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能安防套装

扫描二维码下载安装

使用说明书 

下载手机客户端

● APP Store 或各大安卓应用市

场中搜索“智能生活”或扫描右

边二维码下载安装；

● APP安装好软件后，请按照界

面提示注册账号并登陆。
版本号：WS01-CN-V1.0-20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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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欢迎使用由深圳市驰通达电子有限公司研发生产，由
深圳市夜狼高新技术有限公司监制的智能安防套装。
    本公司是中国安全防范产品行业协会常务理事单位，
深圳市安全防范行业协会副会长及全国安防标委通讯委
员单位。公司始终高度重视科技研发和品质管理，所生
产的“夜狼”系列产品已通过CCC、CE、FCC、ISO 
9001、RoHS 等权威认证，并连续多年获得安防产品最
高技术奖项"金鼎奖"、"中国安防最具实力的十大品牌"
、"中国安防杰出民族品牌"、"中国最具竞争力优势品牌
"、"中国消费者放心产品信誉品牌"、"中国十大防盗报
警品牌"、"中国安防诚信联盟企业"、"中国国际高新技
术成果交易会重点推荐品牌"、"中国最具市场价值的高
新技术产品"等60多项荣誉，在家居安防行业中独占鳌
头，享誉海内外。
    本产品功能强大，它采用高性能微处理器，结合先进
的无线通讯技术，是创新型的无线智能报警系统，具有
高稳定性、安全性、人性化操控等特点。当有人闯入本
系统的探测区域触发了系统报警的时候，连接本系统的
警笛即刻响起，同时系统自动循环拨打多组预设的用户
接警号码，并发送短信到用户预设的接警手机上。当您
外出的时候，还可以通过短信、APP对系统进行远程操
作。
    为了本产品能更好地为您服务，请在使用前仔细阅读
本 使 用 手 册 。 如 果 您 有 任 何 疑 问 ， 请 向 夜 狼 安 防 客 服
(0755-86332293)或当地销售商咨询。

技术服务专线：0755-86332293 13715352153
 



● WiFi连接，APP智能控制；

● 无线通讯、免布线；

● 账号分级权限管理，管理员与访客；

● 支持10个防区、每个防区最多可配10个无线探测器、

    支持8个遥控器；

● 低功耗技术，无线传感器超长待机；

● 子设备低电提醒，子设备状态跟踪、离线提醒；

● 智能场景识别，未关门提醒；

● 支持多防区类型切换，适应更多安防场景；

● 主机内置备用电池，临时断电不断防。

功能特点

认识产品

智能安防主机

图（1）产品正面

指示灯
功能键

图（2）

喇叭

插头

设置键

产品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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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安防套装以智能安防主机为中心，搭配人体活

动探测器、门窗探测器、遥控器等设备构建智能安防系

统。本套产品通过简单的安装和设置，即可实现防盗报

警功能，还可以与智能插座等设备联动，开启智能生活 。

功能键：电池供电时主机开机、关机、布防或撤防、
            报警时解除警报;
开   机：关机状态，短按开机；
      注：当主机关机并连接到电源插座时，主机上电会        
            自动开机。



指示灯状态

快闪 慢闪 常亮

防区报警 网络断开

配件对码 手动联网 快速联网

网络连接
正常

黄色

绿色

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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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活动探测器

支架

指示灯

探测窗

关   机：电池供电时开机状态，长按5秒“哔哔”一声，
            松开按键，指示灯熄灭，主机关机；
      注：当主机拨离电源插座后，请将主机关机，防止
            备用电池电量耗尽。
布防或撤防：外出布防或在家布防状态，短按一下“哔
                  哔”一声，系统撤防；撤防状态，短按一
                  下“哔哔”一声，系统外出布防；
解除警报：系统报警时，短按一下，可解除警报；

设置键：
配件对码：长按 0.5~2s，主机响一声后松开按键，指示
               灯绿色快闪，进入对码状态；对码状态，短
               按一下，可退出对码状态。
WiFi配网：长按3~5s，主机响两声后松开按键，指示灯
                绿色常亮，进入WiFi快速联网模式；
                联网状态，短按一下，可退出配网状态。 
          注：当快速模式未成功，主机自动进入手动联网
                模式（指示灯绿色慢闪）
恢复出厂：长按10s，主机响三声后松开按键，主机进入
               恢复出厂状态。 AAA电池

模式开关

普通模式（T）：连续两次触发感应的间隔时长约为一分
             钟，间隔一分钟内连续触发无效，适合在家庭
             或人流量不大的场合使用。
智能模式（S）：第一次有效触发后，如果在一分钟内再
             次触发，探测时间将会清零，重新计时；直到
             两次触发时间超过一分钟，触发才有效，适合
             经常有人活动的场合安装，达到省电的作用（
             出厂默认）。
  注：此产品仅适合在室内使用，且不具备防宠物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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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窗探测器

指示灯

发射盒
磁条盒

外出布防

在家布防

系统撤防

SOS

指示灯

遥控器

账号注册
软件启动后，点击【创建新账户】，

使用手机号码或电子邮箱按照软件界

面提示注册账户。

快速设置

扫描二维码下载安装

STEP1 下载手机客户端

● APP Store 或各大安卓应用

市场中搜索“智能生活”或扫描右

边二维码下载安装；

● APP安装好软件后，请按照

界面提示注册账号并登陆。

注：此门窗探测器仅适合在室内使用，且不能安装在金

属门窗上，以免影响使用效果。

输入手机
号码或电
子邮箱



SETP2 报警主机WiFi联网
① 确保手机已连接Wi-Fi路由器（双频路由器的，请选
择2.4G连接）;
② 打开的APP, 点击主页面右上角【+】；选择【安防传
感】->【报警器（WiFi）】；

③ 主机进入联网模式：首先将智能安防主机通电启动
后，长按【设置键】3~5s，主机响两声“哔-哔”后
松开按键，指示灯绿色常亮，进入快速联网模式。

07 08

STEP3 添加子设备

套装购买的产品，已添加好子设备，无需进行这一步骤

当需要增加子设备时，请选择以下一种方式添加： 

方式一（APP）：打开APP，进入主机界面，在下方选

择【配件】->【传感器】->【+】，主机进入对码状态

（指示灯绿色快闪），此时触发待添加设备，如门窗探

测器、人体活动探测器、遥控器，每添加成功一个设备,

主机都会“哔”一声。

方式二（主机直接添加）：长按【设置键】 0.5~2s，

主机响一声后松开按键，指示灯绿色快闪，进入对码状

态，此时触发待添加设备。

④ 点击APP界面确认按钮，选择待联WiFi及输入WiFi密
码，点击【确认】，进行WiFi配置；主机指示灯青色常
亮表示主机联网成功。
注：智能安防主机最好安装在靠近无线路由器的位置
    （目前不支持5Ghz WiFi频段）。        

注：子设备添加成功，主机响一声，重复添加时，主机

响两声；套装内配件出厂时，已添加好。

触发PIR：PIR检测到人体移动；

指示灯
绿色常亮

指示灯
绿色常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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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门磁：将发射盒与磁条盒分开超过10mm；

触发遥控器：按遥控器上任意按键；

APP 操作

设备控制：
      初次使用刚添加的设备，需要输入管理员密码或访
客密码进入设备控制面板。
      点击【控制】界面在家布防、外出布防、撤防、紧
急模式可控制主机进入相应模式。
在家布防：适用有人在家时，普通防区配件被触发不能
               触发警报；其他防区配件被触发将触发警报
外出布防：适用无人在家时，任何防区配件被触发都将
               触发警报。
撤      防：系统撤防，只有紧急防区的配件被触发才触
               发警报。
紧急模式：用于紧急情况触发警报。

。

注：默认出厂管理员密码：123123
      默认出厂访客密码：123456；
      管理员：具有控制、编辑、设置权限；
      访  客：仅具有控制权限；  

输入管理
员密码或
访客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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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布防时 在家布防时 撤防时

防区触发
马上报警

防区触发
不报警

防区触发
延时报警

紧急
防区

普通
防区

在家
防区

防区
类型

延时
防区

防区触发
马上报警

防区触发
马上报警

防区触发
马上报警

防区触发
延时报警

防区触发
马上报警

防区触发
马上报警

防区触发
不报警

防区触发
不报警

防区触发
不报警

子设备管理：

身份切换

添加防区，最多添加10个防区

添加遥控器，点击后主机进入
添加子设备模式

添加配件，点击后主机进入添
加子设备模式

防区管理 

防区重命名

警笛鸣响时间设置
(默认3min)：关、
1min、2min、3min、
4min、5min、6min。

防区类型

防区配件列表，向左
滑动相应子设备可切
换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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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时设置
选择【设置】页面，输入管理员密码，点击【延时设置

】设置相应延时。

布防延时：布防时，延时防区延时相应时间布防。

               0~60s可调，00表示布防不延时。

报警延时：0~60s可调，00表示报警不延时。

         注：只有设置为延时防区，才会报警延时，且默

               认报警延时10s。

修改密码
选择【设置】页面，点击【密码设置】修改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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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时设置
选择【设置】页面，输入管理员密码，点击【定时设

置】添加定时。可设置定时外出布防、定时在家布防

或定时撤防等

记录查询：

选择【记录】页面查询近期设备使用记录。



安装时请注意主机与无线路由器距离不要太远，保持

2~5 m 左右为最佳。

1817

安装于实体墙上，

离地1.8~2m左右

安装方式A：使用3M强力双面胶将支架粘贴于墙面上；

                 此安装方式适用于表面平整、光滑、坚固

                 的墙面；

A

智能安防主机：

长按【设置键】10s，主机响3声后松开按键，主机进入

恢复出厂状态。

注：恢复出厂将清除对码配件，并将所有的设置恢复到

      初始状态，请谨慎操作。

恢复出厂

安装方法

人体活动探测器

1、安装于实体墙上，离地1.8~2m左右
恢复出厂

智能安防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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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方式B： 使用螺丝将支架固定在墙面上；

                  此安装方式适用于绝大部分坚固墙面，

                  推荐所有用户使用。

2. 安装建议

注：本探测器的探测范围呈扇形

    （探测距离≈7m，探测角度≈90°）

餐厅

客厅

房间

厨房 卫生间

房间

上螺丝固定支架底座

拧松可调整角度
安装支架其他部分

把
探
测
器
扣
上
︐然
后
调
整
角
度

步骤一 步骤二

步骤三

3. 注意事项：

远离冷热源 不能太阳直射

不能安装在室外 不可安装在可
摆动的窗帘旁

使用双面胶贴将探测器粘贴于门或窗上

门窗探测器

需要更换电池时：

请使用螺丝刀分离A后盖板，即可更换电池



2221

智能安防主机
供电电源: AC 100~240V

无线标准: IEEE 802.11 b/g/n，433.92MHZ（发送、

接收）

RF距离: 70m（空旷）

调制方式: AM

工作环境: 温度-10℃～+50℃ 湿度＜90%RH

产品尺寸: 81.6X81.6X74.2mm

人体活动探测器
电池型号: DC3V（2 * AAA）

静态电流: ≤20uA

报警电流: ≤20mA

无线标准: 433Mhz

无线距离: 70m（空旷）

探测距离/角度: 7m/90°

工作环境: -10℃~50℃，5%~95% RH（无凝结现象）

产品尺寸: 94*54*41mm（不含支架）

门窗探测器
电池型号: DC3V（ 1 * CR2032 ）

静态电流: ≤3UA

报警电流: ≤15mA

无线标准: 433Mhz

工作环境: -10℃~55℃ ，≤80%（无凝结现象）

产品尺寸: 50*35*17mm（发射盒）

48*13*17mm（磁条盒）

遥控器
电池型号: DC3V（1 * CR2032）

静态电流: ≤3UA

报警电流: ≤15mA

无线标准: 433Mhz

无线距离: 70m（空旷）

工作环境: -10℃~55℃ ，≤80%（无凝结现象）

产品尺寸: 69*36*11mm

产品清单
1、智能安防主机*1

2、人体活动探测器*1

3、门窗探测器*2

4、遥控器*1

5、说明书*1

6、安装配件*1

7、合格证*1

基本参数

注意事项

● 主机拨离电源插座后，请长按功能键5秒 至“哔哔”

    一声，松开按键，指示灯熄灭，将主机关机；

● 尽量减短配件与主机之间的距离；

● 配件与主机之间尽量避开钢筋混凝土及电器设备；

● 请勿过度用力按压主机【功能键】

● 请勿在潮湿环境下使用

● 请勿在易燃易爆环境下使用

● 请保持产品表面清洁和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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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主机连不上网络怎么办？

A：请检查WiFi是否正常。

Q2：忘记管理密码怎么办？

A：恢复出厂。

Q2：我的手机接收不到消息推送怎么办？

A：请检查手机是否设置了不接受推送。

Q4: APP显示子设备离线（不在线）怎么办？

A: 请检查对应设备电量是否充足或工作正常。

Q&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