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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流程： 

 開箱內容物有：無線中繼器*1、說明書*1、電源*1、螺絲包*1 

 

 1. 將無線中繼器插上電源，等待指示燈亮起。 



 

 

 

 2. 將 NVR主機的網路孔接入網路線。 

 

 



 

 3. 將網路線另一端接入無線中繼器網路孔上。 

 

 

 

 4. 回到 NVR主機端，將滑鼠點擊(右鍵→視頻管理)。 

 



 

 5. 進入視頻管理介面，點擊搜索。 

 
 6. 畫面會出現 REPEATER 的設備名稱 



 

 
 7. 點選”添加”會跑出路由器畫面，這時可以改動無線頻道。 

 



 

 8. 退出畫面後，在 NVR主畫面點選(右鍵→級聯設置)。 

 
 9. 畫面跳出級聯設置，會看到 RP1-Auto(此為無線中繼器) 

 

 

 



 

 

 10. 可以選擇想延伸連接的鏡頭，設定好後點選設定才能套用。 

 
 11. 等待套用，若右方的信號數字沒跳到右邊則可能失敗了。需多嘗試幾次 

 



 

 

 

 12. 在級聯設置裡點選 PRX-Auto 也可以看到路由器內容，裡面的連接信息是否有配對成功。 

 

 

 8顆鏡頭狀態下，1台無線中繼器只能延伸 2個鏡頭 



 

 
 

 

一、產品功能概述 

無線中繼器是針對安防領域應用特點自主研發的安防專用路由器(原名 IPC路由器)，主要有(無線中

繼)和(IPC路由器)兩大功能。 

(1)、(無線中繼)功能將無線攝像機和無線 NVR通過無線級聯起來，延伸無線套裝的覆蓋範圍。 

(2)、(IPC路由器)功能將無線 IPC變為有線 IPC使用，連接到有線 NVR,提供靈活的無線解決方案。 

 

二、規格參數 

WIFI 802.11b/g/n 2.4G 

最大帶機數量 4個無線 IPC 

 

指示燈數 

5個 LED指示燈， 

其中 4個指示 IPC連接狀態, 

1個指示 NVR 連接狀態 

 

介面類別型 

1x RJ45 100Mbits 網口 與 IPC配對，傳輸畫面 

1×配對按鍵 一鍵配對，復位 

1×12V 電源 給本設備供電 

尺寸 74×31x186MM 

 

三、接口說明 

1.配對/復位鍵：觸發配對狀態 



 

(1)、按住“Reset/Sync”鍵了秒後鬆開 (3秒＜T＜10秒)，無線中繼器進入配對監視器狀態，所有

IPCAM狀態燈同時快閃； 

(2）、按住“Reset/Sync”鍵 10秒後鬆開 (T＞10秒)，無線中繼器進入無線配對 NVR狀態，NVR狀態

燈快閃。 

(3)、按住“Reset/Sync”鍵時，IPC狀態燈會倒數，指示技鍵按下的秒數。 

 

2. NVR狀態燈：指示 中繼器 與 無線 NVR的無線連接狀態 

快閃：無線中繼器正處在配對無線 NVR狀態。 

常亮：無線中繼器已配對，無線連接正常。 

慢閃：無線中繼器已配對，無線連接斷開。 

不亮：無線中繼器設備異常，需排查。 

 

3.IPCAM狀態燈： 

指示無線中繼器與無線監視器的無線連接狀態 

常亮：表示監視器已連接到無線中繼器，幾個燈亮 

      表示連接了幾個監視器，總共有 4個 IPCAM狀態燈。 

快閃：同時快閃表示無線中繼器處在配對監視器狀態， 

      按住"Reset/Sync”鍵 3秒後鬆開無線中繼器進入配對 

      監視器狀態，所有 IPCAM 狀態同時快閃。 

4.電源：設備供電 

5.網路孔：連接 NVR/交換機 

6.天線：接收信號 

 

四、無線中繼功能設置 

  當 無線中繼器 應用於無線 NVR上作為無線中繼使用時，有兩種配對添加方式。 

 

1無線配對： 

按住“Reset/Sync”鍵 10秒後鬆開進入無線配對 NVR狀態，此時 NVR狀態燈快速閃爍，把無線中繼

器放在通好電的 NVR旁邊 1米範圍內 

(無需連接網線)，無線中繼器會自動配對到 NVR。當 NVR狀態燈長亮時表示無線配對成功。 

 

2.網路線配對： 

將 無線中繼器 和 NVR用網路線連接在一起。在視頻管理頁面搜索到無線中繼器，並在列表中按兩下

“路由器(router)”，點擊“配對”按鈕將無線中繼器配對到無線 NVR，如下圖所示。 



 

 
圖 4.1 此為以配對的無線中繼器 

 

 

 

 

 

 

 

 

 

 

3.無線中繼設置 

 級聯設置介面說明 

級聯 支持自動級聯和手動級聯兩種方式。 

滑鼠右鍵一視頻管理一>級聯設置進入級聯設置介面，在此頁面可以查看級聯和中繼拓撲圖，及設置

級聯。 

 

介面中 NVR表示此無線 NVR， 

CHx-Auto 表示支援自動級聯的監視器, 

CHx 表示僅支援手動級聯的監視器 

X 表示監視器通道號 



 

RPx-Auto 表示支援自動中繼的中繼器 

Router 表示僅支持手動中繼的中繼器 

X 表示中繼器序號 

級聯設置介面右上角有“自動級聯”開關，預設關閉， 

使用者可根據實際需要打開。 

 

 
圖 4.2 

 



 

 
圖 4.3 

 無線中繼使用 

當級聯設置介面的中繼器和監視器顯示“RPx-Auto” 和“CHx-Auto”表示該中繼器和監視器支持無

線中繼。無線中繼無需設置，假如監視器 CH1 距離過遠，無法連接到 NVR，只需監視器和 NVR之間合

理位置放置一個無線中繼器即可，如下圖所示： 

 

注意：使用無感中繼,中繼器需先配對到無線 NVR。無線中繼器長按復位鍵 10秒，NVR狀態燈快閃時， 

     靠近無線 NVR，自動無線配對到 NVR，配對成功後 NVR狀態燈常亮。 

 

 



 

 

圖 4.4 

 手動中繼設置 

無線中繼器 配對到 無線 NVR 後(網路線配對的需拔掉網線)，在視頻管理頁面要能搜索到無線中繼器

(見圖 4.1)。將需要接到 無線中繼器 的 無線監視器 放在 NVR附近，進入級聯設置頁面(右鍵→視

頻管理→級聯設置)，在介面上點擊中繼器後面的“+”按鈕，將對應通道的無線監視器添加到無線中

繼器後面，點擊“設定”按鈕完成設置，如下圖所示。設定好後可得(圖 4.4)之畫面範例。 

 



 

圖 4.5 

五、無線中繼器功能使用 

1. 一鍵配對 

步驟(1)、帶網路孔無線監視器：將 無線中繼器 和 無線監視器 用 網路線 連接起來並通電。 

步驟(2)、純無線監視器：監視器通電並處在無線配對狀態，放在無線中繼器旁邊。 

步驟(3)、按住 無線中繼器 上的“Reset/Sync”鍵 3秒鬆開 啟動配對，此時所有 IPCAM狀態指示燈

會同時閃爍，當所有指示燈停止閃爍時，表示配對完成。配對成功的 IPCAM燈會亮起。 

 

需要一次配對多個無線監視器時，可用交換機(switch)連接。(如下圖) 

注意：兩個 IPC路由器不能接在同一個交換機配對，第二個配對時會把第一個配對好的監視器搶走。 

 

 
 

2. 通過 NI連接到 NVR 

    無線監視器 成功配對到 無線中繼器 後，將 無線中繼器 用網線連接到 NVR，之後在 NVR畫面

點擊滑鼠右鍵→視頻管理→搜索，會搜索到 無線監視器 與無線中繼器 的 IP 位址(IPC路由器 IP位

址默認為 192.168.1.198)，點擊添加或者一鍵添加按鈕將 監視器添加到 NVR 裡。有了無線中繼器，

可以像普通有線監視器一樣使用無線監視器。 

    按兩下(視頻管理)頁面的搜索結果中的路由器條目，可進入無線中繼器管理介面，查看當前無線

中繼器資訊，以及修改無線中繼器信號通道(僅在有線連接情況下執行)。 

 

六、FAQ 

A：同一場地裝了幾個 無線中繼器，IPC離 無線中繼器很近，只有十幾米遠，但圖像很卡,經常掉線

又連上來，怎麼回事？ 

 

Q：這是多個無線中繼器在同一個通道相互干擾導致的。無線互不干擾的通道有(1,6,11,其他)等總共

4個通道。如果在同一個地方裝了四個無線中繼器，可分別設置為(1,6,11，其他)四個通道。通道設

置原則是同一個通道的無線中繼器要相隔越遠越好，儘量不要重疊。人口密集的場合，無線路由器和

手機 wifi多，千擾大不建議使用無線中繼器。 

更多使用技巧:可以參考 YT 分享影片，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https://www.youtube.com/@user-yt1zb6im9v/search?query=%E6%98%93%E8%A6%96%E9%9B%B2 

 

https://www.youtube.com/@user-yt1zb6im9v/search?query=%E6%98%93%E8%A6%96%E9%9B%B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