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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D.S.智慧型 肌膚檢測系統
(肌膚油份/保濕/色素沉澱自動分析) 

附加＂客戶管理系統＂

ISDS + CMS 軟體使用手冊

•系統須求: a. IBM相容電腦
b. CPU: P4 (含以上); HDD 20G (含以上)
c. RAM: 128M (或 256M) 以上
d. VGA memory: 32M (含以上)

作業平台為:  Windows 2000,  Windows XP 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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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 體 首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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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肌膚油份/保濕/色素沉澱分析
(建議在專櫃直銷時操作使用)

點選 “肌膚分析”按鈕，系統會引導您完成肌膚油份/保濕/色素沉澱測試並取得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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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膚分析診斷頁面)

進入此頁面後，我們可以點選 “油份分析” 開始進行SMP的油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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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油份分析測試程序

(1) 首先，視窗中會出現空白的實體畫面 。
(2) 請將鏡頭設定於表層皮膚(上層紋理)檢測位置，使用油脂測試探頭的鏡面端輕

沾欲測試皮膚(建議測試部位：額頭)，再將鏡頭對油脂測試探頭的鏡面端拍攝
影像 。

(3) 點選“停格” 按鈕取得定格影像 。
*      如果您不滿意剛才的定格畫面，您可以點按”重新拍攝”鈕取得新的實體畫面

後，再重新定格以取得新的定格畫面。

油份測試探頭使用方法

c. 使用888-50RN鏡頭，並將鏡頭設定在
上層紋理位置，進行攝像分析。

表層皮膚檢測(上層紋理)

e. 每次使用後請用酒精擦拭乾淨油脂測試
探頭的鏡面。

a. 請確實將油脂測試探頭鏡面部份以酒精
擦拭乾淨。

b. 將油脂測試探頭鏡面輕碰欲檢測部位
(建議測試部位：額頭)

d. 將鏡頭平貼至測試探頭鏡面(探棒上的
方向指示貼紙面朝正上方)並定格畫面
(按定格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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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點選”開始分析”按鈕開始分析，電腦開始掃瞄畫面並分析油份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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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電腦掃瞄畫面結束後,您將得到油份分析的結果(高、中或低比重及百分比) 。
(6)  現在我們可以點選 “保濕分析” 開始進行SMP的保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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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保濕分析測試程序

(1) 首先，視窗中會出現空白的實體畫面 。
(2) 請將鏡頭設定於表層皮膚(上層紋理)檢測位置，在水份測試探頭黏貼了黑色

水份測試紙後，將探頭測試紙端輕沾欲測試皮膚(建議測試部位：下臉頰)，
再將鏡頭對水份測試探頭的試紙端拍攝影像。

(3)   點選“停格” 按鈕取得定格影像 。
*      如果您不滿意剛才的定格畫面，您可以點按”重新拍攝”鈕取得新的實體畫面

後，再重新定格以取得新的定格畫面。

a. 將白色圓形小薄膜取下。將水份測試探頭放置在
黑色圓點處以使黑色水份測試貼紙適當地黏貼於
測試探頭上。黏貼時須位於正中央，以免影響測
試。(如上圖)

b. 將黑色測水紙面輕碰欲檢
測部位。 (建議檢測部
位：下臉頰)

c. 使用888-50RN鏡頭，並
將鏡頭設定於上層紋理位
置，進行攝像分析

d. 將鏡頭平貼至水份測試專
用紙面(探棒上的方向指示
貼紙面朝正上方)並定格畫
面 (按定格按鈕）

e. 每次使用後請更換新的
貼紙。

表層皮膚檢測 (上層紋理)

水份測試探頭使用方法

(1) (2)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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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點選”開始分析”按鈕開始分析，電腦開始掃瞄畫面並分析保濕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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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電腦掃瞄畫面結束後,您將得到保濕分析的結果(高、中、或低比重及百分比) 。
(6)  現在我們可以點選 “色素沉澱分析” 開始進行SMP的色素沉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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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色素沉澱分析測試程序

(1) 首先，視窗中會出現空白的實體畫面 。
(2) 請將鏡頭設定於深層皮膚(下層黑色素)

檢測位置
深層皮膚檢測 (下層黑色素)

• 如果您不滿意剛才的定格畫面，您可點
按”重新拍攝”鈕取得新的實體畫面後，
再重新定格 以取得新的定格畫面。

(3) 將鏡頭直接接觸欲檢測皮膚拍攝影像(建
議檢測部位：上臉頰)，點選“停格” 按鈕
取得定格影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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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點選”開始分析”按鈕開始分析，電腦開始掃瞄畫面並分析色素沉澱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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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電腦掃瞄畫面結束後，您將得到色素沉澱分析的結果(高、中、或低比重及百分比) 。
(6)  現在我們可以點選 “綜合分析結果” 看SMP肌膚綜合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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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膚油/水/色素綜合分析

• 依據肌膚的油份、保濕、色素沉澱的高、中、低不同比重，“肌膚綜合分析”可產生(由低/低/低、低/低/中
到高/高/高)共27種不同的排列組合。其中“肌膚類型”, “肌膚型態概述”, “建議保養方式”各欄位內容必須由
您依照您個人的專業標準及您欲銷售的產品、療程自行建檔於”系統設定”主題中的”肌膚型態設定” 。
(參考Page43, 47, 48)

綜合分析的資料會
顯示在視窗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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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客戶資料

點選 “新客戶”按鈕， 系統會引導您建立新客戶資料並進行肌膚測試及取得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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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新客戶資料建檔

(1) 新客戶資料建檔頁面，您可以在此頁面內輸入新客戶資料(姓名、電話、行動電話號
碼、地址、e-mail帳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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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輸入新客戶資料後，如果您購機時亦有購買1倍或1-5倍的鏡頭，您也可以為客戶照相建檔。
當您捕捉到客戶清楚影像時，點按”影像儲存”鈕就可將客戶影像拍攝好。

(2)  新客戶資料建立後，點選 “肌膚分析” 開始進行肌膚油份/保濕/色素沉澱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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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肌膚油份/保濕/色素沉澱分析
(1) 油份分析

a. 拍攝您欲分析之肌膚部位的實際照片。
b. 請將鏡頭設定於表層皮膚(上層紋理)檢測位置 。

表層皮膚檢測 (上層紋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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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將鏡頭直接接觸欲檢測皮膚點選”停格”拍攝影像。

(建議檢測部位：額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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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現在實際的肌膚照片已呈現在視窗左方圈選的位置。
e. 接下來就要利用油份測試探頭拍攝照片(開始SMP的油份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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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請將鏡頭設定於表層皮膚(上層紋理)檢測位置，使用油脂測試探頭的鏡面端輕沾與前
一影像相同皮膚部位(建議測試部位：額頭)，再將鏡頭對油脂測試探頭的鏡面端拍攝
影像 。

g. 點選“停格” 按鈕取得定格影像 。
*  如果您不滿意剛才的定格畫面，您可以點按”重新拍攝”鈕取得新的實體畫面後，再重

新定格以取得新的定格畫面。

油份測試探頭使用方法

c. 使用888-50RN鏡頭，並將鏡頭設定
上層紋理位置，進行攝像分析。

表層皮膚檢測 (上層紋理)

e. 每次使用後請用酒精擦拭乾淨油脂測試
探頭的鏡面。

a. 請確實將油脂測試探頭鏡面部份以酒精
擦拭乾淨。

b. 將油脂測試探頭鏡面輕碰欲檢測部位
(建議檢測部位：額頭)

d. 將鏡頭平貼至測試探頭鏡面(探棒上的
方向指示貼紙面朝正上方)並定格畫面
(按定格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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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點選”開始分析”按鈕開始分析，電腦開始掃瞄畫面並分析油份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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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電腦掃瞄畫面結束後,您將得到油份分析的結果(高、中、或低比重及百分比) 。
j.  現在我們可以點選 “保濕分析” 開始進行SMP的保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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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肌膚油份/保濕/色素沉澱分析

(2)  保濕分析

a. 拍攝您欲分析之肌膚部位的實際照片。
b. 請將鏡頭設定於表層皮膚(上層紋理)檢測位置 。
c. 將鏡頭直接接觸欲檢測皮膚點選”停格”拍攝影像。

(建議檢測部位：下臉頰)
表層皮膚檢測 (上層紋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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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現在實際的肌膚照片已呈現在視窗左方圈選的位置。

e. 接下來就要利用水份測試探頭拍攝照片(開始SMP的保濕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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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請將鏡頭設定於表層皮膚(上層紋理)檢測位置，在水份測試探頭黏貼了黑色
水份測試紙後，將探頭測試紙端輕沾與前一影像相同皮膚部位(建議檢測部
位：下臉頰) ，再將鏡頭對水份測試探頭的試紙端拍攝影像。

g.  點選“停格” 按鈕取得定格影像。
*   如果您不滿意剛才的定格畫面，您可以點按”重新拍攝”鈕取得新的實體畫面

後，再重新定格以取得新的定格畫面。

a. 將白色圓形小薄膜取下。將水份測試探頭放置在
黑色圓點處以使黑色水份測試貼紙適當地黏貼於
測試探頭上。黏貼時須位於正中央，以免影響測
試。(如上圖)

b. 將黑色測水紙面輕碰欲檢
測部位。 (建議檢測部
位：下臉頰)

c. 使用888-50RN鏡頭，並
將鏡頭設定於上層紋理位
置，進行攝像分析

d. 將鏡頭平貼至水份測試專
用紙面(探棒上的方向指示
貼紙面朝正上方)並定格畫
面 (按定格按鈕）

e. 每次使用後請更換新的
貼紙。

表層皮膚檢測 (上層紋理)

水份測試探頭使用方法

(1) (2)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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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點選”開始分析”按鈕開始分析，電腦開始掃瞄畫面並分析保濕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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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電腦掃瞄畫面結束後,您將得到保濕分析的結果(高、中、或低比重及百分比) 。
j.  現在我們可以點選 “色素沉澱分析” 開始進行SMP的色素沉澱分析。



28

2-2 肌膚油份/保濕/色素沉澱分析

(3) 色素沉澱分析
a. 首先，視窗中會出現空白的實體畫面 。

先拍攝您欲分析之肌膚部位的實際照片。
b. 請將鏡頭設定於深層皮膚(下層黑色素)檢

測位置
深層皮膚檢測 (下層黑色素)

• 如果您不滿意剛才的定格畫面，您可點
按”重新拍攝”鈕取得新的實體畫面後，
再重新定格 以取得新的定格畫面。

c. 將鏡頭直接接觸欲檢測皮膚拍攝影像(建議
檢測部位：上臉頰)，點選“停格” 按鈕取得
定格影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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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點選”開始分析”按鈕開始分析，電腦開始掃瞄畫面並分析色素沉澱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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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電腦掃瞄畫面結束後,您將得到色素沉澱分析的結果(高、中、或低比重及百分比) 。
j.  現在我們可以點選 “綜合分析結果” 看SMP肌膚綜合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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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膚油/水/色素綜合分析

肌膚的油份、保濕、色素沉澱綜合分析的資料會顯示在視窗上方。
其中“肌膚類型”, “肌膚型態概述”, “建議保養方式”各欄位所顯示的內容敘述係由您依照您個人的專業標準及
您欲銷售的產品、療程自行建檔於”系統設定”主題中的”肌膚型態設定” 。
(參考Page43, 47,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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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油份／保濕／色素測試結果存檔

您可點選 “儲存”按鈕將客戶油份／保濕／色素測試結果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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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舊客戶資料

點選 “舊客戶”按鈕, 系統會引導您 進入舊客戶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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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搜尋客戶資料

您可藉由四個方向搜尋客戶資料：姓名、電話、行動電話號碼或地址。
例如，如果您要由客戶姓名搜尋資料，您可以輸入客戶姓名後再點按“搜尋”鈕，即可找到此客戶
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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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歷史資料 --- 指標移至此客戶資料的位置後，點選”歷史”按鈕，即可找到此客戶的歷史
資料。ISDS系統將保留每位客戶的最近五筆資料。

(2) 重新進行肌膚分析 --- 您可直接點選視窗下方的”重新分析”鈕，系統將直接引導您進
行步驟如page17~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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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歷史資料

在這個頁面中您可在”歷史”欄位中依日期先後找到最近五筆肌膚分析檔案，您可任選二筆資
料/日期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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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選定二筆資料後，您可點選任一圖片，系統就會自動為您比較此二個日期的分析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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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歷史資料比較

*油份分析結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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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濕分析結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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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素沉澱分析結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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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列印分析結果

在歷史資料的頁面中，當您點按選定日期旁的印表機 ，您即可得到當日的分析結果
報表並進行列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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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資料更新

如果您要改變或更新客戶資料，請在輸入正確新資料後點按”更新”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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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統設定及維護

點選 “系統設計及維護”按鈕，您即可進入ISDS系統為您自已專用的這套軟體作基本資料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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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五種基本資料可供您設定。點選 “量測參數設定”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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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頁面顯示ISDS的原廠預設值。如果您認為有需要，您可視情形調整設定您認為較合適的
數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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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變設定值後，您可點選”儲存”鈕以完成您專屬參數設定，如果您欲改回原廠的參數設定，
點選”預設”鈕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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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肌膚型態設定

點選 “綜合分析參數設定”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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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種肌膚型態的設定

依據肌膚的油份、保濕、色素沉澱的高、中、低不同比重，“肌膚綜合分析”可產生(由低/低/低、低/低/中
到高/高/高)共27種不同的排列組合。
請您將自己專屬的基本資料依照您個人的專業標準及您欲銷售的產品、療程自行建檔於每一組肌膚型態
的“肌膚類型”, “肌膚型態概述”, “建議保養方式”的空白欄位中 。輸入完畢請別忘點選”儲存”鈕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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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公司資料設定

點選 “公司資訊設定”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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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您的公司資料後，點選”儲存”鈕即可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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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系統備份

此功能可幫助您將ISDS資料作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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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將欲備份的資料儲存至您另外的檔案中。備份時請自行指定您的目標資料夾並設定檔
名，而存檔類型則已預設為 *.rar.

(1) ISDS 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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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SDS 恢復

如果您的電腦系統有不正常狀況發生，點選”ISDS恢復”則ISDS資料可回復至您前次備份時的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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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Database Rebuild

此功能可幫助您重整您的ISDS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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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列印

點選 “列印”按鈕進入列印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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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設定欲印的範圍：
(1) 直接輸入列印範圍的開始的及結束日。
(2) 或是您可利用快速選項設定列印的日期範圍，此時，您所選定的範圍會由您使用的當天

日期往前推算此範圍的起始日。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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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表單列印

在設定欲列印日期範圍後，點選”表單列印”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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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頁面即為選定日期範圍內所有客戶資料，您可直接將此表單列印出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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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標籤列印

在設定欲列印日期範圍後，如果您點選”標籤列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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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頁面即為選定日期範圍內的客戶標籤資料，您可直接將標籤資料列印出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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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束

點選 “結束”按鈕進入頁面內容。



62

此時系統會詢問您是否要將資料作備份，基於資料保存的安全性，我們強烈建議您點選 “是”按鈕
進行備份。備份完畢，或您不欲作備份，請直接點選 “否”按鈕即可離開ISDS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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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如上畫面時，直接點選 “是”按鈕即可離開ISDS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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