍵，可隨時將畫面暫停，再按一次

5.

放大 /

縮小

在一分割模式下，按放大∕縮小鍵可調整影像大小。

播放鍵即可從暫停處繼續播放。
反向播放

亮度 /

在播放的影像過程中，按下反向播放鍵即可使檔案反向播
放。
6.

列印 /

儲存

播放

選擇播放的影像時間後，按下播放鍵即可開始播放檔案。

上一幅

按本鍵，可停格於單一畫面上，每再按一次即可往上一個

按列印鍵，可列印目前播放畫面上所有攝影機的影像。

畫面。

按儲存鍵，可將目前播放畫面上影像，儲存至指定存檔位置，同時
也可以設定儲存設備及檔案夾名稱。另可以將目前擷取之單張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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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成 .jpg 檔案格式。

PTZ 控 制 器
直接按下

鍵後，可進入 PTZ 攝影機的控制界面其細節如下：

轉動速度

方向鍵
神眼保鏢數位監控系統提供了 WaterMark 功能，當您使用

焦距調近/調遠

放大/縮小

儲存功能儲存了 bmp 檔案後，您可利用系統提供的 Image
Verification 驗證程式（請參照附錄三）
，辨識檔案真偽，驗證儲

自動巡視群組

自動巡視

存下來的 bmp 檔案是否遭到篡改、偽造。
預設點
7.

離開調閱播放模式 按離開鍵，即可回監控畫面。

轉動速度

系統提供四種不同等級轉動速度(轉動速

度 1︰最慢，轉動速度 4︰最快；系統預設值︰轉動
速度 3)，供您調整移動鏡頭位置的速度。
方向鍵

藉由上 / 下 / 左 / 右 / 左上 / 左下 / 右

上 / 右下等八個方向鍵，調整鏡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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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WebCam 系 統 操 作 程 序
焦距調遠/調近

監控時，按

焦距調遠鍵或

焦距
神眼保鏢數位監控系統已內含 HTTP 通訊協定，您不需再安裝其他 Web

調近鍵，可將調整焦距，進而使目標物體影像更清晰。

伺服器的應用程式，因為系統本身已經是 Web 伺服器。
放大/縮小: 監控時，您可隨時按

放大或

縮小

鍵，調整鏡頭距離，進而使物體影像放大或縮小。

5-1 啟 動 WebCam 功 能
使用網路瀏覽器進行遠端監看，請確認神眼保鏢主機已做好下列設定：
1.

結束程式∕重新登入系統

按

當您要結束監控、重新登入系統時，

進入登出系統畫面︰

按「結束」鍵可關閉監
控並結束系統。
按「登入」鍵可直接轉
換使用者身份重新登入
監控系統。
按「取消」鍵則可取消
登出系統畫面。
同時在本畫面,可顯示出
目前的使用者的代號。
按「最小化」鍵，可將
監控畫面隱藏至工具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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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 WebCam 功能（詳見

網路設定功能）

a.

確認 IP 位址

b.

勾選欲開放影像傳輸到客戶端供電腦連線的攝影機

c.

勾選啟動 WebCam 伺服器

d.

按「更新」鍵確認後，跳出網路設定對話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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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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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瀏 覽 WebCam

啟動網路功能

按

您可利用 Microsoft IE 5.5 以上版本瀏覽 WebCam 首頁。

啟動∕停止網路功能鍵，即可啟動網路功能

進入首頁後，系統監控畫面預設值為一分割畫面，並依攝影機編號大小
請確認 Client 端已做好下列設定：
1.

排列於畫面（Channel）上。由於受限網路品質，若您連線過久仍無影

首先，設定 Microsoft

像載入，請切換分割畫面鍵，以改善連線情形。最佳解析度顯示為

Internet Explorer 「工
1024x768。

具∕網際網路選項」
，
點選「安全性」頁面，
分別設定「網際網路」
以及「近端內部網路」
區域的安全性，按「自
訂層級」鍵，開始設
定。

2.

在 ActiveX 控制項與插
件下的「下載未簽署的
ActiveX 控制項」及「下
載簽名的 ActiveX 控制
項」
，點選「提示」或
您可按分割畫面鍵，更換監控畫面模式：
「啟用」
。
一分割畫面
畫面

九分割畫面

四分割畫面
十分割畫面

一分割畫面：解析度為 640x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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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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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九分割畫面：每個畫面之解析度均為 320x240。
設定鍵

八分割畫面：由一個 480x360 及七個 160x120 的解析度組成。

設定各 Channel 內的監控畫面。您亦可在不同的畫面

十分割畫面：兩個 320x240 及八個 160x120 的畫面解析度組成。

上選放相同的攝影機，惟若您選擇的攝影機是未經主機端開放的攝影機

十六分割畫面：解析度則均為 160x120。

時，畫面不會產生變化。

下一頁

若主機端開放之攝影機多於分割畫面時，按

鍵，更換下一組畫面。例如，主機端開放 1,2,3,5,7,10,13,16 八組攝影
機畫面時：
（未開放權限攝影機，畫面將顯示“Downloading Image …”
訊息）若您選擇以四分割畫面的監控模式監看時：

1

按

2

鍵

Downloading
image …

3

Downloading
image …

7
Downloading
image …

Downloading
image …

按

Downloading
image …

5

10

13

Downloading
image …

鍵

Downloading
image …

按

Downloading
image …

16

鍵

關閉視窗

若您選擇在六分割畫面下監看時：

1

2

3

Downloading
image …

5

Downloading
image …

按

鍵

10
13

按

7

鍵

16

Downloading Downloading
image …
image …
Downloading Downloading
image …
image …

Downloading Downloading
image …
image …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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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為首次登入，系統將要求您先進行網路主機管理設定及攝影機設定內

第六章 遠端監控程式操作

容後，開始連線。請依下列步驟完成連線程序。
（設定方式，請詳見 3-4
系統操作、3-3 系統設定章節。）

6-1 安裝遠端監控系統（RemoteManager）
1.

2.

任選 Windows 98SE / Me / 2000 Pro / XP Pro 等作業系統，以神

1.

按

遠端監控系統

眼保鏢遠端監控系統光碟片，直接安裝遠端監控程式︰在安裝神

捷徑圖示，進入遠端監控

眼保鏢應用程式過程中(請參閱第三章)，請選擇安裝遠端程式，

系統登入畫面。請輸入使

完成遠端監控系統的安裝。

用 者 帳號 及 密碼 後， 按

接著請依據安裝精靈指示依序安裝，安裝完成後，並重新開機。

「確定」鍵。

隨即可執行遠端監控程式進行遠端監控。

6-2 進入系統
2.

審核身分無誤後，將顯示

準備監控遠端監控系統前，請將螢

網路主機管理界面，以建

幕最佳解析度設定為 1024x768。

立 網 路 主 機資 料 。 請 按

「新增」鍵，新增網路
雙擊遠端監控系統

捷徑，

主機。

進入遠端監控系統的登入畫面，鍵
入您的帳號及密碼即可順利進入
監控主畫面。
3.
系統預設登入帳號為“root”，無密碼！

請先鍵入欲連線主機 IP 位址及連接埠資訊。若欲採撥號連線，請
勾選使用撥號連線，選擇撥號連線名稱後，按「確定」鍵開始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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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線建立，將於主機名稱欄位顯示出該主機的名稱。請設定使用者
代號、密碼，及連線品質。請按 「 確定 」 鍵，完成主機建立。

6.

將欲安排的各頻道連線內容，設定於隨即出現的攝影機設定對話框
中。進入主畫面後，系統將依此設定連線至主畫面。

5.

成功建立後，即可於網路主機管理表中，看到該主機的相關資訊，
請按「新增」鍵，繼續其他主機的連線建立，或按「確定」鍵，
繼續連線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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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報狀態

6-3 系統操作
茲將詳細介紹系統提供之功能︰狀態區顯示、監看模式畫面、系統設
定、系統於如下章節。

頻道狀態顯示

6-3-1 狀態區

錄影硬碟剩餘空間
時間、日期

您可藉由下列狀態區的顯示︰各頻道攝影機狀態、警報狀態、硬碟空間
狀態、監控時間，在監控及錄影檔案播放模式下，掌握進一步資訊︰

警報狀態

十六分割模式

九分割模式
四分割模式
一分割模式

全螢幕切換

網路主機管理
A.

攝影機控制
B. PTZ
調閱錄影
C.

系統設定
D.
啟動錄影
E.

離開遠端監控系統
F.

磁碟總空間

當警報發生，本區呈現紅色閃爍狀態；按本鍵可進一步查閱警報內容︰

主畫面

一旦有登入記錄，系統將在鍵入使用帳號、密碼資料後，依據前次登出
前的設定內容，登入主畫面。
若主機端攝影機出現視訊中斷情況
或與主機端停止連線（斷線狀態），
監控畫面將暫停傳送並出現右方圖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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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監看模式畫面

…

系統提供四種分割監看模式，同時可於任何分割模式下執行全螢幕切換

頻道狀態區

在本區將依據攝影機設定處的設定內容，顯示各頻道內選定的連線攝影

功能，茲詳述如下︰

機錄影狀態；當該頻道被選取時，則會呈現較亮的色系︰
藍色∕

亮藍色︰連線狀態

紅色∕

亮紅色︰錄影（當手動啟動錄影或排程錄影啟動時，

1.

全螢幕切換

本區都會顯示紅色狀態；惟兩者區別在於排程錄影時，啟動錄影鍵並不

按本鍵，可將目前的分割畫面模式，切換為全螢幕模式。將整個螢

會轉為紅色狀態。）

幕僅顯示攝影機畫面，無其他任何功能按鈕。欲離開全螢幕模式，

銀灰色∕

請按 ESC 鍵或滑鼠右鍵，切換回具功能按鈕之使用界面。

銀灰色︰視訊中斷；若是訊中斷情形產生，且將成

閃爍狀態則該頻道將顯示圖一畫面。
灰色︰未設定連線攝影機；該頻道將顯示圖二畫面。

圖

一

圖

2.

一分割

按本鍵可切換為一分割監控畫面。

3.

四分割

按本鍵可切換為四分割監控畫面。

4.

九分割

按本鍵可切換為九分割監控畫面。

二
於一、四、九分割模式下，您可利用頻道狀態區的頻道按鈕，設定
欲置入分割畫面的頻道內容。欲將該頻道移出分割畫面中，請再按

/

時間、日期顯示

錄影硬碟剩餘空間

一次該頻道按鈕即可。

磁碟總空間顯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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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鍵可切換為十六分割監控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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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系統設定
a.
按

進入系統設定層，可分別進行使用者管理、儲存設定、攝影

使用者管理

本功能鍵操作權限僅開放予 root 使用，root

可藉由此功能，管理遠端監控系統的使用者，進行新增、刪除、更
新設定；若不是以 root 身分登入，則無法操作本功能。

機設定、排程錄影、網路設定、感應器狀態、繼電器控制、警報控制等
設定︰

新增：欲新增使用者，請按「新增」鍵後，直接於使用者代號欄
位編輯，鍵入新的使用者代號、密碼並確認密碼後，按「儲
存」鍵，即可完成新增程序。
刪除︰於使用者代號欄位選擇欲刪除的使用者代號後，按「刪除」
警報控制
h.

繼電器控制
g.

感應器狀態
f.

網路設定
e.

排程錄影
d.

攝影機設定
c.

儲存設定
b.

使用者管理
a.

回
i. 主畫面

鍵，即可完成刪除程序。
更新︰於使用者代號欄位選擇欲更新的使用者代號後，按「更新」
鍵，即可更新使用者代號、密碼，按「儲存」鍵完成更新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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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設定

b.

攝影機設定

c.

按下攝影機設定鍵，開啟攝影機設定對話框

按下儲存設定鍵，開

後，可重新變更登入程序時所做之連線設定。設定各頻道連線攝影

啟儲存設定對話框

機內容，並決定顯示、錄影與否。

後，可設定錄影檔案
的儲存路徑及循環錄
影條件的設定。

指定錄影磁碟
按

瀏覽鍵，指定

錄影用磁碟位置及檔

頻道名稱

以滑鼠按一下本欄位，可直接變更該頻道的攝影機

案夾名稱至路徑後，按「新增」鍵，將該路徑新增至表中，重複此

名稱，編輯頻道名稱。完成設定後，當您將滑鼠移

步驟，您可指定多個磁碟作為錄影磁碟；欲取消設定，請從表中選

往頻道狀態區指向該頻道時，將顯示該頻道名稱、

擇欲刪除之磁碟路徑後，按「刪除」鍵，即可移除設定。

主機名稱及攝影機名稱。
主機名稱

本欄位的下拉式選單將顯示您可連線管理的主機。

系統將針對上述的錄影磁碟設定表中的硬碟作循環錄影的動作，請
您可透過

設定如下的循環錄影的條件：
最小空間

設定當硬碟空間小於一定大小時，執行循環備份動作。

攝影機名稱

網路主機管理，新增連線主機。

選擇主機名稱後，本欄位將在下拉式選單中顯示該

系統預設值為 450Mbytes。設定最小空間請勿低於 450 Mbytes。

主機您所擁有監控權限的攝影機。本欄位顯示的名

安全空間

稱為主機端的攝影機名稱，Client 端無法變更。

設定自動刪除檔案，直到硬碟空間大於安全空間。系統

預設值 6000Mbytes。安全空間至少需大於最小空間 5000 Mbytes，

顯示

設定該攝影機畫面，在監控中是否顯示於畫面上。

故設定安全空間請勿低於 5450 Mbytes。

錄影

設定該攝影機畫面，在監控中是否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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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排程：週排程計畫可指定數天，直接從星期日∼星期六中點
排程錄影

d.

選。當您設定日期時，請指定當天或未來的日子作為排程日期，
系統將不接受過往日期的排程計畫。

按本鍵，請依下列步

2. 設定排程錄影之錄影檔案的起始時間及結束時間：

驟設定日排程∕週
排程之排程計畫內

您可分別點選 AM/PM、時、分欄位，直接鍵入數字或將滑鼠移

容：

往該欄位後按上下鍵調整之。另請注意，在設定各個排程計劃的
時段時，起始及結束時間需為同一天的時段，當您欲跨日時，系
統會建議您將該計劃分為兩個計劃設定: 即超過 PM 12:00 後的
時段，以另一計劃設定。
3. 選擇錄影機：於攝影機欄位中選擇欲錄影的攝影機。
4. 您可在說明欄位對該排程計畫加上註解，方便記憶。
5. 按「新增」鍵，將設定好的排程計畫加入排程表中。

按
1. 首先點選日排程或週排程計畫，決定啟動錄影的日期。
日排程：請於日期處直接輸入日期或按下拉鍵，即可跳出日曆表
方便您直接點選日期，您可設定日期後，按

定日期傳送至右方

鍵，再將欲排

中，您亦可在一個計畫中

指定數天(最多可於一個排程計畫中排入 60 天)，再依上述步驟
一天一天加入即可。
欲刪除該天日期，按鍵盤上的「Delete」鍵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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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鍵、更新鍵、復原鍵：

可同時連接 16 台攝影機，故自行設定連線控制通訊埠範圍時，建議您

當您欲刪除、更新或復原排程計畫內容時，您可從排程表中點選已設

至少保留 32 個連接埠。

定好的排程計畫，刪除∕更新∕復原該計畫內容後，按「刪除」鍵、

「更新」鍵、
「復原」鍵即可。
按

鍵，可查看

個別攝影機的設定時程：

f.

感應器狀態
按本鍵，即可檢視各主機
的感應器狀態。

e.

網路設定

您可設定經由 TCP 的連線控制通訊埠是要由系統自動指定，或可從
1025 到 65535 間自行指定連接埠範圍：您可視連線攝影機數量設定連
接埠範圍，惟需注意，每只攝影機須使用到兩個 TCP 連接埠，做為遠
端資料播放時傳輸錄影影像專用埠及其他訊息傳輸專用。由於系統至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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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系統操作
g.

繼電器控制

您可使用主畫面左下方按鍵，進行網路主機管理、PTZ 攝影機控制、調

按本鍵，即可檢視各主機

閱錄影資料、系統設定、啟動錄影及離開遠端監控系統，茲詳述如下︰

的繼電器器狀態。
網路主機管理

A.

於狀態欄可直接改變

按本鍵，將顯示網路主機管理對話框如下，您可針對網路主機資料

/

進行新增、刪除、更新動作，進而建立您完整的中控中心資料。

圖示進而可
從遠端控制繼電器。

系統提供兩種連線方式與 Server 進行連線作業︰

同時可設定各個繼電器之啟動後的持續時間 (0∼60 秒)。若您設定
為 0 秒時，則繼電器會持續觸發。

1.

h.

透過 Modem to Modem 連線
連線設定請參考附錄數據機連線方式。

警報控制

當 Server 端已安裝好撥號伺服器，Client 端亦已完成撥號網路的

按本鍵，即可檢視各主機
的警報狀態。

建立後，您可透過

網路主機管理，依下列「新增」步驟

於狀態欄可直接改變
新增連線主機。
/
圖示進而可
2.

從遠端控制警報。

透過 TCP/IP (Internet / LAN)
請確認於 Server 端的網路設定已勾選“啟動遠端監控伺服器
(經由 TCP/IP)”並設定連接埠（系統預設值 9090）後，透過

i.

回主畫面

網路主機管理，依下列「新增」步驟新增連線主機。。

按本鍵，即可離開系統設定層，回監控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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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Server 有做變更時，需刪除主機後，再重新新增該主機！

新增：
1.

欲新增主機，請按「新增」鍵後，將顯示新增主機對話框，
請鍵入主機之 IP 位址後，請先於 IP 欄鍵入欲連線主機 IP 後，
按「確定」鍵，開始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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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系統將依頻寬調整影像的傳輸張數，故請您再新增主機時
若您使用的網路環境為 LAN 時，將顯示所有 LAN 中
的主機資訊在左列欄位中，您可直接點選該主機進行
連線建立。

於連線品質欄，根據您的網路品質調整連線速度。
當影像傳輸過程中，如發生影像長時間未更新的情形時，您可
藉由調整連線速度的方式改善網路品質。

若欲透過 Modem 連線，請勾選 使用撥號連線透過 Modem 連

設定連線速度時，請視 Server 及 Client 兩方的連線方

線後，按「確定」鍵，開始連線。

式，以連線速度較低者為選擇參考。
3.

請按「確定」鍵，並可於攝影機設定對話框中重新安排的各
頻道連線內容。

刪除︰
1.

於主機名稱欄位選擇欲刪除的主機後，按「刪除」鍵。

2.

按「確定」鍵離開網路主機管理界面，系統會出現警告畫面，

Client 端預設傳輸影像的通訊 9190，當您安裝防火牆

提醒您重新設定攝影機設定的內容。

時，請開啟防火牆 NAT 功能(Network Address

3.

Translation) ，以利傳輸影像及連線用。
2.

請按「確定」鍵，並將您欲重新安排的各頻道連線內容，於
隨即出現的攝影機設定對話框中設定，完成新增程序。

鍵入使用者代號、密碼後，按「確定」鍵。一旦設定成功，
更新︰

將於網路主機管理界面，顯示新增主機資料。

1.

於主機名稱欄位選擇欲更新的主機後，按「更新」鍵，將顯示
更新資料的對話框。

2.

您可更新主機名稱、使用者代號及密碼，按「確定」鍵離開
網路主機管理界面後，再按「確定」鍵完成更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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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TZ 攝影機控制
按本鍵進入 PTZ 攝影機控制界面後，請先選擇欲控制之 PTZ 攝影
機後，即可開始設定、操作 PTZ 攝影機。

預設點位置設定
每台 PTZ 攝影機皆可預設 16 點預設位置。在設定好預設點位置
後，您可直接按預設點，將鏡頭調整到達定位。
預設點設定步驟如下：
a. 先按預設點設定鍵，16 個預設點將轉為紫色的設定狀態
b. 請先選擇預設點編號
c. 設定速度鍵的等級
d. 按方向鍵、焦距調整鍵及放大縮小鍵，將鏡頭調整至定位
e. 設定停留時間、旋轉速度
f. 按儲存鍵完成預設點的設定。

(2)

速度
在您調整鏡頭位置前，您可先設定速度分別可分四個等級（1∼4
級：級數越大，移動速度越快）。

清除
(9)
儲存
(8)

移動速度
(7)
停留時間
(6)
速度
(2)
方向鍵
(3)

放大∕縮小
(4)
焦距調近∕焦距調遠
(5)

(1)預設點設定
群組 ∣
1
4
自動巡視∕停止巡視
(10)
回主畫面
(11)

(3)

方向鍵
藉由上∕下∕左∕右∕左上∕左下∕右上∕右下等八個方向鍵，
調整鏡頭的位置。

(4)

放大影像（Zoom in）
按本鍵調整鏡頭距離，進而使物體影像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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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小影像（Zoom out）

(9)

按本鍵調整鏡頭距離，進而使物體影像縮小。

清除設定
當您依上述步驟設定完成後，可按本鍵清除該預設點的停留時間
及旋轉速度的設定。

(5)

焦距拉遠（Focus out）
按本鍵將焦距調遠，進而使目標物體影像更清晰。
(10)
焦距拉近（Focus in）

自動巡視
按本鍵，可啟動自動巡視 AutoPan 功能。PTZ 攝影機將依您的預
設點、移動速度及停留時間等設定，執行自動巡視功能。您可預

按本鍵將焦距調近，進而使目標物體影像更清晰。

設四組群組內容，隨時啟動任一群組內容執行自動巡視功能。
(6)

停留時間
在本區可設定執行自動巡迴功能時，此預設點到下個預設點的停
群組 1、2、3、4

留秒數，可設定 1 秒∼60 秒。

群組 1︰預設點 1∼4∕群組 2︰預設點 5∼8∕群組 3︰預設點 9
(7)

旋轉速度

∼12∕群組 4︰預設點 13∼16。

在本區可設定執行自動巡迴功能時，此預設點到下個預設點的旋
停止巡視

轉移動速度（度∕秒）
，可設定 5°∼255°∕秒。

(8)

按本鍵，可停止自動巡迴功能。

儲存設定
當您依序完成預設點的設定步驟設定後，即可按本鍵儲存該預設

(11)

點的設定，再選擇下一個預設點重複設定步驟。

回主畫面
本按鍵，即可離開 PTZ 攝影機設定之設定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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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曳拉把∕播放功能鍵︰
您可藉由拖曳拉把
設定檔案播放起點

調閱錄影

C.

按本鍵，進入調閱錄影模式，選擇進入本機錄影資料或遠端錄影資料
最後一幅

下一幅

播放

暫停

反向播放

本機錄影資料播放

上一幅

第一幅

模式，調閱錄影資料。

進入本機錄影資料播放界面後，請先於選擇欲調閱之頻道攝影機，接
著依年月日選擇日期，再選擇欲播放的檔案後，即可操作各個播放功
能鍵或拖曳拉把開始播放檔案內容：

放大縮小

按放大、縮小鍵以放大、縮小該檔案畫面。

視訊調整

可藉由亮度、對比、彩度、飽和度調整錄影畫面品質。

列印

按本鍵可列印目前播放之錄影檔案的單張畫面。

儲存

按本鍵，可將目前播放之錄影檔案的單張畫面，儲存為 jpg
檔。系統將要求您指定儲存路徑後，開始儲存。

刪除

按本鍵可刪除目前播放的錄影檔案內容。

遠端錄影資料播放
進入遠端錄影資料播放界面前，請先於調閱錄影設定畫面，依下列步
驟，進入遠端錄影資料播放界面，開始搜尋檔案︰

播放功能鍵
刪除

儲存

列印

視訊調整

放大

縮小

回主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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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縮小

按放大、縮小鍵以放大、縮小該檔案畫面。

秒）及搜尋檔案長度（可設定 1∼60 分鐘）

視訊調整

可藉由亮度、對比、彩度、飽和度調整錄影畫面品質。

b.

選擇調閱頻道

列印

按本鍵可列印目前播放之錄影檔案的單張畫面。

c.

按「確定」鍵

儲存

按本鍵，可將目前播放之錄影檔案的單張畫面，儲存為 jpg

d.

進入遠端錄影資料播放界面，顯示上列搜尋設定之錄影資料

e.

選擇欲播放的檔案後，即可操作各個播放功能鍵或拖曳拉把開始

a.

選擇調閱時間

神眼保鏢數位監控系統

請設定搜尋起始時間（年、月、日、時、分、

檔。系統將要求您指定儲存路徑後，開始儲存。
備份

按本鍵可將目前播放的錄影檔案內容備份至硬碟。

播放檔案內容

回主畫面

按本鍵，將顯示調閱錄影設定畫面︰

您可按「返回」鍵回主畫面；或按「取消」鍵遠端錄影資料播放
界面；或重新設定調閱時間、頻道後，按「確定」鍵再次搜尋檔案。

播放功能鍵
備份

儲存

列印

視訊調整

放大

縮小

回主畫面

D.

系統設定
進入系統設定層，可分別進行使用者管理、儲存設定、攝影機設定、
排程錄影、網路設定、感應器狀態、繼電器控制、警報控制設定，
詳見 3-3 節系統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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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數據機設定方式

啟動錄影
按本鍵，系統將依您在系統設定中的攝影機設定內容，啟動錄影；

若 Server 端與 Client 端均欲透過數據機（Modem to Modem）方式連

再按一次則可停止錄影。設定錄影的頻道，啟動錄影後，啟動錄影

線，以遠端監控程式連接神眼保鏢數位監控系統主機時，請先將數據機

紅色狀態；停止

安裝完成後，分別於 Server 端安裝撥號伺服器；於 Client 端建立撥號

鍵將轉為紅色；監控畫面的頻道區也將顯示
錄影後，將再轉為

藍色狀態。

網路。茲分別介紹在 Windows 98SE / ME / 2000 Pro / XP Pro 下，主
機端（Server）與客戶端（Client）的設定步驟︰

G.

離開遠端監控系統

注意︰

按本鍵，即可結束監控離開系統。

1. Client 端使用遠端監控程式，透過數據機與 Server 端的數據機直接
進行撥號連線時，僅提供一名使用者登入，進行一對一遠端監控連線。
2. 當主機端為 Windows 2000 Pro，而客戶端為 Windows 98 或
Windows 2000 Pro 時可正常連線，但是當主機端為 Windows 98 時，
則客戶端只能為 Windows 98，此乃 Windows 相容性的問題。

Windows 98SE / Windows ME
主機端（Server）︰
1. 安裝撥號伺服器：
首先要安裝 Windows 98 內附的撥號伺服器，選擇控制台->新增/移除
程式->Windows 安裝程式中的「通訊」
，然後按下「詳細資料」後勾
選「撥號伺服器」，即可完成安裝撥號伺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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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設定伺服器類型：
點選「伺服器類型」時，會出現
伺服器類型的設定畫面，選擇
「PPP」後再按「確定」鍵即可
完成設定。

客戶端（Client）︰
1.

安裝撥號網路：
請參閱主機端之步驟 1 的設定部份，選擇撥號網路即可。

2. 啟動撥號伺服器：
啟動附屬應用程式->通訊->撥號
2.

網路，在撥號網路視窗的選單中

建立新的連線：
開啟附屬應用程式->撥號網路，雙擊「建立新的連線」就會出現建

選擇連線->撥號伺服器，然後會

立新的連線的設定畫面，選擇要使用的數據機裝置後再按「下一

出現撥號伺服器的設定畫面，點

步」，繼續安裝，輸入所要連接伺服器的區碼及電話號碼，然後點

選「開放撥入功能」即可啟動撥

選「下一步」
，再點選「完成」即可。

號伺服器。

3. 設定撥號伺服器︰
啟動撥號伺服器後，可以在變更
密碼處設定登入時的密碼。
若未進入變更密碼處設
定密碼，則預設無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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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連線到伺服器：
完成步驟 2 建立新連線後，在撥
號網路的視窗中雙擊「我的連
線」出現如下畫面，此時您可任
意設定使用者名稱，而密碼則請
輸入之前主機端的設定密碼（詳
見主機端步驟 3 的設定部分）
，

2.

再按連線即可在 Server 和 Client 間建立一條 TCP/IP 的連線。

點選數據機後按「下一步」，再點選「允許虛擬私人連線」接著按
「下一步」，則可允許其他電腦建立私人虛擬連線到您的電腦上。

4. 登入連線：
開啟神眼保鏢遠端監控程式，請參照 6-2 進入系統，即可看到神眼保
鏢主機端的影像內容。
Windows 98 撥號伺服器預設虛擬 IP 位址為：192.168.55.1

3.

Windows 2000 Pro
主機端（Server）︰

按下「內容」進入 Guest 內容可更改帳戶的密碼。
若未進入 Guest 內容設定畫面設定密碼，則客戶端預設
無連線密碼。

1.

開啟附屬應用程式->通訊->網路和撥號連線，進入如下畫面，雙擊

按「下一步」後勾選所要提供的通訊協定，至少要勾選 Internet

「建立新連線」圖示後再按「下一步」開啟「網路連線精靈」設定

Protocol(TCP/IP)，並點選「內容」
，進入連入 TCP/IP 的設定畫面，

畫面，此時點選「接受連入連線」後按「下一步」即可建立網路連

點選「指定 TCP/IP 位址」
，設定主機的虛擬 IP 位址(192.168.55.1)

線類型。

與客戶端的 IP 位址，再按「確定」，即可完成設定並啟動伺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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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點 選 所 要 使 用 的 數 據 機 裝
置，再按「下一步」。

c. 填入主機端的區碼及電話號
碼，按「下一步」。

d. 選擇「提供給所有使用者使用」後，按「下一步」，再輸入連線名
稱，按「完成」即可完成設定。

客戶端（Client）︰
1. 設定撥號連線：
a. 開 啟 附 屬 應 用 程 式 -> 通 訊
->網路和撥號連線，雙擊「建
立新的連線」，選擇「撥號到
私人網路」後再按「下一步」，
即可建立網路連線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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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啟動撥號連線：

2.

點選「設定一個進階的連線」

在網路和撥號連線視窗中雙擊

後按「下一步」即可建立網路

「我的連線」，出現連線到撥號

連線類型。

連線的設定畫面，輸入主機端設
定的使用者名稱和密碼（詳見主
機端步驟 3 的設定部分）後，再
按
「撥號」即可在 Server 和 Client

3.

間建立一條 TCP/IP 的連線。

點選「接受連入連線」後，按
「下一步」。

3. 登入連線：
開啟神眼保鏢遠端監控程式，請參照 6-2 進入系統，即可看到神眼保
鏢主機端的影像內容。設定撥號伺服器 IP 位址為：192.168.55.1
4.

點選數據機後，按「下一步」再點選「允許虛擬私人連線」接著按
「下一步」，則可允許其他電腦建立私人虛擬連線到您的電腦上。

Windows XP Pro
主機端（Server）︰
1.

開啟附屬應用程式->通訊->新
增連線精靈，進入新增連線精
靈的設定畫面後，再按「下一
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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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未進入 Guest 內容設定畫面設定密碼，則客戶端預設無連

客戶端（Client）︰

線密碼。

1. 設定撥號連線：

按「下一步」後勾選所要提供的通訊協定，至少要勾選 Internet

a. 開啟附屬應用程式->通訊->

Protocol(TCP/IP)，並點選「內容」
，進入連入 TCP/IP 的設定畫面，

新增連線精靈，進入新增連

點選「指定 TCP/IP 位址」
，設定主機的虛擬 IP 位址(192.168.55.1)

線精靈的設定畫面後，再按

與客戶端的 IP 位址，再按「確定」，即完成設定並啟動伺服器。

「下一步」。

b. 選擇「連線到網際網路」後
按「下一步」，即可建立網
路連線類型。

c. 點選「手動設定我的連線」
後，再按「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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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使用撥號數據機來

h. 按「完成」即完成連線精靈

連線」決定連線類型後，

的建立。

按「下一步」。

2. 啟動撥號連線：

e. 填入連線名稱後，按「下一

在網路和撥號連線視窗中雙擊

步」。
「Digital Surveillance」，出現
連線到撥號連線的設定畫面，輸
入主機端設定的使用者名稱和
密碼（詳見主機端步驟 3 的設定

f. 填入主機端的電話號碼，再

部分）後，再按「撥號」即可在

按「下一步」。
Server 和 Client 間建立一條
TCP/IP 的連線。

3. 登入連線：
開啟神眼保鏢遠端監控程式，請參照 6-2 進入系統，即可看到神眼保

g. 輸入主機端設定的使用者

鏢主機端的影像內容。設定撥號伺服器 IP 位址為：192.168.55.1

名稱和密碼（詳見主機端步
驟 5 的設定部分）後，再按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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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附 錄 二 DDNS 網 域 註 冊

User Login
只要您購買本產品，即有權限使用 DDNS 註冊網頁，註冊您的專

若您的神眼保鏢數位監控系統（伺服器端）為動態 IP 時，您可登入

屬網域名稱（Domain name）
。請將貼於光碟片上的產品序號鍵入

ddns.avers.com.tw 使用動態網域名稱伺服器（以下簡稱 DDNS）的

Serial No. 欄位中，再從 Product 欄位下拉表中選取您所購買的產

網域註冊網頁，註冊您的網域名稱（Domain name）並取得密碼。如此

品，做為登入身分判斷。按「OK」鍵登入，或按「Reset」鍵重新

一來，使用動態 IP 的主機的您，便可在提供遠端連線時，將不斷提供

設定。

IP 位址的工作，交由動態網域名稱伺服器來做了。

1.

登入註冊網頁
您可使用 Microsoft IE 或 Netscape Navigator 瀏覽 DDNS 註冊網
頁。登入 ddns.avers.com.tw：

3.

Input your password
判定您的身分無誤後，即可登錄您的網域名稱冊密碼。按「OK」
鍵登入，或按「Reset」鍵重新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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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Information

附 錄 三 Image Verification 影 像 驗 證

接著請提供下列資訊，完成註冊程序：

神眼保鏢數位監控系統提供了 WaterMark 功能，當您使用調閱錄影程
式中的儲存功能儲存了 bmp 檔案後，您可利用系統提供的 Image
Verification 影像驗證程式，辨識檔案真偽，驗證儲存下來的 bmp 檔
案是否遭到篡改、偽造。

請依下列步驟驗證檔案：
1.

安裝 / 啟動程式
任選 Windows 98SE / Me / 2000 Pro / XP Pro 等作業系統，
安裝了神眼保鏢遠端監控系統後，即可在開始 → 程式集→ 神眼
保鏢數位監控系統 → Image Verification，執行本驗證程式。

Host Name 主機名稱：您可任意訂定主機名稱。
Ex.: ddns.avers.com.tw

主機名稱 + 網域名稱
Password 密碼（與步驟 3 密碼相同）
、E-mail 電子郵件帳號、
Company 公司名稱、Country 國家等資訊。
網域名稱（主機名稱.avers.com.tw）及密碼註冊完成後，
請於

網路設定處，設定動態 DNS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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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後，您亦可至安裝本系統的目的地資料夾，直接複製
ImageVerification.exe 檔案，在其他電腦上使用。

本程式僅提供比對未經壓縮的 bmp 檔案。

3. 驗證圖檔
2. 載入圖檔

按「開啟原始影像」鍵，開啟欲比對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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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驗證結果

產 品 保 證

(1) 若檔案未經竄改，則可於右方的驗證結果欄，出現相同圖片。
圓剛科技保證此產品在下列條款下沒有任何由於製造或元件錯誤所造
成的瑕疵：
保證期限
維修的保證期限自購買日期起 15 個月。更換產品的保證期限為 15 個月
保證期限的剩餘天數或是 30 天，端視何者較長而定。
保護對象
此保證僅適用第一位消費購買者。
(2)

若檔案曾遭竄改，將顯示警告方框

涵蓋與未涵蓋範圍

並於右方的驗證結果欄，將遭篡改

除了底下所述的狀況外，此保證書可涵蓋由於產品的製造錯誤所造成的

區域以白底黑框的格子圖顯示出

任何瑕疵。但下列狀況並未涵蓋於保證之中：

來。

1.

序號已毀損、修改或去除的任何產品。

2.

由於下列原因造成的損壞、故障或無法運作：
A.

意外、濫用、誤用、疏忽、火災、水災、閃電或其他的自然、
商業或工業使用等動作、未經授權的產品修改、或未遵循產
品提供的指示執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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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非製造廠商的業務代表所做的不當服務。

C.

任何運送過程的損害。
（請向運輸公司索賠。）

D.

與產品瑕疵無關的任何其他原因。

產品所使用的紙盒、外殼、電池、櫃子、錄影帶或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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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圓剛科技不保證此產品可符合您的需求；您必須自行決定此產品是
否適合您的用途。

應付與不應付費用
我們將給付所涵蓋項目的維修與材料費用。但下列項目並不包括在內：
1. 移除或安裝費用。
2. 運送費用
3. 任何雜項費用。
損壞的排除狀況
根據此項保證，製造廠商的唯一責任和義務是修復或更換損壞的產品。
不論原因為何，製造廠商都不負責購買者或任何協力廠商的任何意外或
必然損壞（包括但不侷限於服務中斷產生的損壞和業務損失）或負擔此
產品或其使用或擁有所產生的侵權行為。
隱含保證的限制
沒有任何其他的口頭或書寫保證，明示或暗示，包含但不限於特定用途
的商業性或適用性。任何隱含的保證期限均為購買日期算起一年。
當地法規與您的保證
此保證書將賦予您特定的法律權利，不過當地的法律也會賦予您其他權
利。每個地區所賦予的權利都不一樣。

洽詢資訊
如需洽詢資訊，請造訪圓剛科技的網站。http://www.aver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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