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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 Capture
影像檢視管理系統

使用手冊

系統須求: a. IBM 相容電腦

b. CPU: P4；40G HDD1.5G Hz 以上

c. RAM: 512M 以上

d. VGA memory: 32M 以上

作業平台為:  Windows XP, VISTA, 7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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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安裝軟體

將軟體光盤置入CD-ROM依據您作業系統的規格選擇正確的版本選項
進行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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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進行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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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後進行第一次啟動

輸入光盤上之密碼

將來進入光亞圖像比對軟體，請以滑

鼠左鍵雙擊桌面 Pro Capture

圖示即可進入比對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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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機後請以滑鼠左鍵雙擊桌面“Pro Capture” 圖示即可進入比對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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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影像檢視管理系統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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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客戶

點選＂ 新客戶＂ 建立新客戶基本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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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客戶資料建立，請自行鍵入客戶資料於空白處。
(客戶名稱及客戶ID為必要條件)

2.  右邊視窗是為客戶拍照存檔，點選 定格影像，如需重拍，按 。



8

3. 新客戶資料鍵入完成後，可點選＂影像檢視＂ 開始進行檢視，此
時新客戶資料將會直接存檔 ( 而點選＂首頁＂跳出時，將會讓您
自行選擇存檔或不存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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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影像檢視 :
在當次拍攝日期下，請依照需求逐次拍攝照片(張數不受限，可視
需求而定，但為配合列印格式，四張為最佳選擇，且不至於過度
佔用系統記憶體) 。在視窗實景拍攝環境下，移動鏡頭尋找欲拍攝
的部位，點選定格鈕 ，再按 將影像存到左下方小格中，
如需重拍，請點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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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下一張照片拍攝，按 鍵後依照前頁的動作重新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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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圖像說明 :
拍攝當日照片後，點選＂圖像說明＂可就已存檔圖片進行目視分析
及症狀說明，並以文字作療程或購買紀錄及存檔列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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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部份資料請自行鍵入(亦可點選左下方之過去紀錄，比對歷史資料，
以作為本次療程建議之參考) 。鍵入完畢請按＂存檔＂。
當次已存檔之最後四張圖像及當次療程紀錄，亦可經由下方＂列印＂
功能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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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圖像比對 : 
拍攝當日照片後，選取下方任何兩張已存檔之圖像，再選＂圖像比對＂
即可進行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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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進入圖像比對頁面時，有三種比對方式：

a. 原圖像比對(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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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3D 比對
可在此頁面中的一張或二張照片之左上方勾選 3D 方框，將有助
於對影像作進一步判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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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個別圖像局部放大
c-1. 將滑鼠移至欲局部放大部位，單擊滑鼠左鍵，出現紅色方框。
c-2. 再點選該圖左上方之放大鏡符號後，方框部位即可放大呈現

(如圖示)。
c-3. 將滑鼠移至該放大圖任一區塊輕擊滑鼠左鍵，圖像即可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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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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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舊客戶資料

在首頁點選＂ 舊客戶＂，進入舊客戶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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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點選＂ 搜尋＂即可列出舊客戶清單 (或鍵入欲查詢客戶之ID 再
按搜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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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客戶清單中找到並選取欲搜尋的客戶資料後，點選＂影像拍攝＂
即可進入該客戶之影像拍攝使用頁面。
如欲修改客戶資料，點選 “資料維護“並參考P. 40~P.41。
如欲刪除單筆客戶資料，請在該客戶資料上點擊滑鼠右鍵，將會
出現 按鈕，請點擊以刪除該筆客戶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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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後

1. 可在下方影像拍攝視窗中完成當日照片拍攝。

2. 可進入＂圖像說明＂ 記述客戶該次所拍攝照片之狀況。

3. 可在下方選取二張照片進入＂圖像比對＂。

4. 可點選＂歷史資料＂ 進入該客戶歷史資料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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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歷史資料“共有五種比較資料 : 歷史資料比較、虹彩、頭髮、皮膚、微
循環 (上述虹彩、頭髮、皮膚、微循環可依客戶要求建立圖檔及範例說
明，有助於操作者進行圖像比對、參考、分析，以做出最完整的療程及產
品建議) ，請參考P. 51~P.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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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歷史資料比較 :
選取＂歷史資料比較＂，並在左方選取欲比較照片之日期，下方

視
窗第二行會出現欲比較日期的歷史照片 (視窗第一行的照片一定是
當次所拍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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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方第一行照片中先點選一張當次拍攝好欲比較的照片，此時它會
呈現在上方左側視窗中，再到下方第二行照片中點選一張欲比較的歷
史照片，它會呈現在上方右側視窗中，此時點選＂影像比對＂ (亦可
經由雙擊欲比較照片進入影像比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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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對頁面，有三種比對方式：
a. 原圖像比對 (如圖) ， b. 3D比對， c. 個別圖像局部放大。

(請參考P.15 ~P.18操作說明) 
比對完畢後，按＂前頁＂ 即可跳回主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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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歷史資料比較“亦可就同一圖像之彩色及 3D 之圖像進行比對，加強分析。
在左方選擇當次所拍之日期，再到下方之上下圖像視窗選擇兩張相同照片，
進入＂影像比對＂ (亦可經由雙擊欲比較照片進入影像比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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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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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圖像之 3D 比較 (可參考P .16之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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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放大 (可參考P .17 ~ P.18 之操作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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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皮膚比較 :
點選＂ 皮膚＂選項，在下方第一行照片中先點選一張當次拍攝好
欲比較的皮膚照片，此時它會呈現在上方左側視窗中，再到下方
第二行皮膚範例中點選相同性質的照片，它會呈現在上方右側視
窗中，再點選＂影像比對＂ (亦可經由雙擊欲比較照片進入影像比
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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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對頁面，有三種比對方式：
a. 原圖像比對 (如圖) ， b. 3D比對， c. 個別圖像局部放大。

(請參考P.14 ~P.18操作說明) 
下方之資料庫範例圖片解說，可勾選＂ 加入圖像說明＂ ，將解
說文字加到＂圖像說明“功能頁面中輔助診斷說明。
比對完畢後，按＂前頁＂ 即可跳回主畫面。

範例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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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膚 3D比對圖。

範例說明



33

C. 頭髮比較 :
點選＂ 頭髮＂選項，在下方第一行照片中先點選一張當次拍攝好
欲比較的頭髮照片，此時它會呈現在上方左側視窗中，再到下方
第二行頭髮範例中點選相同性質的照片，它會呈現在上方右側視
窗中，再點選＂影像比對＂ (亦可經由雙擊欲比較照片進入影像比
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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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對頁面，有三種比對方式：
a. 原圖像比對 (如圖) ， b. 3D比對， c. 個別圖像局部放大。

(請參考P.14 ~P.18操作說明) 
下方之資料庫範例圖片解說，可勾選＂ 加入圖像說明＂ ，將解說
文字加到＂ 圖像說明“功能頁面中輔助診斷說明。
比對完畢後，按＂前頁＂ 即可跳回主畫面。

範例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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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虹彩比較 :
點選＂ 虹彩＂選項，在下方第一行照片中先點選一張當次拍攝好
欲比較的虹彩照片，此時它會呈現在上方左側視窗中，再到下方
第二行虹彩範例中點選相同性質的照片，它會呈現在上方右側視
窗中，再點選＂影像比對＂ (亦可經由雙擊欲比較照片進入影像

比
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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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對頁面，有三種比對方式：
a. 原圖像比對 (如圖) ， b. 3D比對， c. 個別圖像局部放大。

(請參考P.14 ~P.18操作說明) 
下方之資料庫範例圖片解說，可勾選＂ 加入圖像說明＂ ，將解
說文字加到＂圖像說明“功能頁面中輔助診斷說明。
比對完畢後，按＂前頁＂ 即可跳回主畫面。

範例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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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微循環比較 :
點選＂ 微循環＂ 選項，在下方第一行照片中先點選一張當次拍攝
好欲比較的微循環照片，此時它會呈現在上方左側視窗中，再到
下方第二行微循環範例中點選相同性質的照片，它會呈現在上方
右側視窗中，再點選＂影像比對＂ (亦可經由雙擊欲比較照片進

入
影像比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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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對頁面，有三種比對方式：
a. 原圖像比對 (如圖) ， b. 3D比對， c. 個別圖像局部放大。

(請參考P.14 ~P.18操作說明) 
下方之資料庫範例圖片解說，可勾選＂ 加入圖像說明＂ ，將解
說文字加到＂圖像說明“功能頁面中輔助診斷說明。
比對完畢後，按＂前頁＂ 即可跳回主畫面。

範例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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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維護
如欲變更客戶資料，在首頁點選＂ 舊客戶＂ 後，先在清單中找到

該
客 戶，點選 “資料維護＂ 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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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頁面中可進行客戶資料的變更或重新拍攝照片。
完成後可直接進行影像檢視或回首頁( 點選＂首頁＂ 跳出時，將會讓您
自行選擇存檔或不存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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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統備份

在首頁中點選＂ 系統備份＂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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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備份
(為避免資料遺失，請於每次退出此系統前及每天關機前，
務必先做好備份工作) 。

點選＂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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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先確定欲存取備份資料的途徑，並在檔名內輸入存檔名稱後按
＂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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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份完成後即可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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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還原
點選＂ 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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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欲還原備份資料的檔名時按＂開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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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避免失誤，系統會再次詢問您是否確定要還原所指定的資料，
按＂ Yes ” 則系統將會進行還原至所指定的備份 (按＂ No ” 則停
止此動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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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還原完成後，即可點選首頁跳出。



49

在首頁點選＂離開＂ 即可離開 Pro Capture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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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新增/修改範例資料庫

1. 請依下列路徑位置找到“ Stand_setup “ 圖示並執行。

※我的電腦→ 本機磁碟(C) (﹡System Disk) → ProCapture 資料夾

→ data  資料夾→ Stand 資料夾→ Stand_setup



51

2. 點選＂+” 增加新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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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輸入新項目名稱 ex: New  /  p5。

4. 點選“ New Image ” 新增此項目欲加入之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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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選擇加入之圖片後，按“開啟＂使圖片加入此項目之資料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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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輸入圖片名稱。

7. 鍵入此圖片之敘述。

8. 按 ＂ Save ” 儲存，完成建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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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完成項目新增及資料庫建檔後，在“ 比較資料＂中即出現新項目。



56

10. 如要刪除單張圖片，在該圖片上點選“ Delete ” 並確認即可刪除。

如要刪除整個項目資庫，在該項目上點選“ - ” 並確認即可刪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