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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使用說明書 

 

 

A. 

 

 

 

B. 

移動感應器 

A. MTN-H173A (ZigBee) 

B. MTN-H173B (Wi-Fi) 

下載 IMMUNE! APP 

 
iOS 版 

 
Android 版 

 

01 產品概述 

本產品型號 MTN-H173A 採用超低功耗 ZigBee 無線組網技術設計、型號 

MTN-H173B 採用 Wi-Fi 無線技術，2 款型號均採用自動閥值調節技術，

增強了感應器的穩定性，能夠有效的防止感應器誤報，以及採用自動溫度

補償技術，能夠有效的防止因溫度變化導致靈敏度降低。產品適合家庭住

宅、別墅、廠房、商場、倉庫、辦公室、銀行、機房等場所的安全防範，

如果有人通過，可以即時報告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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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技術參數 

MTN-H173A (ZigBee) 

(1) 工作電壓：DC 3 V（CR17335 / CR123A x 1） 

(2) 感測角度：90° 

(3) 安裝高度：2.1 公尺 

(4) 感測距離：9 ~ 12 公尺 

(5) 聯網方式：ZigBee 

(6) 無線組網距離：≦ 100 公尺（空曠環境） 

(7) 工作溫度：-10 °C ~ +50 °C 

(8) 工作濕度：≦ 95 %RH （無凝結現象） 

(9) 外形尺寸：65 x 65 x 28.5 mm 

 

MTN-H173B (Wi-Fi) 

(1) 工作電壓：DC 3 V（CR17335 / CR123A x 1） 

(2) 感測角度：90° 

(3) 感測距離：25 °C 時 最大 9 公尺 

(4) 聯網方式：Wi-Fi 2.4 GHz IEEE 802.11 b/g/n 

(5) 工作溫度：-10 °C ~ +50 °C 

(6) 工作濕度：≦ 95 %RH （無凝結現象） 

(7) 寵物防護等級：≦ 11 kg 

(8) 外形尺寸：φ 80 x H 28.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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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感測區域 

MTN-H173A (ZigBee) 

 

MTN-H173B (W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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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溫馨提醒 

 本產品僅供室內使用。安裝時，注意 LED 應朝上。 

 應避免安裝在戶外、寵物可觸及的地方、空調附近、熱源附近、轉動

的物體下面、避免太陽直射。 

 

 安裝表面應堅固且不震動。 

 將感應器安裝在入侵者容易通過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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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感測模式說明 

MTN-H173A (ZigBee) 

1. 通電後感應器進入預熱狀態（紅色 LED 慢閃約 30 秒）。 

2. 預熱狀態結束後，感應器進入測試模式（測試模式約 20 分鐘）。 

3. 測試模式結束後自動進入省電模式。 

4. 測試模式下：檢測間隔為 1 分鐘，檢測到有人經過感應器會立即報告

「有人經過」給閘道器。 

5. 省電模式下：檢測到有人經過警報後，只有報告無人之後並重新檢測

到有人經過才會報告有人。檢測到有人經過後的 1 分鐘內不會重複報

告有人經過警報。 

6. 無人報告：測試模式和省電模式下，檢測到持續 1 分鐘內無人經過才

會報告「無人經過」給閘道器。 

 

MTN-H173B (Wi-Fi) 

1. 感應器通電後會進入預熱階段（此階段持續約 30 秒）。 

2. 預熱階段結束後，感應器進入測試模式（此階段持續約 5 分鐘）。 

3. 省電模式將在測試模式後執行。 

4. 預熱時間：藍色 LED 閃爍 30 秒。 

5. 測試模式下：檢測間隔為 10 秒，當檢測到有人經過時，感應器會立

即報告「有人經過」。 

6. 省電模式下：不重複報告警報。 

7. 距離上次「有人經過」的報告後 10 分鐘內，如果 10 分鐘內無人通

過，感應器會報告「無人通過」，如果收到「無人通過」報告後被觸

發，就會警報。 

8. 寵物防護：安裝在推薦高度以下，當寵物（重量小於 11 公斤）經過

時感應器不會警報。（不同的安裝環境客戶體驗會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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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安裝步驟一 

 拔下電池絕緣片，使設備通電。 

 MTN-H173A (ZigBee)：紅色 LED 閃爍，進入預熱狀態，30 秒

後熄滅，預熱完成。 

 MTN-H173B (Wi-Fi)：按箭頭方向推動支架 (圖 1)，取下絕緣膜 

(圖 2)，開啟感應器，設備進入預熱狀態。藍色 LED 將閃爍 30 秒

然後熄滅，表示預熱完成。 

 開啟 IMMUNE! APP (請先完成安裝及註冊帳號)，點擊 APP 介面上的

添加設備按鈕，進入新增設備模式 ( 詳情請參閱 IMMUNE! APP 使用

教學影片)。  

https://youtube.com/playlist?list=PLUe3I9okiQQq_2lHT8m6rKijQ-iJVi1Ru
https://youtube.com/playlist?list=PLUe3I9okiQQq_2lHT8m6rKijQ-iJVi1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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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安裝步驟二 

MTN-H173A (ZigBee) 

 新增：根據 IMMUNE! APP 提示，長按設備組網鍵 2 秒後，綠燈快

閃，APP 出現提示，綠燈亮 2 ~ 3 秒，新增設備成功。 

 退出：長按設備組網鍵 5 秒，綠燈亮約 2 秒後慢閃 6 次，退出設備成

功。 

MTN-H173B (Wi-Fi) 

 方法一：Wi-Fi 快連模式 

 長按設備組網鍵 5 秒，藍色 LED 快速閃爍（每秒約 2 次）。 

 請按照 IMMUNE! APP 中的指導操作，直到新增設備成功。 

 方法二：熱點配網模式 

 長按設備組網鍵 5 秒，確保藍色 LED 快速閃爍（每秒約 2 次），

再次按住設備組網鍵 5 秒直到藍色 LED 緩慢閃爍（約 3 秒 1 

次）。 

 請按照 IMMUNE! APP 中的指導操作，直到新增設備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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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N-H173A (ZigBee) LED 指示燈狀態說明 

燈光 狀態 

綠燈 

1. 新增設備過程中快閃（5 次 / 秒）。 

2. 新增設備成功亮 2 ~ 3 秒左右。 

3. 新增設備失敗慢閃（2 次 / 秒）6 次。 

1. APP 操作，ZigBee 設備退出成功，慢閃 6 次。 

2. 長按設備組網鍵 5 秒，綠燈亮約 2 秒後慢閃 6 次，退出設備成

功。 

紅燈 
1. 預熱慢閃 30 秒。 

2. 警報時亮 0.5 ~ 1 秒左右。 

 

MTN-H173B (Wi-Fi) LED 指示燈狀態說明 

燈光 狀態 

藍色 LED 快速閃爍 Wi-Fi 快連模式 

藍色 LED 慢閃 熱點配網模式 

藍色 LED 熄滅 網路成敗 

藍色 LED 閃爍一次 警報 

開啟感應器，藍色 LED 閃爍 30 秒 暖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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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安裝步驟三 

 撕下雙面膠背膜，將設備貼在所需區域。 

MTN-H173A (ZigBee) 

 

MTN-H173B (Wi-Fi) 

 

 建議安裝使用螺絲。如果使用貼紙安裝，請注意： 

(1) 確保安裝面光滑、平整、牢固、乾燥、潔淨。 

(2) 安裝後，請定期檢查產品是否牢固安裝在安裝面上。 

因未按說明書使用而造成的產品脫落、損壞等使用情況由用戶自行負

責。  



 

P.10 

 

06 安裝步驟四 

 注意安裝底座須按圖中箭頭部分方向朝上。最後將感應器掛入安裝底

座。 

MTN-H173A (ZigBee) 

 

MTN-H173B (W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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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更換電池 

 請按電池的正負極正確更換電池，注意環保，正確處理廢舊電池。 

 

08 免責聲明 

 本說明書盡可能詳細描述產品的使用方法和技術參數等，但本公司保

留本說明書的修改權利，不再另行通知。 

 說明書內產品外觀由於印刷等原因，可能與實物略有差異，請以實物

為準。 

 本資料僅供參考，不構成任何形式的承諾。 

 未經本公司書面許可，任何機構或個人不得摘抄，複製本說明書部分

或全部內容，並不得以任何形式進行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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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固服務 

 未經本公司許可，不得拆卸和維修。超過保修期，不在保修範圍內。 

 在免費保修期內，如果產品在正常過程中出現故障，本公司將提供產品免

費維修服務。 

 第三方(包括經銷商/服務商)在保修範圍之外對用戶所作的任何承諾，均由

本公司以外對方履行。 

 本公司會不定期更新或更改產品，怒不另行通知，有關更新，請參閱官方

網站。 

 請妥善保管此保修卡及發票以確保您的權益。保修卡未蓋經銷商章無效。 

------------------------------------------------------------------------------ 

保修卡 

產品名稱： 移動感應器 產品型號： 
 MTN-H173A (ZigBee) 
 MTN-H173B (Wi-Fi) 

購買日期：  保 固 期 ： 1 年 

經 銷 商 ：  
(經銷商蓋章) 

維修紀錄卡 

客戶名稱：  產品序號：  

故障日期 問題原因 處理方式 

   

   

   

   

 

https://www.rapid.tw/
https://www.rapid.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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