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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概觀

DCS-2132L HD夜視型無線網路攝影機

CAT5 乙太網路線

電源供應器

光碟 (包含使用手冊及安裝程式)

產品使用手冊

注意：若使用非原廠的電源供應器，或使用與原廠電壓規格不同的
電源供應器，可能會損壞裝置並使保固失效。

若包裝內缺少以上任何項目，請聯絡您的經銷商。

包裝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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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感謝您購買 DCS-2132L HD 夜視型無線網路攝影機，DCS-2132L 是適合於小型辦公室或居家環境多功能且獨一無二的解決方案。

有別於一般的網路攝影機，DCS-2132L 內建CPU及網頁伺服器，用來傳送高品質的影像做為居家安全及監控的完整系統。您可
從任何在區域網路端的電腦/筆記型電腦，或透過網際網路以網頁瀏覽器來遠端存取和控制攝影機。

簡易的安裝方式及直覺式的網頁設定介面讓 DCS-2132L 很容易的與您現有的乙太/高速網路或 802.11g/n 無線網路做連結，且 
DCS-2132L 也具有遠端監控和移動偵測功能，是完整及具有成本效益的居家安全解決方案。

系統需求
• 使用 Microsoft Windows® 7、Vista®、XP、Mac OS 或 Linux 的電腦 (光碟設定精靈用)

• CPU 1.3GHz 或以上，至少 128MB RAM 

• Internet Explorer版本 7 以上，Firefox 3.5 以上，Safari 4 或 Google Chrome 8.0 以上

• 現有 10/100 乙太網路或 802.11n 無線網路

• MicroSD 記憶卡(選擇性)， 建議使用SDHC Class 6 或以上規格的記憶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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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

使用簡便 - DCS-2132L 是有內建CPU的獨立系統，不需像電腦影像擷取卡的特殊硬體或軟體。DCS-2132L 同時支援 Internet Explorer 使用的 ActiveX 
模式，以及其他瀏覽器（如Firefox 與 Safari）使用的 Java 模式。

支援多種平台 - 支援TCP/IP通訊協定、HTTP、及其他相關的網路通訊協定，因為 DCS-2132L 採用標準化功能，容易與其他網際網路/內部網路的應
用程式做結合。

支援 802.11n 無線網路或乙太網路/高速乙太網路 - DCS-2132L 支援無線 802.11n 與乙太網路/高速乙太網路連線，可讓 DCS-2132L 輕易整合到現
有的網路環境。DCS-2132L 可在傳統的有線10Mbps 乙太網路或100Mbps高速乙太網路上運作，亦可在802.11n路由器或存取點環境下運作，提供更
高的彈性。您也可透過站台搜尋功能來檢視並連接可用的無線網路。

網頁介面設定 - 使用標準的網頁瀏覽器，管理者可以透過內部網路或網際網路直接用它內建的網頁介面來設定和管理網路攝影機，表示您可以隨時
隨地存取您的 DCS-2132L。

應用廣泛 - 在現今高速網際網路的服務，網路攝影機提供透過網際網路來瀏覽即時影像及遠端監控的理想解決方案。讓使用者可隨時隨地從遠端以網頁
瀏覽器來存取即時影像及管理網路攝影機。網路攝影機可以應用的範圍很廣，包含工業及家庭、辦公室、銀行、醫院、托兒所和遊樂園的公共監控。

遠端監控公用程式 - D-ViewCam 應用程式為網路攝影機提供更強大的功能與特性，讓管理人員透過網際網路或內部網路，從遠端來設定、存取網路
攝影機。其他功能包括影像監控、將影像錄製到硬碟、在螢幕上一次監控多達32台攝影機，以及快照功能。

IR LED 全天候功能 - 內建紅外線 LED，具有最遠 16 呎 (5 公尺) 的夜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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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體概觀

正面

1 狀態指示燈 顯示攝影機目前的狀態

2 WPS 狀態指示燈 顯示攝影機的WPS連線狀態

3 紅外線指示燈 用於夜間的照明

4 PIR 感應器 用於移動偵測的被動式紅外線感應器

5 鏡頭 鏡頭

6 麥克風 收錄環境內的聲音

7 ICR 感應器 ICR感應器偵測光源條件和切換顏色和紅外線

8 喇叭 音訊輸出

1

2
3

4

5

6

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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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面

1 乙太網路埠 RJ45 乙太網路連接埠

2 WPS 按鈕 按下此按鈕，再按下您路由器上的WPS按鈕約5秒來自動建立無線連線

3 Reset 重置孔 按壓此孔約10秒，待設備重開機後即可回復設定至原廠預設值

4 電源連接孔 電源供應器連接孔

5 DI/DO 連接孔 外接裝置的 I/O 連接埠

6 調整環 轉緊或轉鬆來調整攝影機的位置

1

3

4
5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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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面

1 Micro SD 卡插槽 插入SD卡可存放照片和錄影檔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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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網路安裝考量
D-Link 無線網路攝影機讓您隨時隨地用無線方式連上網路，只要您位在無線網路的涵蓋範圍內即可。但請注意，無線電訊號所穿過的牆壁、天花板
或其他物件的數量、厚度與位置，都會限制涵蓋範圍。一般範圍會隨家中或辦公室的建材與背景 RF (無線電波) 雜訊而改變。若想盡量擴大涵蓋範
圍，請遵循以下基本原則：

1. 盡量減少網路卡與其他網路裝置（如網路攝影機）之間的牆壁與天花板數量。每道牆壁或天花板都會減少涵蓋範圍 3-90 呎（1-30 公尺）。

2. 注意網路裝置之間的直線角度。比方說，一道 1.5 呎（0.5 公尺）厚的牆，若以 45 度角穿過，則穿透厚度為 3 呎（1 公尺）左右。若用 2 度
角穿過，就會超過 42 呎 (14 公尺) 厚。請調整好裝置位置，讓訊號盡量以直線方式 (而非以某個角度) 穿過牆壁或天花板，收訊會比較好。

3. 建材也有影響。較硬的金屬門或鋁門窗會減弱訊號。請調整好無線基地台、無線路由器和其他網路裝置的位置，盡量讓訊號穿過石牆或開
放的門口通道。玻璃、鋼鐵、金屬、隔熱牆、水 (水槽)、鏡子、檔案櫃、磚塊與水泥都會使訊號衰減。

4. 將裝置遠離會產生 RF 干擾的電子裝置或設備至少 3-6 呎（1-2 公尺）。

5. 若您使用 2.4GHz 無線電話或有其他無線頻率干擾源（如微波爐），無線網路訊號會大幅衰減甚至完全消失。請讓 2.4GHz 電話基地台盡量
遠離無線裝置，即使話機沒有通話中還是會產生無線電波。

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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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設定

將內附電源供應器插入 DCS-2132L 背面的電源插孔，另一端插入牆上的
插座或電源延長線。若 DCS-2132L 的電源指示燈亮紅色時表示電源連接
正常，亮綠燈時表示網路線已正確連接。

將內附乙太網路線的一端連接至 DCS-2132L 背面的網路孔內，另一端則
連接到雲路由的網路埠內。

連接乙太網路線

連接電源線

若您有一台 D-Link 雲路由的設備，則您可以利用零設定的獨特設計來輕鬆完成攝影機的設定。

零設定可以自動為您的攝影機配置有線和無線網路的設定，並且將攝影機自動加入您的 mydlink 帳戶，您只要將攝影機連接電源線和連線網路線至
雲路由即可。

只要簡單的三個步驟，您就可以透過 mydlink 的服務來遠端監控及管理您的攝影機。



 13

第二章 - 安裝

D-Link DCS-2132L 使用手冊

使用任何一台在區域網路內的電腦，打開網頁瀏覽器至 mydlink的網站並
登入您的帳號，當 mydlink 平台偵測到攝影機時，會在視窗的左下角出現
一個「新裝置」的訊息，請點選裝置的名稱。

自動出現新裝置的詳細資料，若您確定要加入此設備至您的 mydlink 帳

戶，請將資料記下並按下「是」的按鈕。

登入 mydlink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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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設定的功能已自動為攝影機完成所有的設定，並成功的將攝影機加入您
的 mydlink 帳戶，您可以開始在 mydlink 平台上觀看和管理您的攝影機。

路由器內的無線設定已自動傳送至攝影機內，所以若您想要使用無線連
線，只要直接將網路線拔除，攝影機即可自動與路由器建立無線連線，
您可以將攝影機放置在您想要的位置，立即觀看及管理。

使用無線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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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機設定精靈
若您沒有雲路由的設備，請在您電腦放入包裝內的安裝光碟來自動執行程式。 

mydlink 設定精靈開啟後請按下「設定」的按鈕來開始安裝，此程式可協助您完成從連接硬體到設定攝影機的完整安裝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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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PS 按鈕設定

您可以使用 Wi-Fi 保護設定 (WPS) 來建立攝影機的無線連線。

若要建立 WPS 連線：

步驟一、

按住攝影機背面的 WPS 按鈕約 5 秒鐘，按鈕上方的 WPS 狀態指示燈會
開始閃爍藍燈。

步驟二、

在 60 秒內按下您路由器上的 WPS 按鈕，WPS 按鈕通常在您路由器的正
面或側邊。有些路由器您可能需要登入至設定介面去按下按鈕來啟動 WPS 
的功能。若您不確定 WPS 按鈕在您路由器上的哪個位置，請您參考您路
由器的使用手冊。

DCS-2132L 會自動與您的路由器建立無線連線。當執行連線時，在攝影
機上的狀態指示燈會持續閃爍，在連線完成後狀態指示燈會變成恆亮，
之後攝影機會重新開機。

WPS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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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 mydlink平台

mydlink 平台
在攝影機註冊至 mydlink 帳戶後，您將可以由遠端從 www.mydlink.com 的網站來存取您的攝影機，以您的 mydlink 帳戶登入後
可以看到以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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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 mydlink平台

攝影機狀態
此頁面顯示設備的線上狀態，線上狀態有以下幾種：

綠色勾選的圖示表示您的攝影機是線上狀態並且已經就緒可使用。

黃色驚嘆號的圖示表示您的攝影機是線上狀態，但是攝影機密碼已被
變更，您需要輸入新的攝影機密碼來重新存取攝影機。

紅色打叉的圖示表示您的攝影機是離線狀態且目前無法被遠端存取。

若您的攝影機是離線狀態，可嘗試以下動作:

• 確認您的攝影機可正常連線至網際網路

• 嘗試將您的路由器重新開機

• 查看您攝影機的線路並確認都已接緊

• 查看您攝影機上的LED燈是否為綠燈恆亮

若您仍然無法存取您的攝影機，請將您的攝影機重設回復出廠預設值，再執行零設定或光碟內的攝影機安裝精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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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 mydlink平台

即時視訊
螢幕的主畫面預設會選取即時視訊標籤，若攝影機在線上則會顯示即時影像。若您從同一個區域網路端的電腦來瀏覽您攝影機，
影像會以 VGA 解析度 640x480 來呈現。若從遠端網路的電腦來瀏覽您的攝影機，影像則會以 QVGA 解析度 320x240 來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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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 mydlink平台

播放

播放的標籤可讓您瀏覽錄製在 SD 卡內的影片。

在下拉式清單中選擇您想預覽的影片日期，然後從搜尋到的影片中選擇
您想看的來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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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 mydlink平台

設定
此標籤顯示多種有關攝影機的資訊。

設定給攝影機的名稱，此名稱是特別用來協助您
辨認此裝置。

顯示您攝影機的mydlink號碼。

顯示您攝影機的型號。

顯示您攝影機的MAC位址。

顯示您攝影機註冊於mydlink的日期和時間。

選擇錄影設定的項目後會出現各自設定的頁面。

攝影機名稱：

mydlink 號碼：

機型名稱：

MAC：

攝影機啟動於：

錄影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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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影設定

偵測到動作時錄製視訊
剪輯片段：

電子郵件通知：

視訊剪輯片段：

選擇此項目來啟用偵測到動作時錄製影片。

新增偵測區域：
繪製您想要觸發移動偵測的區域。

移除偵測區域: 
清除區域內自動觸發動作的區域。

清除所有偵測區域：
清除所有已設定的偵測區域。

重新整理快照：
更新目前監控區域的快照。

降低偵測動作的敏感度。

增加偵測動作的敏感度。

啟用或停用電子郵件通知功能。

若記憶卡空間不足時，使用者可選擇繼續錄影並
覆蓋之前的檔案，或是停止錄影並寄出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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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 mydlink平台

電子郵件通知：

依排程錄製
視訊剪輯片段：

視訊剪輯片段
錄影模式：

啟用或停用電子郵件通知功能。

選擇此項目來啟用連續的或在指定時間錄影。

若記憶卡空間不足時，使用者可選擇繼續錄影並
覆蓋之前的檔案，或是停止錄影並寄出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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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 mydlink平台

進階設定

進階設定：

顯示密碼：

刪除攝影機：

點選此按鈕會開啟一個網頁連結到您攝影機的設
定管理頁面 (如右下圖)，登入帳號密碼後即可以
查看或修改攝影機的設定。

勾選此項目可以查看攝影機的登入密碼。

若您要將攝影機加入到其他帳號內，可點選此按
鈕來將此攝影機從此帳號中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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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 mydlink平台

Events

當偵測到動作時錄製
視訊剪輯片段： 選擇此項目來啟用移動偵測錄影的功能。

標示頁面為已讀取：按下此按鈕將會標示
目前事件通知的頁面為已讀取。

標示所有頁面為已讀取：按下此按鈕將會
標示所有事件通知的頁面為已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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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使用網頁設定介面

攝影機內建的網頁設定介面讓您可以輕鬆的管理和設定您的 DCS-2132L。您可以在 Internet Explorer 或是 Mozilla Firefox 網頁
瀏覽器的網址列輸入您攝影機的 IP 位址，用「admin」和您在設定精靈內建立的密碼來登入至設定網頁，若您沒有建立密碼，
則預設密碼為空白，在輸入完密碼後點選「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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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影像

此頁面顯示攝影機的即時影像，您可以點選在視窗下方的任何項目來使用。您也可以從左下角的下拉式清單中選擇您要顯示的語言。在即時影像的
視窗內可以利用滑鼠來放大或縮小影像。

數位輸入指示圖 偵測到數位輸入訊號時圖示顏色會改變。

移動觸發指示圖
當事件被觸發時此圖示的顏色會改變。

備註：攝影機的移動偵測功能必須啟動。

錄影狀態指示圖 當錄影正在進行中時圖示的顏色會改變。

控制面板 此控制面板可用來控制鏡頭的方向。

自動巡邏 開始自動巡邏的功能。

停止 停止自動巡邏

預設點路徑 依預先定義好的路徑開始攝影機的動作。

您可以選擇0~64間的數值，數值越大速度越快。.ePTZ 速度：

此項目顯示 SD 卡的狀態。若沒有插入 SD 卡
時，此項目會顯示 「Card Invalid」的訊息。

此項目顯示 I/O 裝置的狀態。

SD 狀態：

IO 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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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 按鈕名稱 功能

設定資料按鈕 按此按鈕可在多個影像設定資料間切換。

全螢幕按鈕 讓影像佔滿整個瀏覽器畫面，方便您瀏覽畫面。

快照按鈕
將目前畫面快照下來，存到硬碟上的資料夾，該資料夾可
用「儲存資料夾」按鈕進行設定。

影像錄影按鈕
啟動攝影機錄影功能。把畫面錄影下來存到硬碟上的資料
夾，該資料夾可用「儲存資料夾」按鈕進行設定。

儲存資料夾按鈕 指定存放快照與錄影檔案的資料夾。

監聽按鈕
按下此按鈕後可聽到由攝影機內建麥克風收到的聲音，使
用者的電腦或裝置需安裝喇叭或確認已將聲音開啟。

對講按鈕
按下此按鈕後可讓使用者端裝置麥克風收到的聲音，由攝
影機的喇叭播放出來。攝影機的包裝內未附喇叭，若要使
用此功能必須另外購買並安裝。

DI/DO 開關 按下此按鈕可以開啟或停用 DI/DO 裝置。

Globe View：

選擇語言：

此視窗表示攝影機全部的視野。

在選單內選擇您要使用的語言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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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設定精靈

設定精靈的指示可引導您逐步來設定網際網路和移動偵測。若您想自行
做詳細設定，也可使用手動設定。

按下「網際網路連線設定精靈」來由精靈引導執行網路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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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攝影機要用哪種方式連上網際網路。若不確定要用哪種方式，請選
自動取得IP。

按「下一步」來繼續設定。

出現歡迎畫面，直接按「下一步」來繼續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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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的網路業者已指派固定IP位址給您，或是您想要方便管理攝影機，請
選擇固定IP位址，並設定以下欄位：

IP 位址：輸入網路業者提供的固定 IP 位址

子網路遮罩：預設值是「255.255.255.0」。此值是用來判斷目的地是否
位在同一個子網路。

預設閘道器(路由器)：預設閘道或路由器的位址。

主要DNS(可選)：網域名稱伺服器的位址。

次要DNS(可選)：次要網域名稱伺服器的位址，當作主要DNS的備援。

若您要使用 PPPoE 連線，請勾選「啟動PPPoE」並輸入您 PPPoE 帳戶的
使用者名稱和密碼。

按「下一步」來繼續設定。

若您申請的網路為動態IP(DHCP)或是xDSL浮動IP，可以考慮使用動態DNS
的功能，設定後即使IP位址會變動，您還是可以透過網際網路存取攝影
機。若您已申請動態DNS帳號，請勾選啟用並輸入以下欄位的資料：

伺服器位址：選擇您要使用的DDNS服務提供者。 

主機名稱：輸入您申請的DDNS的網域名稱，如dlink.dlinkddns.com。

使用者名稱：輸入用來登入DDNS服務的使用者名稱或e-mail。

密碼和確認密碼：輸入用來登入DDNS服務的密碼。

更新週期：輸入小時數，讓攝影機每經過特定的時間，就自動把IP位址

更新至DDNS伺服器上。

按「下一步」來繼續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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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您想要的攝影機名稱。

按「下一步」來繼續設定。

請設定攝影機所在時區，以確保事件排程時間是正確的。若您的時區採

用日光節約時間，請勾選「啟動日光節約時間」方塊。

按「下一步」來繼續設定。

最後會顯示您所選擇的項目摘要讓您做最後確認，若確定好這些設定值，

請按「執行」，否則可按上一步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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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設定

此頁面可以讓您調整網路設定。

DHCP 連線：

固定 IP 位址：

子網路遮罩：

預設閘道：

主 DNS 伺服器：

次 DNS 伺服器：

啟動 UPnP：

啟動 UPnP 埠轉遞：

啟用/關閉 PPPoE：

使用者名稱：

密碼/確認密碼：

若網路上有DHCP伺服器，您也想讓攝影機動態更
新IP位址，或是您將攝影機直接接在Cable數據機
上，請選此種連線類型。

若您想要使用固定IP位址，或是網路管理員為您
的攝影機提供一個固定（靜態）IP位址與其他網
路資訊時請選擇此種連線類型。若您的攝影機接
在路由器下端，建議您使用固定IP以方便管理。

預設值是「255.255.255.0」。此值是用來判斷目
的地是否位在同一個子網路。

預設閘道或路由器的位址。

網域名稱伺服器的位址。

次要網域名稱伺服器位址，可當主DNS的備援。

啟動可讓設備在網路內被配置為 UPnP的裝置。

啟用此項目來讓支援 UPnP 的路由器自動將此攝
影機使用的服務埠加入防火牆開放的規則中。

若您要使用PPPoE的連線，請選擇「啟用」。

輸入您PPPoE帳戶的使用者名稱。

輸入您PPPoE帳戶的密碼，此資料皆由您的網路
業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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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 連接埠：

Stream 存取名稱：

HTTPS 連接埠：

RTSP 連接埠：

啟用 COS：

啟用 QoS：

預設值為 80，您可以依需求自行修改。

預設名稱為 video#.mjpg，#即是Stream的編號。

預設值為443。

預設為554，您可以在智慧型手機或 PDA 上
使用此通訊協定來存取攝影機的影像。例如
要存取live1.sdp 時即輸入 rtsp://x.x.x.x/video1.
sdp，x.x.x.x表示您攝影機的實體 IP 位址。

CoS技術不保證在頻寬和封包傳送時間方面的服
務層級，而是使用 best-effort。

QoS可以在網路頻寬滿載時保障特定服務的品
質，若攝影機上端接的路由器有啟用此功能時，
則路由器的設定會覆寫攝影機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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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用 IPv6：

啟用串流多點廣播：

啟用 IPv6 時可手動設定位址的相關資訊。

您可以對多點廣播做進階的設定。

按下「儲存設定」來儲存變更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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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網路

下拉式選單中列出此攝影機搜尋到的無線網路名
稱，請從清單中選擇您要連線的名稱。

輸入您要連線的基地台或無線路由器的無線網路
名稱（SSID）。

Infrastructure(基礎建設模式)採用存取點為所有無
線裝置進行傳輸，一般皆採用此模式。
Ad-Hoc(點對點模式)則不使用存取點，攝影機會
直接連線到PC。這種模式會用攝影機內建網卡去
連到PC或筆電上的無線網卡。

當您使用 Ad-Hoc 模式時可選擇要使用的頻道。

攝影機提供四種安全模式，分別為
無、WEP、WPA-PSK和WPA2-PSK。請選擇與您
要連線的基地台/路由器相同的加密方式。

若您使用 WPA-PSK或WPA2-PSK時，請選擇加密
方式為 TKIP 或 AES。

輸入基地台/路由器設定的無線網路金鑰。

掃描無線網路：

SSID：

無線網路模式：

頻道：

網路驗證：

資料加密：

網路金鑰：

此頁面可以讓您調整攝影機的無線網路設定。

按下「儲存設定」來儲存變更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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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NS 

此頁面可以讓您調整攝影機的DDNS設定。DDNS可讓所有使用者以網域名稱代替IP位址來存取攝影機。

啟動動態 DNS：

伺服器位址：

主機名稱：

使用者名稱：

密碼：

確認密碼：

更新週期：

狀態：

勾選此方塊來啟用DDNS的功能。

選擇您要使用的DDNS服務提供者。
 
輸入您申請的DDNS的網域名稱。

輸入用來登入DDNS服務的使用者名稱或電子郵
件。

輸入用來登入DDNS服務的密碼。

再輸入一次密碼。

輸入小時數，讓攝影機每經過特定的時間，就
自動把IP位址更新至DDNS伺服器上。

顯示DDNS目前為啟用或停用的狀態。

按下「儲存設定」來儲存變更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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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設定

此頁面可以讓您調整攝影機的影像設定。

啟用此項目可以最多設定三個特定的區域來封鎖
快照和錄影。

若視訊閃爍時可啟用此功能。

選擇 On 時可將畫面水平(左右)翻轉。

選擇 On 時可將畫面上下翻轉。若攝影機安裝時
就已經上下顛倒了，則翻轉與鏡像都要啟用。

調整視訊輸出，預設為自動，但可依照您使用的
監視器來手動調整為50Hz或60Hz。 

可選擇「室內」或「室外」來因應環境調整鏡頭
的光線敏感度，發揮最佳效能。 

從下拉式清單內選擇室內、室外、夜晚等環境的
狀態來調整影像的品質。

從下拉式清單內選擇降噪的數值。

數字越大則亮度越亮。

數字越大顏色對比越大(顏色越白)。

數字越小顏色越不飽和。

從下拉式清單內選擇銳利度的數值。

啟動隱私區域設定：

防閃爍功能：

鏡像：

反轉：

電源頻率：

白平衡：

曝光模式：

降低噪點：

明亮：

對比：

飽和：

銳利度：

此頁面的影像設定變更會立即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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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訊和視訊模式

此頁面可以讓您調整攝影機的音訊和視訊的相關設定。

Profile：

高寬比：

影像編碼：

解析度/觀看視窗：

最大幀率：

影像品質：

聲音設定：

您可以最多設定兩個設定檔。

您可以設定 4:3 標準或 16:9 寬螢幕。

選擇觀看攝影機時所用的壓縮格式。

解析度越高品質越好，但也會耗用較多網路資
源。若解析度大於觀看視窗時，您可以用 ePTZ 
來查看附近的影像。若此兩項目設為相同時則無
法使用 ePTZ 的功能。
16:9
1280 x 800, 1280 x 720, 800 x 450,  
640 x 360, 480 x 270, 320 x 176,  
176 x 144 
4:3
1024 x 768, 800 x 600, 640 x 480,  
480 x 360, 320 x 240, 176 x 144

選擇影像的位元比率。這是一個不變的位元比
率，位元比率越高，影像品質越好，但檔案也會
越大。

請根據網路狀態選擇最佳值。設定值越高品質越
好，但也會耗用較多網路資源。
選擇固定速率（CBR）用來固定的頻寬消耗。品
質將取決於品質設定選項（低，尚可，標準，良
好，優秀）並自動判斷調整速率。

啟用/停用喇叭與麥克風，也可以調整音量。

按下「儲存設定」來儲存變更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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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點

此頁面可讓您設定攝影機巡邏的位置。

視訊設定檔：

巡邏速度：

箭頭和原點的按鈕：

輸入預設點名稱：

預設點清單：

停留時間：

預設點清單：

選擇要使用的設定檔。

您可以選擇介於0到64的數值，數值越小越慢。

使用這些按鈕來移動鏡頭到您想要設為預設點的
位置，按下原點按鈕來將鏡頭返回正中央。

輸入您想設定的預設點名稱，再按下「新增」來
建立新的預設點。若在預設點清單內選擇一個已
存在的名稱，可以按下「修改」來重新命名。

在此下拉式清單內可查看所有已建立的預設點。
您可以在清單內選擇一個名稱，然後按下「移
動」的按鈕來將鏡頭移到預設點。按下「移除」
的按鈕可以刪除目前選擇的預設點。

您可指定鏡頭停留在預設點的時間。

您可以在視窗內選擇預設點名稱，再按向上或向
下的箭頭來重新分配前後的順序。按下垃圾筒的
按鈕可以刪除所選擇的位置。按下「更新」的按
鈕來重新設定停留時間。

按下「儲存設定」來儲存變更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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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偵測

此頁面可以讓您設定在特定區域偵測移動狀況，來觸發錄影或快照功能。

啟用影像移動偵測：

敏感度：

百分比：

繪圖模式：

清除︰

勾選此方塊可啟用移動偵測功能。

請輸入敏感度的百分比，數值越大越敏感。

設定區域內有多少百分比的空間移動時才觸發。

選擇「畫出移動範圍」，請用滑鼠拖曳出您要偵
測移動的區塊，這個區域發生移動就會觸發錄影
或快照。選擇「清除移動範圍」來修改已設定的
偵測區塊，請用滑鼠拖曳出您要清除的區塊使攝
影機不再偵測該區塊。

清除畫面上所有偵測區塊。

按下「儲存設定」來儲存變更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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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和日期

此頁面可以讓您設定攝影機的系統內部時鐘。

時區：

啟動日光節約時間：

與NTP伺服器同步：

手動設定日期及時間：

請在下拉式選單中選擇您所在的時區。

若您所在的地區使用日光節約時間，請勾選此方
塊來啟動日光節約時間。

網路時間協定（Network Time Protocol，NTP）
可將攝影機的時間與網際網路時間伺服器進行同
步。請在下拉式選單中選擇您要使用的伺服器。

選擇此項來手動設定時間或複製電腦的時間。

按下「儲存設定」來儲存變更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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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設定的頁面包含四個不同的項目。

• 事件

• 伺服器

• 媒體

• 錄影

1. 按下「增加」來新增一個項目，之後會出現頁面來讓您設定。

2. 按下「刪除」來從下拉式清單中刪除所選擇的項目。

3. 點選在項目的名稱上會跳出一個視窗來讓您修改。

事件設定

在典型的應用中，當動作被偵測到時攝影機會傳送影像至 FTP 伺服器或電子郵件作為通知。DCS-2132L 的設定內，事件可以被不同來源觸發，像是
移動偵測或是外接數位輸入裝置。當事件被觸發時會產生特定的行為，您可以設定攝影機傳送快照或影片到您的電子郵件或 FTP 伺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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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最多可以設定五個伺服器來儲存快照和影片。

伺服器名稱：

電子郵件：

FTP：

網路儲存：

SD 記憶卡：

請輸入您想要的伺服器名稱。

請輸入電子郵件的相關資料。

請輸入 FTP 伺服器的相關資料。

指定一個網路儲存裝置，只支援一個裝置。

使用攝影機上的 SD 卡來儲存資料。

新增伺服器

按下「儲存設定」來儲存變更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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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的種類有三種：擷取畫面、錄影資料和系統日誌。

影像設定名稱：

擷取畫面：

來源：

傳送事件前影像：

傳送事件後影像：

檔案名稱字首：

增加日期和時間在
檔案字尾： 

輸入您想要的媒體名稱。

選擇此項目來將媒體類型設為快照。

設定視訊設定檔作為媒體的來源。請參考「音訊
和視訊」的章節來取得更多關於設定檔的資料。

設定事件前要擷取影像的張數，此影像是在擷取
主要事件影像前所拍攝的照片。

設定事件後要擷取影像的張數，此影像是在擷取
主要事件影像後所拍攝的照片，您最多可以設定
拍攝七張照片。

字首的名稱會加在檔案名稱前。

勾選此項目來將時間的資訊加在檔案名稱後。

按下「儲存設定」來儲存變更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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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影資料：

來源：

事件前錄影：

最長錄影時間：

最大檔案限制：

檔案名稱字首：

系統日誌：

選擇此項目來將媒體類型設為錄影短片。

設定視訊設定檔作為媒體的來源。請參考「音訊
和視訊」的章節來取得更多關於設定檔的資料。

設定要錄製主要事件錄影短片開始前幾秒，您最
長可設定４秒。

設定錄影短片的最長錄製時間。

設定錄影短片的最大的檔案大小。

字首的名稱會加在檔案名稱前。

選擇此項目來將媒體類型設為系統記錄，此設定
會將事件存到攝影機的系統記錄，但不會拍攝任
何照片或錄製影片。

按下「儲存設定」來儲存變更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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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頁面最多可以新增兩個事件。

新增事件

事件名稱：

啟用事件：

優先權：

伩
延遲：

觸發項目：

影像位移偵測：

每次觸發：

數位輸入：

系統重開機：

網路斷線：

被動式紅外線感應器：

時間：

觸發警報輸出：

伺服器：

輸入您想要的事件名稱。

勾選此核取方塊來啟用此事件。

設定此事件的優先權，優先權越高的事件會越早
被執行。

設定在檢查下一個事件前的延遲時間，用於事件
的移動偵測和觸發數位輸入。

指定觸發事件的輸入類型。

在即時視訊監控時偵測移動，選要監控的視窗。

事件在特定的間隔時間內被觸發，以分為單位。

外接警示裝置來觸發事件。

在系統開機時觸發事件。

在網路斷線時觸發事件。

在光線不足的環境內可利用 PIR 感應器來偵測移
動的物體以觸發事件。

選擇「整天」或設定一段時間。

輸入當事件發生時要觸發數位輸出的時間。

指定事件資料要儲存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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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錄影

此頁面可以讓您配置錄影的設定和排程。

錄影項目名稱：

啟用：

優先權：

來源：

錄影排程：

錄影設定：

錄影位置：

循環錄影容量：

錄影檔案大小：

錄影時間長度：

檔案名稱字首：

輸入您想要設定的錄影名稱。

勾選來啟用錄影功能。

優先權越高的事件會越早被執行。

影像的來源。

指定錄影的時間。

配置錄影的關設定。

選擇錄影檔案要儲存的位置。

請放入一個容量介於 1MB 和 2TB 之間的硬碟來
作為檔案放置的空間。當總錄影容量超過此大小
時，錄影的資料會從最舊的檔案開始覆蓋。例如
每個錄影的檔案為 6MB，而循環錄影的容量為 
600MB，則攝影機會錄製 100 個檔案在指定的資
料夾內，且之後會刪除最舊的檔案並新增資料。

注意：若硬碟剩餘的空間不夠時將會停止錄影。
在您設定此項目前請先確認您的硬碟有足夠的空
間，且建議不要放其他檔案在同一個資料夾中。

選擇此項目時檔案會依您設定的大小來分割。

選擇此項目時檔案會依您設定的時間來分割

字首的名稱會加在檔案名稱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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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卡管理

此頁面可以讓您瀏覽及管理已經儲存於SD記憶卡中的檔案。

格式化 SD 記憶卡：

刪除：

名稱：

檔案大小：

重新整理：

每頁顯示檔案：

頁面：

按下此項目將會把SD卡資料清除格式化，並重新新
增錄製影片相關目錄。當您放置新的記憶卡時,建議
請先使用此功能將記憶卡格式化後,在開始進行SD卡
錄影功能。

勾選選擇項目後按下此刪除按鈕,被勾選的項目(目
錄或檔案)將被刪除。

在此欄位顯示檔案目錄或檔案名稱，您可直接點擊
檔案將此檔案儲存至本機。

檔案大小:顯示檔案的使用空間大小。

按下此項目來重新網頁顯示內容。

您可在這邊下拉選擇每頁最多顯示檔案數量，最多
為100顯示個已錄製檔案。

您可在這邊查看已錄製檔案總頁數或選擇跳轉至特
定頁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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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

DI 和 DO

此頁面可以讓您控制數位輸入和輸出設備的行為。I/O 連接埠提供數位輸出 (DO) 和數位輸入 (DI) 裝置的實體連接埠，用來連接多種不同的外接警示
裝置，如 IR 感應器。數位輸入是用來連接外部的警示裝置，且一旦被觸發時影像會被擷取並寄出電子郵件。

選擇D/I 或 D/O模式：

LED：

當事件被觸發時，攝影機會依連接在DI電路的裝
置類型送出一個訊號。

N.C. 為 Normally Closed的縮寫，表示電路的
正常狀態是關閉的。因此當設備的狀態更改為
「Open」時事件會被觸發。

N.O. 為 Normally Open的縮寫，表示電路的正
常狀態是關閉的。因此當設備的狀態更改為
「Closed」時事件會被觸發。

您可以設定攝影機的狀態指示燈是否要亮起。

按下「儲存設定」來儲存變更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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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R 和 IR

此頁面可以讓您配置 ICR 和 IR 的設定。IR (紅外線)和 Cut-Removable (ICR) filter 可以被分開來在低光源的環境內增加敏感度。

自動：

白天模式：

夜晚模式：

排程：

IR Light 控制：

Off：

On：

與ICR協同作業：

排程：

自動設定白天/夜晚模式。通常攝影機會使用白天
模式，當有需要時才切換為夜晚模式。

白天模式啟用 IR Cut Filter。

夜晚模式啟用 IR Cut Filter。

使用排程來設定白天/夜晚模式。在時間開始時，
攝影機會使用白天模式，而時間結束時後使用夜
晚模式。

可依您的喜好來啟用或停用 IR (紅外線)燈。

將 IR light 設定為停用。

將 IR light 設定為啟用。

當 ICR 感應器啟用時，IR light 將會啟用。

IR light 會依照您在下方設定的排程停用/啟用。

按下「儲存設定」來儲存變更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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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

此頁面可讓您安裝並啟動一個 HTTPS 的憑證來安全的存取您的攝影機。

啟動HTTPS安全連線：

憑證建立方式：

憑證資訊：

啟用 HTTPS 的服務。

選擇憑證建立的方式，有三種方式可以選擇:

自動建立自我簽署憑證
手動建立自我簽署憑證
建立憑證要求及安裝

顯示憑證的狀態。

注意：當 HTTPS 的服務仍在啟用中時無法移除憑
證。您必須先將「啟動 HTTPS 安全連線」的項目
取消勾選後才可以移除憑證。

按下「儲存設定」來儲存變更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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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取清單

存取准許清單：

開始IP位址：

結束IP位址：

刪除准許存取清單：

拒絕存取清單：

刪除拒絕存取清單：

有權限存取攝影機的IP位址清單。

有權限存取攝影機的設備(如電腦)起始IP位址，點
選「增加」來儲存設定。

有權限存取攝影機的設備(如電腦)起始IP位址，點
選「增加」來儲存設定。

備註: 最多可設定七筆資料。

從清單內移除設定的資料。

沒有權限存取攝影機的IP位址清單。

從刪除的清單內移除設定的資料。

例如: 當允許清單的範圍設在「1.1.1.0」到
「192.255.255.255」，且拒絕清單的範圍設在
「1.1.1.0」到「170.255.255.255」時，只有IP位
址位在介於「171.0.0.0」和「192.255.255.255」
的使用者可以存取網路攝影機。

按下「儲存設定」來儲存變更的設定。

在此頁面可以讓您設定使用者對攝影機存取的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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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

管理

此頁面可以讓您更改管理員密碼與攝影機的伺服器設定。您也可對存取攝影機的使用者帳戶進行管理。

若想變更密碼，請輸入舊密碼，並在新密碼與確
認密碼欄位輸入相同的新密碼。

新增可以存取視訊影像的使用者。請輸入使用者
名稱、密碼、密碼確認，再按新增。使用者清單
最多可放 8 名使用者。

從下拉式清單中選擇使用者並按刪除，就會移除
該使用者帳號，他便無法再存取攝影機。

啟用 RTSP 串流的使用者驗證。

啟用 HTTP 串流的使用者驗證。

選擇啟用就可以用此的網址來存取攝影機快照。

輸入攝影機名稱。

您可在標籤欄位輸入要在影像上顯示的名稱，勾
選方塊則可以在影像上顯示目前時間。

選擇一般可以打開裝置前面的 LED，也可以選關
閉把 LED 停用。也可以開關燈光閃爍。

管理員密碼設定：

新增使用者帳戶：

使用者清單：

RTSP 驗證：

HTTP 驗證：

快照 URL 驗證：

攝影機名稱：

OSD：

LED 光線：

按下「儲存設定」來儲存變更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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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與還原

此頁面可以讓您儲存系統設定、回復設定或重新啟動攝影機。

儲存到本機硬碟：

從本機硬碟載入：

回復到原廠預設值：

重新啟動裝置：

按下「儲存設定」按鈕來將攝影機的設定檔存在
電腦內以作為備份。

按下「瀏覽」按鈕來選擇設定檔的位置，再按下
「載入設定」按鈕來將設定檔載入至攝影機內。

按下此按鈕可將攝影機的設定全部清空，將設定
回復至出廠狀態。

按下此按鈕可讓攝影機重新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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韌體更新

此頁面顯示攝影機目前的韌體版本，您也可在此將韌體更新為新版本。

如果要更新韌體，請先至 D-Link 網站中「D-Link產品檔案下載」頁面 
(http://www.dlinktw.com.tw/support/download_home.asp) 將最新的韌體
下載到您的電腦硬碟，再按一下「瀏覽」按鈕來選取韌體檔案，然後
按下「上傳」按鈕來執行更新。

注意： 我們建議您更新韌體時使用有線方式連接電腦和攝影機，且在
更新過程中請勿將電腦關機或將攝影機的電源拔除，也不要中斷電腦的
網路連線。

更新韌體不會變更攝影機內的設定，但我們仍建議您更新韌體前先儲存
系統設定。



 57

第四章 - 設定

D-Link DCS-2132L 使用手冊

裝置資訊

狀態

此頁面顯示攝影機目前設定的各項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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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

此頁面顯示攝影機的系統記錄。可以按一下「下載」按鈕來下載記錄檔，
或按一下「清除」按鈕來清除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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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說明

此頁面顯示每個項目的詳細使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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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 技術規格

DI/DO 規格
I/O 連接器可與事件通知搭配應用，例如移動偵測、事件觸發，可透過發送電子郵件告警以及外部控制功能。

Pin 1 Pin 4

Pin 3Pin 2

腳位 功能 備註

1 Digital Out (DO) 閉路電流最大值. 70
mA AC, 或 100 mA DC.
最大電阻. 30 Ohm
開路阻斷電壓最大值 240VAC or 340VDC

2 Digital In (DI) 切換開關從 DI 到 DC 5 V，設定 NO. or NC. 來啟動

3 DC5V OUTPUT DC 5 V 輸出 / 最大. 100 mA

4 GND GND

內部 5V 電源 外部 3~12V 電源

DO

DI

5V

DND

N.C / N.O

100 mA

ALARM

Reed switch 

Diode

DC Power 5V

R

DO

DI

5V

DND

N.C / N.O

ALARM

Reed switch 

Diode

DC Power 5V

R

DC Power 3V~12V

100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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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 技術規格

技術規格

攝影機

硬體資料

• 1/4” Megapixel progressive CMOS 感應器
• 5 公尺 IR 照明距離
• 最低照度: IR LED 啟用時 0 lux 
• 內建 Infrared-Cut Removable (ICR) Filter 模組
• 內建 PIR 感應器 (5 公尺)
• 內建麥克風和喇叭

10x 數位放大
焦距: 3.45 mm
光圈: F2.0 
視角:
(H) 57.8°
(V) 37.8°
(D) 66°

影像特性
• 可調整影像大小、品質、frame rate 和 bit rate
• 顯示時間
• 可設定移動偵測視窗

• 可設定隱私區域
• 可設定鏡頭轉動速度、亮度、飽和度、對比和銳利度

視訊編碼
同時存在 H.264/MPEG-4/MJPEG 壓縮格式
H.264/MPEG-4 multicast streaming

JPEG 

視訊解析度 16:9 - 1280 x 800, 1280 x 720, 800 x 450, 640 x 360, 480 x 
270, 320 x 176, 176 x 144

4:3 - 1024 x 768, 800 x 600, 640 x 480, 480 x 360, 320 x 
240, 176 x 144

音訊支援 G.726, G.711

外部介面
10/100 BASE-TX 高速乙太網路埠
IEEE 802.11n 2.4GHz 

支援 DI/DO 
MicroSD/SDHC 記憶卡插槽

網路

網路通訊協定;

IPv6
IPv4
TCP/IP
UDP
ICMP
DHCP client
NTP client (D-Link)
DNS client
DDNS client (D-Link)
SMTP client
FTP client

HTTP / HTTPS 
Samba 用戶端
PPPoE
UPnP 服務埠轉傳
RTP / RTSP/ RTCP
IP 過濾
QoS
CoS
Multicast
IGMP
ONVIF compliant

安全性
管理者和使用者群組保護
密碼驗證

HTTP 和 RTSP 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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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管理

網頁介面的系統需求 作業系統: Microsoft Windows 7/Vista/XP/2000 網頁瀏覽器: Internet Explorer, Firefox, Netscape, Opera

事件管理
移動偵測
事件通知並透過電子郵件或 FTP 伺服器上傳快照/錄影短片

支援多個 SMTP 和 FTP 伺服器
多個事件通知
多種錄影方式來備份

遠端管理 透過網頁瀏覽器拍攝快照/錄影短片並存放至本機磁碟或 NAS 利用網頁介面管理 

行動裝置支援 Windows 7/Vista/XP 系統、Pocket PC 或 智慧型手機 iOS 和 Android 行動裝置 mydlink app 

D-ViewCam™ 
系統需求

作業系統 Microsoft Windows 7/Vista/XP
網頁瀏覽器: Internet Explorer 7 or higher

通訊協定: 標準 TCP/IP

D-ViewCam™ 
軟體功能

遠端管理/控管最多32台攝影機
最多可在一個畫面上同時監看32台攝影機

網頁介面支援所有管理
排程移動觸發或手動錄影選擇

一般

重量 116 克

外接電源供應器 輸入: 100 to 240 V AC, 50/60 Hz 輸出:  5 V DC, 1.2 A, 50/60 Hz

耗電量 3.65 watts

溫度 運作溫度: 0 to 40 °C (32 to 104 °F) 存放溫度: -20 to 70 °C (-4 to 158 °F)

溼度 運作湕度: 20% to 80% non-condensing 存放溼度: 5% to 95% non-condensing

認證 CE
CE LVD

FCC
C-T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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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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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ink 台灣分公司 技術支援資訊
如果您還有任何本使用手冊無法協助您解決的產品相關問題, 台灣地區用戶可以透過我們的網站、電子郵件或電話等方式與
D-Link台灣地區技術支援工程師聯絡。如果您是台灣地區以外的用戶，請參考 D-Link 網站全球各地分公司的聯絡資訊以取得相
關支援服務。

D-Link 免付費技術諮詢專線

0800-002-615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早上9:00 到 晚上9:00 (不含周六、日及國定假日)

• 網       站：http://www.dlink.com.tw

• 電子郵件：dssqa_service@dlinktw.com.tw

• 技術諮詢：http://www.dlinktw.com.tw/support/inquiry_home.asp

• 常見問題：http://www.dlinktw.com.tw/support/faq_home.asp

• 產品保固期限說明：http://www.dlinktw.com.tw/support/repairservice.asp

• 台灣區維修據點查詢：http://www.dlinktw.com.tw/support/repairservice_partner.asp

使用者可直接送至全省聯強直營維修站或請洽您的原購買經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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