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介紹 
Edimax IC-5160GC是專為擁有電動捲門的住家及店鋪設計的網路攝影機，可連接到住家及店鋪的電動捲
門當控制器又具備遠端監控能力。 地理圍欄功能，更可以與Google地圖一起結合，再運用智慧手機
APP的操作，是現代家庭安全監控最佳選擇。 

電動捲門控制 
遠端控制電動捲門 

180°全景 
範圍更大更清楚 

地理圍欄 
適用於Google地圖 

保護您自家財產安全 
IC-5160GC是專為擁有電動捲門的住家及店鋪
設計的網路攝影機，可以遠端控制電動捲門
的開啟和關閉以及告警通知，並可隨時監看
住家及店鋪的安全， 避免發生任何意外或事
故,確保自家財產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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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EdiLife 
App 應用程式 

多樣化的儲存 
包含影音檔 

安裝簡易 
簡單好上手 

Edimax Cloud 
免費雲端儲存 

智慧手機成為電動捲門的控制器 
大部分的店鋪都是使用電動捲門。 為了防止竊賊進入屋內，當您離開時，透過 APP 影像能更確保電
動捲門是在關閉狀態這是非常重要 。 

如果您不確定在離開家或店鋪後
是否有關閉電動捲門，IC-5160GC
可以避免浪費時間折返。 您可以
隨時隨地使用智慧手機遠端控制
電動捲門，即使您在外地依然能
夠遠端守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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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圍欄 
 
與Google地圖一起搭配使用的地理圍欄功能
將會知道您離家，並通知訊息提醒您檢查電
動捲門是否已關閉，多一道安全提醒。 

魚眼鏡頭 180˚全景 
 
IC-5160GC提供了魚眼鏡頭180度的全景大視野，在整個住家及店鋪內擁有卓越的視野，看的範圍更大
更清楚，同時它還具備WDR(寬動態)功能，不論在低光照或光線高反差的地方，皆可擷取清晰的影像
，清楚地看到你所愛的家人、寵物及店鋪的每一處，讓您更放心。 

Smart EdiLife   
IC-5160GC全景式魚眼無線網路攝影機與免費的 EdiLife APP配合使用，可以作為電動捲門的控制器。 
此外，EdiLife  APP為您添加其它價值，例如影像推播通知，可查看異常警報事件(移動或聲音)發生時
的影像，立即發送訊息等。 適用於 Android 和 iOS。 

控制電動捲門開啟及
關閉 

具警報偵測功能，發現異常
立即錄下影片，並發送推播
訊息 

現場收音功能 

視頻影像截圖 

 功能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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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Wireless Peephole Network Camera 
Easy DIY Instal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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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max Cloud 
IC-5160GC提供了多種錄影儲存方式，無論是本機儲
存(使用SD卡)或使用NAS儲存(支援Synology 及QNAP 
NAS)，另外本機還支援免費雲端儲存，將偵測到警
報事件時的短片上傳儲存在Google Drive，都能讓您
的安全更有雙倍保障。 

簡易安裝使用說明 
安裝IC-5160GC和電動捲門控制只需幾步驟，就能在幾分鐘內設置完成，安裝無障礙。 

介面圖 

USB電動捲門控制盒 

 攝影機 

USB 連接埠 

microSD/SDHC  
記憶卡插槽 

12V DC電源接埠 

網路線接埠 

影像感應器 

麥克風 

LED 指示燈 
電源, LAN/Wi-Fi 

LNK/ACT/Internet 

WPS/Reset 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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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文件所記載產品之規格、功能或外觀等資訊，可能因產品改良而變更，以實際銷售產品為主，恕不另行通知。 
Copyright ©  2017 Edimax Technology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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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專業網通產品製造商 (股票代號3047)                    

訊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專線: 0800-200-115    客服信箱: service@edimax.com.tw 
台北市內湖區新湖一路278號     TEL: 886-2-7739-6888       FAX: 886-2-7739-6887 

產品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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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  • 131.57 mm(H) x 40.8mm(W) x 39.32mm(D)  

攝影機  • 最低照度: 1.0 Lux  
• 感光組件 : 1/3" CMOS, 3M pixels  
• 鏡頭: 1.30mm / F2.5 
• 可視角度 : 180 度 (H), 142 度 (V) & 206 度 (D)  
• 變焦: 4x Digital 

網路標準  • IEEE 802.3/802.3u 
• IEEE 802.11 b/g/n ,  1 internal Wi-Fi antenna  

影像  • H.264 & M-JPEG dual coded video compression 
• 解析度:  

- 1920*1080 1080P (H.264) 
- 1280*720 720P (M-JPEG)  

• Frame rate: 30fps (1080P/720P/VGA/QVGA)  

麥克風  • 內建  

控制管理  • EdiLife APP :  iPhone, iPad & Android  
• EdiView Finder:  攝影機IP尋找工具 for Windows/Mac  
• 16-channel viewer 即時監控錄影軟體 for Windows  
• Firmware upgradable  

功能  • 位移偵測  & 聲響偵測 觸發啟動錄影到 microSD/SDHC card, email and FTP 
• 支援 64GB microSD/SDHC 記憶卡供本地錄影  
• 支援 免費第三方 雲端事件錄影功能 如 Google Driver  

電源  • 12V DC/1A  

工作溫度  • 0–40°C  

EdiLife App More Inf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