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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適用法律允許的最大範圍內，所述產品及其硬體、軟體和韌體係伴隨所有故障和錯誤按「原樣」提供，
並且 EZVIZ 不作任何明示性或暗示性保證，包括但不限於適銷性、品質滿意度、特定用途適應性以及  
未對第三方造成侵權。無論是何種情況，對於任何特殊性、衍生性、偶發性或間接性損害，當中還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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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要求外的不當安裝或使用；B) 保護國家或公共利益；C) 不可抗力；D) 您本人或第三方，包括但不限
於，使用任何第三方的產品、軟體、應用程式等等。
關於具有網際網路存取功能的產品，使用產品的風險應完全由您自己承擔。對於網路攻擊、駭客攻擊、
病毒檢查或其他網際網路安全性風險所造成的異常操作、隱私權洩漏或其他損害，EZVIZ 概不負責；
但 EZVIZ 會視需要提供及時的技術支援。監視法和資料保護法因司法管轄區而異。在使用本產品之前，
請查閱您司法管轄區中的所有相關法律，以便確保您的使用符合適用法律的規定。如果將本產品用於
非法用途，EZVIZ 概不承擔任何責任。 
如果以上所述與適用法律之間產生任何衝突，以後者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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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覽
1. 包裝內容

路由器 (x1)

電源變壓器 (x1) 網路線 (x1) 法規資訊 (x2) 快速使用指南 (x1)

• 電源變壓器的外觀取決於您購買的攝影機，不能在戶外使用。
• 電源變壓器操作溫度：0-40° C。

2. 基本說明

LED 指示燈

正面視圖

名稱 說明

LED 指示燈 閃爍綠燈：正在啟動。 

恆亮藍燈：網路已中斷連線。

恆亮綠燈：網路已連線。

閃藍燈：啟用「單鍵存取」。

依次閃藍燈、綠燈：還原至原廠設定。

恆亮灰燈：電源關閉或指示燈熄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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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設按鈕

電源埠 (DC 12V 1.5A)

LAN 連接埠

WAN 連接埠

開啟 / 關閉電源

後視圖

名稱 說明

重設按鈕 按住超過 7 秒鐘即可重新啟動並將所有參數設定為預設值。
按一下即可啟用網狀連網、或啟用單鍵存取，細節請參閱相關章節。

電源連接埠 使用隨附的電源變壓器 (DC 12V 1.5A)。

開啟電源和網際網路連線
1. 透過電源變壓器將路由器連接到電源插座。
2. 透過網路線將路由器的 WAN 連接埠連接至網際網路。 

接上電源插座

連上網際網路

組態
首次使用路由器時，應透過電腦或手機設定參數。以手機為例。

 - 確認裝置已正確連接，正常開啟電源，且 LED 指示燈恆亮綠燈。
 - 將您的手機連接到裝置的無線網路（網路名稱：ezviz_XXXXXX，預設無密碼）。 
 - 開啟手機的瀏覽器，輸入「wifi.ezvizlife.com」，並進入設定頁面。
 - 設定諸如裝置管理密碼、Wi-Fi 名稱和密碼等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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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鍵存取
路由器設定網路後，EZVIZ 智慧家庭攝影機可透過單鍵存取功能連接路由器的 Wi-Fi。
開啟攝影機電源，當攝影機處於等待設定 Wi-Fi 的狀態時，按一下路由器的重設按鈕即可開始偵測攝影機，攝影機會連接路由器的 
Wi-Fi。路由器會在 120 秒後自動退出單鍵存取。

網狀連網
• 網路中的裝置數量：建議不超過 8 個。
• 主路由器：透過 WAN 連接埠成功連線至網路、或透過設定經靈完成參數設定的裝置。

網狀連網由以下方法提供支援。
硬體方法：

• 當子路由器處於重設狀態時，只需按下主路由器上的重設按鈕，即可自動建立網狀網路。
• 對於尚未加入網狀網路的裝置，只需按下已加入網狀網路的裝置（主路由器或子路由器）的重設按鈕即可，並且尚未加入網

狀網路的裝置將自動加入現有網狀網路。

軟體方法：
 - 登入電腦或手機瀏覽器的設定頁面，或登入已新增主路由器的 EZVIZ 應用程式。
 - 移至控制面板 > 路由管理 > 新增路由器，偵測到的路由器將加入網狀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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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 EZVIZ 應用程式 
1. 將手機連線 Wi-Fi ( 建議 )。 
2. 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TM 中搜尋「EZVIZ」，下載並安裝 EZVIZ 應用程式。
3. 啟動應用程式並且註冊 EZVIZ 使用者帳戶。

EZVIZ 應用程式

如果您已經使用應用程式，請確定其為最新版本。要找到是否有可用的更新，請移至應用程式商店並搜尋 EZVIZ。

加入 EZVIZ 應用程式
 - 登入您的 EZVIZ 帳號。
 - 在主畫面中，點選右上角的「+」以移至掃描 QR 碼介面。
 - 掃描快速入門指南封面或裝置機身上的 QR 碼。

Scan QR Code

 - 依照精靈步驟將您的裝置新增到 EZVIZ 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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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VIZ 應用程式上的操作
應用程式介面可能因版本更新而有所不同，以您手機安裝的應用程式介面為準。

1. 首頁
啟動 EZVIZ 應用程式時，主路由器的首頁顯示如下。
您可以根據需要選擇移至控制面板、終端機管理或工具箱的介面。

圖示 說明

設定。檢視或變更裝置設定。

面板控制。管理裝置。

終端機管理。檢視並和管理連線至裝置的終端機。

工具箱。點選即可選取根據需要為您的裝置設定相關參數的工具。 

2. 設定
在設定頁面中，您可以設定裝置的參數。

參數 說明

裝置資訊 您可以在這裡檢視裝置資訊。

刪除裝置 點選即可將裝置從 EZVIZ 帳戶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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