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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雲端圖控管理系統說明
本系統提供一個使用者介面，供監控人員使用一般桌上型電腦進行操作，並視情

況將電腦畫面投射至監控中心電視牆，透過網路瀏覽器登入並監看現場即時畫面。

系統基本架構說明

系統基本架構示意圖１

系統基本架構示意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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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統連結與密碼管理

  系統連結登入

步驟   連結到雲端圖控管理系統平台                          

步驟   使用者輸入所屬之認證帳號及密碼登入

  密碼變更

步驟   選取“設定”，並點選“我的帳號”

步驟 2: 於第一欄內填入新密碼，並於第二欄再次輸入以確認密碼。

○ 選取”我的帳號”

○ 填入新密碼



5

步驟 3: 完成後，點選左上角“√” 圖號。

步驟 4: 畫面顯示“成功”字樣，密碼即變更成功。

  忘記密碼

(1) 首頁點選”忘記密碼”

(2) 填寫使用者註冊的電子郵件以及圖相驗證碼，並點選左上”申請”，系統會寄一
份新密碼至該電子郵件信箱，請至該信箱收取。

○３ 選取“√”圖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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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功能簡介

系統平台功能列表包含：即時影像、設定以及分享。

  即時影像：

使用者可於此主要介面，一次瀏覽六個即時影像畫面。若有多個攝影機畫面，

可點選上 下一頁、最前頁 最後頁、或欄內輸入頁碼跳頁查看。

另有自動換頁“         ”功能。

各即時影像畫面顯示上，標有攝影機名稱作為辨別。

使用者可進入設定作名稱更改。操作步驟詳見“設定”功能說明。

點選“即時影像”

畫面顯示介面
換頁查看

攝影機名稱

※注意：如第一次使用該台電腦觀看攝影機，遇到

   憑證或     問題，請參考使用者手冊附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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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影像”圖示功能說明：

     同時放大 此功能可同時放大顯示，六個畫面之即時影像介面。

(1-1-1) 單一畫面最大放大：單獨放大一個即時影像

同時放大

燈色顯示
畫面放大

原廠設定

聲音開關

重新整理

注意：聲音開關功能

攝影機 Z-3505不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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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燈色顯示  共三種顏色，用於顯示攝影機連接狀態。

     畫面放大： 提供單一即時影像放大、倒帶回放檢視之功能。

點選後開啟畫面，如下圖顯示。

       即時影像：放大顯示現場直播畫面。

點選即時影像

※注意：聲音開關功能

攝影機 Z-3505不支援

攝影機鏡頭擺動以及變焦控

制。※注意：攝影機 Z-3505

不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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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放：倒帶回放檢視。

(1-4) 原廠設定：攝影機原廠設定，不開放廠商使用。

(1-5) 聲音開關： 表示聲音開啟； 表示聲音關閉。

(1-6) 重新整理：重新載入該即時影像。

  設定：

使用者可於此介面，檢視、設定、刪除、分享、下載各攝影機之即時影像。

○ 點選回放

○ 點選預觀看錄像軌跡

點，出現畫面即可檢視。

播放停止、播放、暫停鍵

該小時錄影軌跡

帳號與裝置設定

注意：聲音開關功能，攝影機 Z-3505不支援

“設定”主要圖示功能
（功能說明於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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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定”主要圖示功能說明：

     即時影像：可選擇將已連結運作的影像畫面，隱藏或顯示於主要即時

影像顯示介面上。 為顯示； 為隱藏。

     攝影機修改：可修改攝影機名稱，並可檢視 設定排程錄影。

點選後畫面顯示如下圖。

     攝影機刪除：可刪除攝影機與使用者帳號之連結。

※請注意：廠商不應任意刪除攝影機，如有刪除

需求，請先諮詢中心人員。

     攝影機分享：使用者可選擇分享攝影機畫面給指定工地證號。

點選後畫面顯示如下圖（下頁）。

※請注意：中心系統會自動分享攝影機至各工地

證號，無特別需求，不應使用此功能。

     即時影像

     攝影機修改      影像下載

     攝影機分享     刪除

※請注意：全時錄影不需設定排程錄影

排程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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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像下載：可下載錄影畫面，點選後畫面顯示如下圖。

下載後，至下載檔案儲存之資料夾，打開檔案；檔案可由                 或

         播放。

○１ 輸入預分享之工地證號

○２ 點選“分享”

○ 顯示該證號即完成分享

○ 跳出此畫面

後，點選“  ”

○ 點選下載之檔案

○ 觀看錄影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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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

此分享介面為工地帳號登入後，可看到其他使用者分享給你的攝影機畫面。

即時影像則為廠商本身帳號之攝影機畫面。

點選“分享”即可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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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廠商施工現場安裝流程

 攝影機架設與開工通報
步驟  ：持攝影機設備到現場後，將其接上電源與網路。

步驟  ：於行動裝置上，開啟“桃園挖掘查報”應用程式。輸入帳號及密碼登

入（畫面如下圖  ）。

步驟  ：登入後能查看各工地標示（如下圖   ，點選預備報開工的工地標示後

顯示如（圖  ），再選”點擊打開案件資料”進入到（圖  ），確認完是否為該工地

後，點選執行通報。

輸入帳號及密碼登入

圖  圖  圖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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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到（圖 5）後，點選師工通報”前”，會進入到（圖 6），點選攝影機編號（紅框
處）右上角的攝影機符號，會進入到如（圖 7）執行攝影機 QR-Code掃描。

掃瞄成功後，攝影機編號會顯示在文字框中，確認正確後點選”施工前通報上

傳”，當頁面顯示”上傳成功”即完成攝影機掃描的開工通報流程。系統會分享

攝影機至工地證號。

○ 點“掃描攝影機”

○ 點選工地案件
○ 點選“       ”

圖  圖  

完成

掃描“       ”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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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工通報完成，確認攝影機影像是否成功回傳

步驟  ：步驟完成後，系統會自動分享攝影機至使用者帳號。

關閉“道路挖掘查報”。

步驟  ：預檢查是否成功分享攝影機。開啟“道路施工影像系統”應用程式，

輸入工地證號登入（圖  ）。

步驟  ：畫面進入攝影機列表，點選預觀看之攝影機（圖  ）。

即可檢視即時影像（圖  ）。

○1 輸入證號並登入

圖  圖  圖  

○2 點選預觀看

之攝影機

登出

即時影像畫面截圖功能

“道路施工影像系統”應用程式說明：

本系統程式應用於進行施工現場即時畫面瀏覽，達到全民督工之成效。

※詳細安裝及使用說明，請參閱第八章《道路施工影像系統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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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道路挖掘管理系統連結與工地查詢觀看
步驟  ：連結並登入到桃園市道路資訊查詢系統

步驟  ：點選欲查詢的工地標示。

步驟  ：點選後會出現該工地資訊，畫面顯示如下圖。查看工地資訊後，往下拉會

看到”施工即時影像”。

步驟  ：點選後自動連結到“雲端圖控管理系統平台”觀看即時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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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機連結說明:

(1) 連結到登入介面，未自動登入，代表該工地還沒有攝影機連結。

表示還沒有攝影機與該工地連結。點選後會到登入即時影像畫面。(如下圖)

(2) 連結後直接登入即時影像介面，表示有攝影機或行動裝置與該工地連結，點選

後會直接連結到即時影像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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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TYIvedaMobile 操作運用
              行動雲端影音串流儲存系統 是一個各工地承包商可於智慧型手

機或平板電腦之應用程式，透過事先於行動雲端影音串流儲存系統所建立的使用

者帳號密碼登入，將載具轉化為一行動即時發佈裝置，所拍攝之畫面即時傳輸至

行動雲端影音串流儲存系統。監控中心人員可透過瀏覽器登入系統線上觀看即時

串流影像，可儲存及提供歷史錄影畫面瀏覽，可調閱過去    天內之錄影畫面。

操作步驟說明：

步驟  ：開啟應用程式，並登入系統（如圖  ）。

步驟  ：出現攝影畫面後，點選紅圈處（如圖  ）。

等待錄影啟始  秒倒數（如圖  ），出現    字標即可手持裝置開始

錄影（如圖  ）。

圖  

圖  

圖  

登入系統

點選紅圈

開始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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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說明：

（1）登入後主畫面包含：紅圈錄影鍵、照射燈開關。

（2）錄影需為橫向拍攝，故轉動行動手機或平板電腦時，會有指示提醒。

（3）手指輕觸螢幕，右上方會出現“登出”以及“設定”鍵（下圖 1）。

點選“設定”會出現以下畫面及功能。

錄影鍵

照射燈開關

  一般資訊：系統與帳號資訊

  視訊品質：選擇錄影檔大小

  自動重發：若錄影斷線，開啟

此功能可自動連網繼續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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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錄影檔案下載：
使用者可依下列步驟正常下載錄影畫面，點選後畫面如右圖說明顯示。

步驟1：連結到連結到雲端圖控管理系統平台並登入。
步驟2：點選“設定”再點 下載後，選擇所需影像的日期。

步驟3：在點選該日期所需時辰的影像檔，即開始下載。
步驟4：下載後，至下載檔案儲存之資料夾，打開檔案；檔案可由Window Media

player或VLC player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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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般民眾查閱施工影像
運用“道路施工影像系統”輸入工地核備證號，一般民眾能查閱桃園市現正進行

之工地，用於施工現場即時畫面瀏覽，達到全民督工之成效。

輸入工地核備證號有二種方法查詢：

1. 工地告示牌查看：
若使用者於現場，現場告示牌會標示該工地證號，直接查看輸入即可。

2. 使用“道路施工影像系統”查詢：

民眾透過“道路施工影像系統”應用程式上的“核備證號查詢”，由地圖

上找尋地點來查詢。※詳細下載安裝說明，請參閱第八章《道路施工影像系統

安裝說明》

使用操作步驟：

步驟 1：開啟“道路施工影像系統”應用程式，點選下方的“核備證號查詢”。
步驟 2：進入到地圖模式，搜尋預查看之工地位置，並點選其工地標示。
步驟 3：確認為預觀看之工地，並點選“登入”即可查看其即時影像。

工地告示牌

示意圖

○ 點選核備證號查詢
可縮放地圖搜尋

步驟  



22

○２ 點選預查看之工地

○３ 確認工地，

連結攝影機即可

步驟  

步驟  

地圖介面輔助功能圖示說明：

點選回到地圖上一頁

點選回到大區域地圖

點選做使用者定位

工地通報分類圖示說明：

○ 有時一工地有多台攝影機，

點選預觀看的攝影機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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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道路施工影像系統說明
道路施工影像系統應用於進行施工現場即時畫面瀏覽，以達到全民督工之成效。

１ 安裝步驟說明

步驟１：開啟行動條碼掃描器 圖   若沒有行動條碼掃描器，可至        

下載任一免費程式作使用 。掃描       ，下載安裝檔。

Android系統 iOS系統

圖 1

※注意(3)：以下安裝步驟會因不同廠商或系統，有不
同顯示畫面，但其程序相同。

（此處以 Android系統裝置示範說明）

※注意(1)：Apple產品下載上列憑證檔案，需使用其
內建的瀏覽器 safari開啟，故請選擇可用 safari開啟
的 QR-code掃描器應用程式。

※注意(2)：    以下使用者若有遇到    憑證問題，
請參考使用者手冊附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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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掃描連結到下載網址後，讀取結果請點選“確認”。出現儲存畫面，

點選“確認”（圖 ），即開始下載安裝檔。待下載完成後，點選安

裝檔開始執行安裝程序 圖  。

步驟  ：點選安裝檔後，裝置會詢問是否要安裝此應用程式，點選安裝，

（圖  ）即開始安裝（圖  ）。

步驟  ：安裝完成後，可直接點選打開，開始使用道路施工影像系統。

圖 2 圖 3

圖 4 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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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說明
   核備證號查詢：

使用者可透過地圖地點來查詢工地核備證號。

操作說明：

步驟 1：開啟應用程式，點選下方的“核備證號查詢”。
步驟 2：進入地圖模式，搜尋預查看的工地位置，並點選其標示符號。
步驟 3：確認為預觀看之工地，並點選“登入”即可查看其即時影像。

○ 點選核備證號查詢

可縮放地圖搜尋

步驟  步驟  

可作使用者定位

（深藍點位置為使

用者位置

地圖介面輔助功能圖示說明：

點選回到地圖上一頁

點選回到大區域地圖

點選做使用者定位

工地通報分類圖示說明：



26

   即時影像觀看及截圖

直接輸入工地核備證號（下圖  ）或使用地圖查詢核備證號登入後，畫面會進

入監視器列表，點選預觀看之攝影機（下圖  ）。即可檢視即時影像（圖  ）。

○２ 點選工地

○３ 確認工地，

連結攝影機登入

步驟  

輸入核備證號登入

圖  圖  圖  

點選預觀看的攝影機

登出

即時影像畫面截圖功能

步驟  

○ 點選攝影機，

即可觀看即時影像



27

疑難排解

一、攝影機架設相關問題

(一) 現場架設及攝影機掃描分享

廠商依照使用者手冊之步驟架設好攝影機後，需按下列程序檢驗以排除問

題：

1. 人員需先檢查攝影機是否確實與電源及網路連接上。

2. 網路線若有運作，其綠色燈號會發亮並閃爍，代表數位資訊正常傳輸。

3. 路由器(Router)確實接上電源，運作正常其燈號會亮並閃爍。

4. 登入“道路挖掘施工通報”應用程式，掃描攝影機上標示之QR-Code，

並可執行攝影機分享到該工地核備證號的動作。

5. 開啟“道路施工影像系統”應用程式，並輸入所屬工地核備證號登入，

即可查看該工地之攝影機即時影像。 ( ※詳細說明，請查閱 《雲端圖

控管理系統使用手冊》中 〈四、廠商施工現場安裝流程〉)

6. 若出現“連結無攝影機”，表示攝影機未分享成功，請嘗試重新按照上

列4.及5.步驟，多掃描幾次QR-Code。

7. 若掃描後已有攝影機，但仍未見畫面顯示，則請嘗試重新按照上列1.~3.

步驟調整。

(二) 攝影機時間檢查與校正

網路及攝影設備架設時，順序上務必先：

1. 將網路設備架設完

2. 再安裝攝影機

3. 組裝完請再至即時影像檢查時間是否準確

若未經上列步驟安裝設備，攝影機時間會有誤差。若查看即時影像畫面，

發現錄影顯示時間與標準時間不符合時，請重新拔插網路線，攝影機會

透過網路重新校正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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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腦平台-影像瀏覽相關問題

成功將攝影機分享至工地核備證號後，即可連結並登入雲端圖控管理系統平台檢

視。若有狀況請嘗試按下列程序排除：

(一) 攝影機及路由器檢查

1. 正常運作：攝影機畫面燈號標示由紅轉綠，顯示影像即成功（圖1）。

2. 無該攝影機：若找不到預觀看之攝影機，為攝影機分享未成功，此時

請按疑難排解中之〈一、攝影機架設相關問題〉程序嘗試修正。

(1)黑畫面：顯示黑畫面，其燈號停在紅色，表示攝影機未正確連接（圖2）。

請檢查網路、電源及路由器是否運作正常，且其燈號會發亮並閃爍。

(二) SSL 憑證相關問題

一、PC瀏覽器支援性：

 舊GCA SSL SHA1憑證IE、Chrome、Firefox：可正常瀏覽

 新GCA SSL SHA2憑證IE、Chrome：可正常瀏覽

 Firefox：需手動匯入GRCA2憑證

二、SSL憑證安裝

針對GCA SSL SHA2憑證安裝後，使用Firefox瀏覽器出現之問題：

1. 此問題最主要原因是GRCA2根憑證尚未植入Firefox的信任清單中，

2. 使用IE或Chrome會自行尋找缺少的憑證，則無此問題。建議使用IE或

Chrome。

圖 1 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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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需使用Firefox，請手動匯入憑證：

步驟１

連結 http://grca.nat.gov.tw/repository/Certs/GRCA2.cer 下載GRCA2憑證檔

案再到 http://gca.nat.gov.tw/repository/Certs/GCA2.cer 下載GCA2憑證檔

案。

接著依照下列截圖順序將GRCA2憑證與GCA2憑證手動匯入。

步驟２

開啟Firefox網頁瀏覽器後，點選上方功能列中“工具”並選取“選項”。

http://grca.nat.gov.tw/repository/Certs/GRCA2.cer
http://gca.nat.gov.tw/repository/Certs/GCA2.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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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３

點選“進階”，並選取“檢視憑證清單”。

步驟４

點選“憑證機構”，並選取“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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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５

選取將剛才下載的“GRCA2憑證”與“GCA2憑證”，並點選開啟舊檔（需分次匯

入）。

步驟６

勾選“信任此憑證機構以識別網站”，並點選“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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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７

確認GRCA2與GCA2憑證皆匯入完成後，請重新啟動Firefox瀏覽器。

(三) Java 相關問題

使用者若為第一次使用該台電腦，登入雲端圖控管理系統平台查看即時影像

時，畫面顯示如下（圖3）為Java之問題，下列為可能狀況：

圖 3



33

1. 未下載Java程式
若未下載此程式，請先行點選安裝Java，網頁會自動進入到Java安裝畫面（圖4）。

依據Java指示之下載、安裝或重新啟動步驟（圖5），再次登入檢視即時影像畫面。

2. 舊版Java未更新
若已安裝過但未更新此程式，則點選更新（圖6 )，會進入Java更新畫面（圖7）。

圖 5圖 4

圖 6 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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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跳出Java錯誤訊息畫面
若使用者確實已將Java安裝及更新完畢，卻在觀看即時影像時，跳出下列錯誤訊

息畫面（圖6），請按下列步驟操作嘗試修正問題：

 修正步驟說明

步驟１:

連結 http://grca.nat.gov.tw/repository/Certs/GRCA2.cer 下載GRCA2憑證檔

案再到 http://gca.nat.gov.tw/repository/Certs/GCA2.cer 下載GCA2憑證檔

案。

步驟２：點選“開始”，再選取“控制台”。

圖 6

先點選“開始”

再選取“控制台”

http://grca.nat.gov.tw/repository/Certs/GRCA2.cer
http://gca.nat.gov.tw/repository/Certs/GCA2.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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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３：進入到控制台後，選取“Java”

步驟４：跳出Java設定畫面後，點選“安全”，再選取“管理憑證”。

點選“Java”

選擇“安全”

點選“管理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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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５：進入到管理憑證畫面後，上方憑證類型，請選取“安全網站CA”後，

再點選“匯入”。

步驟６：將步驟1下載的憑證檔案，分次匯入。若開啟時無檔案顯示，下方檔案類

型 請選擇所有檔案。

憑證類型選取“安全網站 CA”

將步驟 1下載的憑證檔案，分次匯入

點選“匯入”

※若開啟時無檔案顯示，

檔案類型請選擇所有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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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７：確認兩個憑證皆已匯入後，按關閉。

步驟８：回到Java安全設定頁面後，選取“確認”。

確認皆已正確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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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９：重新登入系統平台，跳出此畫面時，先勾選下方“針 對來自上述發行

者和位置的應用程式不要再顯示此訊息”後，點選“執行”即完成。

完成，並可開始觀看即時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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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啟用npapi 以觀看攝影機即時畫面
Chrome瀏覽器42版之後(2015年4月)的版本，Chrome瀏覽器會要求為使用Java，

而啟用npapi。瀏覽器右上方出現以下畫面（圖1）時，請在網址處輸入

“chrome://flags/#enable-npapi”，並點選停用，NPAPI並會轉為啟用（圖2）。

圖 1

圖 2

點選停用，使之轉為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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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透過管理者平台作相關疑難排解

(一) 即時影像顯示

連結並登入雲端圖控管理系統平台檢視。若有狀況請嘗試按下列程序排除：

1. 正常運作：即時影像各攝影機畫面燈號由紅轉綠，顯示影像即成功。

2. 無該攝影機或黑畫面：若找不到預觀看之攝影機，或顯示黑畫面其燈號停

在紅色。請按下列步驟修正--

(1) 登入“管理者即時監控網頁入口平台”，點選使用者功能中的道路工地帳

號管理。檢視該工地核備證號是否顯示於列表中（如下圖）。

若無，則為該工地核備帳號未成功被加入。此狀況請查閱《管理者即時

監控網頁入口平台系統使用手冊》中〈三、廠商帳號建立〉處理。

(2) 若該工地核備帳號確實出現在下列表中，請在同一介面往下檢視工地帳號

攝影機列表，查看該台攝影機是否確實被列入（如下圖呈現）。

點選列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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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無，則為該台攝影機未成功綁定於帳號。此狀況請查閱《管理者即時

監控網頁入口平台系統使用手冊》中〈四、攝影機綁定設定〉處理。

3. 皆有顯示仍無畫面：若以上列表有顯示工地核備證號及攝影機綁定，則為網

路之問題。請查閱《疑難排解》中〈一、攝影機架設相關問題〉 來檢查網

路、電源及路由器是否運作正常，攝影機及路由器之燈號應該會發亮閃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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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iOS使用者-憑證信任開啟

首次安裝應用程式者，若遇到顯示程式開啟後，顯示問題如下圖。請按下

列步驟開啟憑證信任。

操作步驟說明
步驟１：點選進入到＂設定＂，在點選＂裝置管理＂。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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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２：點選”Taoyuan City Government”

步驟３：點選紅框處”信任Taoyuan City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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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４：點選”信任”。

步驟５：出現”已在此裝置上信任開發人員的APP”即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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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iOS使用者-定位功能開啟
開啟應用程式後若遇到下圖詢問，請依照下方步驟完成。

步驟１: 進入到裝置本機的＂設定”，點選隱私權，之後開啟定位服務。打開

後定位服務的開關會呈現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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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２: 返回開啟應用程式後，會再詢問是否要允許存取定位，選允許即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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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iOS7以下使用者-無憑證問題排解

(一) iOS 瀏覽器支援性

 舊GCA SSL SHA1憑證

GRCA憑證未植入信任清單中，故煩請手動匯入GRCA憑證才能正常瀏覽

網站。※請詳見下面 (二) 手動匯入GRCA憑證。

 新GCA SSL SHA2憑證

GRCA2憑證已經植入 iOS7 以上之信任清單中，iOS7 以上可正常瀏覽。

(二) 手動匯入GRCA憑證

操作步驟說明
步驟１：掃描下圖QR-code，點選確認以下載GRCA憑證檔案至行動裝置中。

GRCA憑證檔案下載
QR-code

※注意：Apple產品下載上列憑證檔案，建議使用其
內建的瀏覽器 safari開啟，故請選擇可用 safari開啟
的 QR-code掃描器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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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２：下載完成後，出現以下畫面（圖１）（圖２），都點選“安裝”。

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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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３：安裝完成後，出現以下畫面（圖３），點選“完成”。

圖

2

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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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４：前往“設定”，可看見該憑證將被加入在信任的憑證列表中。點選該檔，

原本紅字“不受信任”轉為綠字“受信任”即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