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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OUS SHOOTING CAPTURE PRO
連 拍 王

使用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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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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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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inuous Shooting 
Capture Pro”進行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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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您選擇需要安裝的語言版本，
軟體程式會自動安裝至系統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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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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ous 
Shooting 連拍王”圖示後，您必須輸入此機台配對之密碼才可進入軟體頁面。
(密碼在軟體光盤貼紙上。)

* 將來進入”Continuous Shooting Capture Pro 連拍王”軟體時，
請以滑鼠左鍵雙擊桌面圖示即可進入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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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在桌面”Continuous Shooting 連拍王”圖示上點按滑鼠右鍵後，
在視窗中點選”內容”。

在新窗口中點選”相容性”並將特殊許可權等級專案下”以系統管理
員的身分執行此程式”勾選後再按”套用”、”確定”，如此可以維
持日後存取資料的穩定性。

(1)

(2)

(3)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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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設定按鈕:

(1) 色彩調整

(2) 圖片資料庫

(3) 單拍按鈕

(4) 連拍按鈕

(5) 連拍張數設定

(6) 連拍間隔時間設定

(7) 語系選擇

五種不同拍攝選項

A. 虹膜檢視

B. 微循環檢視

C. UV 痤瘡菌檢視

D. 毛髮檢視

E. 膚質檢視 (預設)

(1)   (2)   (3)   (4)               (5)                   (6)                           (7)

A           B          C          D          E

主視窗

視窗解析為
640x480 VGA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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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按鈕

(1) 色彩調整

不同的鏡頭應用情境下，我們有最佳的拍攝選項。 如果您希望自己做調整，請您點按按鈕(1)，在live
的視窗下，調整您想要的亮度Brightness/對比Contrast/色調Hue/飽和度Saturation的調整值，再點
按”Apply”去確認新的設定值。 (*色彩調整只適用於拍攝選項A, D, E 三種模式)

(1) (2)  (3)  (4)          (5)               (6)                      (7)

如果您想回復到原始預設值，
請點按”Default” 回復。A B       C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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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3)   (4)             (5)                   (6)                           (7)   

(2) 系統資料庫

我們有系統資料庫提供不同類型的參考圖片， 以供您隨時調出做比對。
點擊按鈕(2)，您可選擇 皮膚圖庫 /毛髮圖庫 / 虹膜圖庫 / 微循環圖庫等資料夾中的一張圖片，與您擷取
的影像做比較。

功能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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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單拍(單畫面)截圖

您可點擊按鈕(3)，在live的視窗中擷取單畫面影像。

(1)   (2)   (3)   (4)             (5)                   (6)                           (7)

功能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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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連拍截圖

您可點擊按鈕(4)，在live的視窗中做連拍截圖

(1)  (2)   (3) (4) (5)                   (6)                           (7)

(5)

(5) 連拍張數設定

點擊按鈕(5)做連拍張數設定

功能按鈕



10

(6)

(6) 間隔時間設定

點擊按鈕(6)，可做連拍間隔時間設定

(例‧"10”意即 10/1000 秒)

當設定好按鈕(4)到(6)後，在live的視窗中找到清
晰影像，請點按主機握把上的定格按鈕， 就會出
現如下連拍定格畫面：

功能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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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語系設定

點擊按鈕(7)， 您可選擇以下三種語言： 英文、 繁體中文、 簡體中文。

功能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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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捕捉

(1)  單一影像拍攝 (單拍)

點選按鈕(3)，在視窗中找到，清晰的影像，點按握把上的定格按鈕，擷取到的影像就定格在左視窗中。
再點按握把上的定格按鈕，擷取到的影像會移至右視窗中，
a). 您可點按右視窗左上方 圖示 儲存影像。 (參照p.17-20 說明)

步驟 1

步驟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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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捕捉
(1)  單一影像拍攝 (單拍)

b). 當您再點按握把上的定格按鈕，左視窗回復為live，您可再點按定格按鈕擷取新的影像，此時您可將
此新影像與右視窗的影像做比較。

*** 藉由連續點按定格按鈕，您可
切換操作影像定格、解除、定
格、解除…，擷取到清晰的影像。

c). 或點按握把上的定格按鈕， 將此新新的影像移至右視窗，進行影像儲存，或與下一個新擷取的
影像做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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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 步驟 2 步驟 3

步驟 4

(4) (5) (6)

影像捕捉

(2)  連續影像拍攝 (連拍)

點選按鈕(4)， 設定連拍張數 按鈕(5)， 設定連拍間隔時間 按鈕(6)，在視窗中找到清晰的影像，點按
握把上的定格按鈕，擷取到的連拍影像會移至右視窗中，

* 以虹膜連續影像拍攝為例，連拍模式設定為5，連拍間隔時間設定為20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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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將右視窗中在這5張圖像拉開置放在桌面挑選，將欲淘汰的4張
圖像點按右角 ”X”關閉，並在欲留下最清晰的一張圖像點按左上
角方框”選取”，選取的圖像將會出現在左視窗中。

X

X

欲淘汰的圖像選取的圖像

再點按握把上的定格按鈕，擷取到的
影像會移至右視窗中，
a). 您可點按右視窗左上方 圖示
儲存影像。 (參照p.17-20)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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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當您再點按握把上的定格按鈕，左視
窗回復為live，您可再點按定格按鈕擷
取新的影像，此時新的連拍影像會出現
在右視窗中。您可重複page 15動作操
作選取並儲存圖片。

*** 藉由連續點按定格按鈕，您可
切換操作影像定格、解除、定
格、解除…，擷取到清晰的影像。



17

影像儲存及比對

(1) 影像儲存

當您將擷取的影像定格在視窗中， 再按一次定格按鈕此影像會移至右視窗。 您可點按右視窗左上方
圖示儲存影像。

* 如果您要再擷取新的影像，點按握把上的定格按鈕將左視窗回復為live，再點按定格按鈕可擷取新的影像，
再按一次定格按鈕此新影像會移至右視窗，您又可點按右視窗左上方 圖示儲存影像。(參照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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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在您要存檔的資料夾輸入檔案名稱後點按"存檔" 儲存， 此圖像存檔的類型為.jpg格式。

* 建議：為方便存取， 您可將顧客的名字設為資料夾名稱，將此客戶每一次存檔的圖片以不同日期/編號存檔檔名。

(例：20201125-1, 20201125-2)

(* Continuous Shooting Capture Pro連拍王” 資料庫預設的路徑為：C:\ Continuous Shooting \ Pictures \
Picture_Save，建議您存檔在預設的資料庫中，或是您也可存檔在自訂的資料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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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影像比對

當您在視窗中擷取好影像，您可點擊按鈕(2) 進入資料
庫，找到合適的資料夾調出與擷取好的影像相似的圖
檔， 點按”OK”，此時螢幕中即會出現左右兩張圖像
做比對。

(2)

步驟 1: 擷取的影像

步驟 2

步驟 3: 進入資料庫，找到合適的
資料夾調比對圖像

影像儲存及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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擷取的影像 資料庫中調出的影像

步驟 4: 在資料夾中找到與擷取好的影像
相似的圖檔， 點按”OK”

影像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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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膜比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