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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本服務為不含保全派遣之純監控服務，提供 貴用戶透過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

(PAD)、桌上型電腦(PC)/筆記型電腦(NB)、數位電視(TV)等設備，登入本公司雲

端平台進行查看。 

 

有下列情事之一或類此事由發生時，本公司不負租費扣減及損害賠償之責，惟本

公司應於收到 貴用戶通知後為必要之處理或協助措施，俾本服務得以儘速正常

運作： 

（一）因 貴用戶端之電力、電路、網路、裝置或其它設備環境之障礙、阻斷、

遲滯、中斷、關閉或不能傳遞等情事，或因第三人施工致本服務無法使用或發生

障礙或乙方無法收到本服務相關通報時； 

（二）因 貴用戶就本服務系統或設備為不當之操作或設定，致本服務無法使用

或發生障礙或 貴用戶無法收到本服務相關通報時； 

（三） 貴用戶自行改裝、拆遷或破壞本服務系統或設備，致本服務無法使用或

發生障礙或乙方無法收到本服務相關通報時；或 

（四） 貴用戶改變監控場所之建築架構或室內裝潢，而未通知本公司配合就本

服務系統或設備為必要之變更，致本服務無法使用或發生障礙或貴用戶無法收到

本服務相關通報時。 

 

本文件之著作權屬本公司所有，非經本公司事先書面同意，不得以任何電子、機

器、影印、紀錄或其他方式重製、儲存、利用、散布或傳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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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服務說明 

1. 服務定義 

「居家防護」須搭配寬頻上網服務，申請本服務前，請確認家中已申請寬頻上網

60M/20M(含)以上之服務。 

 

本服務提供用戶跨平台店家監控/安全服務，用戶可透過 PC/NB(web)、智慧型手

機/平板(iOS/Android APP)等多種不同的裝置遠端隨時關注(監控)各店點狀況，

即時掌握情況並進行處理。 

2. 服務介紹 

2.1 服務特色 

【監控特色】 

(1) 遠端多點即時監控： 

用戶使用行動平台遠端即時影像監控查看，隨時隨地關心員工上班情形與店

內最新狀況。 

(2) 全時錄影超大容量 

本地端 NVR 主機全時錄影基本儲存 30天影像，可依用戶需求增加錄影儲存

容量至 60 天。 

(3) 錄影影像回放/下載 

用戶可選擇 IPCAM、日期與時段快速搜尋歷史影像並回放，了解當時狀況還

原歷史影像或提供影像協助警方辦案。 

【安全特色】(加值服務) 

(1) 主動告警訊息通報 

店內如遇災害或緊急狀況，可透過緊急按鈕或手機警報功能，快速通報

並立即報警處理，降低人員傷害與財物損失風險。 

(2) 異常告警訊息通報 

用戶可依需求啟用 IPCAM移動偵測功能，當 IPCAM 偵測異常入侵時，將

主動發送告警通報以利用戶及時處理。 

(3) 事件錄影雲端儲存 

當發生主動/入侵告警通報時，IPCAM自動啟動事件錄影功能，將影像

儲存雲端平台，保留影像不受入侵者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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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設備項目說明 

服務 

項目 
設備項目 數量 可否加購 有線供裝 說明 

基本 

方案 

NVR主機(4CH) 

 

1(台)  V 
依據用戶監視器數量

提供 4CH或 8CH的 NVR 

IPCAM 網路攝影機(槍型) 

 

2(支) V V,標準 30M 
槍型，可單支/多支加

購 

加購 

服務 

緊急按鈕+警報器 

  

1(組) V V,標準 10M 
一台 NVR 僅能裝一組

緊急按鈕+警報器 

IPCAM 網路攝影機(吸頂) 

 

1(支) V V,標準 30M 
吸頂式，可單支/多支

加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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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服務功能 

項目 服務功能 說明 WEB APP 對應設備 

基本 

服務 

切換店點 所有店點、最愛店點(APP) ○ ○ 

 

 

 

即時影像 
WEB(一/四/九分割)、預約下載、影像捷圖、區域放大等

9 項功能；APP(一/四分割)、翻轉功能 
○ ○ 

全時錄影 儲存 30天 ○ ○ 

錄影影像 全時錄影搜尋/回放，支援下載影像至用戶電腦(web) ○ ○ 

緊急電話 可撥打 110/119/當地警局/緊急聯絡人  ○ 

設備障礙

紀錄 
NVR失連/IPCAM 斷訊/NVR障礙 ○ ○ 

操作紀錄 使用者系統操作紀錄查詢，可匯出檔案 ○  

系統管理 
組織/店點/設備/權限/帳號/告警通報方式設定/緊急聯

絡人設定 
○  

加值 

服務 1 
全時錄影 加大容量儲存 60天 ○ ○ 

加值 

服務 2 

告警功能

(主動) 
告警訊息通報及紀錄查詢查詢，WEB可匯出紀錄檔 

○ ○ 

 

緊急按鈕 

 

警報器 

告警功能

(入侵) 
○ ○ 

事件錄影 事件錄影查詢回放，WEB可下載檔案 ○ ○ 

警報功能 觸發(緊急按鈕/APP/WEB 警報)與關閉警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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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訊息通報說明 

項目 類別 情境說明 

訊息通報方式 通報

方式

修改 

通知人員 

mail 
App 

push 
SMS 

主帳

號 

緊急聯

絡人 

異常

告警 

異常告警 

(主動 

告警) 

用戶端透過緊急按鈕或 web/APP 平台警報功

能觸發告警告警訊息一則+警報器發響+該

店 All IPCAM 事件錄影 2.5分鐘(觸發前 30

秒至觸發後 2分鐘) 

V V V 可 V V 

解除告警 
用戶端透過緊急按鈕或 web/APP 平台關閉警

報告警訊息一則 
V V   V V 

異常告警 

(入侵 

告警) 

用戶端於平台設備管理開啟 IPCAM【移動偵

測】功能當 IPCAM 偵測到異常入侵告警

訊息一則+警報器發響+該 IPCAM 事件錄影

2.5分鐘(觸發前 30 秒至觸發後 2分鐘) 

V V V 可 V V 

註 1：基本上為嚇阻入侵或是緊急災害警示作用，用戶端透過緊急按鈕或 web/APP

平台警報功能觸發【警報器】發響後，【警報器】不會自動停止發響，用戶必須

再透過緊急按鈕或 web/APP平台關閉警報功能關閉【警報器】。 

註 2：緊急按鈕或 web/APP平台觸發警報功能有防止連續誤按機制，2分鐘內重

複誤按只觸發一次 

2.5 平台作業環境限制 

(1) PC/NB 作業系統：Windows XP、Vista、Windows 7/8 (64-bit & 32-bit) 

(2) 瀏覽器：IE 8以上 

(3) iOS 

 適用裝置 iPhone 4, iPhone 5, iPhone 5s, iPhone 6, iPhone 6 

plus 

 作業系統 iOS 8以上 

(4) Android 

  適用裝置 16:9顯示比例 phone & pad 

  作業系統 Android 4.4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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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服務使用 

1. 系統功能架構 

 

  

平台登入 

服務使用 

切換店點 

即時影像 

錄影影像 

異常告警 

設備障礙 

緊急電話 

警報 

操作紀錄 

系統管理 

組織管理 

店點管理 

設備管理 

權限管理 

帳號管理 

告警通報設定 

緊急連絡人設定 

加值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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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平台登入介面說明 

2.1WEB 

 適用對象：使用桌上型電腦或筆記型電腦 

 登入網址： https://hs.digihome.com.tw/store/ 

 

 

 

 

2.2APP 

 名稱：HS店家防護 

 適用對象：使用智慧型手機或平版電腦 

 下載方式說明 

依貴用戶裝置所屬作業系統至 Google Play商店 

或 APP Store 搜尋”HS店家防護”進行下載。 

3. 平台帳號密碼設定 

帳號為用戶申請本服務時提供之自訂帳號，如無提供帳號將以 Email@前的字

串為帳號，密碼將於安裝時由系統透過Email發送至 貴用戶端，登入完成後， 

貴用戶可至”帳號管理”進行變更密碼。 

 

不論是單一店家或是連鎖店家，只提供申請人一個主帳號，主帳號為最大管

理權限，可進行設定所有功能及使用所有服務功能，其餘帳號(子帳號)及權

限設定由主帳號自行新增。(權限與帳號新增請詳見權限管理與帳號管理) 

 

帳號密碼通知說明： 

項目說明/通知方式 Email APP push SMS 

新申裝用戶(Admin 主帳號)帳密通知(welcome letter) V   V 

主帳號忘記密碼 V   V 

子帳號忘記密碼 V V   

**用戶點選忘記密碼後，需至 email信箱點選認證信後方可收到新密碼通知 

 

http://hs.digihome.com.tw/store/
http://hs.digihome.com.tw/store/
http://hs.digihome.com.tw/store/
http://hs.digihome.com.tw/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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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BRO 

4. WEB 平台使用說明 

4.1 WEB 登入頁面說明 

 登入：由圖 1登入頁輸入帳號密碼即可登入 WEB 使用各項功能，登入帳

密時，可 V選記住帳號/密碼，方便下次快速登入。 

 忘記密碼：點選圖 1忘記密碼功能，會發送認證信至信箱，認證完後發

送新密碼。 

 登入首頁：預設為店點管理(圖 2)，依據帳號權限設定顯示店點資訊，

各帳號有差異；右上角會顯示登入名稱/帳號。 

 變更密碼/登出：點選圖 2右上方功能選單可進行變更密碼與登出，點

選變更密碼可輸入新密碼儲存變更 

 

4.2 WEB 登入軟件安裝說明 

WEB網址：https://hs.digihome.com.tw/store/ 

登入說明： 

 僅限 IE 8 以上開啟登入 

 登入後請依據 IE瀏覽器提醒安裝 NVR Live view原件 

 點選安裝 2下即可完成安裝 

 安裝完成可正常觀看即時影像 

 

http://hs.digihome.com.tw/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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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服務使用_即時影像&切換店點 

即時影像：進入即時影像預設為四分割畫面，可進行一/四/九分割畫面切換。 

切換店點：即時監控功能可按下方紅框下拉式選單進型店點切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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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服務使用_即時影像功能列表 

 

 

4.5 服務使用_即時影像_錄影回放 

即時影像錄影回放功能步驟說明： 

1. 如圖 1於即時影像功能列選擇錄影回放>選擇回放區間(日/時/分)>確定。 

2. 如圖 2錄影回放功能提供播放/暫停/快轉/倒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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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服務使用_即時影像_全時錄影預約下載 

即時影像原儲存於本地端 NVR主機，用戶端如欲下載影像需將影像回傳雲端平台

後方能下載，全時錄影預約下載功能步驟如下說明： 

1. 如圖 1於即時影像功能列選擇預約下載>選擇 IPCAM、歷史影像下載區間(日/

時/分)，並可將此下載影像命名(名稱欄位)，方便日後以此名稱做為關鍵字

搜尋（ex.20150808 下載）>確定。 

2. 確定後影像即加入平台排程(圖 2)，可至圖 1【錄影影像】下載檔案至用戶端

電腦。 

註 1：＊影像下載單一檔案限 2小時，超過無法設定預約排程 

註 2：＊影像排程每小時（每整點）執行下載排程．(ex.陳小華於 6/5am10:45

預約下載影像，平台於 6/5am11:00執行下載 ) 

 

4.7 服務使用_錄影影像_全時錄影 

如上頁，預約下載之全時錄影歷史檔案將於【錄影影像】之【全時錄影】單元供

用戶進行查詢、刪除、下載之管理。 

全時錄影預約下載後，平台保留時間為 3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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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服務使用_錄影影像_全時錄影播放 

全時錄影下載播放步驟： 

1. 如右圖 1先下載檔案 

2. 圖 1再點選下載 avs影片播放軟體點選下方 Player .exe 執行 

3. 於圖 2播放視窗中左上角 Open已下載之 avs檔案即可進行播放。 

 
  

https://hs.digihome.com.tw/store/player.exe
https://hs.digihome.com.tw/store/player.exe
https://hs.digihome.com.tw/store/player.exe
https://hs.digihome.com.tw/store/player.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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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服務使用_錄影影像_事件錄影 

事件錄影平台保留 90天 

選擇【錄影影像】之【事件錄影】可以查看告警觸發之事件錄影，用戶可進行查

詢、檔案查看、下載之管理，事件錄影觸發分為如下兩種： 

觸發類別 觸發告警來源 事件錄影 錄影時間 

主動告警 1. 緊急按鈕 

2. WEB平台 

3. APP平台 

有，該店點所有監視器錄影 觸發前 30秒至觸發後 2

分鐘 

入侵告警 監視器(啟動移動偵測

功能) 

有，偵測觸發之單一監視器

錄影 

觸發前 30秒至觸發後 2

分鐘 

 

 
 

4.10 服務使用_異常告警 

 點選下圖紅框異常告警可查詢帳號管轄下各店點之異常告警訊息，亦可匯出

資料。 

 主帳號及緊急聯絡人登入時未讀訊息會顯示數字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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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服務使用_設備障礙 

 點選下圖紅框設備障礙可查詢帳號管轄下各店點之設備障礙訊息，亦可匯出

資料。 

 主帳號及緊急聯絡人登入時未讀訊息會顯示數字提醒。 

 

4.12 服務使用_警報 

點選店點即時影像功能，功能列表右上角【警報】按鈕，會觸發該店點警報器發

響、告警訊息及事件錄影雲端儲存，亦可透過 WEB平台解除警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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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服務使用_操作紀錄 

操作紀錄功能可查詢各帳號之使用者操作紀錄，包含 IP、登入帳號、登入平台、

使用紀錄類別、內容、操作時間，並可將查詢結果匯出（.csv檔）。 

 

4.14 系統管理_組織管理 

 組織管理由用戶自行建置。 

 組織管理功能以樹狀階層方式建立組織架構，可彈性新增/修改/刪除/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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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底層之店點不需建立，以做為底層店點之歸屬，並可依此架構分派權限/

帳號管理於使用者。 

 下圖排序功能：依數字大小排序，數字大的排序優先。 

 

4.15 系統管理_店點管理 

 店點管理可依權限管理/監控轄下各店點狀態。 

 可編輯店點組織、名稱、狀態(啟用/停用)及備註說明。 

 可查看該店點 NVR及監視器的數量。 

 可進行 APP 端【最愛店點】顯示設定 

 可查詢緊急聯絡人資訊(帳號、名稱、信箱、手機) 

 管理者停用該店點則關閉該店點功能。 

 

4.16 系統管理_店點管理_編輯&告警通報方式設定&緊急連絡人設定 

 店點編輯：可進行組織、店點名稱、狀態、備註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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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警通報方式設定：mail預設開啟不可關閉；APP推播預設開啟、手機簡訊

預設開啟，可變更。 

 緊急連絡人設定：可從帳號中挑選帳號加入緊急連絡人，每店點最多 3人。 

 

4.17 系統管理_設備管理 

設備管理可進行 NVR及 IPCAM名稱編輯、移動偵測狀態及設備狀態啟用或停用，

亦可查看 IPCAM 連線狀態與回報時間。 

 

4.18 系統管理_設備管理_監視器編輯 

設備管理點選監視器編輯可進行 IPCAM名稱、狀態之編輯，如果有加購加值服務

之用戶，可依使用需求啟動【移動偵測】功能，開啟【移動偵測】功能之 IPC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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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視範圍內如偵測到異常入侵將觸發警報器發響、告警訊息及事件錄影。 

 

4.19 系統管理_權限管理 

 可依權限名稱及狀態(啟用/停用)進行搜尋。 

 可點選新增權限或是編輯權限進行新增/編輯(下頁說明)。 

 

4.20 系統管理_權限管理_新增/編輯 

新增/編輯權限分為四部分如下說明： 

 A區：可設定權限名稱及狀態(啟用/停用)。 

 B區：可點選自動帶入系統預設的權限(分店長、員工)，再依需求指定 D區

的管理組織及店點即可。(預設權限詳見下頁) 

 C區：針對整個系統權限設定，包含組織管理、權限管理、帳號管理、操作

紀錄可進行權限設定(查看/編輯/新增/刪除/匯出/ALL)。 

 D區：針對組織或店點進行權限管控，包含即時影像、錄影影像、店點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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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管理、告警通報設定、緊急連絡人設定、告警紀錄，可進行權限設定(查

看/編輯/新增/刪除/ALL /匯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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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系統管理_權限管理_預設權限表 

指定帳號群組功能：如不指定帳號群組，V選帳號管理即管理系統內所有帳號，

此功能可依用戶需求，限縮帳號管理的權限，例如指定帳號群組裡選擇 ABC，就

限制帳號管理只能管理 ABC群組的帳號，在此設定前，需先至帳號管理編輯好帳

號群組為 ABC。(詳見帳號管理) 

 

類別 權限名稱 權限設定 
系統管理

者 
店長 員工 

系統

權限 

組織管理 查看/編輯/新增/刪除/ALL  all x X 

權限管理 查看/編輯/新增/刪除/ALL  all x X 

帳號管理 查看/編輯/新增/刪除/ALL  all x X 

指定帳號群組  X 
可自訂(可多

選) 

可自訂(可多

選) 

操作紀錄 查看/匯出/ALL  all x X 

店點

權限 

即時影像 查看/調閱回放/捷圖/ALL  all all 查看 

錄影影像 查看/編輯/新增/刪除/ALL  all all 查看 

店點管理 查看/編輯/ALL  all all 查看 

設備管理 查看/編輯/ALL  all all 查看 

告警通報設定 查看/編輯/ALL  all all 查看 

緊急聯絡人設定 查看/新增/刪除/ALL  all all 查看 

告警紀錄 查看/匯出/ALL  all all 查看 

指定組織   all 
用戶自訂 

(可多選) 

用戶自訂 

(可多選) 

指定店點   all 
用戶自訂 

(可多選) 

用戶自訂 

(可多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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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系統管理_帳號管理 

帳號管理功能，可以關鍵字搜尋帳號名稱、帳號及帳號群組。 

可新增/修改/啟用/停用帳號內容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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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系統管理_帳號管理_新增 

新增帳號說明及定義如表說明。 

項目 說明 定義 

*名稱 必填，姓名或暱稱 可自行定義顯示之名稱(中/英/數)，長度為 1~15 

*帳號 必填 限英數，不含特殊符號，長度為 3~20 

*密碼 必填 英/數，不含特殊符號(長度為 3~20字元) 

*確認密碼 必填  

*Email 必填，需正確填寫  

*手機 必填，需正確填寫  

*權限名稱 必填，可多選  

帳號群組 非必填，可設定特定群組

(ex.內湖東湖員工) 

 

狀態 預設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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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PP 平台使用說明 

5.1APP 登入頁面說明 

 登入：由圖 1 登入頁輸入帳號密碼即可登入 APP使用各項功能，登入帳密時，

可 V選記住帳號/密碼，方便下次快速登入。 

 忘記密碼：點選圖 1左下方忘記密碼功能，會顯示圖 2 頁面，可輸入帳號後 V

選確認，完成認證機制後新密碼會重新發送。 

 版本號：由登入頁圖 1右下方可查看目前 APP版本號。 

 登出：圖 3為成功登入後之主頁畫面，點選圖 3左方上功能選單後，會顯示圖

4功能選單頁，可從選單選擇【登出】APP。 

 

5.2 服務使用_即時影像 

首頁登入後即進入店點即時影像區，如圖 1中間紅框按鍵可進行單一畫面與四分

割畫面切換。 

最愛店點切換：圖 1點選右上方紅框可至圖 2最愛店點頁面進行最愛店點切換。 

在圖 1單一畫面或是四分割畫面監控即時影像時，手機旋轉成橫式畫面，即時影

像畫面也同時旋轉，以符合用戶視覺觀看需求，如圖 3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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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服務使用_切換店點_所有店點 

 可至圖 1功能選單進行切換店點點選後至圖 2頁面。 

 圖 2頁面可進行店點切換或是關鍵字搜尋店點名稱後再選擇店點名稱切換。 

 圖 2店點列表之置右提醒數字為各店點未讀之告警訊息，可點選告警數字後切

換至該店點異常告警頁面查看告警訊息。 

 

5.4 服務使用_切換店點_最愛店點 

如圖 1點選【新增】按鈕，可新增最愛店點(圖 4)。 

點選圖 1【編輯】按鈕，可至圖 2頁面刪除店點或進行最愛店點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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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服務使用_異常告警 

點選圖 1主功能頁面下方紅框快捷鍵可至異常告警頁面。 

如圖 2異常告警頁面可查看【異常告警】及【設備障礙】訊息，點選右上角篩選鍵，

可進行時間區間篩選或自行定義時間篩選訊息(如圖 3、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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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服務使用_緊急電話 

點選主功能圖 1 頁面下方快捷鍵【緊急電話】至圖 2頁面，可直接撥打 110/119/

當地警局或緊急連絡人電話，緊急聯絡人每店點設定至多 3人，設定詳見系統管

理之緊急連絡人設定。 

 

5.7 服務使用_警報 

點選主功能圖 1 頁面下方快捷鍵【警報】至圖 2頁面，可啟動警報器發響或是關

閉警報，觸發警報會引發警報器發響、告警訊息及事件錄影。 

 

5.8 服務使用_錄影影像_全時錄影 

點選主頁功能選單鍵進入圖 1後可選擇【錄影影像】之監視器(圖 2)，監視器之【全

時錄影】回放可選擇最近一小時或自訂時段選擇欲查看之歷史影像，自訂時段(圖

4)需選擇日期及時間區間(區間不能超過一小時)，如為基本方案影像最多查詢至最

近 30天，如有高容量全時錄影之需求，可向貴府之系統台申請加值方案，最多可

查詢 60天錄影儲存之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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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服務使用_錄影影像_事件錄影 

選擇【錄影影像】監視器之【事件錄影】可以查看告警觸發之事件錄影，事件錄影

觸發分為兩種： 

觸發類別 觸發告警來源 事件錄影 錄影時間 

主動告警 1. 緊急按鈕 

2. WEB平台 

3. APP平台 

有，該店點所有監視器

錄影 

觸發前 30秒至觸發後 2

分鐘 

入侵告警 監視器(啟動移動偵測功能) 有，偵測觸發之單一監

視器錄影 

觸發前 30秒至觸發後 2

分鐘 

註：事件錄影平台保留時間為 9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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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服務使用_操作紀錄 

點選功能選單之【操作紀錄】(圖 1)可查看各帳號登入的終端平台、時間、使用操

作紀錄(圖 2)，亦可依時間篩選操作紀錄(圖 3、圖 4) 

 

5.11 系統管理_組織管理 

組織管理由用戶自行建置。 

組織管理功能以樹狀階層方式建立組織架構，可彈性新增/修改/刪除/排序(圖 3

至圖 5)，最底層之店點不需建立，以做為底層店點之歸屬，並可依此架構分派權

限/帳號管理於使用者。 

 

5.12 系統管理_店點管理 

店點管理可依權限管理/監控轄下各店點狀態。 

可編輯店點組織、名稱、狀態(啟用/停用)及備註說明。 

可查看該店點 NVR 及監視器的數量。 

管理者停用該店點則關閉該店點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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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系統管理_設備管理 

設備管理可進行 NVR及 IPCAM名稱編輯、移動偵測狀態及設備狀態啟用或停用，

亦可查看 IPCAM 連線狀態與回報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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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系統管理_權限管理 

點選功能選單之系統管理可選權限管理(圖 1)進行新增/編輯/搜尋權限。(圖 3、圖

4) 

新增權限分為四部分如圖 4說明如下： 

 A區：可點選自動帶入系統預設的權限(分店長、員工)，依需求指定 D區的

管理組織及店點即可。(預設權限詳見下頁) 

 B區：可設定權限名稱及狀態(啟用/停用)。 

 C區：針對整個系統權限設定，包含組織管理、權限管理、帳號管理、操作

紀錄可進行權限設定(查看/編輯/新增/刪除/匯出/ALL)。 

 D區：針對組織或店點進行權限管控，包含即時影像、錄影影像、店點管理、

設備管理、告警通報設定、緊急連絡人設定、告警紀錄可進行權限設定(查

看/編輯/新增/刪除/ALL /匯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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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系統管理_權限管理_預設權限表 

指定帳號群組功能：如不指定帳號群組，V選帳號管理即管理系統內所有帳號，此

功能可依用戶需求，限縮帳號管理的權限，例如指定帳號群組裡選擇 ABC，就限制

帳號管理只能管理 ABC群組的帳號，在此設定前，需先至帳號管理編輯好帳號群組

為 ABC。(詳見帳號管理) 

類別 權限名稱 權限設定 
系統管理

者 
店長 員工 

系統

權限 

組織管理 查看/編輯/新增/刪除/ALL  all x X 

權限管理 查看/編輯/新增/刪除/ALL  all x X 

帳號管理 查看/編輯/新增/刪除/ALL  all x X 

指定帳號群組  X 
可自訂(可多

選) 

可自訂(可多

選) 

操作紀錄 查看/匯出/ALL  all x X 

店點

權限 

即時影像 查看/調閱回放/捷圖/ALL  all all 查看 

錄影影像 查看/編輯/新增/刪除/ALL  all all 查看 

店點管理 查看/編輯/ALL  all all 查看 

設備管理 查看/編輯/ALL  all all 查看 

告警通報設定 查看/編輯/ALL  all all 查看 

緊急聯絡人設定 查看/新增/刪除/ALL  all all 查看 

告警紀錄 查看/匯出/ALL  all all 查看 

指定組織   all 
用戶自訂 

(可多選) 

用戶自訂 

(可多選) 

指定店點   all 
用戶自訂 

(可多選) 

用戶自訂 

(可多選) 

5.16 系統管理_帳號管理 

帳號管理可新增/修改//啟用/停用帳號，帳號設定說明如下： 

項目 說明 定義 

*名稱 必填，姓名或暱稱 可自行定義顯示之名稱(中/英/數)，長度為 1~15 

*帳號 必填 限英數，不含特殊符號，長度為 3~20 

*密碼 必填 英/數，不含特殊符號(長度為 3~20字元) 

*確認密碼 必填  

*Email 必填，需正確填寫  

*手機 必填，需正確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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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限名稱 必填，可多選  

帳號群組 非必填，可設定特定群組

(ex.內湖東湖員工) 

 

狀態 預設開啟  

 

5.17 系統管理_告警通報設定 

用戶可至功能選單的系統管理選擇【告警通報設定】(如圖 1)，針對該店點設定通

報方式將緊急訊息通知緊急聯絡人，系統設定電子郵件必收不能調整；APP推播預

設開啟、簡訊通知預設開啟，可依用戶需求進行調整。 

註：此設定僅限安全加值服務之【主動告警】與【入侵告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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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 系統管理_緊急連絡人設定 

用戶可至功能選單的系統管理選擇【緊急聯絡人設定】(如圖 1)，可以用戶需求

設定緊急連絡人，每店點最多設置 3人。 

緊急連絡人新增是從帳號裡選擇帳號加入緊急連絡人(圖 3)，加入後系統會自動

將帳號名稱、信箱、手機號碼帶入(圖 5)，用戶亦可用關鍵字搜尋帳號加入(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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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設備簡介 

1.NVR 主機 

作為用戶端連接監控設備與安控設備之中介者，本地儲存監控畫面，並將各類型

監控事件回傳於雲端。 

 

編號 功能顯示 說明 

1 電源/警報 NVR 開啟時電源指示燈即亮起。 當系統偵測到系統的警報，此指示燈則會閃爍。 

2 網路 當 NVR網路連線時， 網路指示燈會亮起。 

3 錄影指示燈 當 NVR開始錄影時，錄影指示燈號亮起。 

4 頻道指示燈 當系統特定頻道連接到網路攝影機時， 此指示燈亮起。 

5 USB 埠 USB 2.0 埠用以連接設備， 例如 USB 滑鼠或者 USB 隨身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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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功能顯示 說明 

1 聲音輸入 連接麥克風或者攝影機的音訊輸出至聲音輸入接頭 

2 VGA 連接 VGA 螢幕至 VGA 輸出接頭。 

3 HDMI 連接 HDMI 螢幕至 HDMI 輸出接頭。 

4 WAN埠 用於 RJ-45 網路連接。 

5 LAN埠 連接網路 hub， 由 hub 連接至網路攝影機 

6 警報輸出 N.C 或 N.O 類型的警報訊號輸出。 

7 警報輸入 連接最高 4個警報輸入至警報輸入接頭。   

8 RS485 連接 PTZ 攝影機至 RS485埠。 

9 聲音輸出 連接揚聲器或者其他音訊輸出設備至聲音輸出接頭。 

10 USB埠 連接 USB 設備之接頭。 

11  電源 。 將 DV12V 的電源插到電源插座

2.網路攝影機 

為高畫質的 IP 網路攝影機，因具有紅外線 LED，所以可供日間錄影和夜間錄影

使用。(使用 POE 供電或 12V DC變壓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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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緊急按鈕與警報器 

為有線式之安控設備，於突發事件用戶可按下緊急按鈕，使警報器(蜂鳴器)高分

貝鳴叫(95分貝)，並回傳事件與平台。(蜂鳴器使用 12V DC 變壓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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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障礙排除 

常見問題簡易排除 

常見問題 簡易排除/檢測方式 示意圖 

即時影像下，本地

螢幕畫面本來有

影像的頻道後來

變成藍畫面 

1.請先確認主機背板連接之網

路線是否鬆脫 

2.重新插拔藍畫面之攝影機網

路線 
 

本地螢幕畫面變

成全黑的狀況 

1.請確認 NVR的燈號是否正

常，或電源線是否有鬆脫現象 

2.螢幕電源是否脫落 

 

本地螢幕顯示"硬

碟溫度過高"訊息 

(因 NVR偵測到硬碟溫度超過 60

度就會出現此訊息) 

1.確認 NVR放置的環境，確保通

風，讓 NVR的風扇發揮散熱的功

能，以確保硬碟不要在過熱的環

境能正常工作 

 

*如遇障礙無法排除時，請聯絡 貴府有線電視客服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