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etTV5 Plus HD
HD網路電視盒

產品接線圖

產品注意事項

⑨

⑨

產品介面說明

※本產品必須搭配寬頻分享器使用，若您的中華電信數據機或第四台寬頻數據機已有
分享器功能，則不需另外連接寬頻分享器。

※因為MOD或機上盒等設備，一台只能提供給一個裝置操作，所以在操作時若同時
有連接到其它顯示設備，則會同時顯示操作結果，所以建議申請第二台使用在
netTV5 Plus HD。例如：若MOD連接netTV5 Plus HD後，再連接到電視，則在
netTV5 Plus HD切換頻道時，在電視上同時也會切換頻道。

※不適用在社區網路、3G / 4G分享器以及串接二層以上的分享器環境。

※ 遙控訊號發射線的發射端，請使用內附的雙面貼紙，黏貼在MOD或機上盒前方 
的遙控訊號接收部位。(可參考硬體安裝步驟2)

硬體安裝

開 始 使 用 n e t T V 5  P l u s  H D

開機通電源時，此燈會亮綠燈。

開機後此燈會常亮紅燈
網路資料傳輸時，會紅燈閃爍，異常時會紅綠常亮(近似黃燈)。

遙控器學習指示狀態，請參考使用手冊遙控器學習章節。

有4種下列狀況：
(1)可連接網際網路與區網：燈號長綠，沒有蜂鳴聲。
(2)可連接區網但無法連接網際網路：燈號長紅，1長1短聲。
(3)無法連線(A)與分享器不同網段：燈號紅綠交替，2短聲。

netTV5 Plus HD與路由器在區域網路內但是在不同網段，造
成無法連線，可同時按下netTV5 Plus HD上2個按鈕：『選單』
與『音量+』約5秒排除問題。

(4)無法連線(B)未插網路線或分享器未接電源：無燈號顯示，2
長聲，網路環境無法連線。(請檢查網路實體接線環境)

項目 狀態燈 狀態燈說明

項目 按鍵 按鍵說明

項目 連接埠 連接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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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源

資料

遙控

連線

開啟連接的機上盒設定選單。

頻道遞增及遞減。

音量遞增及遞減。

連接DC12V 1A電源變壓器。

可連接USB隨身碟或外接硬碟儲存預錄檔案，或是USB無線網
卡連線無線網路。(連接外接儲存建議使用隨身碟或3.5吋外接
硬碟，以避免供電不足的問題。)

使用細針工具按下重置鍵約6-7秒後，本體上的燈號會全亮起，
等待約1分鐘會重新啟動，即可恢復出廠設定值。

連接10/100Mbps有線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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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單

頻道＋－

音量＋－

電源輸入

USB 2.0

重置

有線網路

AV影音輸出端子，需選購3.5”轉AV端子線才能輸出影音訊號。

⑭

AV輸出

HDMI影音輸入端子，需連接有線電視機上盒/MOD等影音設備
輸入影音訊號。

HDMI輸入

HDMI影音輸出端子，Bypass HDMI影音輸入的影音訊號。HDMI輸出

⑮ 遙控器訊號輸出，需連接netTV5 Plus HD內附的遙控輸出端子線。遙控器輸出

步驟1 連接機上盒HDMI

請使用內附的HDMI線，一端連接netTV5 Plus HD的HDMI輸入端子，另一端連接有線

電視機上盒或MOD的HDMI輸出端子。

步驟3 連接網路

步驟4 連接電源

Android / iOS

※請先確認寬頻分享器已有連接上網際網路，並且WAN IP是實體IP。

※遙控訊號發射線的發射端須距離機上盒紅外線接收器約1cm。

※此圖及序號僅供參考，請以netTV5 

Plus HD底部印有登入序號及QR 

Code的資訊標籤為主。

※此圖及序號僅供參考，請以netTV5 Plus HD底部印有登入序號及QR Code的資訊標籤為主

※使用前請先確定手機或平板電腦已經連上網際網路。

※未設定無線網路前，仍需先
連線有線網路。

※USB無線網路卡適用型號請
參考本公司官網產品頁面。

※連接無線網路設定請參考使
用手冊電子檔。(請至本公司
官網產品頁面下載)。

※在此以iOS系統為例。

1. 請將家中分享器的網路端子連接在netTV5 Plus HD的網路端子。

2.若要連接無線網路，請將USB無線網路卡插入netTV5 Plus HD的USB埠。

啟動時會發出一長聲蜂鳴聲，在等待約3分鐘後，請依產品外觀說明中的狀態燈說明，

檢查netTV5 Plus HD的『電源』及『連線』狀態燈是否有亮起正確的燈號，若電源狀

態燈亮起紅燈，以及連線狀態燈亮起綠燈，表示已經開機完成。

請將內附的電源變壓器插入電源插座，並接上netTV5 Plus HD的電源輸入埠。

1. 請先點選程式列表中的App商店程式

2. 程式開啟後，請在搜尋列輸入關鍵字 

『netTV5 Mobile』，再點選

『Search                  』按鈕。

3. 點選已搜尋到的『netTV5 Mobile』

App程式進行安裝。

5. 此時會開啟以下畫面，請點選右上方的QRCode圖示。

6.  此時會開啟相機來掃描QRCode，請掃描netTV5 Plus HD本體底部的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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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點選『netTV5 Mobile            』圖示來啟動App，此時會顯示App主畫面，請先點

選『設定            』圖示。

登入QRCode

登入序號

7. 掃描完成後會進行裝置查詢，查詢成功後會顯示以下訊息，請點選『確定』。

8. 接著請點選『登入』及『密碼』欄位，分別輸入預設的帳號及密碼，輸入完畢

後請點選『儲存』。（預設帳號：admin，預設密碼：9999）

9. 此時會登入要連接的netTV5 Plus HD，登入成功後會顯示以下訊息，請點選『確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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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機

遙控訊號發射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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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MI線

網路線 網路線

網路線

桌上型電腦

HDMI IN

有線網路
重置

HDMI輸入AV輸出 HDMI輸出 遙控器輸出

網路設備
(分享器/路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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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2 安裝遙控發射線

請將netTV5 Plus HD內附的遙控發射線，一端連接netTV5 Plus HD標示的『遙控器

輸出』端子，另一端黏貼在你家中有線電視機上盒/MOD前方的遙控訊號接收位置。

Android：『Google Play               』

iOS：『App Store                』

預設登入帳號密碼  帳號：admin  密碼：9999

netTV5 Plus HD網路電視盒背面印有登入序號資訊

標籤，包含登入序號及QRCode。

登入序號

登入QRCode

DC12V/1A
電源變壓器

10. 接著再點選『遙控器』，進入遙控檔設定介面。

11. 進入遙控器範本檔設定介面後，點選             圖示來選擇遙控檔

※遙控檔名稱，請參閱netTV5 Plus HD遙控器對應各家機上盒安裝位置圖



12. 此時已完成登入序號、帳號、密碼及遙控檔的設定，接著請點選『返回』來返回

主畫面。

1. 請將下載的Windows軟體進行解壓縮，請用滑鼠右鍵點選

『netTV5-Player-Setup』，此時會顯示選單，請再點選『解壓縮全部(T)』。

2. 此時會顯示以下視窗，請先點選『完成時顯示解壓縮的檔案』後，再點選『解壓縮

(E)』。

3. 解壓縮完成時會顯示檔案視窗，請用滑鼠左鍵雙擊『netTV5-Player-Setup』程式

檔案。

4.此時會顯示『歡迎使用』視窗，請點選『下一步』。

5. 此時會顯示『授權合約』視窗，請先

點選『我同意遵守授權合約』後，再點

選『下一步』。

6. 此時會顯示『使用者資訊』視窗，請

點選『下一步』。

7. 此時會顯示『安裝目錄』視窗，若要修

改軟體安裝路徑，請點選『變更』，選

擇完成後請點選『下一步』。

8. 此時會顯示『捷徑目錄』視窗，請在

確認後點選『下一步』。

9. 此時會顯示『準備進行安裝』視窗，

請點選『下一步』。

10. 此時會顯示安裝完成視窗，請點選

『完成（F）』。

12. 此時會開啟『netTV5 Player』程式並顯示『基本設定』視窗，請先點選『查詢』

左方的空白欄位。

14. 此時會進行netTV5 Plus HD的查詢，

查詢成功後會顯示『查詢成功』訊

息，請點選『確定』。

13. 此時請輸入netTV5 Plus HD本體底部標籤上的登入序號，輸入完成請點選『查詢』

15. 接著請點選『遙控器』來設定遙控

器範本檔。

16. 接著會開啟『遙控器』視窗，請點選連接的機上盒適用的遙控器範本檔案。(在此

以Hinet MOD為例)

17. 遙控器範本檔案選擇完成後，請點選

『儲存』。

18. 此時會回到『基本設定』視窗，請

點選『儲存』。

19. 此時會進行連線，連線成功即會顯示netTV5 Plus HD連接的機上盒畫面，即可開

始欣賞高畫質電視節目。

20. 若要進行其它功能，先回到主畫面，並將滑鼠移至畫面的最上方。

21.若要開啟遙控器面板，先回到主畫面，並點選滑鼠右鍵，即會顯示虛擬遙控器面

板。

14. 連線成功即會顯示netTV5 Plus HD連接的機上盒畫面，即可欣賞高畫質電視節目。

15. 若要進行其它功能，先回到App主畫面的『設定』圖示。

圖示 名稱 說明

點選此按鈕可以進入『設定』頁面，可進行『產品序號』、

『解析度』、『傳輸率』….等各項設定。
設定

點選此按鈕可以進入連線netTV5 Plus HD。連線

點選此按鈕可以進入錄影檔案『播放清單』頁面，可進行錄

影檔案的播放。
回放

圖示 功能 說明

點選此圖示可以擷取單張畫面為圖片檔，詳細內容請參考使
用手冊電子檔。

單張
擷圖

點選此圖示可以進行即時錄影或停止錄影，詳細內容請參考
使用手冊電子檔。

即時
錄影

點選此圖示可以進行系統設定，詳細內容請參考使用手冊電
子檔。

系統
設定

點選此圖示可以顯示netTV5 Plus HD的相關資訊，詳細內容
請參考使用手冊電子檔。

資訊

點選此圖示可以關閉netTV5 Player程式。
關閉
程式

圖示 功能

其餘詳細操作及設定，請參考使用手冊說明。（請至本公司官網下載）

※請先至本公司官網下載軟體。

※在此以Windows 8.1為例。

本公司網址：http://www.upmostgroup.com

產品類別：行動週邊 > 行動電視 > 網路電視盒> netTV5 Plus HD> 相關下載

MOD-V4：中華電信MOD

KPro_W-V4：凱擘有線電視數位

機上盒 (白色遙控器)

TWM_Broadband：台灣大寬頻

有線電視數位機上盒

※此圖及序號僅供參考，請以netTV5 

Plus HD底部印有登入序號及QR 

Code的資訊標籤為主。

Windows軟體安裝

其餘詳細操作及設定，請參考使用手冊說明。（請本公司官網下載）

登入QRCode

登入序號

※其它遙控器範本檔案請參考本公司產品網頁說明

機上盒電源鍵

頻道返回鍵

自訂鍵1~3

頻道鍵0~9

靜音鍵

返回鍵

頻道切換鍵

音量切換鍵

方向調整鍵

確認鍵

機上盒設定鍵

11. 安裝完成後，請點選桌面上的『netTV5 Player           』圖示，或點選『開始』

→『程式集』→『netTV5 Player』→『netTV5 Player』，來開啟netTV5 Plus 

HD的Windows應用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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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此時返回主畫面請點選『連線                 』圖示來連線netTV5 Plus H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