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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活中，经常��开���，�不��制��的情�。

⽤��汉的智��智����，设备⼀⽬��，�需⼀�语�指�或⼿指轻轻⼀点
�可�制�中任�设备。

�⻔前�想��中某些设备���，还�回�⼀�⼀�的灯掉��烦�

⽤��汉的智��智����统�，⼀键�动�⻔模式，轻��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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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前

使⽤�

使⽤前

使⽤�



想�知��间⾥的设备⼯作情�，还��⾃跑⼀���烦�

⽤��汉的智��智����，�过⼿�APP�可�查看��中设备的⼯作状态，��
设备进⾏�制，轻�便捷，⼀⽬��。

在�⾥看�电�还��处⾛来⾛��灯、���，��烦

⽤��汉的智��智����统�，⼀键�动观�模式，�统⾃⼰把灯�调����的状态，�
�需�服的坐在�发上�可�受⼤⽚带给�的视⻆�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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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拼�式、拼��，同⾏竞�⼤。

智�灯�，�开同⾏竞�，�⼤��提升�润�间。

使⽤前

使⽤�

�上�觉，还���跑下��灯

�需下�，⼀�语�指��可�制灯�。

使⽤前

使⽤�



产品扩�性⼩，�购��。

��智��统，扩�性�，提��购�。

消费者选择�间⼤，�单�⼩�。

��经营，灯�可组�，���户�赖�，提升�单�。

使⽤前

使⽤�

使⽤前

使⽤�



消费者选择�间⼤，�单�⼩�。

��经营，灯�可组�，���户�赖�，提升�单�。

使⽤前

使⽤�

⽤��汉的智��智����，�过⼿�APP�可�查看��中设备的⼯作状态，��
设备进⾏�制，轻�便捷，⼀⽬��。

��、�猫、�东等电�平�的快�发�，导�⻔��量不���。

使⽤前

使⽤�



汉的智�是�灯��制为��的��智��制�统，���灯�、电�等终�设备�现�域��
理和情��应⽤。

1

照�、�制、⻔�、�电、��等终�设备�时等待指�为你服务。2

语�、APP、��、�应、�时、联动、情�、⼿动等�制�式，���灯�电�进⾏����统�的
�制、让你����轻��受��时�。3

产品涵盖AI智能控制盒�、驱动电源、⼩易
吸顶灯、照明灯饰等设备，AI智能控制
盒，让灯具秒变智能，实现家中照明灯具
智能化控制。

智能照明

智能门窗
产品涵盖移窗器、智能门锁、窗帘电机
等设备，可让门窗实现智能控制。

智能控制

产品涵盖智能开关、插座、遥控器、情
景开关等设备，可为家中设备提供多种
控制⽅式。

产品涵盖智能摄像头、红外报警器等安防
设备，为家保驾护航，让家固若⾦汤。

智能安防

产品涵盖红外转发器、转换插头等设备，可对家中电器进⾏集中化、智能化管理。
智能家电

自组网 无需主机

�需额�附�任何�络设备，设备�设备
�间可组成�络。

五⼤产品板块
FIVE MAJOR PRODUCT SECTORS

�统�势
SYSTEM ADVANTAGE

智能语音 后台唤醒

超�的语��制功�，�使⼿�处于锁�
状态，�可唤�设备。

区域管理 自由控制

可�设备进⾏��，单独�制、�域�制、
���制轻��现。

智能情景 彰显个性

可让设备�间产⽣联动，�⽽满⾜各种情�
使⽤需�。

全屋智能化控制最经济便捷的升级⽅案

�⼤�制�式
SYSTEM ADVANTAGE

汉的智慧家居�畅享品质⽣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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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键
点击此处可�换��

设备��键
点击此处可��设备

�⽓显⽰�域
可显⽰�在城�的�⽓
情�

智�⻚⾯
情景管理

设备分组

点击回�
主⻚⾯

主⻚ 语�键
点击输入

语音指令

��设备
切换安防板块

��中�
用户信息、家

庭管理等功能

⼀、APP�绍 2、主⻚⾯功�显⽰图�

场�显⽰�载
显⽰�应�域预设的场
�模式，点击可�动�
应的情�模式

设备��显⽰�域
可显⽰当前�间的�有
设备

设备快捷�制键
可快捷�制设备的开/�

�间显⽰�域
显⽰当前��⾥的
�有�间

�间设�键
可��、删�、��
�间

1、�汉的智��APP下载（使⽤�汉的智���制�统时请先���汉的智��APP）

微信

微信 通讯录 发现 我

xxxxx
xxxxxxxxxxxxxxxxxx

xxxxx
xxxxxxxxxxxxxxxxxx

xxxxx
xxxxxxxxxxxxxxxxxx

打开��，点击此处，在弹�
菜单中选择�扫⼀扫��功�。

发���

��朋友

扫⼀扫

�付�

帮助��馈

打开扫码功�

（1）扫描⼆维码下载�汉的智��APP，�果⼿�可���在APP�Store���汉的智��。

（2）、⼿�扫描⼆维码�，�现汉的智�的下载界⾯，
�����������据�型选择�卓�或�果�进⾏下载。

�卓⼿�
点这⾥

APP下载界⾯

点击这⾥
进⾏��

��界⾯

（3）、下载软件�，�据提⽰���可。
����时需�把相应的��打开

��主界⾯

扫描�下⼆维码
进�APP下载界⾯

�果⼿�
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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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桌⾯⾥找�� ”APP，点击该汉的智�
����������应⽤��进��陆界⾯。(打开���前请把
�����������⼿�的�蓝��和����功�打开)

�陆界⾯

（2）、点击�陆界⾯右下⻆� �进��册账户
����������下⼀�

�册界⾯1

⼿�桌⾯

（3）、��⼿��（账户�默认为⼿��）

⼆、账��理
1、�册�账�（�⽤户必须先�成�册���可�正常使⽤）

�选
同�

（4）、�提⽰��资料，点击� ��下⼀�
�����������成账��册

�册界⾯2

主⻚⾯ �⽤户中��⻚⾯

2、�陆�码��

（1）、输�账�、�码�陆APP

�陆⻚⾯

（2）、在主⻚⾯点击右下⻆的� ”我的 （3）、点击� �进�下�⼀�⽤户设�

（4）、点击� �进�下�⼀����码 （5）、���������，点击� ��下⼀�
�����������成�码���(点击��������可显⽰输�的�码）

������⻚⾯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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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陆�码（�记�陆�码时，可��码进⾏重�）

（1）、点击�陆界⾯左下⻆的��记
�����������码�，进��码重�⻚⾯。

重��码界⾯1 ���验证�界⾯

（2）、��⼿��（�账�）点
����������击� "下⼀�

（3）、�提⽰������点击
��������“ ���成重��码操作�成

�陆⻚⾯

4、��码��（⽤于查看��设备）

主⻚⾯ �⽤户中��⻚⾯

（1）、输�账�、�码�陆APP

�陆⻚⾯

（2）、在主⻚⾯点击右下⻆的� ”我的 （3）、点击� �进�下�⼀�⽤户设�

（4）、点击� �进�下�⼀�����码 （5）、���������，点击� ���成
����������成��码��。

������⻚⾯ ���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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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点击主⻚⾯右下⻆的� ”我的

�⽤户中��⻚⾯ ������⻚⾯

（3）、点击� ��可��APP���陆

�陆⻚⾯

4、���APP
（2）、点击� ”⽤户设�

（1）、点击主⻚⾯右下⻆的� ”我的

�⽤户中��⻚⾯ ��于�⻚⾯

（3）、点击� ��可查产品使⽤说�
����������看说�书

�陆⻚⾯

（2）、点击� ”⽤户设�

5、�查看产品说�书

（1）、点击主⻚⾯右下⻆的� ”我的

�⽤户中��⻚⾯ ������⻚⾯

（3）、点击上⾯的����，�可
����������显⽰�应��的��

�陆⻚⾯

6、�查看��
（2）、点击�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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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语�设���

���中��⻚⾯

（2）、点击� ”⽤户设�

����理2�⻚⾯

（3）、点击� "语�设备

�语�设��⻚⾯

（4）、����点� ��⽣�保�



三、设备�理
1、设备��

主⻚⾯

（1）、点击� "+

���设备�⻚⾯

(2)、点击� �”��蓝�Mesh设备

���设备�⻚⾯

(3)、点击���的设备

���设备�⻚⾯

(4)、�提⽰�成设备�点击� ”，保�
����������可�成设备��

��事项�
1.产品���统前，需�产品�正�的�式��线��
上电（�线�式可�照���⻚）

2.扫描�设备�，�Ai控制盒的继电��响�声，当前�
的灯���灭��

3.�果扫描不�来设备，需��AI控制盒进⾏��，�
�成功�再重�扫描。

�������电⼗�

��成功的提⽰为�AI控制盒的继电��响三声，当前
�的灯���灭三��

2、设备删�

主⻚⾯

（1）、点击设备��

���设备�⻚⾯

(2)、点击右上⻆的� �图标...

�设��⻚⾯

(3)、点击� ”设备删�

���设备�⻚⾯

(4)、点击� ��可删�设备�认

��事项�
设备删��，�此设备相�的⼀�设�都���
�，��删�设备前请�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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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设备��

主⻚⾯

（1）、点击设备��

�设备�⻚⾯ �设��⻚⾯

(2)、�换�� ��点设备组
���������击右上⻆� ”�+

(3)、点击� �输���设备��
�����������点�保���可

4、��设备上电状态

主⻚⾯

（1）、点击设备��

�设备�⻚⾯ �设��⻚⾯

(2)、�换�� ��点设备组
���������击右上⻆� ”�+

(3)、点击� �选择��上电状态
���������的上电模式�可

5、设备�时

主⻚⾯

（1）、点击设备��

�设备�⻚⾯ �设��⻚⾯

(2)、�换�� ��点设备组
���������击右上⻆� ”�+

(3)、点击� �输���设备��
�����������点� ��可保�

�时�� ���设备�⻚⾯ ��时���⻚⾯

(5)、设��时间、重�和�
����������⾏情��点击� ”保�

(6)、点击�时任务的开�键，任
��������务�⽣�，此时设备�连续
����������电三�

（4）、点击右上⻆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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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设备�组

主⻚⾯

（1）、点击� "智�

���设备�⻚⾯ ���设备�⻚⾯

(2)、�换�� ��点设备组
���������击右上⻆� ”�+

(3)、�提⽰�成设�，点击
��������“ ��可�成保�

�、�间�理

（1）、主⻚⾯点击�������� （3）、点击��的�间���
�����������成�间��

主⻚⾯ ��间�理�⻚⾯ ��间���⻚⾯

1、创��间
（2）、点击� �⻚⾯���间

（1）、主⻚⾯点击��������

主⻚⾯ ��间�理�⻚⾯ ��间���⻚⾯

2、删��间
（2）、点击右上⻆的� ”删��间 （3）、点击想�册�的�间，再

����������点� ��可删��间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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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主⻚⾯ ��间�理�⻚⾯

1、创���
（1）、在主⻚⾯点击右下⻆的� ”我的 （2）、点击⻚⾯中的� ”���理

（3）、点击� ��在弹�的��中+
����������选择� ”����

�创����⻚⾯����理�⻚⾯

（4）、�提⽰����，点击� ��创�
�����������成��创�

主⻚⾯

（1）、点击主⻚⾯右下⻆� ”我的

���中��⻚⾯

（2）、点击⻚⾯中的� ”���理 （3）、点击�应����

����理1�⻚⾯

（4）、点击� "��转让

����理2�⻚⾯

（5）、输���账�点击� ��可转让

���转让�⻚⾯

2、��转让（��此功��有�理员�可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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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间�理�⻚⾯

3、查看��成员

（1）、在主⻚⾯点击右下⻆的� ”我的 （2）、点击⻚⾯中的� ”���理

（4）、点击� ”��成员

����理�⻚⾯

（5）、当前���有成员�可在此
����������⻚⾯看�

��间�理�⻚⾯

（3）、选择�应的��

���成员�⻚⾯

主⻚⾯

（1）、点击主⻚⾯右下⻆� ”我的

���中��⻚⾯

（2）、点击⻚⾯中的� ”���理 （3）、点击�应����

����理1�⻚⾯

（4）、点击� "��⼆成员

����理2�⻚⾯

（5）、点击想�删�的��成员

�⼆维码�⻚⾯ ����理1�⻚⾯

（6）、在弹�菜单中点击� ”删�
�����������可

4、删���成员



5、����账�（����成员）

主⻚⾯ ���中��⻚⾯

（1）、A⼿�
点击主⻚⾯右下⻆� ”我的

（2）、A⼿�
点击⻚⾯中的� ”���理

（3）、A⼿�
点击�应����

（4）、A⼿�
点击� "��⼆维码

（5）、A⼿�
" "��⼆维码

（6）、B⼿�
点击右上⻆的�+�在弹�菜单中
点击������。

����理1�⻚⾯

����理�⻚⾯����理2�⻚⾯ �⼆维码�⻚⾯

���已有���⻚⾯ �扫⼀扫�⻚⾯

扫描A⼿�的���⼆维码�

（9）、双�⼿�上点击��

B⼿�⻚⾯

（7）、B⼿�
点击� ”扫描��⼆维码

（8）、B⼿�

A⼿�⻚⾯

（10）、����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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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理

主⻚⾯

（1）、点击主⻚⾯右下⻆� ”智�

�智��⻚⾯ �场��⻚⾯

（2）、点击右上⻆的� ”+ （3）、�提⽰�����，
����������点击� ”继续��

�设备�⻚⾯ ���中��⻚⾯ ����理1�⻚⾯

（6）、点击�保����成
���������� �创场 �

（4）、选择设备 （5）设�场��动时
�������设备�处的状态

1、场�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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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情�删�/��

主⻚⾯

（1）、点击主⻚⾯右下⻆� ”智�

�智��⻚⾯ �智��⻚⾯

（2）、���应模式，向左�动

向左划

（3）、点击删�或者编辑�可



七、�����理

主⻚⾯ ���中��⻚⾯

1、昵���

（1）、点击� "我的 （2）、点击� ”⽤户设�

������⻚⾯ ���昵��⻚⾯

（3）、点击� "昵� （4）、输��昵�点击� ��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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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中��⻚⾯

1、昵�头�

（1）、点击� "我的 （2）、点击� ”⽤户设�

������⻚⾯ ���昵��⻚⾯

（3）、点击� "昵� （4）、可选择�拍摄�或��⼿�相册
����������中选择�作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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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智��制��线⽰�图

Ai智��制�（⼀路） Ai智��制�（⼆路）

Ai智��制�（三路） Ai智��制�（⼆路双�）

汉的智���语�指���

Ai智��制�

开�/�闭
设备指�

设备��+开��（�� ���顶灯开�）
设备��+�闭�（�� ���顶灯�闭）

开��/��闭
�域设备指�

�域��+灯+开��（�� �� ）�厅灯开�
�域��+灯+�闭�（�� ���厅灯�闭）
开�+�域��+灯�（�� �� ）开��厅灯
�闭+�域��+灯�（�� ���闭�厅灯

�开/��
设备指�

�有灯打开���
�有灯�闭
打开�有灯
�闭�有灯

�量�⼩
�量�⼤

⼤⼩调节指�
回�语�量

�量⼩⼀点
�量⼤⼀点

语�功�
�闭指�

�闭语�
�闭⼩易

唤�词� �⼩易⼩易

⼩易�顶灯

开�/�闭
设备指�

设备��+开��（�� ���顶灯开�）
设备��+�闭�（�� ���顶灯�闭）

开��/��闭
�域设备指�

�域��+灯+开��（�� �� ）�厅灯开�
�域��+灯+�闭�（�� ���厅灯�闭）
开�+�域��+灯�（�� �� ）开��厅灯
�闭+�域��+灯�（�� ���闭�厅灯

�开/��
灯�指�

�有灯打开���
�有灯�闭
打开�有灯
�闭�有灯

�量�⼩
�量�⼤

⼤⼩调节指�
回�语�量

�量⼩⼀点
�量⼤⼀点

唤�词� �⼩易⼩易

�⼀点
�⼀点

调�⼀点
调�⼀点

�����������
调节指�

亮度10%-100%（按10的倍数）

灯���
灯���

语�功�
�闭指�

�闭语�
�闭⼩易

�温�/�温�
⽩⼀点/暖⼀点

�����������
调节指�

正⽩/暖⽩�������������

调成⽩�/调成暖�/调成中性�
��/⽩�/暖�/中性���

灯�⽩�/灯�暖�/灯�⻘�

灯�红�/灯�绿�/灯�蓝�
灯�⻩�/灯���/灯���

⼩�灯
变颜�

��模式�����中性�

秋�模式�����中性�情�模式
夏�模式��������

��模式�����暖�
��模式�����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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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智��制�常⻅问题��
1、LED功�⼤于�200W�可�⽤吗�

我们的AI�制�额�电�是10A，正常可��制⽩炽灯的功�是2200W，�制�LED灯的功�是300W�内，
为�更�的使⽤，�此我们开�上标�的1500W阻性负�载和200W的LED的�制功�是有�保�的。在�
际使⽤过�中，我们�议在功�范�围内�制，�保⻓久、��、耐⽤。

2、现在�场有的LED�灯都超过��200W�了，那这种情���处理�
�果LED的功率超过�200W,可以分两�驱动�制或选择⽤⼆路或者三路的��制�，�可��现�制
400W和600W的功率了；也可以在灯⾥加装⼀个固态继电�/������可����决这样的问题�。

3、���可�同时使⽤APP�控制？
我们的A�P�P可以同时在线���，但同时操�的��是�设备的��有���的，有���汉的AI控制盒
就可以有多少个⼈同时�制。�果��⾥��⼀���制�，那���⼀�⼿�在线�制，其他⼿�上�显
⽰设备�线状态。

4、⼤卖场的应⽤可��制��灯�，��范围�
�据�户需�，可��制他�想��制的�有灯�的灯��制��1�0⽶左�右，可��制�场�有的灯�。

5、AI智能控制盒能��什�功��果�
让��灯��现�统��制�域��理、⾃��场��应⽤、智�语���制、⼿�A�P�P控制、定时�制、�
��制�传统�械开�联动�制等�种�制功��，��满⾜不同�户的需�。

6、AI�智��制�是怎�保⽤的�
汉的A�I智能控制盒质量�稳�。A�I智能控制盒产品质保2年，2年内产品质量�问题�费�换。

7、有�有⼤功�AI产品，�⼤功�可�做��⼤功��路�
我们的AI产品标�的额�功�是LED：200W，最⼤阻性功率：每个控制盒额��电�10A，电压220V，相当于
控制功率2200W。

8、在使⽤过�中�觉有的时��APP语�回�不理想是��回事呢�
我们的AI产品标�的额�功�是LED：200W，最⼤阻性功率：每个控制盒额��电�10A，电压220V，相当于
控制功率2200W。

9、单�AI智能控制盒最远的�制��是�远�
看�体环�情�，AI智能控制盒的基本控制距�是�线��10⽶左右。

10、�果其中⼀��制�����响其�灯�的的使⽤吗�
我们的产品设计使⽤��是10万���开�，产品质量�稳�，假��中有�⼀��制�在使⽤过�中��，
�也不��响�其�产品的正常使⽤。

11、需��其他的语�设备吗�
不需�，有⼿��可��现语��制，情��制，APP控制。

12、设备�不上��办�
⾸先检查⼿�的蓝�和��（����）是否都是打开的，�果�打开，先打�开，���设备进⾏��操
作，��的��是��电10�，��成功的提⽰�灯���闪��。��再��设备��。

13、为什���AI控制盒后，连�灯�的传统墙�开��连续开�两���打开灯��
��AI控制盒是⽤通断电��来�发（开/�）。��⼀���电�，��⼆�让开�����电状态（保证�
制�永远在�电状态，�时�时可�⽤⼿�APP或语��制）。

14、显⽰是英���回事�
这�应该是回�语和问�语是英�，这�是和⼿��型有��，⽬前�⾯上有��别⼿�不�持回�语和
问�语是中�的。��这点不同��，其�使⽤都是⼀样�的，不�响我们的使⽤。

15、可�远��制吗�
⽬前不�持远��制�⾥的灯�，�为我们使⽤的是蓝��制技术，�针�⼀�����域内�制应⽤，�
制��是10⽶左右，有⾃组�功�。��灯��制应�⽤不需�远�，�需�远��制可��⼀�⼩��或
主��可��。

15、为什�有的时�语�指��不�⾏�
��1：语�指�不标�导�不��识别，导�语�指�不��⾏。
原因2：语���输�时��⼲�导�不��识别，�此语�指�不�⾏。�
��3：地域差�，带有浓�地���的指�，导�语�指�不�⾏。�
��4：锁�设备唤��需�间�1秒后再说�制指�。若过早��，�导�语��指�不��⾏。

16、AI�控制盒的应⽤��吗�
Ai控制盒采⽤是的蓝��讯协议，不�在�络��问题。

17、在使⽤过�中�觉有的时��APP语�回�不理想是��回事呢�
有时�语�输�回�不理想的��是语�输�受�⼲�，或者语�指��有�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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