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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SMEP Simple 軟體使用手冊

簡易S.M.E.P.智慧型 肌膚檢測系統

(肌膚 油份/水份/彈性/色素 自動分析) 

(1) 系統須求:  a. IBM 相容電腦
b. CPU: 2.0GHz Dual-Core

c. Intel® CoreTM i3 Processor (含)以上

d. 硬碟HDD: 500G or 1TB (含)以上
e. 記憶體: 4GB DDR4 (含)以上
f. 螢幕解析: 1366x768 (1920x1080 最佳)
g. USB 連接埠: 3.0*1, 2.0*2

(2)  作業平台為 Windows  7, 8 & 10



HD-SMEP Simple 軟體標準配備：

1. HD-SMEP Simple 軟體光碟 (軟體安裝及 使用手冊電子檔) 
2. 初始值設定參數表 及 機台配對之註冊碼
3. 油份測試探頭 (銀色) x 1

4. 水份 / 彈性 測試探頭 (粉紅色) x 1

5. 水份 / 彈性 測試貼紙 x 2盒
6. 測試紙取用支撐架 x 1

7. 清潔擦拭布 x 1

測試紙取用支撐架

水份 / 彈性測試紙
水份/彈性
測試探頭

撕開固定貼紙 將測試紙取用支撐架依圖示
將短邊插入紙盒貼紙出口處

拉出一個小圓貼紙 撕下上方透明及白點膠貼，留下黑色測試紙以利使用

將粉紅色 水份 / 彈性 測試探頭 之前端白色面，貼於黑色測試紙上，將黑色測
試紙與白色面黏合後即可取下使用

備註：水份 / 彈性 測試貼紙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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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D-SMEP Simple 軟體安裝

將軟體光碟置入光碟機，螢幕會出現以下畫面，請點選”HD-SMEP Simple System Install”

進行軟體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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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選擇您要安裝的語言版本。

執行軟體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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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體安裝注意事項

安裝完畢後，點選”OK”進行第一次

執行HD-SMEP Simple軟體。

按 “OK” 。

* 之後每次進入軟體只須在桌面點選

”HD-SMEP Simple”圖示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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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在桌面上”HD-SMEP Simple”圖示上點按滑鼠右鍵後，在視窗中點選”內容”。

在新視窗中點選”相容性”並將特殊權限等級項目下”以系統管理員
的身分執行此程式”勾選後再按”確定”、”套用”，如此可以維持
日後存取資料的穩定性。

(1)

(2)

(3)

(5) (4)



6

* 第一次啟動軟體

第一次啟動軟體，請先開啟機台確定與電腦連線，在

桌面上點選”HD-SMEP Simple”圖示後，您必須輸

入此機台配對之註冊碼才可進入軟體頁面。

(註冊碼在隨HD-SMEP Simple軟體所附之參數表中。)

* 如未先開啟機台確定與電腦連線，在桌面上點選

”HD-SMEP Simple”圖示後，會出現左圖之錯誤訊息。

* 如未輸入正確註冊碼，則會出現左圖

之錯誤訊息。請再輸入正確之註冊碼

才可進入軟體頁面。

xxxxx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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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數初始值設定

首次進入軟體時請先進行參數初始值設定。 每台主機出廠前均已完成準確度校正，該機之

SMEP設定值請見於軟體包裝內附之參數表。請在下面的進入頁面中先點按“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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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校正”鈕後將隨機所附之參數表中該機之原始設定值依序輸入在下圖紅框中，並按”儲存”

鈕，此時已完成校正。在資料已儲存的小視窗中 終點按“OK” 進入肌膚測試頁面。

* 此頁面顯示的數值為公用預設值。如果您認為有需要，您可視情形設回預設值或調整
設定您認為較合適的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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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EP 肌膚分析

SMEP“肌膚分析”開始，逐步進行取樣，完成肌膚 油份 / 水份 /彈性 / 色素 測試

並取得分析結果。



10

1-1 油份分析測試程序

進入頁面後，首先進行SMEP預設之油份分析。

(1) 視窗中會先出現空白的實體畫面，請將鏡頭設定於表層皮膚(上層紋理)

檢測位置，使用油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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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按“定格”(或

按”Frame Freeze”定格鈕)取得定格影像 。

e. 每次使用後請用清潔擦拭布沾酒精
擦拭乾淨油份測試探頭的鏡面。

d. 將鏡頭平貼至測試探頭鏡面並定格
畫面（使用定格按鈕）。

油份測試探頭取樣方法

c. 使用HD-50RN鏡頭，並將鏡頭設定
於上層紋理位置，進行攝像分析。

表層皮膚檢測
(上層紋理)

a. 請確實將銀色油份測試探頭鏡面部
份以清潔擦拭布沾酒精擦拭乾淨。

b. 將油份測試探頭鏡面輕碰欲檢測部
位。(建議測試部位：額頭)

e. 每次使用後請用清潔擦拭布沾酒精

擦拭乾淨油份測試探頭的鏡面。

d. 將鏡頭平貼至測試探頭鏡面並定格

畫面（使用定格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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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不滿意剛才的定格畫面，可以點按”拍攝”(或按”Frame Freeze”定格鈕)取得

新的live畫面後，再重新定格以取得新的定格畫面。

(2) 點按“分析” (或按”Frame Freeze”定格鈕) 按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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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析進行中，電腦開始掃瞄畫面並分析油份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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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電腦掃瞄畫面結束後，您將得到油份分析結果(高、中、低比重及百分比) 。

(5) 接下來請點按“水份” 開始進行SMEP之水份(保濕)分析。

(6) 點按“水份”後，將前一個定格的畫面解除，讓視窗回復空白的live實體畫面。

油份分析結果

(或點按 “拍攝”讓

視窗回復空白的

live實體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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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水份(保濕)分析測試程序

(1) 請確定視窗中為空白的實體畫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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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按“定格”(或按”Frame Freeze”定格鈕)取得定格影像 。

c. Set IBS-50RN lens to the normal

(texture) inspection mode

水份測試探頭取樣方法

表層皮膚檢測
(上層紋理)

a. 將粉紅色 水份 / 彈性 測試探頭 之前
端白色面，貼於黑色測試紙上，將
黑色測試貼紙面輕碰欲檢測部位。
(水份建議檢測部位：下臉頰)

c.  將鏡頭平貼至黑色測試貼紙面並定
格畫面（按定格按鈕）。

b. 使用HD-50RN鏡頭，並將鏡頭設定
於上層紋理位置，進行攝像分析。

d.  每次使用後請更換新的測試貼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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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不滿意剛才的定格畫面，您可以點按”拍攝” (或按”Frame Freeze”定格鈕)

取得新的live實體畫面後， 再重新定格以取得新的定格畫面。

(2) 點按“分析” (或按”Frame Freeze”定格鈕) 進行分析，電腦開始掃瞄畫面並分析水份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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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電腦掃瞄畫面結束後，您將得到水份分析的結果(高、中、低比重及百分比) 。

(4) 接下來請點按“彈性” 開始進行SMEP之彈性分析。

(5) 點按“彈性”後，將前一個定格的畫面解除，讓視窗回復空白的live實體畫面。

水份分析結果

(或點按 “拍攝”讓

視窗回復空白的

live實體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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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彈性分析測試程序

(1) 請確定視窗中為空白的實體畫面，將鏡頭設定於表層皮膚(上層紋理)檢測

位置，在彈性測試探頭黏貼了黑色彈性測試紙後，將探頭測試紙端輕沾欲

測試皮膚(建議測試部位：側頸部上方)， 再將鏡頭對彈性測試探頭的試紙

端拍攝影像。點按“定格”(或按”Frame Freeze” 鈕)取得定格影像。

彈性測試探頭取樣方法

表層皮膚檢測
(上層紋理)

c. 將鏡頭平貼至黑色測試貼紙面並定
格畫面（按定格按鈕）。

b. 使用HD-50RN鏡頭，並將鏡頭設定
於上層紋理位置，進行攝像分析。

d.  每次使用後請更換新的測試貼紙。

a. 將粉紅色水份 / 彈性 測試探頭前端
白色面，貼於黑色測試紙上，將
黑色測試貼紙面輕碰欲檢測部位。
(彈性建議檢測部位：側頸部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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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不滿意剛才的定格畫面，您可以點按”拍攝” (或按”Frame Freeze”定格鈕)取得
新的live實體畫面後，再重新定格以取得新的定格畫面。

(2) 點按“分析”進行分析，電腦開始掃瞄畫面並分析彈性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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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電腦掃瞄畫面結束後，您將得到彈性分析的結果(高、中、低比重及百分比) 。

(4) 接下來請點按“色素” 開始進行SMEP之色素分析。

(5) 請點按“色素”後，將前一個定格的畫面解除，讓視窗回復空白的live實體畫面。

彈性分析結果

(或點按 “拍攝”讓

視窗回復空白的

live實體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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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色素分析測試程序

(1) 請確定視窗中為空白的實體畫面，首先，視窗中會出現空白的實體畫面 。

請將鏡頭設定於深層皮膚(下層黑色素)檢測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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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按“定格”(或按”Frame Freeze” 鈕)取得定格影像 。

深層皮膚檢測 (下層黑色素)

將鏡頭設定於下層黑色素位置，
直接接觸皮膚 (建議檢測部位：
上臉頰) 進行拍攝並定格畫面
（按定格按鈕）。

色素(偏光)取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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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不滿意剛才的定格畫面，您可以點按”拍攝”取(或按”Frame Freeze” 鈕)得新的live

實體畫面後，再重新定格以取得新的定格畫面。

(2) 點按“分析”進行分析，電腦開始掃瞄畫面並分析黑色素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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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電腦掃瞄畫面結束後，您將得到色素分析的結果(高、中、低比重及百分比) 。

(4) 當完成SMEP的分析後，現在我們可以點按“結果” 看SMEP肌膚綜合分析結果。

色素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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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SMEP肌膚綜合分析結果

此時綜合分析結果頁面左側會以圖形顯示測試結果，請注意圖形中的紅色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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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標示的測試結果中，彈性及色素測試結果以長條形向量表示，油份及水份以座標軸落點配合數字

表示。座標軸落點上各數字所表示的肌膚類型，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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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膚類型 說明 建議產品

1 中性肌膚

2 混合性偏油肌膚

3 中性偏油肌膚

4 脫水性偏油肌膚

5 乾性肌膚

6 非常乾燥肌膚

7 中性偏乾肌膚

8 混合性肌膚

9 理想性肌膚

肌膚彈性 說明 建議產品

佳

普通

差

色素沉澱 說明 建議產品

淺

中度

高

基礎保養產品對照表

加強保養產品對照表

依照測試的結果，您可設計一份專用的皮膚保養產品對照表以方便您日後在做完SMEP 肌膚分析後可

立刻向客戶推薦合適的皮膚保養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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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您欲將當筆SMEP測試結果資料存檔，按”存檔”可將影像儲存成 “jpg” 檔案格式至指定
資料夾。 請輸入檔名後按”存檔”儲存。

按”退出”可結束HD-SMEP simple操作頁面。

1-6 存檔與退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