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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可能性犯罪應用場景

警戒線 - 火車站月台的應用

使用智慧型網路攝影機

建立一個虛擬警戒線

旅客跨越月台警戒線進入禁區 錄影機接收到此危險行為, 
自動透過廣播對旅客

發出警告廣播

NetAud® 網路對講廣播系統成

功阻止一場可能發生的危險行為

各位旅客請注意!!
為了旅客自身的安全,
請不要跨越警戒線!!

非法入侵 – 學校安全防護

使用智慧型網路攝影機

建立一個虛擬電子圍籬

有不法份子試圖攀爬圍牆

闖入校區做出不法行為

錄影機接收到非法入侵行為, 

自動透過網路廣播發出警告廣播

NetAud® 網路對講廣播系統

阻止一場可能發生的犯罪行為

你這樣的行為是

非法入侵,

我們將依法報警處理!!

違規停車– 百貨公司防止違規停車

使用智慧型網路攝影機

建立虛擬違規停車區域

有客戶貪圖方便試圖將車子

停在禁止停車區域,
錄影機接收到違規停車訊號, 

自動對車主發出預錄的警告廣播

NetAud® 網路對講廣播系統

成功阻止違規停車所造成的不便

此處禁止停車, 

請車主把車子移開!!

背景音樂廣播

來賓李大德先生,

您的家人在櫃台等你喔!

業務廣播

偷竊– 展覽館展品安全防護

使用智慧型網路攝影機為重要

展品建立了一個虛擬警戒框

竊賊試圖偷竊畫作 錄影機接收到畫作被偷事件,
即時自動發出預錄的警告廣播,

以遏阻偷竊行為

NetAud® 網路對講廣播系統

阻止一場可能發生的偷竊事件

你的偷竊行為

我們已經報警處理了

逗留偵測– 重要區域預防有心人士破壞

使用智慧型網路攝影機

建立逗留偵測的區域

可疑份子在此區域閒晃逗留

超過設定的時間, 
錄影機接收到可疑份子的逗留訊號,
自動對此人發出預錄的警告廣播

NetAud® 網路對講廣播系統成

功阻止一場可能發生的犯罪行為

此地為軍事重地,

嚴禁在此區域逗留

惡意遮擋攝影機– 防止攝影機被惡意破壞

使用智慧型網路攝影機

設定鏡頭遮擋的偵測

有人試圖改變攝影機的監看

角度或惡意遮擋監看畫面

錄影機接收到攝影機監視畫面被遮

擋,自動對此人發出預錄的警告廣播

NetAud® 網路對講廣播系統成

功阻止一場可能發生的犯罪行為

嘿, 你幹嘛移動攝影機!!

遠端廣播– 職場工作效率的管控

分公司員工在上班時間聊天嬉鬧 老闆發現員工沒有認真工作, 利

用網際網路對員工直接發出廣播

聽到警告廣播後, 員工停止

不當的行為回到工作崗位

NetAud® 網路對講廣播系統

讓管理者在發現不當的行為

時,可遠端廣播及時糾正

現在是上班時間, 

請大家不要太離譜!!

整合消防廣播– 整合第三方系統擴大應用

NetAud® 網路對講廣播系統

與火災警報系統整合

火災發生時 火災警報系統偵測到煙霧並自動

傳送訊息NetAud® 網路對講廣

播系統

NetAud® 網路對講廣

播系統自動廣播火警訊息

並通知人員如何疏散

請注意!!請注意!!
4樓發生火警, 

請大家趕快疏散!!

展覽品的保護– 展覽館展品安全防護

使用智慧型網路攝影機為

展品建立了一個虛擬警戒線

參觀者跨越警戒線試圖

去觸摸展覽品

錄影機接收到非法入侵行為, 

自動透過網路廣播發出警告廣播

NetAud® 網路對講廣播系統成

功阻止一場可能發生的破壞

展覽品僅供觀賞, 

請勿觸摸

多樣性的廣播應用

注意:
1. 規格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2. NetAud®是天鄰科技公司註冊商標 © 2019.  

3. 其他商標所有權分屬其各註冊公司.

阻止可能的犯罪

NetAud® 智慧型網路對講廣播系統



什麼是 NetAud® 網路對講廣播系統？

對於傳統的錄影機，它主要用於將所有犯罪活動過程以影像方式記錄用為證據支用。但是，

i-View的NetAud® 網路對講廣播系統可以在犯罪事件發生之前提供錄影記錄的同時，更具有

主動預防與阻止可能性犯罪的能力。影像安全監控的最終目標是減少犯罪，甚至預防犯罪，而

不僅僅只是記錄犯罪活動；基於這一基礎概念，i-View的NetAud® 網路對講廣播系統結合智

慧影像分析功能，主動監看和過濾可能的犯罪行為，當系統發現特定違規行為時，針對這種不

當的可疑行徑，自動播放預先錄製的警告語音進行嚇阻作用，以減少和防止犯罪的可能性。這

個結合影像人工智慧的創新網路廣播系統，將為人們和社會帶來更安全、更快速、更完整的保

護。

NetAud® 網路對講廣播系統不僅可以達到防止可能性犯罪目的外，更具有強大的公共廣播、

緊急廣播、緊急求救對講、背景音樂播放和遠端廣播功能；可隨實際需求執行時程、單獨、群

組、重複、影像連動等不同情境的廣播設定；也可與火警系統整合達到火警廣播的目的。結合

網路無遠弗屆的傳輸能力，您可以隨時隨地透過網際網路進行影像監控與廣播；結合智慧影像

分析、網路及影像監控的網路對講廣播系統，強大的功能能力為不同的環境提供了廣泛的應用

的無限可能。

結合智慧影像分析對意圖犯罪行為現場自動地發出告警廣播，嚇阻可能性的犯罪行為。

可做定時、定點、群組及全體自動時程廣播或手動廣播；並可依廣播時間自動調整廣播音量。

將現有的公共廣播安裝改造為網路廣播傳輸方式，提供完整和標準化的網路連接，您無需重新佈

線與更換揚聲器。

結合影像及或中央監控軟體，透過網際網路對特定地點執行遠距廣播。

高傳真的音質適合做背景音樂播放。

廣播時自動開關放大器電源；以節能省電並避免喇叭雜訊聲。

廣播主機具有120瓦/8區定址音源輸出；堆疊方式串接8台主機達到960W/120區定址音源輸出。 

同時提供星狀及串接安裝結構，系統安裝更具彈性；可節省施工及維護費用；且擴音喇叭和廣

播擴大器之間的傳輸距離可達2公里，且無需電源佈線。

內建避雷保護器及自我保護電路，可以避免因雷擊、過熱、過載及短路等問題所造成主機損毀。

直覺式操作界面包括網路廣播主機、網路喇叭、網路廣播擴大器和網路攝影機，您都可輕鬆的單

一軟體介面執行從單點到整個系統的操控。

管理者可設定權限級別的使用者，所有使用者、操作細節及時間都會記錄日誌文件上；並可查詢

、複製、列印記錄，增加了用戶的安全係數及防止非法操作。。

高效益的整合讓系統同時擁有公共廣播、安全監控、雙向對講、緊急求救、播放背景音樂以及您

需要佈署應用時所需的功能。

主要特點

規格規格 系統結構

使用場所

大賣場 豪宅 火車站 巴士站學校 旅館 醫院

博物館 百貨公司 軍區營地社區 展覽館體育館

P r e v e n t  P o s s i b l e  C r i m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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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埠

PAC-080USB

USB(連接到電腦) 10/100Base-TX; RJ45
120瓦 (單機 )；喇叭供電電壓100V /  70V(可調 )；具有8區分區廣播。

i -Audio (Pr ivate)
TCP/IP、ARP、 ICMP，

DHCP，UDP，DNS， IGMP

MIC: 1 mV @600 Ω, XLR jack
TEL: 100 mV @10 KΩ, Terminal  b lock
AUX: 100mV@ 22K Ω, 1/4” Phone jack

MIC: 50mVp-p @ 500 Ω (RCA)

類比
雙向語音: 8KHz, PCM編碼

廣播: 48K Hz, ADPCM 編碼

無 192 Kbps音頻碼流

Mic 65dB or better;  Aux 80dB 68dB
MIC啟動；TEL & AUX自動關閉無作用。 無

串聯8台廣播擴大器 透過網路Hub串聯

≦1% @ 1K Hz (1/3 Rated power)
50 ~15,000 Hz (±3 dB)

低音：±10 dB @ 100 Hz；高音：±10 dB @ 10KHz。
過熱，過載或線路短路時系統自動關機。

有，內建看門狗時序 (Watchdog t imer)監控。

溫度 -10℃ ~60℃；濕度  20%~80% (無凝結 )。

426 (W) × 88.9 (H) × 305 (D) mm；支援19吋機櫃安裝方式。

9公斤

AC115/230V(320W), DC 24V/10A (備用電池 )。

聲音輸出 (RMS)

協議

聲音輸入

聲音編解碼

聲音碼率

訊/噪比

頻率響應

擴展方式

音調控制

T. H. D.

語音靜音優先級

保護機制

操作環境

尺寸

電源功耗

重量

防當機

項目\型號 PAC-080IP

網際網路

網路集線器

網路型天花板喇叭

網路型號角喇叭

網路型壁掛喇叭

快球攝影機

網路攝影機 緊急求救盒

中央監控主機

網路廣播擴大器

天花板喇叭

號角喇叭

壁掛喇叭

喇叭麥克風

廣播管理主機

麥克風 喇叭

數位廣播擴大器 (USB) 天花板喇叭

號角喇叭

壁掛喇叭
電話 麥克風 不斷電主機

控制室

辦公室

雙絞線

2芯線

CE-05W/10W

35Hz~15KHz

天花板喇叭

項目\型號

喇叭型式

輸出功率

響應頻率

輸入電壓/阻抗

靈敏度

外殼材質

防水等級

尺寸

重量

操作環境

WA-05W/10W

35Hz~15KHz

壁掛喇叭

CO-10W/20W

150Hz~16KHz

柱狀喇叭

HO-10W/25W

35Hz~15KHz

號角喇叭

05W/10W 05W/10W10W/20W10W/25W

70-100V/8Ω 70-100V/8Ω70-100V/8Ω70-100V/8Ω
98±3dB 98±3dB93±3dB98±3dB

IP 66IP 66

ψ265x95mm 212x98x246mm252x152x100mm208x200x148mm
1.4 Kg 1.3 Kg1.5 Kg1 Kg

金屬 金屬鋁合金鋁合金

溫度 -30℃~70℃；濕度 5%~95% (無凝結 )。

無 無

緊急按鈕 | 有

項目\型號

喇叭 | 3W輸出麥克風  |  輸入音頻:70~12.K5Hz；50m Vp-p

尺寸 | 175 (W) × 220 (H) × 42 (D) mm

輸出 | 120瓦  /  8個區域

外殼材質 | 鋁合金消耗功率 | DC12V/300mA
重量 | 1.5 Kg

防水等級 | IP66

應用 | 搭配 i -View網路攝影機可執行雙向語音和緊急求救使用

操作環境 | 溫度 -10℃~60℃；濕度20%~80%(無凝結 )

緊急求救盒\EC-120AS

滾滾長江東逝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