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步驟 1 ：硬體安裝說明

netTV3系列網路伺服器 

請您先參考以下產品連接圖來連接netTV3系列網路ᵉὰ 的各輸出入端子。

※ netTV3 Dual不支援AV-IN輸入端子及IR Blaster輸入端子。

※ netTV3 Mobile未內附AV-IN輸入端子線及AV-Out輸出端子線。

※ IR Blaster遙控模擬功能請參考使用手冊電子檔說明。

 

※ 適用netTV3 Dual、netTV3、netTV3 Mobile。

※ 若您無法自行安裝netTV3系列網路ᵉὰ ，可來電本司客服部申請自費安裝，由我司

     客服人員至您府上協助安裝。 

步驟 2 ：網路設定說明

網路ᵉὰ 可連接電視，在電視上設定網路連線；或是透過電腦軟體來設定網路連線。

1. 請將軟體光碟放入電腦的光碟機中，此時會自動執行安裝，並請依照安裝畫面上的指示完成安裝。

Play & Record Your TV-Anywhere!

/Vista

    2-2 在電腦上進行網路設定

2. 安裝完成後請點選『開始』→『程式集』→『net-TV』→『net-TV 2012』→『EasySetup』，

    並選擇『變更網際網路連線設定』後，再點選『下一步』。

3. 此時會進行搜尋，搜尋完畢後會顯示網 

    路ᵉὰ 的資訊，此時請點選『下一步』

    進入網路連線設定頁面。

1. 請在網路設定頁面中，先點選『PPPoE』，再在下方的『帳號』及『密碼』欄位內，輸入

    網路服務商（ISP）提供的『撥接帳號』及『密碼』資料後，再點選『完成』。

2.此時會出現提示視窗，若是在電視端則會重新啟動網路ᵉὰ ；若是在電腦端請務必等待網

   路ᵉὰ 前方的『NET』網路狀態燈的閃爍狀況熄滅後，再請點選『確定』退出設定精靈。

   若是在電視端此時會出現重新啟動提示視窗。

2.接著請設定「虛擬伺服器」或「通訊埠轉送」（請參考分享器的快速安裝說明或使用手冊）

  （在此以D-Link DIR-615為例），請自訂三個通訊埠並輸入相關的欄位。

  （可參考以下建議通訊埠）

3.若您的分享器設定「虛擬伺服器」或「通訊埠轉送」功能後仍無法連線，或是沒有「虛擬伺

   服器」或「通訊埠轉送」功能，則可以設定「DMZ」功能，請將網路ᵉὰ 的IP輸入至

  「DMZ  IP位址」欄位。（請參考分享器的快速安裝說明或使用手冊）（在此以D-Link DIR-615為例）

4.分享器設定完成後，設定分享器完成後，請回到『EasySetup』的網路設定頁面設定網路ᵉ

   ὰ ，請先點選『自動取得IP位址(DHCP)』，再在下方的『DMZ或虛擬伺服器』欄位，依照

   剛剛在分享器中設定的通訊埠，依序在RSTP埠、命令埠、AV埠填入相對應通訊埠

 （例：RSTP埠：2088；命令埠：2288；AV埠：88），輸入完畢後再點選『完成』。

5.此時會出現提示視窗，若是在電視端則會重新啟動網路ᵉὰ ；若是在電腦端請務必等待網

   路ᵉὰ 前方的『NET』網路狀態燈的閃爍狀況熄滅後，再請點選『確定』退出設定精靈。

   若是在電視端此時會出現重新啟動提示視窗。

6.此時網路ᵉὰ 會自動重新啟動，請將網路ᵉὰ 重新連接至網路服務商（ISP）提供的數據

   機即可，並請先檢查網路ᵉὰ 在重新啟動後，前方的『NET』燈號，是否已顯示『綠燈』，

   若已顯示『綠燈』，請跳至『步驟3』開始使用網路伺服器網路伺服器；若仍顯示『紅燈』，

   請跳至『連線問題疑難排解』來排除網路連線問題。

3.此時網路電視盒會自動重新啟動，請將網路電視盒重新連接至網路服務商（ISP）提供的數據機

   即可，並請先檢查網路電視盒在重新啟動後，前方的『NET』燈號，是否已顯示『綠燈』，若已

   顯示『綠燈』，請跳至『步驟4』開始使用網路電視盒網路電視盒；若仍顯示『紅燈』，請跳至

   『連線問題疑難排解』來排除網路連線問題。4. 此時會顯示網路設定頁面。

5. 請依照您的網路連接方式，參考步驟2-3說明來設定網路電視盒。

2-3 網路設定

若您的網路電視盒會連接在網路服務商（ISP）提供的數據機，但是網路服務型態為撥接式

（PPPoE），請跳至『步驟2-3-1』依照設定步驟來設定網路電視盒。

連接數據機，並且使用撥接（PPPoE）上網

2-3-1 PPPoE撥接上網設定說明

1.請先用瀏覽器開啟分享器的設定畫面（請參考分享器的快速安裝說明或使用手冊）（在此以

   D-Link DIR-615為例），請先開啟「設定」→「網路設定」DHCP列表，請將網路電視盒的

 「IP」及「MAC位址」新增至DHCP保留位址中，以避免網路電視盒的IP變動。

2-3-2 連接分享器，自動取得IP（DHCP）上網設定說明

    2-1 在電視上進行網路設定

※ netTV3 Mobile未提供3-in-1 A/V複合式轉接線，因此無法在電視上使用，請參考步驟2-2

     由電腦進行設定。

若您的網路電視盒會連接在網路服務商（ISP）提供的數據機或寬頻分享器，並且使用固定IP

（Static IP）上網，請跳至『步驟2-3-3』依照設定步驟來設定網路電視盒。

連接數據機或寬頻分享器，並且使用固定IP（Static IP）上網

若您已在網路電視盒前方安裝USB無線網路卡，請跳至『步驟2-3-4』依照設定步驟來設定網路

電視盒。（USB無線網路卡可選購NET200或NET201)

使用無線網路上網

若您的網路電視盒會連接在寬頻分享器，並且網路服務型態為自動取得IP（DHCP），請跳至

『步驟2-3-2』依照設定步驟來設定網路電視盒。

連接數據機或寬頻分享器，並且使用自動取得IP（DHCP）上網

※ 若您的中華電信數據機是ZYXEL P87x，並且內建分享器功能，請參考「連線問題疑難排

     解第二點」來設定中華電信數據機。

2. 請依照您的網路連接方式，參考步驟2-3說明來設定網路電視盒。

1. 請按下遙控器的『       』鍵進行開機，開機完成後會顯示主畫面，請按下遙控器的『       』

    鍵進入設定畫面，並選擇『網路』選項。

 

紅外線發射器(內附)

※DVD或機上盒的遙控器
    作為遙控學習時使用。

紅外線接收器

提供USB連接介面，可連接USB隨身碟或是外接
硬碟，進行高畫質低容量的錄影。
※隨身碟或外接硬碟只支援FAT32格式

正面面板

Wi-Fi網卡

※USB Wi-Fi無線網路卡可選購NET200或NET201。

網路設備(分享器/路由器) (可當機上盒使用)

同軸電纜線(內附)

背面面板

3.此時網路電視盒會自動重新啟動，請將網路電視盒重新連接至網路服務商（ISP）提供的數據機

    即可，並請先檢查網路電視盒在重新啟動後，前方的『NET』燈號，是否已顯示『綠燈』，若

    已顯示『綠燈』，請跳至『步驟3』開始使用網路電視盒網路電視盒；若仍顯示『紅燈』，請跳

    至『連線問題疑難排解』來排除網路連線問題。

1.請在網路設定頁面中，先點選『固定IP位址』，再在下方的『IP位址』、『子網路遮罩』、

 『預設閘道』及『DNS伺服器』欄位內，輸入網路服務商（ISP）提供的IP位址等資料後，再

   點選『完成』。

2-3-3 固定IP（Static IP）上網設定說明

5.此時會出現提示視窗，若是在電視端則會重新啟動網路電視盒；若是在電腦端請務必等待

   網路電視盒前方的『NET』網路狀態燈的閃爍狀況熄滅後，再請點選『確定』退出設定精

   靈。若是在電視端此時會出現重新啟動提示視窗。

4. 此時會回到設定頁面，請在下方的『DMZ或虛擬伺服器』欄位，依照在分享器中設定的通訊

    埠，依序在RSTP埠、命令埠、AV埠填入相對應通訊埠（例：RSTP埠：2088；

     命令埠：2288；AV埠：88），輸入完畢後再點選『完成』。

6. 此時網路電視盒會自動重新啟動，請將網路電視盒重新連接至網路服務商（ISP）提供的數

     據機即可，並請先檢查網路電視盒在重新啟動後，前方的『NET』燈號，是否已顯示

    『綠燈』，若已顯示『綠燈』，請跳至『步驟3』開始使用網路電視盒網路電視盒；若仍顯

     示『紅燈』，請跳至『連線問題疑難排解』來排除網路連線問題。

2.設定分享器完成後，請回到『EasySetup』的網路設定頁面中，先選擇『Wi-Fi』，此時會

   顯示已搜尋到的無線網路，請選擇您要連線使用的無線網路名稱。

1.請先參考『步驟2-3-2 連接分享器，自動取得IP（DHCP）上網設定說明』中1至3點設定分

   享器。

2-3-4 使用無線網路上網

3. 此時會出現輸入密碼提示視窗，請輸入無線網路的連線金鑰（密碼)後，再請點選『確定』。

 

（電腦） （電視）

（電腦） （電視）

（電腦） （電視）

2. 此時會出現提示視窗，若是在電視端則會重新啟動網路電視盒；若是在電腦端請務必等待

    網路電視盒前方的『NET』網路狀態燈的閃爍狀況熄滅後，再請點選『確定』退出設定精

    靈。若是在電視端此時會出現重新啟動提示視窗。

（電腦） （電視）

（電腦） （電視）

（電腦） （電視）

（電腦） （電視）

（電腦） （電視）

（電腦） （電視）

（電腦） （電視）

通訊埠名稱 建議埠號1 建議埠號2 通訊協定

RSTP

CMD

AV

2080 2088 TCP/UDP

2080 2088 TCP/UDP

80 88 TCP/UDP

※ 若您是要在國外連線使用，建議使用Hinet或Seednet的光纖網路，並參考「連線問題疑難

     排解 第三點」來變更通訊埠或申請非固定制固定IP。

※ 若您不清楚如何設定分享器，建議參考「遠端協助設定服務」章節來申請遠端協助設定，

      由我司客服人員協助您設定分享器及網路電視盒。



若您還有不清楚的地方，建議您在本公司營業時間直接與本公司客服部聯絡，或

是將您的電腦與netTV3系列帶來本公司，讓我們進一步協助您做免費測試。

4. 此時會開啟電視設定視窗，請確認『國家與地

     區』（預設為『台灣』），以及訊號選擇（預 

    設為『有線』）後，再點選『掃描頻道』來開

    始掃描電視頻道。

5. 當電視頻道掃描完畢後，請點選『確定』。

6. 若需要調整觀看畫質及色彩，請先點選『視

    訊設定』，然後在右方的『解析度』選項中

    調 整觀看畫質；在右下方的『色彩調整』選

    項中調整『亮度』、『對比』等設定，調整

    完畢後請點選『確定』。

7. 此時會回到主視窗，即可開始使用網路電

    視盒觀看電視頻道。

※ 其它詳細設定請參考光碟片中的使用手冊電子檔。

※ 網路指示燈亮紅燈，並不影響網路電視盒在區域網路（LAN）內連線使用。

1. 請檢查網路電視盒是否已正確連接在網路服務商（ISP）提供的數據機上。

2. 請檢查撥接帳號及密碼是否輸入正確。（以Hinet為例，必須在帳號後方加上『@hinet.net』方

為正確的撥接帳號）。

3. 若您是使用Hinet或Seednet，建議可申請一組固定IP（撥接式），並將依照其提供的方式，

    將此固定IP提供予網路電視盒使用，可改善國外連線的品質。

一、連接在數據機並用PPPoE撥接上網

若您的網路電視盒連接在寬頻分享器上，但是一直無法成功連線，您可以透過我司提供的『遠

端協助』功能，由我司客服人員來協助您進行寬頻分享器及網路電視盒的網路設定。

1. 請點選『開始』→『程式集』→『net-TV』→

   『net-TV 2012』→『EasySetup』，並選擇『遠端協助

    設定服務』後，再點選『下一步』。

2. 此時會出現遠端協助設定視窗，請先點選  『啟用』，並

    在『服務代碼』欄位中輸入我司客服服務代碼，然後在其

    它各欄位輸入資料後，再點選『完成』。

  （服務代碼：upmqqqEqEq）

3. 此時網路電視盒會自動重新啟動，並將資料傳送至我司客服中心，我司客服人員在接收到您

    傳送的資料後，會協助您進行網路設定，在設定完成後，您即可正常使用網路電視盒。

當網路電視盒前方的『NET』網路指示燈亮『紅燈』 或『不亮燈』，表

示網路電視盒無法由網際網路（Internet）連線使用，請您依以下方式進

行檢查及設定。

USB NET PWR

5.接著請點選「Advanced Setup」→「NAT」→「DMZ」，請將剛剛查詢到的網路電視盒的

    IP Address輸入至「DMZ Host IP Address」欄位中，輸入完畢後再點選「Save / Apply」。

6.中華電信數據設定完成後，請參考「步驟2-3-2連接分享器，自動取得IP（DHCP）上網設定說

    明」章節設定網路電視盒。

3. 第一次登入時，您將看到下面視窗表示電視頻道表為空白，請點選『是（Y）』來開始掃描

     頻道。 地址：406台    市北屯區敦化路495號.
電話：04-3507-9539
傳真：04-2426-0658
全球資訊網：http://www.real-chain.com
電子郵件：real9539@gmail.com
維修寄件地址 /現場報修服務地址 ： 
406台    市北屯區敦化路495號 (維修部收)

客戶服務專線：04-3507-9539 ŧҽşşşşŨ
şşşşşşşşşşşşşşşşşşşşşş：02-5576-0386 (ҽҤŨ
                      ：07-9585-458 (        )
本公司營業時間：每週一至週五(週休二日)
　　　　　　　　上午08:30~12:00
　　　　　　　　下午01:00~05:30

有限公司 

聯絡資訊
6. 登入成功後即可欣賞電視節目。

1. 請先點選程式列表中的App商店程式
Android：『Google Play             』或『Market             』

iOS：『App Store             』  

『                             』  

2. 程式開啟後，請在搜尋列輸入關鍵字

  『netTV3 Mobile』，再點選『搜索          』

    按鈕。

5. 請點選程式圖示來啟動程式。此時會顯示

    登入頁面，請輸入網路電視盒的ID與密碼

    後，再點選『登入』。此時您可以點選登

    入介面的『A』按鈕來切換介面顯示語言。

3-3 在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上使用

※使用前請務必先在網路電視盒進行掃描頻道後再開始使用。

※使用前請先確定手機或平板電腦已經連上網際網路。

步驟 3 ：開始使用網路電視盒 連線問題疑難排解

遠端協助設定服務

亮綠燈：表示可正常連上網際網路。

亮紅燈：表示僅在區域網路內。

不亮燈：表示網路不通。

若『NET』網路指示燈為『紅燈』，請跳至『連線問題疑難排解』章節來排除網路連線問題。

若『NET』網路指示燈已正常亮起『綠燈』，則可開始使用網路電視盒網路電視盒。

在開始使用前，請先檢查網路電視盒前方的『NET』網路指示燈狀態是否正常：

USB NET PWR

＊『產品ID』貼於網路電視盒本體底部和軟體光碟封套上。

＊『Password』預設為『Admin』

※ 其它詳細設定請參考光碟片中的使用手冊電子檔。

2. 此時會開啟net-TV 2012軟體主視窗，請在登入視窗頁面輸入『ID』及『Password』後，

    再點選『Login』按鈕來登入net-TV 2012。

3-2 在電腦上使用

1. 第一次使用時，因為電視頻道表為空白，必須先進行頻道掃描。

3-1 在電視上使用

2. 請按下遙控器的『       』鍵進行開機，開機完成後即會顯示主畫面，請按下遙控器的

『       』鍵進入設定畫面，並選擇『頻道』，然後使用『→』移動至『開始掃描』選項後

，再按下『 ENTER』鍵。

3. 頻道掃描完畢後，請按下遙控器的『       』

     鍵二次來離開設定畫面。

4. 此時會回到主畫面，即可欣賞電視節目。

1. 請點選桌面上的『net-TV 2012                』圖示，或點選『開始』→『程式集』→

  『net-TV 』→『net-TV 2012』，來開啟net-TV 2012應用軟體。

/Vista

ID:xxxxxxxxxx
Password:admin

ID:xxxxxxxxxx
Password:admin

3.點選已搜索到的『netTV3 Mobile』App程

   式進行安裝。

4.當程式完成安裝後，在已安裝的應用程式中會出現              圖示。

※若您的網路電視盒是直接連接在中華電信的數據機（例：ZYXEL P874），並且內建分享器

    的功能，請參考以下步驟設定中華電信數據機。

二、連接在中華電信數據機（ZYXEL P87x）

1.請先用瀏覽器開啟中華電信數據機的設定畫面（例：192.168.0.1），預設帳號及密碼請詢問中

    華電信客服，或參考以下資料。

三、連線問題

●手機/平板用3G/3.5G無法連線

請檢查手機/平板3G/3.5G的網路連線設定（在此以Android手機搭配中華電信為例）。

1.請先進入「設定」選項，並再點選「無線及網路」。進入「無線及網路」設定頁面後，請再點

    選「行動網路」選項。

●手機/平板用3G/3.5G連線不穩定

因為3G/3.5G會因為收訊的狀況，以及網路頻寬而影響連線速度。目前台灣國內的3G/3.5G基地

台以及網路頻寬仍是不足，並且因為3G/3.5G為頻寬共享式網路，因此較容易有連線不穩定的情

形。

●國外連線不穩定

◆變更通訊埠：

◆申請非固定制固定IP：若您是使用中華電信光世代或是SEEDNET光纖網路，建議請先申請一

    組非固定制固定IP，可改善國外連線的速度及穩定性。（請向ISP客服諮詢）

1.若您的網路電視盒是用PPPoE連線，請使用電腦點選『開始』→『程式集』→『net-TV』→

  『net-TV 2012』『設定』→『連線設定』，將「AV」通訊埠變更為「80」埠。

2.開啟網頁後，請在「快速異動」頁面點選「申請非固定制固

   定IP」，接著請依照網頁說明即可申請一組非固定制固定IP。

   (參考右圖)

3.若您的網路電視盒是用PPPoE連線，請將此組非固定制固定

    IP設定給網路電視盒使用；若您的網路電視盒是連接在分享

    器，請將此組非固定制固定IP設定給分享器使用。

2.若您的網路電視盒是連接在分享器，請參考「步驟2-3-2連接分享器，自動取得IP（DHCP）上

    網設定說明」章節，將「AV」通訊埠變更為「80」埠。

若是在國外連線netTV3系列網路電視盒有不穩定的情形，建議參考以下二項步驟檢查及變更設定：

2. 進入行動網路」設定頁面後，請再點選「存取點名稱（APN）」選項。進入「無線及網路」設

    定頁面後，請檢查是否選擇在「Internet」」選項。（在此以中華電信為例）

2.進入設定頁面後，請先開啟「Device Info」→「DHCP」查看網路電視盒的IP Address及MAC 

   Address。

3. 接著請點選「Advanced Setup」→「LAN」，請將剛剛查詢到的網路電視盒的IP Address及

    MAC Address新增至「Static IP Lease List」中，以避免網路電視盒的IP變動，輸入完畢後再點

   選「Save」。

4. 接著請點選「Advanced Setup」→「NAT」→「Virtual Servers」來設定「虛擬伺服器」，

     請自訂三個通訊埠並輸入相關的欄位。（可參考以下建議通訊埠）

區域 北區 中區 南區

帳號

密碼 chtnvdsl

cht

chtnvdsl chtnvdsl

通訊埠名稱 建議埠號1 建議埠號2 通訊協定

RSTP

CMD

AV

P2P

2080 2088 TCP/UDP

2080 2088 TCP/UDP

80 88 TCP/UDP

1339 -1342 UDP

1.在此以中華電信光世代為例，可直接在Hinet客戶服務網頁申請 

    http://service.hinet.net/2004/change.htm

Windows  :        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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