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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 App下載

下載

在App Store和Google Play商店搜尋
“渥屋智能”或”WOOW Home”即
可下載App



NO.2 註冊/登錄/忘記密碼

註冊

1.點擊“創建新帳戶”，會跳出渥屋智

慧家庭的隱私權政策頁面，閱讀並同意

後，會進入帳號註冊頁面



NO.2 註冊/登錄/忘記密碼

2.可以用E-mail或手機號碼進

行註冊，國家/地區會依照手機

系統的設定，您也可以手動更

改國家/地區（註冊完成後國家

/地區將無法更改）。輸入手機

號碼或E-mail後，點擊“獲取

驗證碼”；

3.輸入收到的驗證碼後，會跳

轉到設定密碼頁面，根據下方

的提示設定密碼完畢後，點擊

“完成”，即可完成註冊。



NO.2

帳號密碼登錄

如果您已經擁有App帳號，點擊“創建新帳

戶”下方的“使用已有帳戶登錄”，進入登

入頁面

1.系統自動判斷當前的國家/地區，您也可以

手動選擇國家/地區

2.輸入您註冊時所使用的手機號碼或E-mail 

，輸入密碼後，即可登入系統

第三方帳號登入

如果您使用的是iOS系统，還可以使用Apple 

ID來登入。

註冊/登錄/忘記密碼



NO.2 註冊/登錄/忘記密碼

忘記密碼

如果您忘記了App的帳號登入密碼，可以通

過找回密碼的流程重置帳號密碼

1. 點擊“忘記密碼”；

2. 系統自動判斷當前的國家/地區，您也可以

手動選擇國家/地區（手機號註冊的使用者需

要更改為註冊時的國家/地區）

3. 輸入您註冊時使用的手機號碼或E-mail ，

確認無誤後點擊“獲取驗證碼”。



NO.2 註冊/登錄/忘記密碼

4. 輸入手機簡訊或者E-mail收到的驗證碼；

5. 輸入新的密碼，點擊“完成”即可完成密碼重

置並自動登入帳號。

6. 為了您的安全考慮，App在登入過程中會對您

的系統進行風險檢測，當檢測到root或者越獄風

險後會跳出“安全提醒”，讓您選擇是否退出

App。



NO.3 App使用

1. 新用戶註冊登錄後進入“我的家”頁面

（設備列表頁），左上角顯示使用者頭

像，未設定家庭資訊前，首頁不顯示環境

資訊和房間；

2. 點擊右下角“我”，選擇“家庭管理”

進入家庭管理頁面。

3. 新註冊使用者在點擊“家庭管理”按鈕

後，會直接跳轉到“添加家庭”的家庭資

訊編輯頁面。

4. 若已添加過家庭，選擇家庭下方的“添

加家庭”按鈕，則會進入家庭資訊編輯頁

面。



NO.3.1 家庭/成員管理

5.“家庭名稱”可以根據您的喜好隨意設定（最多輸

入25個字元）；

6. “家庭位置”會根據您手機的定位進行設定，您也

可以手動設定家庭座標點來更改“家庭位置”，確認

地址後點擊“確認”即可；



NO.3.1 家庭/成員管理

7.  您可以選擇系統預設的“房間名

稱”，也可以點擊“添加其他房間”對

房間進行自訂設定（房間名稱最多輸入

25個字元）。

8. 完成家庭資訊的設定後，再回到首

頁，首頁將會顯示“天氣、溫度和房間

名稱”等資訊，若添加了複數“家

庭”，點擊左上角的按鈕可以切換並管

理“家庭”。



NO.3.1 家庭/成員管理

9. 在“我的家”頁面中，點擊左上角的下拉按鈕，可

以切換已有“家庭”

10. 通過“家庭管理”按鈕能夠編輯已有“家庭”和

“添加新的家庭”。一個帳號可以同時控制多個家

庭，每個家庭中的智慧設備都是獨立的



NO.3.1 家庭/成員管理

編輯家庭內的房間，並對
家庭內各房間的設備進行
統一管理

邀請發出後待確認前會顯
示“等待加入” 管理員權限可管理家庭中

的設備、房間、場景及普
通成員

家庭擁有者和管理員可以
點此來邀請其他家庭成員
加入家庭

11. 點擊“HWF渥屋智慧家庭”的家進入家庭設定

頁面，如圖所示

家庭擁有者擁有最高權
限，可以管理家庭中的設
備、房間、智慧、管理員
和普通成員權限

普通成員僅擁有設
備和場景的使用權



NO.3.1 家庭/成員管理

12. 被添加的成員會在App中收到通知提

醒，您可以選擇“接受”或“拒絕”。同

時，在消息中心也會收到提醒。



NO.3.2 環境資訊

1. 設定家庭資訊和定位後，設備清單頁面
上方會顯示“天氣和環境資訊”，點擊
可以查看具體的環境資訊

2. 若App中連接有其他感應器設備（例
如：空氣淨化器，濕度計，溫度計
等），則會優先顯示感應器設備傳回的
各項環境資訊。

3. 可以通過長按來自由拖動需要調整位置
的“天氣和環境資訊”項目（此操作僅
家庭擁有者和管理員擁有權限）。



NO.3.3 添加設備

在設備清單頁點擊中央的“添

加設備”按鈕或點擊右上方

“+”按鈕，即可進入“添加設

備”頁面，目前分為“手動添

加”和“自動發現”兩種方

式。（“自動發現”模式需要

允許App使用“WI-Fi和藍牙”

權限）



NO.3.3.1 搜尋設備

1. “自動發現”模式支援多種搜尋

方式同時觸發，包括搜尋免配網發

現的 WI-Fi 設備、藍牙設備、藍牙

Mesh設備、ZigBee設備、已有主

機下的ZigBee設備，搜到的所有設

備支援一鍵全部添加。

2. 若搜尋超時未發現設備，請根據

圖中提示進行偵錯，或進行“手動

添加”設備。



NO.3.3.2 搜尋設備—權限請求

3. 在使用“自動發現”功能時，需准許App啟用 Wi-F i和藍牙的權
限。若不開啟Wi-Fi權限，則搜尋不到Wi-Fi設備；若不開啟藍牙權
限，則無法搜尋到附近的藍牙設備



NO.3.4 設備/房間列表

設備清單：目前顯示有：所有設備、

房間名稱

點擊右側最右側的“···”，可選擇設

備顯示方式為“列表顯示”或“宮格

顯示”；可以點擊“設備排序”來對

智慧設備進行管理，以及通過“房間

管理”來對房間進行編輯。



NO.3.4.1 設備/房間列表管理

1. 在App設備清單頁點擊“…”，選擇彈

出的“設備排序”即可跳轉到“設備排

序”頁面，拖動設備右側圖示即可對設備

的順序進行隨意調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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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3.4.1 設備/房間列表排序

2. 在App設備清單頁點擊“…”，選

擇彈出的“房間管理”即可跳轉到

“房間管理”頁面，在此頁面再點擊

右上角的“編輯”按鈕即可進入“房

間調整”頁面，在此頁面拖動房間右

側的圖示即可對房間的順序進行隨意

調整，按下左邊的“-”即可以對房

間進行刪減。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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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3.4.2 設備/房間列表顯示

3. 設備線上離/線狀態顯示：設備模組顯示灰色則表

示該設備已離線，白色則表示該設備在線上；

4. 部分設備將直接在首頁顯示重點資訊。譬如空

調、熱水器、取暖器等帶設備溫度屬性，當設備開

啟後，設備圖示區域變成溫度顯示，無須點擊進入

就能查看。



NO.3.4.3 常用功能快捷操作

1. 當設備採取“宮格顯示”方式進行

顯示時，點擊設備右下角的小箭頭可

打開此設備的“擴充功能”視窗，其

中包含有該設備的一些常用操作。例

如：燈光設備擁有“開關”和“色溫

調整”。



NO.3.4.3 常用功能快捷操作

2. 當設備採取“清單顯示”方式時，

點擊設備名下方的“常用功能”也可

打開此設備的“擴充功能”視窗，其

中包含有該設備的一些常用操作。例

如：燈光設備擁有“開關”和“色溫

調整”。



NO.3.4.3 常用功能快捷操作

3. 當設備中存在兩個以上的“智慧攝

影機”後，主頁面上會出現“全部攝

影機”的選項，點擊進入後，可以同

時查看多個攝影機的畫面



NO.4

1. 當一設備配網成功後，App“設備清單

頁”中將出現該設備的圖示，點擊即可進

入該設備的控制台。（不同設備的控制台

會有所不同）

2.設備離線時，設備顯示“已離線”，不

可操作。

控制設備



NO.4.1 控制設備-單獨控制

3. 點擊設備進入控制台，以燈為例，

當燈在關閉狀態下時只能設定“定

時”和“倒數計時”；當燈在開啟狀

態下時，可以設定“場景、顏色、亮

度和定時“。點擊控制頁面右上角的

“✏”，可以單獨對此設備進行管

理。



NO.4.1 控制設備-設備管理

設備修改介面如圖所示：

1. 點擊設備圖示：可以對設備的圖示、名稱和位置進行修改;

2. 設備資訊：可以查看設備的ID、IP地址、MAC位址、設備時區

和線上狀態等；

3.  “一鍵執行”和“自動化”：可以打開/關閉以及編輯系統推薦的“自動

化”設定；

4.  共用設備：可以把此設備分享給其他人，輸入對方的手機/E-

mail即可（注：對方的手機/E-mail必須註冊了渥屋智能App帳號）

5.  創建群組：進入頁面後，會自動顯示此帳號下已經添加的，與此

設備型號相同的所有設備，可通過此功能將所有同型號的設備建立

成組群進行統一管理（內置韌體必須為同一版本）；

6.  常見問題與回饋：可以查看此類產品的常見問題，為您提供幫

助，也可以通過回饋按鈕來進行回饋並尋求幫助。

7.  添加到主螢幕：可以通過手機系統說桌面上的快捷方式來進入該

設備的控制台。

8.  檢查韌體升級：可以查看是否有需要更新的韌體版本；

9.  移除設備：將設備從設備清單中移除，與其相關的“自動化”和“一

鍵執行”場景也將失效；

10.  恢復出廠設定：將設備從設備清單移除，同時設備相關的資料

也將全部清除。



NO.4.1 控制設備-共用設備

1. 在“設備管理”頁面點擊“設備共用”

即可進入設備共用頁面。

2. 進入“設備共用”頁面後，點擊頁面下

方的“添加共用”按鈕，然後輸入要共用

的帳號，點擊完成即可。（共用的人也需

要有渥屋智能App的帳號，並且在同一個

區域，不同區域的帳號不支援設備共用。

）

3. 已經添加的共用帳戶，如果不想繼續共

用，安卓系統可以長按進行刪除，蘋果系

統可以左滑進行刪除。



NO.4.2 控制設備-群組控制

1. 點擊單個設備“更多”頁面的“創建群

組”。

2. 頁面會顯示出型號相同的可供創建

群組的設備，選擇設備後點擊保

存，輸入群組名稱，點擊確認即

可。

3. 群組創建成功後自動跳轉到設備的

群組控制台頁，此時就可以實現對

一個群組下的所有設備進行統一控

制。



NO.4.2 控制設備-群組控制

4. 群組創建後可以在“設備清單”頁

面看到，可以快速鍵控制；

5. 進入“群組控制頁面”後點擊右上

角“✏”可以對群組資訊進行編輯，

也可以點擊“解散群組”來解散這個

設備組群。



NO.5 智能-自動化

1. 在“智能”頁面的“自動化”標

籤頁，點擊“添加自動化”或者右

上角的“+”，即可進入自動化設

定頁面。

2. 點擊“添加條件”，可以添加多

個條件（若選擇“點擊執行”則只

能添加這一個條件），也可以添加

多個執行的任務（也可以選擇多個

已添加成功的“一鍵執行”或“開

關自動化”），接下來可以設定此

“自動化”的名稱，最後一個設定

則是可以選擇此“自動化”生效的

時間段。



NO.5 智能-自動化

1. 點擊添加“自動化”後，會進入

“創建智能”的引導頁面。

2. 先設定一個場景的觸發條件，這

裡選擇的是“氣象變化時”

3. 在“氣象變化時”中需要再選擇

一個詳細的條件，這裡選擇的是

“日落日出”。

4. 選擇好溫度條件後，點擊下一步

保存。



NO.5 智能-自動化

5. 設定完條件後，會自動跳轉到設

定任務的頁面。

6. 這裡選擇的是“操作設備”

7. 選擇一個想要操作的設備，這裡

選擇的是窗簾。

8. 選擇好設備後，可以同時選擇多

個“功能”，這裡選擇的是“開

關：開；百分比：40% ，點擊下一

步保存。



NO.5 智能-自動化

9. 設定完“條件”和“任務”後，

會跳轉到保存頁面。

10. 點擊條件欄右上角的“+”號，

可以添加多個條件。

11. 頁面底部可以選擇“自動化”的

生效時間段，這裡選擇的是全天。



1. “設備狀態變化時”可以

設定在感應器偵測到變化時，

觸發某些動作。

2. 選擇偵測到有人移動，點

擊“下一步”，添加條件完

成。感測器偵測到移動時，執

行您預設的任務。

NO.5.1 智能-自動化-添加條件



NO.5.1 智能-自動化-添加任務

1. 點擊“添加任務”或者右上角的“+”均

會進入“選擇任務”的頁面。

2. 這個“任務”可以是某種條件下某個設備

的開關，也可以是執行某個自動化。

3. 動作分為五種：“操作設備”、“選擇智

能”、“發送提醒”、“發送提醒”和“延

時”。



NO.5.1 智能-自動化-生效時間段

1. 您可以對您創建的自動化自訂生效的時

間段。

2. 比如您設定的人體感測器檢測到人經過

時，小夜燈自動打開的自動化場景，可以

選擇執行時間是“夜間”，這樣就不會在

白天的時候自動亮燈。



NO.5.1 智能-自動化-實現

自動化的條件和動作都設定完成後如圖所示。

主要可以實現4種類型的自動化：

1、設備與設備之間的聯動：比如可以設定空調

開啟後，香薰機和空氣淨化器也自動開啟；

2、外界環境與設備的聯動：比如可以設定溫度

高於29℃時，自動開啟空調；

3、定時操作：比如設定每天早上8點鐘，窗簾

自動打開；



NO.5.1 智能-自動化-消息通知支援多選

1.點擊“發送通知提醒”，進入【選擇提醒方式】

頁面，選擇消息中心。

2.完成配置後，點擊保存。



NO.5.2 智能-場景

1. 選擇“一鍵執行”標籤頁，點擊右上

角的“+”按鈕，即可進入設定頁面。

2. 若要設定為“一鍵執行”，在設定條

件時必須選擇為“一鍵執行”。

3. “一鍵執行”不支援在任務中添加

“一鍵執行”和“發送提醒”。



NO.5.2 智能-場景

4. 在設定場景的時候，如果選擇的任務是“開關自動

化”，那就需要有至少一個預設好的“自動化”。

5. 點擊“開關自動化”後會顯示已有的“自動化”選項，

點擊後會跳出“啟用”或者“停用”的選項，接著點擊

“下一步”，輸入場景名稱，最後點擊螢幕下方的“保

存”即可設定完成。（“一鍵執行”不支援設定“生效時

間段”）



NO.5.2 智能-場景

“自動化”支援主機區網內場景一鍵執行

新版ZigBee主機支援“自動化”區網內場景一鍵執行，即如果一個“自動化”下所有任務及設備都

在新版ZigBee主機下的話，則可以在無外網情況下正常執行。即使家中斷網，綁定在新版ZigBee主

機下的各類設備和任務依舊會按照之前App上設定好的來執行設備的自動化。



NO.5.2 智能-場景-ZigBee主機聯動資料備份與恢復

1.App中現在支援“ZigBee主機聯動資料備份與恢復”功能。即使用戶家中ZigBee

主機被移除時，也會自動保留前一份聯動場景資訊，當該設備在使用者家中被重新配

網後（正常配網、自動發現配網），將會恢復聯動場景資訊。



NO.5.3 智能-添加/修改/刪除

1. 設定完的“一鍵執行”和“自動化”會

在“智能”頁面顯示，點擊頁面右上角的

“…”，可以對已添加的“一鍵執行”和

“自動化”進行編輯和排序。

2. 點擊後會跳轉到“編輯”頁面，這裡可

以對場景或自動化的順序進行調整，左滑

可以刪除場景或自動化。（蘋果系統點擊

場景名稱左邊“-”可刪除）



NO.5.3 智能-添加/修改/刪除

3. 點擊已有的“一鍵執行”和“自

動化”模組右上角的“…”即可進

入與其對應的編輯頁面。

4. 進入編輯頁面後，左滑螢幕即可

對已添加的“條件”和“任務”進

行刪除。

5. 通過點擊“+”則可以新增“條

件”和“任務”。

6. 點擊頁面下方的“刪除智能”選

項則可以對這個“自動化”或“一

鍵執行”整個刪除。

7. 點擊“自動化”模組本身，亦會

跳出一個快速編輯視窗，可以對

“自動化”模組進行編輯和刪除。



NO.5.3 智能-添加/修改/刪除

1. 在“智能”頁面點擊右下角
“添加到Siri”，會跳轉到
Siri捷徑頁面，並顯示所
有的“一鍵執行”。

2. 您可以選擇需要添加至
Siri控制的“一鍵執行”。

3. 跳轉到“添加到Siri”的設定
頁面後，在這個頁面中，
可以設定“語音觸發詞”，
當您對Siri說這個“語音觸
發詞”時，Siri就會去控制
App執行這個添加至Siri的
“一鍵執行”。（此功能僅
支援iOS系統，且iOS版本
需要≥12.0）



NO.5.3 智能-場景日誌

1. 點擊日誌顯示介面可按倒序時

間順序查看場景日誌

2. 最多存儲最近7天的日誌資訊。

3. 點擊具體某一條日誌，可跳轉

到相應的場景編輯頁面。



NO.5.4 智能-區域網路內場景執行

App中新增“區網內進行場景執行”功能，也就是說在沒有連接Internet但是有區域網路的情況下，針對

所有符合條件的場景，只要在區域網路內有任務可以執行，就會執行，按照場景中動作的順序，對設備依

次進行控制。



NO.6 我的家

添加各種類型的智慧設備

可以多路預覽攝影機畫面

切換家中不同房間
查看各房間內智慧設備狀態

“一鍵執行”，靈活轉換家
中生活場景

點擊進入天氣因素頁面，
可拖動來調整排列順序，
首頁顯示前三項

擁有多個家庭的用戶
可選擇切換/添加家庭



NO.7 “我”

1. 家庭管理：可以對您的家庭及成員進行管理；

2. 消息中心：消息分為告警、家庭、通知三個大類，並可對消息

的通知設定免打擾時段；

3. 常見問題與回饋：包含全部問題、網路診斷、回饋問題、常見

問題、我的回饋五個模組；

4. 更多服務：第三方語音產品接入服務；

5. 設定：包含聲音、App消息通知、關於、網路診斷、上傳日

誌、清理緩存、退出登錄六個選項。（其中“上傳日誌”選項僅

在iOS系統存在）



NO.7.1 “我”—消息通知設定

1. 消息通知設定有兩個進入方

式：第一個在“我-設定-App消息

通知”。



NO.7.1 “我”—消息通知設定

2. 第二個在“我-消息中心”，進

入消息中心後點擊右上角“齒輪

圖示”；



NO.7.1 “我”—消息通知設定

3. 消息通知按鈕關閉時，“告

警、家庭、通知”三個消息分類

的消息都不接收。消息通知按鈕

打開時，則可以分別對“告警、

家庭、通知”三個消息分類進行

單獨設定，以選擇是否接收通知

消息；



NO.7.2 “我”—消息中心

1.“告警”消息包含：設備報警、自動化
消息通知、報警器報警、設備定時執行失
敗等；

2. “家庭”消息包含：添加家庭成員、移
除家庭成員、解散家庭、設定家庭成員為
管理員、添加設備、設備分享等；

3. “通知”消息包含：使用者回饋狀態更
新、官方消息通知等。



NO.7.2 “我”—消息中心

4. 消息中心支援設定在
某時段內免打擾。

5. 點擊“按時段免打
擾”選項，首次使用時
需要先選擇“免打擾設
備”。



NO.7.2 “我”—消息中心

6. 選擇需要免打擾的設
備後，點擊左上角
“<”按鈕返回“按時
段免打擾”頁面即可
完成設定。

7. 若需要添加新的“免
打擾設備及免打擾時
段”，可以點擊“添加
免打擾時段”選項，再
次添加一組新的“免打
擾設備及免打擾時
段”。



NO.7.3 “我”—常見問題與回饋

1. 點擊“我—常見問題與回饋”，即可進入幫助中心，查尋常
見問題，也可以在此對我們進行回饋。

2. 我的回饋：查看您回饋的意見的處理結果。

3. 常見問題：您在這裡可以找到一些在使用過程中所遇到的常
見問題。

4. 全部問題：您可以選擇“故障設備”查看其所對應的常見問
題，也可以通過下方的三個選項：“設備網路問題”、“App
使用問題”、“協力廠商控制問題”來查找您所遇到的問題。

5. 網路診斷：進行網路診斷有助於我們更快地為你解決問題，
診斷時間約2分鐘

6. 回饋問題：提交在您使用的過程中的設備問題、聯繫方式、
發生時間並上傳圖片



NO.7.4 “我”—更多服務

1. 點擊“我—更多服務”即可進入“更

多服務”的清單頁。在這裡您可以找到我

們所提供的一些精選服務和第三方廠商接

入服務。

2. 語音接入服務：可以點擊對應的

第三方廠商音箱圖示查看如何連接

使用。



1. 點擊“我—設定—關於”，將進入“關於”頁

面，此頁面將顯示App的相關資訊。

2. 點擊“鼓勵一下我們”，

跳轉至 App Store ，可對 App 進行評分

3. 點擊“關於渥屋智能”將進入渥屋智慧家庭的

官網，瞭解更多相關資訊。

4.點擊“隱私政策”將進入“渥屋智能隱私權政

策”的條款頁面，方便您進行隨時查看。

5. 點擊“用戶協議”將進入“渥屋智能服務協

定”頁面，方便您進行隨時查看。

5.點擊“開源組件許可”將進入“開源組件許可”

清單頁，方便您進行隨時查看。

6. 當前版本是此App當前的版本號。

NO.7.5 “我”—設定— 關於



NO.8 個人中心

1. 點擊“我—頭像”即可進入個人中心，個人中

心頁面用於顯示個人帳號資訊，您可以在這

裡完成修改頭像、暱稱、溫度單位、時區。

2. 點擊“帳號與安全”，會進入“帳號與安

全”頁面，您可以在這裡修改登錄密碼、設

定手勢密碼、停用帳號。



NO.8.1 帳號與安全-停用帳號

1. 點擊“我—頭像—帳號與

安全”即可進入點擊“帳

號與安全”頁面。

2. 點擊最下方的“停用帳號”

選項，會彈出警告頁

面，點擊下方“確定”按鈕

後，系統會在7天后永久

停用您的帳號，並刪除

和帳號相關的資料。

3. 若在停用的這7天中重新

登錄帳號，則會終止“停

用帳號”的這一過程。



NO.8.2 個人中心-手勢密碼

1. 點擊“手勢解鎖”選項後，您可

以設定手勢密碼，開啟手勢密碼後

，此後每次登陸都需要輸入手勢密

碼才能進入App。

2. 如果忘記手勢密碼，點擊下方的

“忘記手勢密碼”後，App會給您

的登錄手機發送驗證碼，輸入驗證

碼後即可輸入新的手勢密碼。



本文配圖均為IOS版應用介面，Android 版與此會有細微差異

HOME WITH FU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