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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感謝閣下選購Attez ZN62無線高清安保攝錄機！ 

Attez ZN62無線高清安保攝錄機，無需設置安裝，即可通過無線網絡進

行實時直播，並有錄像和下載功能。 

ZN62內置充電池，可攝錄長達8小時有聲影片。ZN62亦可通過智能手機應

用程式 “Attez” 設置各種功能，包括定時預錄、聲音觸發、物體移動

觸發和警報等功能。 

特點 
循環攝錄：當記憶卡容量不足時自動刪除早前所錄影片段，並持續攝錄 

時間標示：在視頻及錄像中顯示攝錄時的日期與時間  

定時預錄：以24小時為週期，按預校時間自動啟動攝錄功能 

物體移動觸發：當ZN62偵測到畫面中物體移動時開始攝錄 

聲音觸發：當ZN62偵測到環境內有聲音時開始攝錄 

警報功能：當ZN62被觸發時馬上推送警報到手機的通知欄內 

攝錄方向：可選擇正常或垂直倒轉的畫面 

拍照：可截取直播畫面 

錄像分割：每3分鐘分割錄像，令影片分享更快捷方便 

無線連接：熱點模式、路由器模式 

邊充邊用：ZN62可在充電時繼續工作 

最大支援 64GB microSD（TF）卡 - 使用前請於 www.atteztech.com 

-> 支援服務 -> 智識庫下載格式化軟件，並以FAT32格式化 



3 

名詞解釋 
熱點模式 

ZN62作為熱點，手機用WiFi直接連到ZN62 
路由器模式 

ZN62通過連接到環境中的無線路由器，接入互聯網。用戶可通過互

聯網，隨時隨地連接攝錄機 

添加雲相機 

用戶可邀請其他人連接自己的ZN62 

 

手機要求 
Android 4.2.2 或以後版本，iOS 8.3 或以後版本 

 

包裝內容 
Attez ZN62 無線高清安保攝錄機 

5伏變壓器 

USB連接線 

不包括microSD卡, 請自行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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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位鍵 

 microSD卡槽 

 金屬接觸 

 點向上 

 麥克風 

充電指示燈 

micro USB接口 

  鏡頭 

開關鍵 

狀態指示燈 

熱點模式鍵 

Attez ZN62無線高清安保攝錄機一覽 

 

 

 

 

 

 

 

充電 
ZN62 配備一顆內置充電池，可通過電腦的 USB 接口或 5伏變壓器充電。

如果是首次使用或長期停用，建議充電 4 小時後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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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號狀態 
 

充電指示燈 

充電中：指示燈呈黃色 

充電完成：指示燈熄滅 

狀態指示燈 

連接電腦 

確保ZN62已關機，用USB線連接電

腦，綠燈亮，可作移除式磁碟機，

觀看/複製/刪除microSD卡內的

檔案或更新ZN62相機內程式(詳

見設定->系統更新) 

正常開啟 / 關閉攝錄機 

開啟：長按電源按鈕，直到狀態

指示燈呈綠色 

關閉：長按電源按鈕，直到狀態

指示燈熄滅 

註：不要太快或頻密開機/關機  

或 連接/移除 USB/5V變壓器 

工作狀態 

1a.熱點模式 

橙燈長亮：等待手機連接 

綠燈閃爍：成功連接手機 

1b.攝錄機在路由器模式 

綠燈亮：正在連接路由器 

(如果綠燈長亮，請看常見問題Q1/2) 

綠燈閃爍：成功連接路由器 

2.直播/錄影： 

橙燈閃爍：攝錄機在直播/錄影中 

3.低電： 

紅燈閃爍：電池電量低 

4.沒有記憶卡/卡已滿/損壞/其他錯

誤： 

紅燈長亮(請看常見問題Q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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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 
步驟一：開啟ZN62 

1. 首次使用時，長按開關鍵開啟ZN62，先是綠燈亮數秒，然後橙燈開始長

亮，此時ZN62進入熱點模式

步驟二：安裝ZN62應用程式 Attez 

方法一 (Andriod)： 

1. 用手機到訪 www.atteztech.com，在支援服務->下載->下載應用程式 

Attez 

2. 保存到手機後，打開檔案管理器找到Attez.apk並安裝 

註：因不是從 Andriod Play Store下載，手機會封鎖安裝，請按設定，進

入安全性，點選未知的來源，允許 Attez 安裝並獲取用戶手機推送、讀寫、

使用攝像頭等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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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二(Andriod / iPhone / iPad)： 

前往 Android Play Store / Apple App Store搜索“Attez”下載並安裝

Attez應用程式

成功安裝後，Attez 會於手機桌面中出現

 

 

 

 

 

 

 

 

 

 

 

 

 

 

步驟三：添加全新相機 

3.1 打開 Attez 

3.2 按 “添加全新相機”並按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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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此時請 轉 到 設
定 -> Wi-Fi 連接界
面，開啟Wi-Fi並連接
Attezcam_xxxxxx，連
線後返回 Attez 

3.4 返 回  Attez
後, 按“添加全
新 相 機 ＂, 應 用
程式會自動載入
ZN62的資料

3.5 成功載入後,用戶
可自行命名ZN62,填在
相機名稱欄。如欲通
過互聯網觀看,請繼續 
3.6,否則按”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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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路由器模式

ZN62通過連接到環境中的無線路由器，接入互聯網。閣下可通過互聯

網，隨時隨地連接攝錄機。

 
 

 

 

 

 

 

 

 

 

 

 

 

 

 

 
3.6.1 點擊“點擊以選
擇一個SSID” 

 
3.6.2 從列表中選擇自
自己的Wi-Fi連接 

 
3.6.3 填入Wi-Fi密碼，
點擊“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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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 此時ZN62會自動關機，重新開機後ZN62會連上路由器。如果輸入錯了路

由器密碼，或長時間都連不到路由器，或想轉換另一台路由器，請還原到熱

點模式：在ZN62開機狀態下，長按背面MODE鍵直到狀態指示燈變為橙色，並

在應用程式 Attez 刪除該攝錄機，重覆步驟三再安裝。 

 

步驟四：觀看直播 

                        成功添加後， 

                        點選新添加的 

                        攝錄機，進入直播， 

                        如長時間不能連接， 

            請看常見問題Q2 

                           

                           錄影 

                                   

                                  拍照  

                           

                          畫面垂直倒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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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五：下載影片及照片 

5.1 點選“下載“進

入下載界面 

 

 

5.2 選擇想下載的 “影

片 / 照片”，然後點選

左下方的下載 

 

5.3 下載完成，檔案會儲

存在文件匣 Attez 中

 

 

 

 

 

 

 

 

 

 

 

 

 

註: 

(1) 文件會在Attez目錄內，如手機有外置的儲存裝置，請檢查會否儲存在外置裝置 

(2) 建議使用最新的視頻播放器播放視頻(Andriod: Andriod Video Player / iOS: QT) 

(3) 若下載文件大於5MB，只能通過WiFi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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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雲相機 
用戶可邀請其他人連接自己的ZN62，只需將自己ZN62的相機ID、用戶名稱、

用戶密碼告知第三方使用者就可以。 

1. 第三方需在手機上安裝 Attez  

應用程式，點選“添加雲相機”，填寫攝 

錄機相關信息，即可連接ZN62。 

2. 若ZN62當前為熱點模式，第三方需開啟 

手機WiFi並連接到Attez_xxxxxx。 

3. 若ZN62當前為路由器模式，第三方的 

手機需連入互聯網或開啟移動數據服務。 

 

 

 

 

 

 



13 

點選右方的齒

輪，可進入ZN62

設定列表 

設定 

 

 

一. 複製當前相機ID 

複製相機ID，方便與第三方使用者共享 

二. 連接設定 

如果攝錄機本身是熱點模式，可在此處切換 

到路由器模式連接互聯網，請看安裝步驟3.6 

三. 錄像設定 

1. 先按開關 

2. 設定開始及結束時間，四段時間不能重疊 

3. 再選擇 連續錄像 或是 偵測觸發錄像 

4. 按確定 

5. 錄影將於下一時段自動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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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請確保ZN62處於開機狀態及插入一張已格式化的microSD卡，詳見

www.atteztech.com -> 支援服務 -> 智識庫 -> 格式化軟件 

四. 修改密碼：預設密碼為888888，請更改密碼確保安全，密碼有分大小寫 

五. 直播設定：可更改直播中影片的解像度和室內照明頻率 

預設為VGA(640*480)，50Hz 

室內照明頻率： 

50Hz：適用於亞洲*、歐洲、非洲、澳洲和南美洲** 

60Hz：適用於北美洲和南美洲** 

* 在亞洲，一些國家會同時採用50Hz和60Hz的頻率 

例如在日本：東京是50Hz而大阪則是60Hz 

** 在南美洲：阿根延和智利是 50Hz，而巴西和哥倫比亞則是60Hz 

有關其他國家所使用的頻率，請參閱以下網頁： 

http://www.controlledpwr.com/help-international-voltages.php 

六. 警報設定 
用戶可選擇觸發模式，觸發後ZN62會馬上推送警報信息到用戶的手機通知欄 

註：1. iOS：攝錄機及手機都要連到互聯網才有警報推送 

    2. Andriod：應用程式 Attez 要在背景工作中才有警報推送 

七. 系統更新：更新ZN62相機內程式，請按指示更新 

八. 刪除相機 

如設定出錯，可刪除相機，再長按ZN62背面MODE鍵直到狀態指示燈變為橙色，

然後按安裝步驟重新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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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Q1: 當ZN62沒反應時怎麼辦？ 

    長按ZN62開機制及背面的“RESET”約4秒，ZN62會正常啟動 

Q2: 為什麼怎樣也連不到攝錄機? 

    可能攝錄機已關機：請開啟攝錄機; 

  可能攝錄機錯誤或沒反應：請按以上Q1重啟攝錄機; 

  如果攝錄機橙燈長亮：手機沒有開啟WiFi 或 手機連接了其他WiFi裝置; 

    如果攝錄機綠燈長亮：攝錄機內儲存的路由器密碼錯誤(請按以下Q3重新 

    安裝) 或 沒有開啟路由器，另外，建議路由器SSID及密碼不要含有特殊 

    字元及標點符號如 #\，加密方式用WPA或WPA2; 

  如果攝錄機綠燈閃：路由器沒有連到互聯網 或 頻寬速度太慢（上載最好 

    有10Mbps）或 路由器攔截串流視頻（建議更換路由器）或 手機3G/4G/  

  WiFi速度太慢（建議解像度改為QVGA）或 網絡繁忙（請稍候再試）; 

    如果攝錄機紅燈閃：電池電量太低; 

  可能手機程式錯誤：請關閉程式或從背景執行中強制停止程式並重新執行 

Q3: 如何重設為原廠設定? 

    在ZN62開機狀態下，長按背面MODE鍵直到狀態指示燈變為橙色，並在應 

    用程式 Attez 刪除該攝錄機，再按安裝步驟重新安裝 

Q4: 可否多於一部手機同時進入直播? 

    可以，但是畫面可能會不流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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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 無線訊號覆蓋範圍? 

    空曠範圍約150米 

Q6: 錄像及相片的格式和大小? 

    錄像格式：MP4  大小：HD (1280x720p) 約1GB / 小時 

    相片格式：JPG  大小：HD (1280x720p) 約250KB / 張 

Q7: 為什麼沒有推送警報? 

  1. iPhone / iPad：相機及手機都要連到互聯網才可有警報推送 

    2. Andriod：應用程式 Attez 要在背景工作中才可有警報推送 

Q8: 為什麼沒有錄像? 

  相機沒有開機; 

    沒有記憶卡 / 卡已滿 / 卡損壞，請使用另一張已格式化的卡 

Q9: 為什麼長亮紅燈? 

  可能沒有記憶卡 / 卡已滿 / 卡損壞，請使用另一張已格式化的卡; 

  可能硬件損壞 / 電池損壞：請退回本公司修理 

Q10: 為什麼會自動變回熱點模式? 

  攝錄機開機後長時間找不到路由器，會自動變回熱點模式 

Q11: 為什麼視頻不順暢? 

  頻寬速度太慢（上載最好有10Mbps）或 路由器攔截串流視頻（建議更換 

  路由器）或 手機3G / 4G / WiFi速度太慢（建議解像度改為QVGA） 

Q12: 如何在電腦觀看已錄影視頻? 

    請下載 Real P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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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3: 為什麼在iPhone / iPad 不能刪除相機? 

    手機要在能連到互聯網時才能刪除相機 

Q14: 應用程式最多可添加多少相機? 

    3個 

Q15: 為什麼電腦不能讀卡? 

    請確保ZN62已關機，才用USB線連接電腦     

 

使用小錦囊 
1. 如果長時間不能連接，請重啟攝錄機，路由器及關閉程式或從背景執行中

強制停止程式並重新執行 

2. 工作溫度最好是室溫，攝錄機不可被太陽直接照射 

3. 若下載文件大於5MB，只能通過WiFi下載 

4. 定時預錄是24小時為一個循環 

5. 攝錄影片解像度是1280x720 

6. 請更改ZN62密碼確保安全，密碼有分大小寫 

7. 攝錄機亦可接駁手機熱點連接互聯網，在任何場地都能傳送視頻 

8. 請使用一張已格式化FAT32的microSD (TF) 卡，詳見www.atteztech.com -> 

支援服務 -> 智識庫 

9. 相機不要太靠近手機, 以免互相干擾 

 

保用期: 12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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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要求： 
儲存溫度：華氏32至113度 (攝氏0至45度) 

工作溫度：華氏32至113度 (攝氏0至45度) 

FCC規則 
此設備符合FCC規則第15條。使用受以下兩個條件約束： 

1. 該設備不會產生有害干擾。 

2. 此裝置必須接受任何收到的干擾，包括可能導致不理想操作的干擾。 

本設備已經通過測試，符合FCC規則第15條Class B的限制。這些限制旨

在在住宅安裝的情況下，提供合理的保護，防止有害干擾。本設備產生、

使用、並能發射無線電頻率能量; 如果沒有按照指示安裝和使用，可能

會干擾無線電通訊。但是，我們不能保證干擾不會發生在特定的安裝情

況下。如果本設備確實干擾無線電或電視接收，用戶可以使用一個或多

個下列措施，嘗試糾正干擾： 

1. 提高設備和ZN62之間的距離。 

2. 使用不同的電源插座，使設備和ZN62使用不同的分支電路。 

3. 諮詢經銷商或有經驗的無線電/電視技術人員尋求幫助。 

一切保證及規則，皆以英文版本為準。 

 

亞特斯科技有限公司   電話：(852) 3188 4492 

香港沙田科學園尚湖樓513室  電郵：support@atteztech.com 

網址：http://www.atteztech.com    版本：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