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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 ⾊:  ⿊⾊

外形尺⼨:  86x86x10mm

挖孔尺⼨:  86x86x4Omm

触摸屏:  GG5点触控⼯业级电容屏

显示屏:  480x480⾼清 IPS LCD

CPU:   Cortex-A7四核12G

安装⽅式:  预埋

⻨克⻛阵列:  双⻨

操作系统:   Homes mini3.0

⽹ 络:  ⽆线80211b/g/,10/100M以太⽹

产品参数

采⽤86*86国标⽅案。

采⽤⽆⾯板按键，全屏设计，⽀持5点触控。

采⽤ARM架构处理器，Android系统，可以⾃定义⽹关应⽤。

⽀持普通话语⾳唤醒以及设备控制。

⽀持背景⾳乐，可以连接蓝⽛喇叭。

⽀持Zigbee3.0国际标准，⽀持Zigbee3.0的互联互通。

⽀持情景控制，条件控制，⽤户可以根据传感数据，个性条件定制。

⽀持开关类，传感类，以及⻔锁等⼏⼗类设备。

产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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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步 第⼆步

按需要接⼊线路

详情请参考整机接线定义

预埋86底盒

第三步

使⽤配套的安装螺丝将

主机底壳固定在预埋的

86底盒上,

注意拧紧螺丝

安装主机应先将前壳打开,

可从主机上⽅卡扣处拔出,

然后下移前壳,退出上⽅卡扣即可

第四步 第五步

注意主机先将前壳斜45度⻆从正上⽅卡扣处扣⼊,再按下两侧卡扣(请

注意对准主板和底板的插座),最后按压设备四个边⻆前壳与底壳盖紧,

按压时请勿直接按压屏幕,避免屏幕损坏。

1. 控制⾯板安装⾼度保持和开关⽔平,⾼度1.3-1.4⽶。

2. 通过产品的电源输⼊线与电⽹电源做永久式连接,需接⼊⼀个各极触点的分开距离

    ⾄少为3mm的全极电源开关。

3. ⾳箱线建议选择50-100芯纯铜⾳箱线。

4. 为了便于后期安装,请使⽤标配低盒预埋。

5. 绿⾊接线端⼦全部为可拆卸端⼦,请⽤平⼝螺丝⼑轻撬,拆下后接线。

6. 外部⾳频输⼊接⼝,⽤于外接其它播放器作为⾳源使⽤,⾳频输岀接⼝⽤于将本系统

    内的⾳乐扩展其他功放。

1. 安装或维修时,请确认本产品已断电。请在安装设备时远离浴室、游泳池等靠近⽔源

    的地⽅,否则设备可能会⼯作导常并会有导致短路的危险。

2. 请确保设备上电源插座和电源插头紧密接触、请保持电源线和插头清洁卫⽣,避免起

    ⽕的危险。安装时,不可以在本产品上任意打孔,且需保证安装⾯⾜够平整。

3. 安装时请勿⽤硬物撞击外壳,以免外壳破裂,请⽤附件中的螺丝固定相应部件避免坏。

   请严格按照接线图接线,否则有可能损毁本产品。

四. 安装注意事项

三. 施⼯布线

安装说明 86⽹关 安装说明 86⽹关

⼀. 整机接线定义
请根据实际机型选择正确接线图

⼆. 安装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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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绑定⽹关

     第⼀个APP⽤户扫码添加⽹关默认为APP管理员，若⽹关已被其它⽤户绑定，则可

     向管理员申请使⽤权，绑定申请将会发送⾄管理员处等待确认，管理员通过申请后，

     即完成⽹关添加。

⼀、⽹关与设备添加

⽹关⾸⻚                       （从底部向上滑动）功能导航

扫码绑定⽹关                             权限申请

2、添加设备
      (1) 添加设备⼊⼝

添加设备⼊⼝1                            添加设备⼊⼝2 

使⽤说明 86⽹关 使⽤说明 86⽹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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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提醒                            设备⼊⽹搜索

（2）添加设备

进⼊设备列表⻚，选择你要添加的设备，不同的设备有不同的添加⽅式。

点击下⼀步搜索设备完成添加。

设备类型列表                            设备分类

1、⽹关管理

     点击⽹关设置进⼊⽹关管理, 可以查看⽹关操作历史记录，⽹关下的设备，固

     件版本和升级，重启⽹关，⽹关内部系统时间，Mac地址，IP地址，安防状态，

     通讯⽅式等等。

⽹关功能列表                            ⽹关信息列表 

⼆、⽹关基本信息设置 

2、⽹关功能

     ⽤户管理：主⽤户可以查看与删除当前⽹关绑定的⽤户；

     历史记录：查看当前⽹关的操作、系统通知等记录；

     绑定的智能设备：进⼊设备列表管理，查看当前⽹关下的智能设备；

     固件版本：查看当前⽹关的系统版本，可下载更新；

     系统时间：设置⽹关的⽇期时间；

     重启⽹关：重新启动⽹关系统；

使⽤说明 86⽹关 使⽤说明 86⽹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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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信息提醒⼊⼝

     ⾸⻚信息提醒⽅式，点击系统消息。

2、信息管理

（1）信息提醒：

  根据信息提醒的类型不同，进⼊不同的设备、情景、⾃动化、⽤户等信息详情⻚。

三、信息提醒

系统信息⼊⼝

系统信息列表                               信息详情

（2）报警信息

  传感器报警时，会有提示⾳并弹出报警提示。

SOS报警提醒                             SOS报警提醒 

1、房间状态

     在APP向左划动进⼊房间区域，左右滑动可以选择房间，此⻚⾯可以整体上下

     滑动，向下滑到底为刷新，房间内有情景、设备、传感和其他设备。

系统⾸⻚                               房间区域⻚ 

四、房间管理

使⽤说明 86⽹关 使⽤说明 86⽹关

07 08



2、房间列表管理

     从⻚底向上滑动出现功能列表，点击房间管理，⻓按房间列表，显示当前房间的

     功能与房间设置，点房间设置进⼊房间管理。

功能列表                                    房间列表 

房间功能列表                                编辑房间 

3、添加新房间

（1）点击创建房间；

功能列表                                    新建房间 

（2）输⼊房间名称，选择房间楼层，点击“保存”即创建成功。

 

输⼊房间名称                               选择楼层

使⽤说明 86⽹关 使⽤说明 86⽹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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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房间管理

⻓按需要修改的房间，出现弹框，然后点击房间设置。

房间详情管理可以修改房间名称、修改房间图标、移除房间。

 

选择房间设置                               房间管理

删除房间  

1、设备状态

在设备列表中，设备有开启、关闭、离线三种状态；

五、设备管理

2、设备管理

点击设备图标，进⼊设备控制⻚，点击空⽩区域返回。

⻓按开关进⼊设备详情⻚。

开关控制⻚                               设备详情⻚

设备列表

开启状态

关闭状态

离线状态

使⽤说明 86⽹关 使⽤说明 86⽹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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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修改：不同的设备类型 ，详情⻚的设备参数不同，基本功能，选择⼀样。

传感设备详情⻚                             开关设备详情⻚

 设备操作

修改设备名称                            选择设备所在房间

删除设备 

1、添加情景

向上往滑弹出功能, 出现弹框, 点击添加情景。

进⼊新建情景⻚，可以修改情景图标，情景名称，添加情景执⾏设备等。

选择情景图标                                 输⼊情景名称

六、情景管理

系统功能                                 添加情景

使⽤说明 86⽹关 使⽤说明 86⽹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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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设备后，点击完成，返回新建情景⻚

选择情景关联设备                           设备状态设置

添加更多设备                           设备之间间隔设置

点击保存，情景添加完成

2、情景管理

进⼊情景管理，⻓按情景图标，进⼊情景详情⻚，点击“详情信息”进⼊情景详情⻚。

情景详情，可修改情景图标、名称、调整设备，分配房间、删除情景等。

情景快捷操作                                 编辑情景

系统功能                                 情景列表

移除情景                               编辑完成，保存情景

使⽤说明 86⽹关 使⽤说明 86⽹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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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动化状态

点击底部【⾃动化管理】进⼊⾃动化⻚⾯。

已创建⾃动化的列表   

系统功能                                 ⽆创建的⾃动化

七、⾃动化管理 2、创建⾃动化

（1）创建特定时间⾃动化

选择时间与执⾏周期                     选择关联的设备或情景

“下⼀步”进⼊⾃动化调整，点击“完成”创建时间⾃动化成功

新建⾃动化条件选择                      选择时间与执⾏周期

使⽤说明 86⽹关 使⽤说明 86⽹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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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创建设备受控⾃动化

新建⾃动化条件选择                       选择受控设备（可多选）

选择执⾏⾃动化时间段                     选择执⾏⾃动化时间段

择关联的设备或情景                     调整保存，完成创建

（3）创建传感检测异常⾃动化

新建⾃动化条件选择                      选择传感设备（可多选）

选择执⾏⾃动化时间段                     选择执⾏⾃动化时间段

选择关联的设备或情景                     调整保存，完成创建

使⽤说明 86⽹关 使⽤说明 86⽹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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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创建社区⾃动化

新建⾃动化条件选择                          选择社区状态

选择关联的设备或情景                         调整⾃动化

调整保存，完成创建

3、修改⾃动化

修改⾃动化，⻓按选择项点击详情进⼊编辑。

选择删除⾃动化                            删除⾃动化提醒

修改⾃动化                    
选择不同类型的⾃动化，

进⼊不同的修改⻚⾯

使⽤说明 86⽹关 使⽤说明 86⽹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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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乐

下滑拉出系统功能菜单                         点击进⼊背景⾳乐播放

个人信息

电话用户姓名

邮箱

发票号码维修网点

保修记录

维修签名 用户签名维修内容日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县）通讯地址

购买日期购买地方

编号产品型号

⼗. 保修卡

合格证 本产品经严格检验符合标准，准予销售

检验⽇期:

检   验  员:

九.保修说明:

1、产品质量问题，⼀个⽉内可免费更换同型号产品；

2、本公司产品实⾏免费保修⼀年（外观部件及个⼈使⽤不当造成的损坏除外），

      终身维护；

以下情况恕不在免费保修范围：

1、由⾮授权维护中⼼拆解或维修过的机器；

2、由于⽔灾、⽕灾、雷击等⾃然灾害造成的损坏；

3、由于坠落、挤压、浸⽔、受潮及其他⼈为造成的损坏；

4、不按照产品使⽤说明书的额定参数（电压等）使⽤引起的产品故障（外壳不在

    保修范围内）。

使⽤说明 86⽹关 使⽤说明 86⽹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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