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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BearS 智能家居报警监控主机示意图

i. 智能监控主机正面

型号：WS-533

ii. 状态指示灯示意

指示灯：慢闪 =间隔 1S; 快闪 =0.5S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① . 光线感应器

② . LED 红外线夜视灯

③ . 变焦调整圈 

④ . 红外线发射器 

⑤ . 红外线接收器 

⑥ . 运行指示灯，LED: D8/D9

⑦ . 内置麦克风 

⑧ . RF 报警指示灯，LED: D10/D11

LED 指示灯
状态

D8 D9 D8,D9 D10 D11

1. 常亮
设备启动中
或故障；

代表设备启动 ,
运行正常；

2. 慢闪 布防成功； 代表启动录像中；

3. 交替闪 启动布防 + 录像；

4. 同时亮 RESET 成功；

5. 慢闪 1 次
收到外部 RF 设备
反馈数据；

6. 快闪 3 次 RF 发送数据中；

7. 连续快闪 触发报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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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智能监控主机底部

①

①

②

⑤

⑥

③

④

②

③

⑦ ⑧ ⑨ ⑩

① . 喇叭

② . ASK RF 天线接口

③ . 警笛接口 

④ . 音箱接口 

⑤ . 麦克风接口 

⑥ . 温湿度探测器接口

⑦ . WiFi/4G 无线网卡接口 

⑧ . micro SD 卡槽，请将卡片金属触脚向下插入

⑨ . LAN 网线接口

⑩ . 电源适配器接口 

. FSK 天线

① . 支架连接螺母 

② . 复位键

③ . 摄像机 ID 二维码

iv. 智能监控主机背面及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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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家居报警监控一体机

M2M 百万像素 智能家居 实时报警

SmartBearS 摄像机产品特点
1	 M2M物联网平台
2	 专业安防监控网络
3	 专业报警系统
4	 智能家居系统
5	 即插即用，极速安装
6	 支持 3G/4G 智能手机
7	 支持Wi-Fi 无线联网

专业安防监控网络
1.  支持接入 M2M 物联网平台及智能家居网络
2.  支持最新即插即用技术，无须公网 IP 地址
3.  连接网络，登录账户即可完成安装
4.  支持高清画面，H.264 高效编码，支持夜视功能
5.  支持云台操作，32 组云台预置位
6.  支持 NAS 录像，NVR 录像，SD 卡录像快照，远近端计算机 / 手机录像拍照
7.  支持温湿度感测
8.  独立视频通道，最大限度保障用户隐私

专业报警系统
1.	 	支持遥控器进行情景模式调用、报警防区布撤防、紧急求救或专业隐私位
2.  支持红外线、门磁、水浸、气体、烟雾等无线探测报警器
3.  支持 99 路无线防区，可组成多组防区组合，搭配各种防范方案  
4.  支持快照连拍、邮件报警、内置蜂鸣器、可外接高分贝警笛警号，可即刻报告详细的用户联系方式

（PC）
5.  支持移动侦测防区
6.  支持报警器、云台、用户端、用户邮箱多位一体自动追迹报警
7.  支持报警器电量不足告警及不在线告警
8.  支持用户多种权限授权安保或物业公司联动接收报警信息功能（PC）
9.  PC 客户端自带报警信息详细查询系统

专业智能家居系统
1.  集成智能家居主机及多种控制信号发射器于一体
2.  可远程控制电视空调等红外线电器的主要功能       
3.  可搭配墙壁电灯开关，远程控制灯光设备
4.  可远程控制窗帘、门窗
5.  可搭配智能电源插线板，远程控制电器
6.  可远程控制无线水管阀门、无线气体管道阀门及宠物喂食器等装置
7.  整合数万种电器遥控器信号，简易操作
8.  支持自定义遥控器学习模式，自由搭配
9.  支持智能手机远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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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
传感
器

传感器 1/2.5 寸 CMOS 传感器

分辨率 2592*1944 像素 (500 万像素 )

镜头 1/2.5 寸  f: 2.2mm  300 万像素

最低照度 彩色 0.1Lux  黑白 0.01Lux

系统
主控芯片 ARM9 32 位、主频 432MHZ

系统 嵌入式 LINUX 系统

视频

视频压缩 纯硬件压缩 H.264 视频编码、支持多码流

图像帧率 25fps（50Hz）、30fps（60Hz ）帧率可调

图像分辨率 主码流：1280*720   子码流一：640*480  子码流二：320*240

图像镜像 支持上下、左右镜像

日夜切换 支持 IR-CUT 自动切换

图像调节 可调

红外模式 自动

夜视 ￠ 5*10 颗红外灯、红外照射距离 :10-15 米

音频

编码方式 G.711

喇叭 内置喇叭 1W8R

监听 内置 MIC

智能
控制

RF 1

工作方式 FSK 双向通信

工作频率 433.5MHz

通信速率 100KHz

发射功率 ≤ 18dBm

天线 内置、拉杆式伸缩天线

RF 2

工作方式 ASK 单向通信

工作频率 433.92MHz

通信速率 1KHz

发射功率 ≤ 13dBm

天线 内置、弹簧天线

SmartBearS 摄像机规格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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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
控制

应用 家电控制

芯片 ￠ 5*2 颗 940nM 发射管

控制角度 20 度 ( 支持云台定位控制 )

云台
控制

上下角度 / 左右角度 115 度 /350 度

预置位 手机 4 组、PC 端 32 组

网络

以太网 10/100Mbps 

支持协议 RTSP、TCP/IP、FTP、DHCP、PPPoE、NTP、UPnP、P2P

ONVIF 协议 可选支持 ONVIF2.0

报警
报警触发方式 移动侦测、RF 外置报警设备触发

报警提示方式 内置蜂鸣器及外接有源警笛

存储

录像方式 支持智能计划录像、开机录像

存储格式 默认 MSD 格式；PC 端可选 AVI 标准格式

存储方式 PC 客户端、TF 卡、安卓、IOS、网络云端存储

录像回放 PC 客户端、手机客户端

录像下载 支持远程、本地下载 TF 卡录像文件及图片

应用

手机客户端
支持实时观看、录像、拍照、监听、对讲、智能家居设备控制、家电控
制、安防报警、布防撤防、录像下载、回放、云台控制、区域规划控制、
情境模式等

PC 客户端
支持实时观看、录像、拍照、监听、对讲、智能家居设备控制、家电控
制、安防报警、布防撤防、录像下载、回放、云台控制、区域规划控制、
情境模式等

接口

电源接口 *1  DC 12V/1A  最大功耗≤ 7W

网络接口 *1  标准 8C RJ-45

TF CARD*1   标准 TF 卡接口、最大支持 64GB

USB 接口 *1  标准 A 型，支持 USB Wifi、4G USB Model

温湿度 *1  ￠ 3.5mm4 节音频插

MIC*1  ￠ 3.5mm4 节音频插、支持外部 MIC 输入

Audio OUT*1  ￠ 3.5mm4 节音频插、支持外接功放

Alarm OUT*1  ￠ 3.5mm4 节音频插、支持外接 5V/500MA 有源高音警笛

复位 *1 按键 + 内置看门狗

环境
工作温度 / 工作湿度  0o ~ 55oC  (32oF ~ 131oF); 10% ~ 80% ( 不结露 )

储藏温度 / 储藏湿度  0o ~ 60C (32oF ~ 140oF); 0% ~ 90%( 不结露 )

规格 尺寸 / 净重 ( 单机 ) 132*119mm*134.5mm(LxWxH); 38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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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IOS 使用说明Android/IOS 使用说明

 i. 请开启手机 / 平板电脑上的 WiFi 网络（或 4G 网络），确认连接成功。

ii. 在手机或平板桌面 /APP 列表上
点选开启 SmartbearS APP。

在APP Store、Google Play等手机市场搜索SmartbearS下载并安装。

       SmartBearS 远程监控客户端是一款通过 WiFi 或 4G 无线网络对智能家居、安防、医护进行远程
操控和对摄像机进行实时监控的软件。 使用简单，方便。 
1. 实时监控（H.264 格式）  2. 通过滑动进行上下左右旋转控制 
3. 手机拍照及预览。  4. 可远程控制家电如电灯、电视、DVD 空调等。
5. 中英文多语言支持。 6. 双向语音对讲。
7. 手机本地视频录像，SD 卡录像。

SmartbearS APP 启动画面

如何安装 SmartbearS APP

SmartbearS APP 功能

如何开启 SmartbearS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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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IOS 使用说明

购物车，点击后进入，依产品安规不
同选择进入中国、台湾、美国等相应
官方指定在线购物商城，选购需要的
Smartbears 智能产品及其周边设备。

功能菜单

主机连接 DID 号

黄色五角星为预设系统标
志，当 APP 启动时，预
设标志的摄像机监控主机
连接成功后，会自动进入
该预设主机监控系统客户
端 - 主界面。

长按：通过手势长按需
要设置的智能主机 ' 系统
栏 ' 约 2 秒钟，即可弹出
菜单（如左图），对智能
主机进行以下命令操作： 
预设、设定、删除。
取消预设：菜单中再次点
选预设命令。

从智能主机
列表中删除
当前监控摄
像机。

点选 ' 预设 ' 后，
当前系统栏会出
现黄色五角星系
统预设标志。

点选 ' 设定 ' 后，
进入智能主机设
定界面。
包含智能主机名
称、DID、 密 码
等修改。

APP 名称

主机连接状态
信息：连接中、
已连接、设备
已离线、DID
错误、密码错
误。
连接效率依当
前使用设备
WiFi 或 4G 网
络速度。

智能监控摄像机系统连接状态信息：
连接中 -- 摄像机正在连接中 
已连接 -- 摄像机已经连接成功 
设备已离线 -- 与摄像机的连接已经断开 
DID 错误 -- 摄像机的 ID 号码错误，请重新输入 
密码错误 -- 摄像机的密码错误，请重新输入 

在 ID 号错误或是密码错误的情况下，见第 12 页“2. 功能菜单介绍”【2.1 如何新增及设定智能主机？】。 

主机布防状态 每台主机布防 | 撤防 快捷键

智能主机监控系统“全部布防”、" 排序 " 和“全部撤防” 按键

新增智能摄像主机 快捷键
下页会具体介绍新增智能
主机。

点选：当主机连接成功后，点选智能监控主机列表 ' 系统栏 '
进入相应监控系统客户端主界面，您就可以通过手机轻松的看
到该摄像机远程的监控画面了，或进行相关安防操作。

摄像机监控预
存影像

1. SmartbearS APP 界面介绍
SmartbearS APP 开启后，客户端显示智能监控摄像机列表窗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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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IOS 使用说明Android/IOS 使用说明

ii. 摄像机在局域网的情况下，请确认局域网内
DHCP 服务器已开启，客户端连接 WiFi 局域
网络，点选『搜索』在局域网自动搜索配对摄
像机控制中心，搜到后 18 位『DID』码会自
动填入。（若有多台智能监控摄像机，请在搜
索列表中点击选择要增加的摄像机）。输入默
认密码，点选 ' 储存 ' 添加摄像机。

i. 摄像机在广域网的情况下，通过手动填写 18 
位 『DID』和默认密码，点选 ' 储存 ' 添加摄
像机。

在客户端中添加智能监控摄像机有 3 中方法，
首先打开新增摄像机窗口：

SmartbearS 智能监控摄像机默认密码为：1234。
添加完成点选 ' 储存 ' 后，系统会返回摄像机列表， 
此时可以看到刚才添加的摄像机已经存在于列表中。

iii. 点选『二维码』扫描智能监控摄像机底部
卷标添加 18 位『DID』码，输入默认密码，
点选 ' 储存 ' 添加智能监控摄像机。

点击，可对摄像机显示名称进行
更改，定义名称来区分摄像机。

新增智能主机：在智能手机 / 平板电脑上开启 SmartbearS APP 程式 -->SmartbearS APP 启动界面 -->
客户端显示智能监控摄像机列表窗口 --> 点击功能菜单 --> 点击新增智能主机

设置摄像机：SmartbearS APP 界面 --> 长按：每台摄像机监控系统都可以通过手势长按住需要设置
的摄像机 ' 系统栏 ' 约 2 秒钟，即可弹出预设、设定、删除菜单（如左图），点选设置命令。
以上操作均可弹出新增摄像机设置窗口。

2. 功能菜单介绍

直接退出 SmartbearS APP 客户端

在 APP 客户端中增加智能监控摄像机系统

查看当前 SmartbearS APP 版本号

为安全起见，防止他人乱操作或误用，
特增加 APP 密码功能。

设定 APP 密码后，
在再次启动 SmartbearS APP 时需输入密码，

验证通过后才能进入 APP 操作使用。

2.1 如何新增及设定智能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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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密码设定为
4 位任意数字，不
能为字母或符号。

在智能手机 / 平板电脑上开启 SmartbearS APP 程式 -->SmartbearS APP 界面介绍 --> 客户端显示中
智能监控摄像机列表窗口 --> 点击功能菜单 --> 点击设定 APP 密码

2.2 设定 APP 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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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客户端 - 主界面

返回上一级界面

警报、警情提示

视频监控显示区
设定，支持 " 上
一个、下一个、
单画面、4 画面
显示 "。

系统
设定

视频监控显示区：
可以用手势点击屏幕，控
制摄像机云台上下左右旋
转，安防监控不同区域。
1. 支持远 / 近端智能手机
/ 平板电脑 3G/4G, 流量 /
Wi-Fi 联网观看监控。2. 
红外线 , 门磁 , 烟雾气体
等无线探测报警提示 ...
3. 报警器电量不足告警及
不在线告警 ...

装置设定：可远程控制
1. 电动窗帘、门窗的打开
和关闭。2. 定时开关灯光、
电扇等设备。3. 可搭配智
能电源插座 , 远程控制各
种电器。4. 定时开关无线
水管阀门、气体管道阀门
及无线喂食器等 ...

安防设定：可远程监控
1. 门铃、门磁、烟雾气体、
一氧化碳、火警、漏水、
红外线安防等无线探测报
警器。 2.SOS 告警。 3. 温
湿度感测 ...

家电设定：可远程控制各
种智能家电。例如空调、
网络电视、音响、投影仪、
DVD、 除 | 加湿器等各种
家用电器的定时开关。

监控设定：安防监控
1. 支持智能手机 3G/4G 流
量 /Wi-Fi 联网观看监控、
对讲 , 远 / 近端手机 / 电脑
拍照录像 / 邮件报警，入
侵检测、警铃吓阻，警铃
响应，无线警示。
内置蜂鸣器 , 支持移动侦
测防区 ...

医护设定：支持智能手
机 3G/4G 流量 /Wi-Fi
联网看护婴儿、老人、
病人，及 SOS 紧急救
护。如用于主人 SOS 
医护、健康医疗对话、
老人及儿童看护、语言
安抚等。

情景设定：可依使用时
间、环境、区域，远
程设定各种安防系统模
式。如：在门磁、烟感
等设备报警的时候，我
们需要摄像机能自动转
向到报警区域；安排摄
像机按照预置区域顺序
自动巡航布防外出模
式，睡眠、宴会 ... 等
模式。

功能列表区：
点选装置、安防、
家 电、 情 景、 区
域、 监 控 图 示，
选中的相应图示
反白加深变色。 

功 能 设 定 区： 整
合数万种电器遥
控 器 信 号 , 简 易
操作 , 支持自定义
遥控器学习模式 , 
自 由 搭 配。 支 持
智能手机 / 平板电
脑远程操作。
点 选 其 中 图 示，
实现具体功能。
功能设备图标可
依使用需要调整
前后排列顺序。
在此区域可手势
左 右 滑 动， 查 看
不同页面。

监控云台预置位
分组显示区（操
作区）：点选其
中 1/2/3/4 数字，
摄像机云台会自
动旋转到指定预
置位监控区域。

连接当前安防监控客户端总数量 ,
（最大为 8，超过 8 会自动断开）

摄像机当前日期、
时间及温度、 
湿度等内容

查看手机端 /
摄像机记录

扫码安装
摄像机周边产品

当前所用
监控系统名称

在任意页面点选
(H) 会返回主页面

PTZ
监控

PTZ
隐私

购物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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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上 
一级界面

摄像记录时间过滤

摄像机画面边框蓝色，为当前摄像机视频
监控显示区。可以在多画面中进行点选。

扫码安装摄像机周边产品，请参考 P17 页
【4.1.1 二维码扫描新增报警周边】

4 画面显示当前为单画面显示

视频监控显示窗口切换设定：
点选弹出菜单 " 上一个、下一
个、单画面、4 画面 " 显示。

摄像机录像记录列表，默认按
记录时间排序，点选进入查看。

摄像记录时间
过滤列表

手机端 / 摄像机记录状态，含记录开始日期、
时间、视频分辨率、观看摄像机人数和帧数
等信息。

视频暂停 / 播放 / 快进 / 快退
摄像机录像视频

记录格式

手机端 / 摄像机记录
视频显示区，含影像
日期、时间、温度、
湿度等信息。

查看手机端 / 摄像机记录，录像回
放手机或者摄像机中的视频片段。 

接上页‘系统客户端-主界面’介绍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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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统设定

智能家居情境模式新增
添加及设定。如：布防、
撤防、回家、外出、睡
眠、起床、影院、宴会、
浪漫、开店、自定义等
模式的添加及设定修改。

在没有警情、警报、客
户端操作的情况下，设
定闲置时间，让监控摄
像机云台自动转回预设
位置。

监控摄像机云台预设监
控位置设定。

设定 WIFI 连接，只能
连接加密的无线信号。

警报推送通知、事件推
送功能开关。

报警周边设备新增添加
及设定。如：PIR 人感、
门铃、门磁、烟雾侦测、
燃气侦测等设备的添加
及设定。

智能家居装置设备新增
添加及设定。如：门锁、
电源开关、调光灯、音
乐调光灯、窗帘、风扇、
灯座、水阀等设备的添
加及设定。

医护产品周边设备
新增添加及设定。
如：尿湿侦测、婴
儿哭声侦测等设备
的添加及设定。

智能家居 IR 家电
设备遥控器新增添
加及设定。如：电
视、空调（冷气）、
DVD 等设备的添
加及设定。

可变更智能设备所
在区域。考虑在不
同空间区域使用产
品，为方便管理您
的设备，因此需要
设定区域管理。

可变更、自定义
智能监控摄像机密
码，修改密码后请
牢记。

设定影像质量、
画面方向、环境模
式。

高级设定：含重启
主机；主机恢复出
厂设定。

在智能手机 / 平板电脑上开启 SmartbearS APP 程式 -->SmartbearS APP 启动界面 --> 客户端显示智
能监控摄像机列表窗口 --> 系统设定菜单（弹出如右图设定菜单）--> 点击相应设定项可进入对应新增
/ 设定菜单。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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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进入警报器设定；

② 点二维码扫描新增装置；

③ 点开始 QRCode 扫描；

④ Camera 对准一个装置的 QRCode 扫描
成功后会出现报警器名称，下方选择储存。
（如右图例）

警报器添加方式

在安防客户端中新增“报警周边”装置可选用
以下 4 种方式：
『 二维码扫描新增报警周边』
『 手动搜索新增报警周边』
『 手动学习新增报警周边』
『 新增内嵌的报警周边』

注意：『 二维码扫描新增报警周边』IOS 版本在填加设备时只能用二维条码扫描方式填加，Android 版
本不受限制。

4.1 如何“新增”安防警报？

①

②

③

④

4.1.1 二维码扫描新增报警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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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进入警报器设定；

② 点手动搜索新增报警周边；

③ 摄像机在局域网的情况下，请
确认局域网内 DHCP 服务器已开
启，客户端连接 WiFi 局域网络，
点选『搜索』在局域网自动搜索配
对智能报警设备，搜到后自动列表
显示。（若有多台智能报警设备，
请在搜索列表中点击选择要增加的
智能报警设备）。输入名称及默认
密码 123456，点选 ' 储存 ' 添加智
能报警设备。

4.1.2 手动搜索新增报警周边

搜索已添加到
这台主机与未
添加任何主机
的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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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进入警报器设定；

② 点选『手动学习新增报警周边』；

③ 点『开始学习』，然后激活警
报器 ;

4.1.3 手动学习新增报警周边

③ 当收到信号后下方显示地址
名称，点选储存 , 添加智能报警
设备。（如右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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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进入警报器设定；

② 点选『新增内嵌的报警周边』；

③ 在警报器设定页面里，针对温
湿度防区，增加相应阈值的设定，
用于增加“ 温度和湿度”报警，
支持温湿度报警联动 ;

4.1.4 新增内嵌的报警周边

④ 输入名称，点选 ' 储存 ' 添加内
嵌的报警周边。（如右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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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进入健康医护设定；

② 点二维码扫描新增医护设备；

③ 点开始 QRCode 扫描，Camera 对准
一个装置的 QRCode 扫描成功后会出现
健康医护产品，下方选择储存。（如右图
例）

健康医护产品添加方式

在安防客户端中新增“健康医护”可选用
以下 2 种方式：
『 二维码扫描新增医护设备』
『 手动搜索新增医护设备』

4.2 如何“新增”健康医护产品？

①

②

4.2.1 二维码扫描新增健康医护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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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摄像机在局域网的情况下，请
确认局域网内 DHCP 服务器已开
启，客户端连接 WiFi 局域网络，
点选『搜索』在局域网自动搜索配
对智能报警设备，搜到后自动列表
显示。（若有多台智能医护设备，
请在搜索列表中点击选择要增加的
智能医护设备）。输入名称及默认
密码 123456，点选 ' 储存 ' 添加智
能医护设备。

搜索已添加到
这台主机与未
添加任何主机
的配件。

① 进入健康医护设定；

② 点手动搜索新增医护周边；

4.2.2 手动搜索新增医护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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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进入智能家居设定 - 装置设定；

② 点二维码扫描新增装置；

③ 点开始 QRCode 扫描，Camera 对准
一个装置的 QRCode 扫描成功后会出现
装置，下方选择储存。（如右图例）

智能家居装置添加方式

在安防客户端中新增“装置”可选用以下 2
种方式：
『 二维码扫描新增装置』
『 手动搜索新增装置』

4.3 如何“新增”智能家居装置？

①

②

4.3.1 二维码扫描新增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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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摄像机在局域网的情况下，请确
认局域网内 DHCP 服务器已开启，
客户端连接 WiFi 局域网络，点选『搜
索』在局域网自动搜索配对智能装
置，搜到后自动列表显示。（若有多
台智能装置，请在搜索列表中点击选
择要增加的智能装置）。输入名称及
默认密码 123456，点选 ' 储存 ' 添加
智能装置。

搜索已添加到
这台主机与未
添加任何主机
的配件。

① 进入装置设定；

② 点手动搜索新增装置；

4.3.2 手动搜索新增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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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进入智能家居设定 -IR 家电遥控器设定；

② 点码库方式新增遥控器；

③ 选择电器类型，电视/冷气/DVD可选。

IR 家电遥控器添加方式

在安防客户端中新增“IR 家电遥控器”可选用
以下 2 种方式：
『码库方式新增遥控器』
『学习方式新增遥控器』

4.4 如何“新增”IR 家电遥控器？

①

②

4.4.1 码库方式新增遥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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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选择电视 - 码库方式新增电视遥控器：

选择电视品牌，有 2 种方法 :
1. 搜索电视品牌名称增加；
2. 在索引列表中快速选择电视品牌名称；
选定品牌名称后，按右上角确定键。

可直接在搜索栏
输入电视品牌名
称，再点选列表
中需要新增名称，
按右上角确定键。

在右边电视品牌
索引栏中是以品
牌名称开头字母
排序，上下滑动
到需要新增的品
牌名称处，再点
选列表中需要新
增的品牌名称，
按右上角确定键。

A

进入到这个电视品牌的选码介面，点击开始学习。
根据介面上的提示操作步骤进行配对，配对成功后
按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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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直接在搜索栏
输入冷气品牌名
称，再点选列表
中需要新增名称，
按右上角确定键。

在右边冷气品牌
索引栏中是以品
牌名称开头字母
排序，上下滑动
到需要新增的品
牌名称处，再点
选列表中需要新
增的品牌名称，
按右上角确定键。

A

举例码库方式新增冷气空调遥控器：

选择冷气品牌，有 2 种方法 :
1. 搜索冷气品牌名称增加；
2. 在索引列表中快速选择冷气品牌名称；
选定品牌名称后，按右上角确定键。

进入到这个冷气品牌的选码介面，点击开始学习。
根据介面上的提示操作步骤进行配对，配对成功后
按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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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码库方式新增 DVD 遥控器：

选择 DVD 品牌，有 2 种方法 :
1. 搜索 DVD 品牌名称增加；
2. 在索引列表中快速选择 DVD 品牌名称；
选定品牌名称后，按右上角确定键。

进入到这个 DVD 品牌的选码介面，点击开始学习，
根据介面上的提示操作步骤进行配对，配对成功后
按储存。

可直接在搜索栏
输入 DVD 品牌名
称，再点选列表
中需要新增名称，
按右上角确定键。

在右边 DVD 品牌
索引栏中是以品
牌名称开头字母
排序，上下滑动
到需要新增的品
牌名称处，再点
选列表中需要新
增的品牌名称，
按右上角确定键。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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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进入智能家居设定-IR家电遥控器设定；

② 点学习方式新增遥控器；

③ 选择要学习的电器类型。

点储存并新建电器。

举例学习电视机

4.4.2 学习方式新增遥控器

29



Android/IOS 使用说明Android/IOS 使用说明

④ 进入到学习介面 可选择按键根据提示进行学习，所有按键学习成功后点击上方钩键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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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如何“设定”安防警报 / 医护 /
智能家居装置？

在智能手机 / 平板电脑上开启 SmartbearS 
APP 程式 -->SmartbearS APP 启动界面 -->
客户端显示智能监控摄像机列表窗口 --> 系
统设定（弹出如右图设定菜单）--> 点击相
应设定项可进入对应设定菜单（如下图菜
单）。

安防警报设定 -‘警报器设定’：
点选设备进入设定界面。

健康医护设定 -‘医护产品设定’：
点选设备进入设定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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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家居设定 -‘装置设定’：
点选设备进入设定界面。

Alan( 火龙 -Alan)

32

查看所有设定
可上下滑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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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家居设定 -‘IR 家电遥控器设定’：
点选设备进入设定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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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系统设定 - 情景模式设定 -‘智能
情景设定’

34

查看所有设定
可上下滑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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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系统设定 - 区域设定 -‘区域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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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系统设定 - 摄像机设定 -‘闲置多久后回预设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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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系统设定 - 摄像机设定 -‘密码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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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系统设定 - 摄像机设定 -‘监控点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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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系统设定 - 摄像机设定 -‘影像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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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系统设定 - 摄像机设定 -‘WiFi
无线设定’

4.13 系统设定 - 摄像机设
定 -‘PPPOE 设定’

4.14 系统设定 - 摄像机设定 -‘高
级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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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功能列表区 -‘装置’

在功能列表区点
选‘装置’图示，
选中的装置图示
由浅色反白变成
深色。 

远程控制开启无
线 WiFi 电动门
锁，如为来访客
人开门，车库门
锁等。

远程控制无线
WiFi 电动窗帘，
如单、双向开合
电动窗帘，上下
卷动窗帘。含手
动开关、自动控
制、定时控制等
控制方式。

远程控制 WiFi LED 照明系统的开关，含手动调
光、自动控制、定时控制、场景组合等控制方式 ,
所有灯具同时开、同时关、亮度同时调整等。

远程控制开关无线 WiFi 智
慧水阀、燃气阀等，例如
定时开关水阀为公园花草
浇水，监测到烟雾、燃气
等自动洒水灭火 ...

 可搭配 WiFi 智慧电
源墙面开关 , 远程控
制开关各种电器。含
手动开关、自动控制、
定时控制、场景组合
等控制方式。

享受手机 / 平板远程
视频，远程控制无线
WiFi 喂食器开关。如
出差、旅游在外，远
程为自己的宠物自动
喂食、定时定量喂食，
随时随地看护自家宠
物，彻底解决不在家
的烦恼。

可搭配 WiFi 智慧电源插座 , 远程控制开关
各种电器。含手动开关、自动控制、定时
控制、场景组合等控制方式。

远程控制无线 WiFi 电动门窗，如单、双向开合
门窗、采光通风天窗、电动推拉门、折叠门窗、
地弹簧门、幕墙门窗、平开窗、内开内倒窗、
平开门、对开门、母子门、智慧百叶门窗、智
慧天窗、智慧遮阳、玻璃阳光房纱窗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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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装置 -‘解锁’

远程控制 WiFi 排
气扇、电风扇的
开关，含定时开
关、风速等级调
整、场景组合等
控制方式。

“生活方式绿色化”，可远程编辑情景模式
搭配 WiFi 智慧节能感应器自动开启关闭电
源，实现生活消费方式勤俭节约、绿色低碳、
文明健康的绿色生态理念。含自动开关控制、
定时控制、场景组合等控制方式。

功 能 设 备 图 标 可
依 使 用 需 要 调 整
前后排列顺序。

远程控制无线 WiFi 电
动伸缩门。含手动控
制、自动控制、定时
控制、场景组合等控
制方式。

远程控制无线 WiFi 电动上下转
闸门、卷动门帘。含手动控制、
自动控制、定时控制、场景组
合等控制方式。

远程控制无线 WiFi RGB 灯，自由改变室内 LED 灯的颜色，颜
色切换、亮度调节，千万种颜色选择以满足朋友聚会、家庭聚
餐等不同需求。 含手动控制、定时控制、场景组合等控制方式。

通过语音识别技术、自动控制技术、 安全防范技术的
应用，远程控制各种智能家居、无线设备，含定时控制、
场景组合等控制方式，将家居生活有关的设施集成，构
建高效的住宅设施与家庭日程事务的管理系统，提升家
居安全性、便利性、舒适性、艺术性，并实现环保节能
的居住环境。

享受手机 / 平板远程视频，远程控制自动床。随着
社会进步人们对生活水平质量要求不断提高，普通
病床早已无法满足当今老人、病人与医院需求。如
今医疗护理器械科技含量越来越多，功能设计上更
加完善和人性化，结构更加合理使用便捷，可以远
程控制全自动多功能自动护理床在使用中实现病人
自主坐起、移动、翻身、屈膝、卧姿选择、吃饭、
读书等日常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护理诸多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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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装置 -‘调光’

点选界面中灯泡图示可直接控制
单个灯光开启或熄灭 / 最暗。

同步調光勾選上，可同
時調整所有燈光亮度。

去掉勾選，可單獨調

整每一盞燈光亮度。

所有灯光全部
熄灭 / 最暗

所有灯光
全部开启

灯光开启图示 灯光熄灭 / 最暗图示灯具网络连接状态 灯具名称、区域、定时、删除等设定

灯光亮度远程设定

43

当光源调至最暗时，
不表示设备电源关闭。

表示设备网
络断开

表示设备
网络已连接

左右滑动同时
调整亮度

查看所有灯具
可上下滑动页面

左右滑动单独
调整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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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光名称、区域、定时开关、删除设定

从可调灯光
列表中删除
所选灯光设备

从区域列
表中删除
所选无用

区域

取消此页面任
何更改，返回
上一界面

设定完成后，
点选保存，
变更生效

点选确定，增
加新区域到区
域列表生效

依需要，可创
建多个区域，
增加新区域到

列表中

点选设备所在
区域，再点选
下方确定符号，
区域变更生效

在此输入
区域名称

可变更灯光设备所在区
域。考虑在不同空间区域
使用产品，为方便管理您
的设备，因此需要设定区
域管理。

点击，可对灯光显示
名称进行更改，定义
名称来区分不同灯光。

44

请记得点选
设定区域

可上下滑动
数字页面
变更时间

请记得勾
选再设定开
启关闭时间

请记得勾选再设定重复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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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名称、区域、定时、
删除设定

选择智能插座关联的情境模式

取消此页面任何更
改，返回上一界面

点选需要关联的情景模
式后按确定，变更生效

5.1.3 装置 -‘智能插座’

智能插座远程设定

点选界面中开关图示可直
接控制单个开关 ON/OFF

插座开关名称、
区域、定时、
删除等设定

开关关联的情境模式设定，
蓝色图示随模式而变更。

点选界面中图示 , 控制
五位开关全部 ON/OFF

所有开关
全部 OFF

所有开关
全部 ON

开关网络
连接状态

45

当开关电源关闭时，
不表示设备电源关闭。

开关关联的情景模式介绍详见：5.4. 系统客户端 -‘情境’界面介绍

开关名称、区域、定时、删除
设定介绍请参考：44 页 5.1.2
灯光名称、区域、定时开关、
删除设定

表示设备网
络断开

表示设备
网络已连接

查看所
有开关
可上下

滑动页面

查看所有
情境模式
可上下

滑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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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帘名称、区域、定时、删除设定

5.1.5 装置 -‘窗帘’

5.1.4 装置 -‘墙面开关’

窗帘拉开状态图示，图示
随窗帘开合命令而变更。

窗帘闭合状态图示，
图示随窗帘开合命
令而变更。

窗帘名称、区域、
定时、删除等设定

窗帘电机转动时间，客户可根
据窗帘长短设定电机转动时间

窗帘开合远程设定

墙面开关远程设定

点选控制单个窗帘
停止拉开 / 闭合

点选直接控制单
个窗帘开始拉开

点选直接控制单
个窗帘开始闭合

所有窗帘
全部闭合所有窗帘

全部拉开

窗帘网络连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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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帘名称、区域、定时、删除设定介绍请参考：5.1.2 灯光名称、区域、定时开关、删除设定。

表示设备网
络断开

表示设备
网络已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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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门名称、区域、定时、删除设定

5.1.6 装置 -‘阀门’

5.1.7 装置 -‘门窗’

自动水阀名称、区域、
定时、删除等设定

自动水阀电机转动时间，客户可根
据阀门水量大小设定电机转动时间

阀门远程开关设定

控制单个自动水
阀开启，长按控
制出水量由小变
大，直到最大出
水量。

控制单个自动水
阀出水量由大到
小直到关闭

自动水阀网络
连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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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门名称、区域、定时、删除设定介绍请参考：5.1.2 灯光名称、区域、定时开关、删除设定。

表示设备网
络断开

表示设备
网络已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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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上下滑动
数字页面
变更时间

请记得勾选启用
定时喂食，再设

定时间

享受手机 / 平板远程远程控制无线 WiFi 喂食
器为自己的宠物自动喂食、定时定量喂食，彻
底解决不在家的烦恼。根据宠物进食需要，客
户可以预定 4 次进食时间、喂食量设定。

通常是指排气扇设定。

5.1.8 装置 -‘喂食器’

5.1.9 装置 -‘风扇’ 5.1.10 装置 -‘卷闸门’

喂食器远程设定

风扇远程设定 卷闸门远程设定

点选控制喂
食器开启

点选设定单次喂食量，
根据宠物需要有 1~20
格喂食量可供选择

利用声音
召唤宠物

预定喂食量设定，根
据宠物需要有 1~20
格喂食量可供选择

预定喂食
时间设定

网络连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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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设备网
络断开

表示设备
网络已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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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记得先点选需调整
功能设备图标，再调
整前后排列顺序。

5.1.11 装置 -‘自动床’

5.1.13 装置 -‘节能’

5.1.12 装置 -‘伸缩门’

自动床远程设定

节能远程设定

伸缩门远程设定

5.1.14 装置 -‘排序’

例如，经过调整‘风扇’已移到‘喂食器’前面。

图标前移 图标后移

49



Android/IOS 使用说明Android/IOS 使用说明

5.2 功能列表区 -‘安防’

在列表区点选
‘安防’图示，
选中的安防图示
由浅色反白变成
深色。 

远程监控无线
WiFi 门铃。如触
控WiFi门铃后，
监控系统自动为
来访客人传达来
访提示信息或警
示声讯到客户
端指定手机 / 平
板。门铃电量不
足告警及不在线
告警功能 ...

远程控制 WiFi 整合
数万种电器遥控器信
号 , 简易操作 , 支持
自定义遥控器学习模
式 , 自由搭配。支持
智能手机 / 平板电脑
远程操作。

远程无线 WiFi 门磁门
禁系统安防监控，自
动入侵检测、触动警
铃吓阻，警铃响应，
支持 3G/4G 流量 /
Wi-Fi 联网无线警示
传达入侵提示信息或
警示声讯到客户端指
定手机 / 平板。

远程无线 IR 红外安防监控烟
雾、可燃气体、火灾、煤气
泄漏、漏电、漏水、人感等，
自动检测、触动警铃响应，
支持 3G/4G 流量 /Wi-Fi 联网
无线警示传达、警告提示信
息或警示声讯到客户端指定
手机 / 平板。含手动开关、自
动控制、场景组合、远程控
制等控制方式。报警器电量
不足告警及不在线告警功能。

远程无线安防监控自动检测空气中
氧气含量，触动警铃响应，支持
3G/4G 流量 /Wi-Fi 联网无线警示
传达、警告提示信息或警示声讯到
客户端指定手机 / 平板。含手动开
关、自动控制、场景组合、远程控
制等控制方式。比如关闭可燃气阀
门，打开门窗通风散气等，将危险
掐灭在萌芽之中，保障用户的生命
财产安全。

功能设备图标可
依使用需要调整
前后排列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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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无线安防监控自动检测 PM2.5
气体，触动警铃响应，支持 3G/4G
流量 /Wi-Fi 联网无线警示传达、警
告提示信息或警示声讯到客户端指定
手机 / 平板。含空气净化自动控制、
场景组合、远程控制等控制方式。比
如检测 PM2.5 气体超标时，自动启
动空气净化装置，减少 PM2.5 空气
污染对用户身体健康造成损害。

远程无线安防监控自动检测水或弱酸、
弱碱等液体的泄漏隐患，自动触动警铃
响应，支持 3G/4G 流量 /Wi-Fi 联网无
线警示传达、警告提示信息或警示声
讯到客户端指定手机 / 平板。含手动开
关、自动控制、场景组合、远程控制等
控制方式。比如说忘记关厨房水龙头，
检测到卫生间漏水等，将自动启动关闭
水龙头。

远程无线安防监控
自动检测室内环境
温度、湿度。触动
警铃响应，支持
3G/4G 流量 /Wi-Fi
联网无线警示传
达、警告提示信息
或警示声讯到客户
端指定手机 / 平板。
远程监控客户端显
示直观、精度高、
长期稳定性好等特
点，为用户提供全
系列温湿度监控解
决方案，广泛应用
于智能家居、通讯
机房、数据机房、
空调室、实验室、
图书馆、办公室等
室内场所的温湿度
测量。含手动开
关、自动控制、场
景组合、远程控制
等控制方式。

支持 3G/4G 流量 /Wi-Fi 联网，无线远程触发 SOS 火警报警，启动交互式智能控制相关电路自动保护、
自动灭火装置、自动关停可燃气体管道装置。实现现场无线可视对讲，方便火警人员及时了解现场信息。

支持 3G/4G 流量 /Wi-Fi 联
网，远程触发 SOS 警情报
警，启动无线警示、警铃吓
阻，实现无线可视对讲，方
便安防人员、警察及时了解
现场信息。

远程无线安防监控自动检测有害气体、烟雾、一氧化碳气体，
触动警铃响应，支持 3G/4G 流量 /Wi-Fi 联网无线警示传达、警
告提示信息或警示声讯到客户端指定手机 / 平板。含手动开关、
自动控制、场景组合、远程控制等控制方式。比如启动灭火喷
头，关闭可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散气等，将危险掐灭在萌
芽之中，保障用户的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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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安防 -‘门铃’

门铃远程启用、情景模式设定

门铃名称、区域、警报持续时间、报警、定位拍照设定

从门铃列表中删除所选门铃

取消此页面任何更
改，返回上一界面

设定完成后，点选保存，
变更生效

可变更门铃所在区
域。考虑在不同空
间区域使用产品，
为方便管理您的设
备，因此需要设定
区域管理。
门铃区域设定介绍
请参考：5.1.2 灯
光区域设定。

开启即时警报信息推送功能

勾选开启电邮功能。
用户在没有开启客户端软
件的情况下，用户还可以
通过邮件接收监控区域的
警情报告。
一旦警情发生，即便身处
异地，用户客户端能够即
时收到电邮通知。 

勾选启用门铃警
报功能

勾选开启远程客户端警报、警情
提示声，含通知栏有喇叭闪烁提示

勾选启用本地
门铃提示声音

设定门铃定位点

设定警报持续响应时间，
有 '5s, 10s, 30s...1800s, 
持续 ' 时间可供选择

勾选开启本地录像功
能，录像警报信息记
录于 micro SD 卡中 

勾选开启本地截取快照功能

点击，可对门铃显
示名称进行更改。

门铃电量状态显示及不足
告警

门铃名称、区域、
警报持续时间、报
警、定位拍照设定

门铃关联的情境模式设定。
蓝色图示随模式而变更。
门铃关联的情景模式介
绍请参考：5.4. 系统客户
端 -‘情境’界面介绍；
或 5.1.2 装置 -‘开关’关
联的情景模式介绍。

门铃网络连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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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操作盘，4 个白色半透明
按钮，可以控制云台的上下左
右旋转定位。如将云台定位在
门前，可以通过远端实时查看
来访客人。

点选 '5s, 10s, 30s...1800s, 
持续 ' 其中 1 个时间，确定
设定警报持续响应时间。

接上页‘门铃’设定介绍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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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安防 -‘门磁’

5.2.5 安防 -‘SOS( 火警 )’

5.2.6 安防 -‘SOS( 告警 )’

5.2.3 安防 -‘红外’

5.2.2 安防 -‘遥控器’

5.2.7 安防 -‘气感’

5.2.8 安防 -‘烟感’

5.2.9 安防 -‘一氧化碳’

‘遥控器’‘红外’、‘气感’、‘烟感’、
‘一氧化碳’界面设置介绍请参考：5.2.1 
安防 -‘门铃’界面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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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0 安防 -‘PM2.5’

5.2.11 安防 -‘水浸’

5.2.12 安防 -‘温湿度’

5.2.13 安防 -‘排序’

请记得先点选需调整
功能设备图标，再调
整前后排列顺序。

图标前移 图标后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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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系统客户端 -‘家电’

在列表区点选‘家电’
图示，选中的装置图示
由浅色反白变成深色。 

整合各种空调遥
控器信号 , 支持智
能手机 / 平板电脑
远程操作，远程
控制开关空调，
含手动开关冷暖
气、送风、除湿
模式、自动控制、
定时控制、场景
组合等控制方式。

远程控制 WiFi 电
风扇的定时开关，
手动开关、风速
等级调整、摇头、
自然风模式、场
景组合等控制方
式。

WiFi/HiFi 音箱之间是通过 WiFi 网络、WiFi 控制中心、控制终端无
限相连成为一套无线连接的多声道智能背景音箱系统，实现智能手
机 / 平板电脑远程智能互动操作，远程控制 WiFi 音响的开关，+-
音量，曲目播放模式转换，不同房间区域播放不同机身内存或网络
音乐、语音资源，含单独控制手动开关、全部音响同时开关、EQ
音效等级调整、定时控制、自动控制、场景组合等控制方式。让优
美的旋律静静流淌在家里的每一个角落；让您及家人充分融入曼妙
音乐的纯真意境，瞬间消除身心疲劳，享受超然物外的高品质生活。

整合各种 DVD 遥控
器信号 , 支持智能手
机 / 平板电脑远程智
能互动操作，实现远

程控制 DVD 音乐播放和 DVD 高清视频定时开
关，手动开关、+- 音量、静音、菜单设定、场景
组合等控制方式。

整合各种电视遥控
器信号 , 支持智能
手机 / 平板电脑远
程智能互动操作，
实现电视至手机镜
像，远程控制电视定时开关，手动开关、换台、+-
音量、静音、视频转换、菜单设定、场景组合等控
制方式。

整合各种网络电视遥
控器信号 , 支持智能手
机 / 平板电脑远程智能
互动操作，实现网络电
视至手机镜像，远程远
程控制网络电视定时开
关，手动开关、换台、
+- 音量、静音、视频
转换、菜单设定等控制
方式。

远程控制 WiFi 除 | 加
湿器的开关，支持智
能手机 / 平板电脑远
程智能互动操作，含
定时开关、等级调
整、自动控制、场景
组合等控制方式。

整合各种投影仪遥控器信号 , 支
持智能手机 / 平板电脑远程智能
互动操作，对远程投影机进行
管理、监视、控制和日程设定，
实现投影仪至手机镜像，控制
投影仪梯形校正、自动对焦、
自动信号搜索，自动光调节功
能、定时开关，手动开关、菜
单设定、场景组合等控制方式。

整合各种智能扫地机器人信号 , 支持智能手机 /
平板电脑远程智能互动操作，对远程扫地机器人
进行管理、监视、控制和日程设定，实现设定时
间预约打扫，自行充电、规划清扫地区、不同的
路线、定时开关，手动开关、菜单设定、场景组
合等控制方式。因为其简单操作的功能及便利
性，成为上班族或是现代家庭的常用家电用品。

功能设备图标
可依使用需要
调整前后排列
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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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家电 -‘空调’

空调模式一键选择设定：
点选界面中相应图示开
启 " 冷风、制热、除湿、
送风、自动 " 相应空调
模式。

点选 ON/OFF 空调
开空调扫风，加强制冷效果：使房间内的温度能
较快达到均衡，不会一个角落凉，一个角落较热。

空调远程设定

显示当前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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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左右滑动页面，返
回上一页 / 进入其他
空调设定页面。

温度显示及空调温度
设定，点按蓝色上下
三角箭头，升高或降
低空调温度。

风速级别设定。

当前空调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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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家电 -‘电视’

音量控制键：
点按 +、- 符号，
调节音量大小。

可上下滑动页
面，显示完整数
字键电视频道节
目调整转换页
面。

AV 模式选择。

当前电视名称

电视远程设定

待机键：待机 / 开机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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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左右滑动页
面，返回上一页
/ 进入其他电视
设定页面

返回键
返回上一级。

确定键，接受选择并
显示当前模式。

导航键  
( 上 / 下 / 左 / 右 ) 在
菜单或选项中移动。

静音键

电视频道节目调整转
换，按上、下键查询；
查看上一个电视频道
节目、下一个电视频
道节目。

删除字符或
文件。

菜单键
进入主菜单。

主页键
进入系统主页面。

完整数字键电视频
道节目调整转换页
面，从 0 － 9 共 10
个数字键。
在电视状态下，按
数字键进入它所代
表的电视频道。点
按数字 1~9 直接转
换 9 个预置频道。 "-/--" 单位数字频道与多位数字频道

转换键。
在电视状态下，直接按数字键进入它
所代表的电视频道。点按数字 1~9 直
接转换 9 个预置频道。
多位数字设定键，例如，青岛五套对
应的数字是 19，那么先转换到 "--"，
再按 1，接着按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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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家电 -‘DVD’

DVD 远程设定

主页键
进入主页菜单。

当前 CD/DVD 名称

可左右滑动页
面，返回上一页
/ 进入其他 CD/
DVD 设定页面

菜单键
进入主菜单。

OK 确定键，接受选
择并显示当前模式。

导航键  
( 上 / 下 / 左 / 右 ) 在
菜单或选项中移动。

CD/DVD 进 / 出仓

播放 /
暂停键

上一曲 下一曲快退 快进

待机键：待机 / 开机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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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电视盒 1

5.3.4 家电 -‘网络电视’

网络电视音量
的调整设定，
点按蓝色喇叭
符号，升高或
降低音量。

可上下滑动页
面，显示完整
数字键电视频
道节目调整转
换页面。

点选开 / 关机 当前网络电视名称

网络电视远程设定

可左右滑动页面，返回上一页
/ 进入其他电视设定页面

网络电视频道节目调整转换，
按上、下键查询；查看上一个
电视频道节目、下一个电视频
道节目。

完整数字键网络电视频道节目
调整转换页面，从 0 － 9 共 10
个数字键加 1 个多位数字频道
设定键 "--"。
在电视状态下，按数字键进入
它所代表的电视频道。
点按数字 1~9 直接转换 9 个预
置频道。
2 位数字设定键，例如，青岛
五套对应的数字是 19，那么先
"--"，在按 1，接着按 9。

频道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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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 家电 -‘音响’

5.3.5 家电 -‘风扇’

可左右滑动页面，返
回上一页 / 进入其他风
扇设定页面。

可左右滑动页面，返
回上一页 / 进入其他音
响设定页面。

DSC( 数码声音控制 ) 
+/- 键，
选择声音特性：
bass( 重低音 )/jazz( 爵
士 )/POP( 流行 )/
lass( 古典 )/rock( 摇滚 )/
( 自然 )/( 柔和 )/vocal
（人声）/flat( 平直 )

VOLUME + / -  调节
音量

风扇定时开启时间以
0.5 小时为单位累计，
分为 0.5 小时、1 小时、
2 小时。

低、中、高风速级别
设定。

耳筒插孔

重复播放一首曲目 /
全碟 / 全部已编成曲目

INPUT 选择音源：
如 CD（光盘）/FM/
MW（收音机）/AUX
（相连的外部声源）
AUX 外接音源模式
可接放 CD、DVD、
ipod、MP3、MP4、
MP5、电脑、手机等
音源。

静音设定或取消执行

风扇摇头开关。

常风、自然风、睡眠
风三种风型可供选择。

风扇远程设定

音响远程设定

当前风扇名称

当前音响名称

待机键：待机 / 开机切换

待机键：待机 / 开机切换

播放 /
暂停键

上一曲 下一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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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7 家电 -‘投影仪’

5.3.8 家电 -‘除 | 加湿器’
5.3.9 家电 -‘扫地机器人’

可左右滑动页面，返
回上一页 / 进入其他风
扇设定页面。

梯形失真校正键，手
动调节投影仪的倾斜
度，或调节投影角度所
造成的梯形失真影像。

ZOOM +/- 键，调整
影像尺寸。

VOLUME + / -，  
调节音量

静音设定或取消执行

菜单键 进入主菜单

投影仪远程设定

当前投影仪名称

上 / 下 / 左 / 右导航键， 
在菜单选项中移动、调
整数据或在数码调焦模
式中选取图像的显示区
域。
OK 确定键，
进入所选菜单或执行所
选的调整项目。

AUTO 键，自动决定所显示影像的最佳画面频率。

显示对比度设定、亮
度调整。

锁定投影影像。

点选 ON/OFF 投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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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0 家电 -‘排序’

请记得先点选需调整
功能设备图标，再调
整前后排列顺序。

图标前移 图标后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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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功能列表区 -‘情境’
在列表区点选‘情境’
图示，选中的装置图示
由浅色反白变成深色。 

远程‘布防’即智能安
防系统进入防御状态。
报警主机关联多个监控
防点，多种布控方式，
与接警中心联网。
例如：门窗自动上锁、
关闭窗帘等，启动红外
探测器，门磁，烟感，
红外对射，紧急按钮等
各种探测器和摄像机实
时监控非法闯入、火灾、
煤气泄露、紧急呼救的
发生。一旦出现警情，
系统会讯速将警讯或现
场视频图像通过 3G/4G/
Wi-Fi 联网无线警示传
达，自动向联网报警系
统服务器中心、客户终
端发出报警信息，同时
启动相关电器进入应急
联动状态，从而实现主
动防范。

累了，要就寝睡觉了，按一
下情境控制‘睡眠’模式，
智能安防系统自动启动相关
安防设备。智能照明系统、
智能家电、门禁系统等将进
入主人预先设定的状态。卧
室中的智能化家居一切都围
绕着方便、实用、享受、舒
适、安全、人性化、浪漫、
温馨的环境进行智能化设计。
例如：所有灯光调节到合适
的亮度或关闭，省去了起床
关灯的麻烦；全部电器关闭，
窗帘缓缓合上，户外防区启
动，开始您的美梦时刻！使
您安心的进入梦乡。卧室床
头客户端安装了电话拨号紧
急按钮，如果孩子或者父母
在家时遇到紧急情况，按下
“紧急按钮”，电话拨号器
会拨通主人的电话，通知家
里发生的紧急情况。

远程‘撤防’即远
程关闭监控移动侦
测报警功能，智能
安防系统进入消除
防御状态，取消报
警。

出门前，按下“离
家 ’ 情 境， 所 有
的 设 备 将 进 入 主
人预先设定的‘离
家’状态。例如：
灯 光、 风 扇、 电
视、 音 响 等 用 电
设 备 全 部 关 闭，
厨 房、 卫 生 间 水
阀 自 动 关 闭， 自
动 锁 好 门 窗， 不
需 待 机 设 备 全 部
断 电， 系 统 可 以
根 据 生 活 节 奏 自
动 开 启 或 关 闭 电
路， 避 免 不 必 要
的 浪 费 和 电 气 老
化， 同 时 安 防 系
统 自 动 开 启， 简
单、省时！。

回家时，按一下情境控制‘回家’模式，智能安防系统
自动启动相关设备将进入主人预先设定的‘回家’状态。
例如：在回家的路上，热水器，智能电饭煲、温度调节
自动开始工作；主人到家时门厅灯感应开启，关闭安防，
感受适宜的温湿度，及干净清新的空气，听着舒缓的背
景音乐，客厅电动窗帘缓缓拉开，夜色美景尽在眼前，
电视调到设定好的频道，洗澡水已经烧好，洗完澡，炒
上几个菜，电饭煲里的米饭也已经自动煮好了。

依不同环境场所需要，可以增加‘自定义’设定多个情境模式，智能
安防系统自动启动相关设备将进入主人预先设定的‘自定义’状态。
例如：智能照明系统、智能安防监控、门禁系统、视频系统、智能家
居电器控制系统、暖通空调系统、花草自动浇灌系统、健康安全急救
系统等将进入主人预先设定的状态。

情景模式未激
活，图标为反
白灰色。
情景模式激活，
图标为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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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商铺、卖场，可自定义情境‘开店’模式，设定
智能安防系统自动启动，相关设备进入预先设定的
‘开店’状态 ......

依不同环境场所需要，可以增加‘自定义’设定多个情境模式，智能安防系统
自动启动相关设备将进入主人预先设定的‘自定义’状态。例如：智能照明系
统、智能安防监控、门禁系统、视频系统、智能家居电器控制系统、暖通空调
系统、花草自动浇灌系统、健康安全急救系统等将进入主人预先设定的状态。

情境模式列表，对以上
每种情境模式的启动方
法、行程（如：一次性
/ 每周重复）、启动时
间进行具体设定。

接上页‘情境’设定介绍说明。

对不同区域场所的智能安防系统
相关设备，当前状态进行重新设
置。例如：智能照明系统、智能
安防监控、门禁系统、视频系统、
智能家居电器控制系统、暖通空
调系统、花草自动浇灌系统、健
康安全急救系统等设备电气的工
作状态进行监控或重新设置。

功能设备图标可
依使用需要调整
前后排列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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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情景 -‘布防’

5.4.2 情景 -‘撤防’

5.4.3 情景 -‘回家’

5.4.4 情景 -‘外出’

5.4.5 情景 -‘睡眠’

5.4.6 情景 -‘自定义 1’

5.4.7 情景 -‘自定义 2’

5.4.8 情景 -‘自定义 3’

5.4.9 情景 -‘自定义 4’

5.4.10 情景 -‘自定义 5’

5.4.11 情景 -‘自定义 6’

5.4.12 情景 -‘自定义 7’

5.4.13 情景 -‘自定义 8’

5.4.14 情景 -‘列表’

5.4.15 情景 -‘区域’

5.4.16 情景 -‘排序’

布防远程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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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功能列表区 -‘医护’

在列表区点选‘医护’图示，
选中的装置图示由浅色反白
变成深色。 

支持 3G/4G 流量 /
Wi-Fi 联网，无线
远程触发医护健康
与医疗功能提示，
给患者发送用药指
导短信或声音提
示。

支持 3G/4G 流量 /
Wi-Fi 联网，医护
人员无线远程触发
医护健康与医疗功
能设备监控、远程
诊疗、病人异常监
护等。

支持 3G/4G 流量
/Wi-Fi 联网，患
者无线远程触发
SOS 医护健康与
医疗功能报警，呼
叫医护人员。如老
人呼叫医护；疗养
患者、病人呼叫医
生，实现无线可视
对讲，方便医护人
员及时了解现场信
息 , 包括健康设备
监控、远程诊疗、
病人异常监护等。

支持 3G/4G 流量 /
Wi-Fi 联网，无线
远程触发婴儿哭声
看护提醒，方便父
母或家人、养育人
员及时掌握宝宝当
前状况。

支持 3G/4G 流量 /Wi-Fi 联网，
无线远程触发婴儿、卧床重症
病人尿湿感应看护提醒，方便
父母或家人、医护人员、养育
人员及时掌握护理的时机，了
解宝宝、病人尿尿 / 便便情况
并及时更换尿片。

功能设备图标
可依使用需要
调整前后排列
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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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 医护 -‘尿湿感应’

5.5.2 医护 -‘哭声感应’

5.5.3 医护 -‘用药通知’

5.5.4 医护 -‘云端看诊’

5.5.5 医护 -‘医病通联’

5.5.6 医护 -‘排序’

尿湿感应远程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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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功能列表区 -‘监控’

在列表区点选‘监控’
图示，选中的装置图示
由浅色反白变成深色。 

远程‘监听’即智
能安防系统系统将
监控现场一切音频
及 时 通 过 3G/4G/
Wi-Fi 联网无线传
达 到 客 户 终 端 或
联网系统服务器中
心。客户端（监听
方）可以听到被监
听方的音源（如：
通话声音），但被
监听方不能听到监
听方的声音。

PTZ（监控）
在摄像机监视的场景范围内，用户可以手
动锁定监控区域（例如通过客户端点击来
预置锁定目标）或预置位自动触发锁定某
个目标区域，来触发 PTZ 摄像机进行自主
自动的 PTZ 跟踪，并自动控制 PTZ 摄像
机的云台进行全方位旋转，针对被锁定的
目标进行视觉导向的自动跟踪，以确保跟
踪目标出现在镜头中央。自动 PTZ 跟踪模
块弥补了固定摄像机监控视野窄的缺点，
是完善的安全监控系统所必备的功能。

PTZ( 隐私）
在摄像机监视的场景范围内或某一时
段，用户为了监控场所的隐私，手动
锁定（例如通过客户端点击来预置锁
定空白目标）或预置位自动触发锁定
某个空白目标，来触发 PTZ 摄像机
进行自主自动的 PTZ 跟踪，并自动
控制 PTZ 摄像机的云台进行全方位
旋转，针对被锁定的空白目标区域进
行视觉导向的自动跟踪，以确保监控
需要隐私的目标不出现在镜头中央。

远程‘对讲’即智能安防系统通过 3G/4G/Wi-Fi
联网无线传达，将监控场所和客户终端现场音频
互送传达，让彼此双方均可听到对方的声音。如
用于主人与来访客人的对话、SOS 医护健康医疗
对话、老人及儿童看护语言安抚等。

远程‘拍照’即智能安防系统将监控现
场 图 像 及 时 通 过 3G/4G/Wi-Fi 联 网 无
线传达到客户终端或联网系统服务器中
心，并将拍照记录保存在客户端以备随
时查看。

远程‘录像’即智能安
防系统系统将监控现场
一切音频、视讯及时通
过 3G/4G/Wi-Fi 联 网
无线传达到客户终端或
联网系统服务器中心，
并将记录保存在客户端
以备随时查看。例如：
事后取证给警方。
可 组 合 使 用， 如‘ 监
听’或‘对讲’时同时
‘录像’。

PTZ ：安防监控应用
中 Pan/Tilt/Zoom 的
简 写， 云 台 全 方 位
（左右 / 上下）移动
及镜头变倍、变焦控
制，对目标区域进行
实时监控跟踪。

功能设备图标可
依使用需要调整
前后排列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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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 监控 -‘监听’

5.6.2 监控 -‘对讲’

5.6.3 监控 -‘拍照’

5.6.4 监控 -‘录像’

5.6.5 监控 -‘PTZ（监控）’

5.6.6 监控 -‘PTZ（隐私）’

5.6.7 监控 -‘排序’

监听远程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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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ice
	

NCC
Notice	for	Taiwan
低功率電波輻射性電機管理辦法

第十二條  

經型式認證合格之低功率射頻電機，非經許可，公司、商號或使用者均不得擅自變更頻率、加大功率或變

更原設計之特性及功能。 

第十四條 

低功率射頻電機之使用不得影響飛航安全及干擾合法通信；經發現有干擾現象時，應改善至無干擾時方得

繼續使用。前項合法通信，指依電信法規定作業之無線電通信。低功率射頻電機須忍受合法通信或工業、

科學及醫療用電波輻射性電機設備之干擾。

FCC
	 This device complies with Part 15 of the FCC Rules. Operation is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two 
conditions: (1) This device may not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and (2) this device must accept any 
interference received, including interference that may cause undesired operation.

Caution: Changes or modifications not expressly approved by the party responsible for compliance could 
void the user's authority to operate the equipment.

NOTE: This equipment has been tested and found to comply with the limits for a Class B digital device, 
pursuant to part 15 of the FCC Rules. These limits are designed to provide reasonable protection against 
harmful interference in a residential installation. This equipment generates, uses and can radiate radio 
frequency energy and, if not installed and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structions, may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to radio communications. However, there is no guarantee that interference will not occur in 
a particular installation. If this equipment does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to radio or television reception, 
which can be determined by turning the equipment off and on, the user is encouraged to try to correct 
the interference by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measures:
--Reorient or relocate the receiving antenna.
--Increase the separation between the equipment and receiver.
--Connect the equipment into an outlet on a circuit different from that to which the receiver is connected.
--Consult the dealer or an experienced radio/TV technician for help.
 

IC
IC statement
This device complies with Industry Canada license-exempt RSS standard(s).
Operation is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two conditions: (1) this device may not cause interference, and (2) 
this device must accept any interference, including interference that may cause undesired operation of 
the device.

Le présent appareil est conforme aux CNR d'Industrie Canada applicables aux appareils radio exempts 
de licence. L'exploitation est autorisée aux deux conditions suivantes : (1) l'appareil ne doit pas produire 
de brouillage, et (2) l'utilisateur de l'appareil doit accepter tout brouillage radioélectrique subi, même si 
le brouillage est susceptible d'en compromettre lefonctionn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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