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安裝完自動開啟主畫面.

GL-E38監控軟體概述
這是主螢幕,可觀看攝影機提供的影像以及操作個別攝影機.

1. 監控螢幕:這裡會顯視攝影機的影像.根據設定的不同,
您可以不同的方式觀看.

2. 頻道狀態: 這塊區域會顯視個別攝影機的狀態.

: 這個圖示代表攝影正在監控

: 這個圖示代表攝影機在待機中

: 這個圖示代表攝影機正在錄影

: 這個圖示代表攝影機的聲音裝置是開啟的

3. 操作選單: 這個區塊允許您做下列事項.

· 快照(Snapshot): 將攝影機的影像拍照存檔

· 偵查(Detect): 切換監控模式/待機模式

· 網路伺服器(Web Server): 啟動遠端網路監控模式

· 設定(Setup): 進入 BlueJay Viewer的設定區

· 迴放(Playback):進入迴放模式來觀看側錄影片



4. 攝影機/螢幕控制: 這個區塊控制下列功能 :

: 訊號,無線攝影機訊號強弱

: 重新設定無線攝影機頻道

: 開啟快照資料夾觀看照片記錄

: 控制監控螢幕的大小

: 顯示單一監控頻道

: 顯示多個監控頻道

5. 頻道資訊: 顯示正在使用的頻道資訊

顯示多個監控頻道
先將攝影機接在電腦上,再重新設定無線攝影機頻道,按下

顯示多個監控頻道的圖示後,就會出現以下畫面,最多可以

同時顯示四個攝影機的影像

按下顯示多個監控頻道的圖示後,同時顯示四個攝影機的

影像

系統設定頁面
WirelessGuard的主要設定項目如下

1. 語系: 目前WirelessGuard語文的介面

2. 郵件伺服器: 設定動態偵測通知的電子信箱伺服器

3. 系統啟動時同步執行: 允許使用者事先設定開啟時的

選項,包括:

· 啟動監控: viewer開啟時,使用監控模式

· 啟動網路伺服器: 開啟 viewer的網路伺服器

4. 循環錄影(Recurring Recording): 新錄影覆蓋舊錄影

以節省硬碟空間

5. 儲存(Record): 存放錄影與影像擷取的檔案位置

6. 網路伺服器(Web Service): 網路伺服器設定

· IP 位置(IP Address): 本 viewer 網路伺服器的 IP 位置

· 網路伺服器的埠(Web Server Port): 網路伺服器的埠

· 網路伺服器帳號(Web Server Account): 預設值是 “user”

· 網路伺服器密碼(Web Server Password): 網路伺服器的密碼

· MMS 伺服器埠(MMS Server Port): Microsoft Media Server伺服器埠

MMS伺服器(MMS Server Channel): Microsoft Media Server伺服器頻道啟動與否



網路伺服器
先在主螢幕按下網路伺服器(Web Server)按鈕,再開啟網頁瀏覽器軟體並輸入http:\\網路伺服器的IP位置:7788後,就會出現以

下畫面

1.輸入網路伺服器的網址

2. 顯視攝影機的影像

3.如果沒有顯示攝影機的影像,請到此連結下載軟體

MMS伺服器
先在主螢幕按下網路伺服器(Web Server)按鈕和在系統設定頁面啟動Microsoft Media Server伺服器頻道,再開啟”我的電腦”
並在下圖位置輸入mms:\\網路伺服器的IP位置:7788

1.輸入 MMS伺服器網路位址

2. 顯視攝影機的影像



基本設定
使用者可設定欲顯示在監控螢幕上的資訊.

1. 名稱和提示(Name & note): 自訂攝影機名稱以及描述

2. 文字顯示(Text Display): 使用者設定個別頻道螢幕顯示資訊

· 頻道資訊(Channel Information): 勾選是否顯示頻道編號及頻道名稱

· 日期時間資訊(Date Time): 勾選要顯示的日期,時間,與(或)星期

· 文字大小(Font Size): 調整顯示文字的大小

· 文字顏色(Forecolor): 螢幕上的文字顏色

· 背景顏色(Background): 螢幕上的文字背景顏色

浮水印(Watermark): 勾選是否要顯示自訂浮水印於螢幕上

影像調整
如果攝影機是以特別的方式安裝,請於此調整圖像角度.

1.選擇以下的方式來調整畫面:
左右相反(Flip Horizontal): 水平翻轉影像

上下顛倒(Flip Vertical): 垂直翻轉影像

旋轉影像(Rotate): 設定旋轉影像的角度跟

方向

2.影像調整

Brightness：亮度

Saturation：飽和度

Gamma：色差



左右相反

勾選左右相反(Flip Horizontal)後,會顯示左右相反的影像

上下顛倒

勾選上下顛倒(Flip Vertical)後,會顯示上下顛倒的影像

旋轉影像

勾選旋轉影像(Rotate)並選擇旋轉的方向後(Counter-Clockwise\Clockwise),調整旋轉角度(Rotation Angle)就可以顯示出旋

轉的影像



錄影設定
錄影模式設定如下

1. 影像品質(Image Quality) :

· 解析度(Resolution): 調整錄影影像的解析度大小

· 畫質(Quality): 影像的錄影品質

2. 監控錄影(Surveillance Mode) : 錄影方式包括 :

· 選項一 :
- 排程（Schedule Based）: 進入監看模式並按照預設的時間錄影

- 即按即錄（Record (During Detection)）: 在監看模式下,允許錄影

- 不錄影（View Only (No Recording)）: 在監看模式下,只監控不錄影

· 第二個選擇項目：

- 全時（Full-time）: 持續錄影

- 觸發（Triggered）:選擇觸發後,會新增出動態偵測(Motion Detect)與警報設定(Alert Setting)兩個頁面,當軟體偵測

到有位移狀況時會自動錄影一段時間

3. 編輯排程(Schedule Based): 當”選項一”設定為 “排程”時, 您可以：

· 新增排程（Add new Schedule）: 增加新的排程

· 修改排程（Edit Schedule）: 修改已存在的排程

刪除排程（Delete Schedule）: 刪除所選擇的排程



新增排程
在網路設定頁面中,按下新增排程（Add new Schedule）鈕後,就會出現以下畫面週期性的(Periodically)

1.排程類別(Scheduling Type):
週期性的(Periodically):
可以設定某一天要錄影的時段

2.設定開始日期(Start Date)和結束日期(End Date):
可以設定錄影開始與結束的日期時間

每日的(Daily)

1.排程類別(Scheduling Type):
每日的(Daily):
可以設定每天要錄影的時段

2.設定開始時間(Start Date)和結束時間(End

Date):
可以設定錄影開始與結束的時間,或者勾選

Operative period 來選擇日期



每星期的(Weekly)

1.排程類別(Scheduling Type)
每星期的(Weekly):
可以設定每週星期幾要錄影的時段

2.設定開始時間(Start Date)和結束時間(End Date):
可以設定錄影開始與結束的時間,或者勾選

Operative period 來選擇日期

3勾選時間(Weekly Scheduling):
選擇星期幾要執行此排程

每月的(Monthly)

1.排程類別(Scheduling Type)
每月的(Monthly):
可以設定每月何日要錄影的時段.
2.設定開始時間(Start Date)和結束時間(End Date)
可以設定錄影開始與結束的時間,或者勾選

Operative period 來選擇日期

3.勾選時間(Monthly Scheduling):
選擇要何日執行此排程

位移(動態)偵測



1. 預覽: 點擊 “重新取圖(Refresh View)” 鍵來更新影像

2. 偵查區塊設定: 在預覽螢幕上劃出特定偵測區塊

· 全域偵測(Full Area Detection): 偵測螢幕上所有的區塊

· 區塊偵測(Custom Detection): 只偵測使用者自訂的區塊範圍

· 新增偵測區塊(Add New Area):持續按住滑鼠任意在預覽螢幕上增加新的區塊

· 刪除偵測區塊(Delete Area): 在預覽螢幕上選擇欲刪除的區塊,即可刪除

· 清除所有偵測區塊(Delete All Areas): 刪除預覽螢幕所有的偵測區塊

· 測試(Test Detection): 請移動實體物件, 當偵測到移動時 區塊會改變顏色,即為測試成功

3. 靈敏度(Sensitivity): 調整偵測區塊的靈敏度

新增偵測區塊

選擇區塊偵測和按下新增偵測區塊按鈕後,
會出現以下畫面

可持續按住滑鼠任意在預覽螢幕上增加新的

區塊.

警報設定

當監控錄影設定為”觸發(Triggered)”時 ,
偵測觸發警報通知設定如下

1. 螢幕震動(Vibration Alert): 當偵測到物

件移動時,viewer的視窗會震動

2. 螢幕警語(Message Alert): 當偵測到物

件移動時, 螢幕跳出文字警告

3. 聲音警示(Sound Alert): 當偵測到物件

移動時,播放預設的警音

4. 電子郵件通知(E-mail Alert): 傳送警告

信件至電子信箱（須事先設定電子信箱伺服

器）



錄影迴放
錄影迴放和搜尋記錄影片方式如下.

1. 播放螢幕: 播放儲存的影片

2. 智慧搜尋選項: 請先選取影片及開啟右方 “啟動智慧搜尋(Start intelligent search)” ,才能啟動選項設定搜尋區塊.
- 搜尋設定(Setup Search): 先開啟搜尋設定,然後增加/移除搜尋區塊

- 新增搜尋區塊(Add new block): 增加錄影迴放時,要搜尋的區塊

- 刪除搜尋區塊(Delete block): 刪除已設定的搜尋區塊

- 清除所有搜尋區塊(Clear all blocks): 刪除所有已設定的區塊

- 靈敏度(Sensitivity): 區塊搜尋的靈敏度

- 搜尋(Search): 執行搜尋

3. 時間和頻道查詢: 可以設定影片時段以及錄影頻道條件,點擊 “查詢(Query)” 鍵會過濾出在“影片清單(Record List)”中的

影片

4. 影片清單(Record list): 選擇影片和決定是否刪除它以及打開您的錄影文件目錄

5. 撥放進度(Video tracker): 顯示影片播放進度

6. 錄影迴放控制(Playback controls): (由左至右)
- 播放鍵

- 停止鍵

- 上一段影片

- 回轉倒帶

- 快轉

- 下一段影片

- 播放速度Playback speed (1x, 2x, 4x, 8x, 16x)
7. 快照選擇區: 按下攝影機圖示立刻擷取主螢幕快照,按下資料夾圖示開啟照片檔案



熱門問題選集

Q: 為什麼有些攝影機和(或)螢幕控制選項無法使用?
A: 有些控制選項只能在單一頻道模式使用.同樣的,您需要跳出監控模式才可使用某些選項 .

Q: 為什麼我不能進入設定頁面或錄影回放頁面?
A: 您需要離開監控模式來進入這些頁面.

Q: 為什麼我不能使用上下,左右轉動與(或)將畫面推進拉遠?
A: 這些功能只有在單一頻道的模式下才可使用,或者您的攝影機本身並不支援上下左右轉動以及畫面推進拉遠功能.

Q: 我沒有固定IP位址,我可以選擇DDNS嗎?
A: 此網路攝影機支援 DDNS, 但您仍然可以透過IP位址或DNS位址進入它.

Q: 為什麼當我進入監看模式後 viewer沒有開始錄影 ?
A: 請再次確認頻道的錄影設定. 確定您設定的錄影選項是正確的.如果您是選擇全時間錄影,它應該會一直持續錄影,如果是

觸發模式,只有當攝影機偵測到移動物體時才會錄下畫面.

Q: 當我開啟網路伺服器,為什麼不能看到其它台電腦裝的攝影機影像?
A: 請確認區域連線的防火牆設定使否會阻擋特定程式,以及輸入的IP位址是正確的.

Q: “不能連結下列頻道:CH**(Can not connect to following channel(s): CH**)” 是甚麼意思?
A: 它的意思是viewer偵測不到網路攝影機.這可能是因為網路連線設定不正確所致,請確認網路連線設定是正確的.

Q: 出現 “不能進入下列頻道 : CH**(Can not import to the following channel(s): CH**)” 是甚麼意思?
A: 它的意思是網路伺服器和另一個IP位址衝突了. 請再次確認所有的網路設備正確分配到IP位址.

Q: “錯誤:沒有多餘的空間 (No buffer space error)” 和 “虛擬隨機存取記憶體不足(Virtual RAM insufficient)” 是甚麼意思?
A: 它的意思是您的電腦系統可利用空間很少 (意指記憶體容量不足). 升級您的記憶體會大幅滿足它的需求. 我們強烈建議

您的電腦要裝備1GB的RAM記憶體.

[產地]台灣

[台灣展示中心]綠廣興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六段388號
886-2-2788-8787
E-MAIL service@taiwan-spy.com
URL1 http://www.greenleaf.com.tw
URL2 http://www.taiwan-spy.com
SHOP http://shop.taiwan-sp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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