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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外控鎖設定防盜：
22.1 將外控鎖由 OFF 轉到 ON 的位置時，防盜 1 區、2 區、3 區、4 區立即進入防盜警戒狀態，
。
22.2 感應讀卡機由感應卡片或感應扣感應，防盜設定燈亮，室內機之防區 1、2、3、4 即燈
亮慢閃，進入防盜監控狀態。
23 外控鎖解除防盜設定：
23.1 將外控鎖由 ON 轉到 OFF 的位置時，外控鎖狀態燈滅，防盜 1 區、2 區、3 區、4 區立即解
除防盜。對應防區指示燈滅。
23.2 感應讀卡機由感應卡片或感應扣感應，防盜設定燈滅，室內機之防區 1、2、3、4 即燈滅，
解除防盜監控狀態。
24 來客報知啟用：在防盜 1 區處於解除防盜狀態，且門未開啟防盜 1 燈未亮時，按住1 鍵
六秒鐘以上響一長聲，再按1 鍵，1 至 4 防盜燈指示以前所設來客報知響鈴次數，按鍵燈
亮並響鈴。按1 鍵設定響鈴次數；按3 鍵減少響鈴次數，最少可設一次響鈴；按2 鍵
增加響鈴音量；按4 鍵減小響鈴音量，設定好後按通話鍵確認，並開啟來客報知。同時
通話燈閃爍，並響來客報知響鈴次數及音量大小。如不按任何健，5 秒鐘後，響三短聲，
還是以前所設來客報知響鈴次數及音量大小。
25 關閉來客報知：按住1 鍵六秒鐘以上響一長聲，再按 3 鍵，響一長聲關閉來客報知。
26 遙控接受器：本機設有遙控接受器，可由遙控器設定防盜、解除防盜及開鎖。(選配)
27 影像儲存功能：圖像可保存圖片 100 張，當圖片存滿時，自動往前推一張。
28 自動影像儲存：當本機響鈴顯示影像時，由攝影門口機或攝影玄關機或管理總機(有外掛攝影
機)呼叫時，影幕顯示 5 秒後自動保存一張圖片。
29 手動影像儲存：當本機通話中顯示影像時，按一下總機鍵，保存一張圖像。
30 顯示儲存的圖片：按住總機鍵 4 秒鐘以上至響一長聲，顯示保存的圖片，按總機鍵顯示上頁，
按通話鍵顯示下頁，按監視鍵退出。
31 螢幕選單功能：當監看玄關機影像時，按住設定鍵 8 秒，顯示選單 30 秒。當監看玄關機影
像且通話中時，按住設定鍵 8 秒，顯示選單 90 秒。
31.1 在選單中，按設定鍵選項(跳行)；
31.2 在選項中，按2 鍵往上調整，按 4 鍵往下調整；按1 鍵或3 鍵退出選單；
31.3 在選項中，可設定亮度、對比度、色度、語言、日期、時間、全部刪除(儲存的圖片)、退出。
32 開啟語音或警報聲告警：按住2 鍵六秒鐘以上響一長聲，開啟語音告警或開啟警報聲告警。
開啟或關閉語音提示：按住3 鍵六秒鐘以上響一長聲，開啟語音提示或關閉語音提示。
平時保養須知：
1 對講機採用精密電子零件製造，請勿重壓或敲打，以免話機故障，影響通話。
2 對講機應隨時保持乾淨，需清潔時，請以乾布沾少許牙膏或車臘擦拭即可。
3 保養時用柔軟布沾水或用中性洗潔精擦拭(請勿用太濕未擰乾的濕布)。
4 請不要使用下列物品清洗，以免變色損傷外殼。
去漬油、揮發油、酒精、石油、肥皂粉、亮光劑、強鹼性清潔劑、熱水、酸、毛刷、化學抹布。
服務：發現對講機異常或因裝潢需要移機時，請通知管理中心或電話聯絡本公司及各地區服務站處理或維修。
注意：對講機需特殊技術，移機或故障時請勿自行處理。以免影響系統運作。請依本說明書上說明使用對講
機，並請保管好，不要遺失，以便隨時查閱。

YUS180 系統
YUS180-R11M 防盜彩色影像室內機
含影像儲存功能

使用說明

本機榮獲中華民國專利設計第 D154423 號

謝謝您使用本公司出品的俞氏牌YUS180數位電視對講系統。
本系統是由影像室內機、攝影門口機、影像管理總機及其他設備所組成。
有關影像室內機、攝影門口機及影像管理總機的機能，將成為您在日常使
用對講機之呼叫通話、影像監看、門禁出入、防盜報警的最佳管理機能。
請仔細閱讀本說明書，並遵循下列說明以確保其正確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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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S180-R11M 防盜彩色影像室內機含影像儲存功能
外觀功能示意圖
MIC

緊急鍵/緊急燈
監視鍵/信息燈
總機鍵/留言燈
通話鍵/通話燈
1

2

3

4

瓦斯燈
設定鍵
1區鍵/燈～ 4區鍵/燈

使用說明：

各部功能示意圖

遙控接受器
佔線燈
開鎖1鍵/燈
開鎖2鍵/燈

1 佔線燈：佔線燈亮表示系統佔線使用中。

2 響鈴時：
2.1 當佔線燈亮起，通話燈閃亮，響門口機鈴聲，表示門口機呼叫；按通話鍵，與門口機雙向通話。
2.2 當通話燈閃亮，響玄關機鈴聲，表示玄關機呼叫；按通話鍵，與玄關機通話。
2.3 當佔線燈亮起，通話燈閃亮，響總機鈴聲，表示總機呼叫；按通話鍵，與總機雙向通話。
2.4 當鈴聲響(與玄關機呼叫鈴聲相同)，表示門鈴按鈕呼叫。
2.5 通話時間約 90 秒。通話完畢，按通話鍵或監視鍵。可立即闗機。
3 緊急鍵/緊急燈：緊急求救時，按住緊急鍵 2 秒鐘以上，本機響警報聲求救同時緊急燈閃爍。
有管理總機時，立即向管理總機報警。警報聲響一分鐘停止，緊急燈閃爍。取消緊急警報聲，
按住設定鍵三秒鐘以上，停止警報聲，同時緊急燈滅。
4 監視鍵/信息燈：由室內機監看門口機，按監視鍵，螢幕顯像約 30 秒。30 秒內再按監視鍵，則關機。
監視門口機：按監視鍵，同時佔線燈常亮，再按通話鍵則可通話。
監視玄關機：按通話鍵，2 秒內再按監視鍵，4 秒內螢幕打開，再按通話鍵，則可通話。
信息燈：當信息燈閃亮，表示有管理總機發佈信息。按住監視鍵 3 秒鐘以上至響一長聲，再
按1 鍵 或3 鍵顯示信息；顯示個人信息時，按2 鍵可刪除該信息，並按順序顯示下一
條信息。信息顯示時間為 15 秒左右，時間到或按通話鍵、監視鍵則關機。
5 總機鍵/留言燈：按總機鍵可呼叫管理總機，總機響鈴 30 秒，如未接聽，本機則自動關機。
當管理總機呼叫本機，本機未接聽時，總機燈閃爍，表示管理總機有留言，在待機狀態時，
按總機鍵，直接呼叫管理總機。或按通話鍵，取消留言燈指示。
6 通話鍵/通話燈：當門口機、管理總機或玄關機呼叫本機，本機響門口機、管理總機和玄關機
鈴聲，按通話鍵可通話。通話時間約 90 秒。(不按通話鍵，螢幕顯像約 30 秒後自動關機)
7 瓦斯燈：燈閃爍表示瓦斯有洩漏警報發生。按住設定鍵三秒鐘以上，報警聲停止，瓦斯燈滅。
8 設定鍵：可解除緊急、防盜開機、防盜關機；調整螢幕彩色、亮度、對比等之設定。
9 1、2、3、 4 鍵：可設定或解除防盜 1~4 區、及調整音量大小、螢幕彩色、亮度、對比。
10 開鎖 1 鍵/燈：當與門口機通話中或監看中，按開鎖 1 鍵，可開啟門口機電鎖。
：燈閃爍表示
門口機的電鎖，處於開門狀態，燈不亮表示門口機的電鎖，處於關閉狀態。
11 開鎖 2 鍵/燈：當與玄關機通話中或監看中，按開鎖 2 鍵，可開啟玄關機電鎖；燈閃爍表示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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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機的電鎖，處於開門狀態。燈不亮表示玄關機的電鎖，處於關閉狀態。
12 按鍵設定：每按一次鍵，有一短聲提示，表示按鍵有效。兩次按鍵的間隔時間不超過 5 秒鐘，
超過自動退出設定狀態。
13 鈴聲音量調整：當室內機響鈴聲時，按2 鍵鈴聲音量增大、 4 鍵鈴聲音量減小。
14 通話音量調整：在通話期間，按2 鍵喇叭音量增大、 4 鍵喇叭音量減小。
15 數位調整彩色、亮度、對比功能：本機顯示影像時，按住設定鍵六秒以上至螢幕出現亮度調
整條爲止，按設定鍵變換調整選項(亮度 BRIGHT、對比 CONTRAST、彩色 COLOR)，按 4
鍵為減少，按2 鍵為增加。(螢幕上顯示長方條點及數字)簡稱數位調整。
16 信息的讀取與刪除：當信息燈亮，按住監視鍵 4 秒鐘以上至響一長聲，室內機打開螢幕，顯
示信息內容。按1 鍵或3 鍵上下翻頁顯示信息；每條信息的顯示時間約 15 秒，當時間到
或按通話鍵或監視鍵，則關機。在讀取信息中，按2 鍵刪除本條信息。信息存滿後，會自
動推掉最早一條信息。
17 十六首和弦鈴聲選擇功能：
17.1 按住通話鍵六秒以上至響音樂聲開始。
17.2 按1 鍵或3 鍵可選擇前或後一首和弦樂曲。
17.3 按總機鍵表示把當前播放的樂曲設定爲總機鈴聲。
17.4 按開鎖 1 鍵表示把當前播放的樂曲設定爲門口機鈴聲。
17.5 按開鎖 2 鍵表示把當前播放的樂曲設定爲玄關機鈴聲。
17.6 按通話鍵或 20 秒內沒有按鍵會自動結束設定功能。
18 報警功能：本機有緊急、瓦斯、1 區、2 區、3 區、4 區共六個防盜區。
18.1 防盜燈常亮，表示此防區門窗未關妥狀態。
18.2 防盜燈慢閃，表示此防區進入警戒狀態。
18.3 防盜燈快閃，表示防區有警報發生，直至解除防盜為止。
18.4 防盜 1 區、2 區、3 區、4 區手動設定防盜，進入警戒狀態後發生警報，響輕微提示音。
延時 30 秒(解除防盜設定時間)若該防區尚未解除防盜設定，則會將警報信息傳送至總機，
並響警報聲。如由外控鎖設定防盜則立即發出警報聲。
18.5 警報聲最多響 1 分鐘。按住設定鍵三秒鐘以上，可停止警報聲。
18.6 按外接緊急按鈕或按住緊急鍵 2 秒鐘以上緊急燈閃爍，本機立即將緊急報警信息傳送
至管理中心，同時響警報聲。
18.7 防盜 1 區、2 區、3 區、4 區全部解除防盜時外控鎖指示燈滅，否則外控鎖指示燈亮。
19 設定防盜：
19.1 當防盜 3 區、防盜 4 區處於解除防盜狀態(防區燈未亮)時，同時按下設定鍵和其中一個防
區鍵，該防區立即進入警戒狀態。
19.2 當防盜 1 區、2 區處於解除防盜狀態(防區燈未亮)時，同時按下設定鍵和其中一個防區鍵，
該防區燈亮，在延時 2 分鐘後進入防盜警戒狀態。
20 解除防盜設定：
20.1 當防盜 3 區、防盜 4 區處於防盜設定狀態時，同時按下設定鍵和其中一個防區鍵，該防區
立即解除防盜，對應防區燈滅。若解除防盜前有防區 3、防區 4 有發生警報聲，則解除防
盜後停止警報聲。防盜 1 區、防盜 2 區在設定防盜後未發生警報時解除防盜同防盜 3 區、
防盜 4 區。
20.2 當防區 1、防區 2 發生警報時，按下設定鍵 4 秒鐘以上響一長聲，輸入四位解除防盜密碼
（註：原始密碼 1234）
，如密碼正確響一長聲則發生警報的防區解除防盜。否則響三短聲
報警狀態不變。
21 變更防盜解除密碼：當防盜 1～4 區未設定防盜開機時，按住設定鍵三秒鐘以上，本機響一
長聲，輸入四位數解除防盜密碼，響一長聲後，即變更爲新的解除防盜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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