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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容量: 
1. 369CC管理台可管理5區(住戶端區+緊急對講區共5區). 
       每區可接 4台大門玄關機+400戶住戶. 
       所以每台管理台最大可管理2,000戶住戶. 
2. 每戶住戶可接 小門口機8台+室內機8台(10.2吋+7吋). 
3. 公共區域CCTV, 每一區可裝8台, 這一區的住戶均可監看. 
4. 公共區域 緊急對講機, 每一區可裝150台(含有影像+無影像) 
5. 369CC管理台同一系統可裝4台369CC 
6. 系統最長接線距離300M, 說明如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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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材要求: 
1. 防盜影視對講系統一條CAT5e FTP網路線,鋁箔遮蔽. 
2. 公共緊急對講系統一條CAT5e FTP網路線,鋁箔遮蔽. 
3. 電源線, 使用多蕊線, 線徑1.25mm. 
4. 若整個系統需用到369SP主線分歧器,請另外增加一條CAT5e  
    FTP網路線,鋁箔遮蔽.       
5. 若整個系統需要“戶戶對講功能”或“分機對講功能”或需 
   要這兩種功能, 請另外增加一條CAT5e FTP 網路線,鋁箔遮蔽. 

CAT5e FTP 網路線 
                 鋁箔遮蔽 

電源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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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9M102 觸控式 10.2吋 防盜 影視 對講 室內機 

有璧掛式/ 有埋入式 
有黑色 / 白色 
工作電壓-DC15V 
消耗電流-待機:150mA , 動作:800mA 
螢幕尺吋-10.2 吋 
解 析 度  -800 RGB x 480 pixel 
色彩表現-262,144  色 
操作介面-10.2吋觸控面板 
安裝方式-壁掛式 / 埋入式 
外觀材質-ABS 面板及底座 
外型尺寸-高180/寬275/厚34 mm 或12mm 

重量 -1.0 K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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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9M7 觸控式 7吋 防盜 影視 對講 室內機 

璧掛式  
有白色 / 黑色 
工作電壓-DC15V 
消耗電流-待機:150mA , 動作:500mA 
螢幕尺吋-7 吋 
解 析 度  -800 RGB x 480 pixel 
色彩表現-262,144  色 
操作介面-7吋 觸控面板 
安裝方式-壁掛式 
外觀材質-鋁合金面板及ABS底座 
外觀材質- ABS面板及ABS底座 
外型尺寸-高150/寬235/厚28 mm  

重量 -0.7 K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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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9C7a 夜光型不鏽鋼按鍵 不鏽鋼玄關機 

工作電壓-DC15V  獨立電源 
消耗電流-待機:150mA , 動作:400mA 
攝影機 -彩色 1/3" Cmos Camera 
解析度 -彩色976(H) x 496 (V) 
影像圖素-700 TV lines 以上 
信號雜訊比-More than 48db 
鏡頭        -Board lens3.6mm/F2.0 
輔助照明-4顆可見白光 LED 
操作介面-不鏽鋼夜光按鍵, 操作時有語音導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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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9C7c 夜光型不鏽鋼按鍵 鋁合金玄關機 

工作電壓-DC15V  獨立電源 
消耗電流-待機:150mA , 動作:400mA 
攝影機 -彩色 1/3" Cmos Camera 
解析度 -彩色976(H) x 496 (V) 
影像圖素-700 TV lines 以上 
信號雜訊比-More than 48db 
鏡頭        -Board lens3.6mm/F2.0 
輔助照明-4顆可見白光 LED 
操作介面-不鏽鋼夜光按鍵, 操作時有語音導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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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9CC 10.2吋 觸控型 管理台 

單區管制功能, 除可管制住戶, 也可管制大門 
內建社區大門輸入埠, 可連接社區大門 
內建門狀態指示, 及 系統使用指示 
內建10.2吋全彩觸控液晶螢幕, 所有訊息, 操作全在螢
幕上執行. 
內建15筆住戶碼記憶容量 
廣播功能, 可對全體住戶廣播. 或分區廣播. 
影像儲存功能, 可儲存訪客1,000張的影像. 
環保鈴聲功能, 住戶按對講鍵,可停止播放. 
內建住戶警報迴路顯示區,各住戶的NO迴路, NC迴路, 
一經觸發立即傳送訊息至管理台 
尺寸:  280寬x 200深x 45至70高mm 
免提對講 或是 聽筒(選購品) 均可 

觸控 數位化 369 防盜 影視 對講系統 

眾經電子 
08 



369C3dM 住戶 門口子機 

消耗電流-待機:50mA , 動作:250mA 
含Mifare卡機-待機:150mA, 動作-300mA 
攝影機 -彩色 1/3" Cmos Camera 
解析度 -彩色976(H) x 496 (V) 
影像圖素-700 TV lines 以上 
信號雜訊比-More than 48db 
鏡頭        -Board lens3.6mm/F2.0 
輔助照明-6顆可見白光 LED 
安裝方式-埋入式 
外觀材質-ABS 
外型尺寸-長145mm / 寬89mm /深35mm 
外露1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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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9PbM 公共緊急 對講機 含 攝像頭 / Mifare 讀卡機 

消耗電流-待機:50mA , 動作:250mA 
含Mifare卡機-待機:150mA, 動作-300mA 
攝影機 -彩色 1/3" Cmos Camera 
解析度 -彩色976(H) x 496 (V) 
影像圖素-700 TV lines 以上 
信號雜訊比-More than 48db 
鏡頭        -Board lens3.6mm/F2.0 
輔助照明-6顆可見白光 LED 
安裝方式-埋入式 
外觀材質-ABS 
外型尺寸-長145mm / 寬89mm /深35mm  
外露1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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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9 週邊設備 

369CB 369DB4b 

369管理台+聽筒 

P7a P8a 

369DB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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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9 週邊設計 

手機App 
369系統連接手機或平板APP介紹(目前祇通android 5.0 以上之系統)  
首先需要 NP-02 IP伺服器 及 有固定IP的網路  
三種NP-02 IP伺服器: 
1> 管理中心(警衛室)IP伺服器:  
        管理中心,最多可連接5個手機門號. 
        當 玄關機 或 住戶 呼叫管理中心時,管理員可選擇用手機 或 管理台 與呼叫者通話.  
        社區內所有公共對講機與公共緊急對講機,所有住戶的NO, NC迴路訊號, 都會同步傳送到管理員的 
        手機與管理台.  

2> 社區型 IP伺服器:  
       社區型伺服器,一台伺服器最多可連接100個手機門號. 
       當 玄關機 或 管理中心 呼叫某一住戶時, 此住戶可選擇用 手機 或 室內機  
       與呼叫者通話 或為其 開門. 
       住戶家裏的N.O.迴路與N.C.迴路的訊號都會同步傳送到該住戶手機. 

3> 住戶型 IP伺服器: 
      獨戶型 IP伺服器, 最多可連接5個手機門號 . 
      當住戶自家的小門口機 或大樓玄關機, 或 管理台 呼叫時, 住戶可選擇手機 
      或 室內機 接聽對話 或為其開門. 
      住戶家裏的N.O.迴路與N.C.迴路的訊號都會同步傳送到該住戶手機 .  

觸控 數位化 369 防盜 影視 對講系統 

眾經電子 
12 



369 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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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9 獨戶型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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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9 大樓型系統-有SP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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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9 大樓型系統-無SP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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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9 系統-最大距離300M架構圖 

系統必須使用CAT5e FTP網路線,鋁箔遮蔽, 才能達到300M要求 

樓層分配器使用 
DB4b (4戶輸出) 或 
DB8b (8戶輸出) 
都算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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