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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Room是南京物联传感技术有限公司的注册商标，本说明书中提到的所有其他产品均是其

各自公司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使用前请您一定认真阅读产品使用说明书，确保正确、安全地使用。

●SmartRoom墙面开关系列产品（以下简称“本产品”）为南京物联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我司”）出品的智能家居控制类产品。本产品需要与 “智能家居HD” APP客户端同步使用，

并须使用本产品自带的配件，如您未正确地安装及使用本产品，而造成的损失，我司将不承担任何

责任。

●我司随时可能对本说明书中的产品信息进行更新，恕不另行通知。请您及时关注我司资讯，自行

下载最新版APP客户端。

●未经我司的明确书面许可，任何个人及企业不得复制本说明书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使用我司注

册商标。对非法使用我司商标的行为，我司将依法追究行为人及企业法律责任。

●欢迎您登陆我司官网www.wulian.cc，了解更多智能家居产品信息。

欢迎您使用SmartRoom墙面开关系列产品说明书



●支持新一代IEEE 802.15.4 SmartRoom/Zigbee技术；

●通过“智能家居HD”客户端，可实时查看设备的当前工作状态；

●本产品可与我司控制类、安防类等设备联动，轻松实现本地及远程控制功能； 

●同时可与多个遥控类设备进行绑定，实现一路开关控制多个设备或多路开关控制一个设备的功能； 

●通过“智能家居HD”客户端，可进行定时开关设置、场景设置等，操作简单、快捷。

●本产品均采用国家标准86盒尺寸设计，可直接安装于墙面标准暗盒中，方便替换普通墙面开关； 

产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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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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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信协议

√   天线类型

√   电源参数

√   待机功耗

√   最小负载

√   零火线开关负载

      总路数最大阻性负载

      总路数最大感性、容性负载

√  单火线10A开关负载

     总路数最大阻性负载

     总路数最大感性、容性负载

IEEE 802.15.4 SmartRoom/Zigbee

内置PCB天线

110-240V AC，50/60Hz

 ≤0.3W

15W(仅适用单火线10A开关，推荐值)

2000W（如白炽灯、卤素灯等阻性负载）

1500W（如节能灯、日光灯、LED等感性、容性负载）

1800W（白炽灯、卤素灯等阻性负载）

1400W（节能灯，日光灯，LED等感性、容性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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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板尺寸

√  材质颜色

√  阻燃等级

√ 净重

√ 工作环境温度

√  工作环境湿度

 86.8mm*87.2mm(面部整个尺寸)

 烤漆白色、钢化玻璃白色、钢化玻璃土豪金

 UL94 V-0

 140g(烤漆)，200g(钢化玻璃)

 -10℃～+45℃

 ≤95%（不凝结)

产品参数

注：本产品支持具有局域网功能的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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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面开关*1  M4*30 螺丝*2         保修卡*1     说明书*1 

说明书
保修卡

装箱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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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安装步骤与示意图 

1、接线图示

接口             单键               双键               三键

L

A

B

C

一路负载
火线输出

一路负载
火线输出

一路负载
火线输出

二路负载
火线输出

二路负载
火线输出

三路负载
火线输出

∕

∕ ∕

火线输入

单火线开关

L            A    B     C

火线

零线

灯 灯 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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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             单键              双键            三键        

A

B

C

一路负载
火线输出

一路负载
火线输出

二路负载
火线输出

二路负载
火线输出

三路负载
火线输出

一路负载
火线输出

∕

∕ ∕

       零线输入

       火线输入

N 

L 

零火线开关

L    N     A    B     C

火线

零线

灯 灯 灯

产品安装步骤与示意图 



装饰盖 主体

卡扣按钮

三键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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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安装步骤与示意图

系统指示灯
多功能按键

触控按钮
状态指示灯

M4*30

墙面暗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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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安装步骤与示意图

2、按上图所示，正确接线后，按下卡扣按钮，取下装饰盖，用两颗螺丝(M4*30)，将本产品主体固

定在墙面暗盒内。

注：主体安装在暗盒内的方法与普通墙面开关的安装方法相同。

3、卡上装饰盖，安装完成

注：卡上装饰盖前，请先进行联网、绑定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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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设置前，请确认网关（需另外购买）正常工作。同时，确认本产品处于通电状态，网关处于有效通

信距离内。

2、加网设置

快击【多功能按键】4次，快击时间不超过1秒，申请加入Zigbee网络。搜索网络中，【系统指示灯】

呈蓝色闪烁；成功加入Zigbee网络后，【系统指示灯】呈蓝色长亮2秒后熄灭。

3、绑定设置

按住【多功能按键】，同时快击一下需要绑定的【触控按钮】，快击时间不超过1秒，然后松开【多功

能按键】。【系统指示灯】呈蓝色闪烁1次，表示发出绑定请求，20S内按相同步骤操作需要绑定的设

备。绑定成功后，【系统指示灯】呈蓝色闪烁3次；若绑定不成功，【系统指示灯】呈蓝色闪烁6次。

注：本设备可以和绑定开关、场景开关等遥控器类设备绑定。 

4、退网设置

长按【多功能按键】10秒后，恢复为出厂设置，系统指示灯闪烁4次后熄灭，同时退出Zigbee网络。

联网、绑定设置



10

●安装时，请先下载好“智能家居HD”客户端，另外具体的详细操作请参照网关产品配套的《软

件下载手册》。

●安装前请先切断电源！带电作业危险，非专业人士不得擅自操作！ 

●建议将该系列产品安装在远离洗衣机、微波炉、冰箱、路由器等具有干扰源的区域，否则将可能

影响产品通信灵敏度及其工作性能。

●建议使用优良品质和正规品牌的灯具，如果使用不合标的产品或伪劣产品，可能会导致本产品性

能降低。

●本产品务必安装在塑料暗盒中！如果安装在金属暗盒中，则可能削弱无线通信信号，从而降低通

讯效率。

●本产品应安装在干燥清洁的地方，以免内部元器件受潮或其他杂物进入而影响使用效果

●若本产品发生故障，非专业人员不得自行处理，应送到当地维修点进行维修，或直接与我司客服

联系。

安装使用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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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Q：本产品申请加网时，无法加入网络，应该如何处理？
      A：请确认网关是否正常工作，是否处于允许加网状态，详情请参阅网关使用说明书。
2、Q：设备通电后，本地操作时开关不能受控，应如何处理？
    A：首先确认开关接线是否正确且牢固；再确认灯具是否完好，灯具是否能够正常通电；最后确
认灯泡功率是否小于本产品额定功率。
3、Q：当本产品接入小负载时，灯会出现闪烁，是怎么回事？
      A：建议使用正规品牌的大功率负载灯具，也可与Wulian单火线移动增强盒
(型号 WL-NLAMLPW-V0100000-01) 匹配使用 。
4、Q：按键手感不灵的排查办法？
      A：如果出现按键手感不佳，请确认装饰盖是否安装到位。

故障诊断

本产品质量保证期限为一年。

质量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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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购信息

 类别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材质颜色         货号

SmartRoom
单火线
系列开关

SmartRoom单火线单路10A开关

SmartRoom单火线两路10A开关

SmartRoom单火线三路10A开关

SmartRoom单火线单路10A开关

SmartRoom单火线两路10A开关

SmartRoom单火线三路10A开关

SmartRoom单火线单路10A开关

SmartRoom单火线两路10A开关

SmartRoom单火线三路10A开关

SR-ZCSWLPW-S1311-01

SR-ZCSWLPW-S1321-01

SR-ZCSWLPW-S1331-01

SR-ZCSWLGW-S1311-01

SR-ZCSWLGW-S1321-01

SR-ZCSWLGW-S1331-01

SR-ZCSWLGT-S1311-01

SR-ZCSWLGT-S1321-01

SR-ZCSWLGT-S1331-01

SRPN1307101

SRPN1307102

SRPN140929002

SRPN1307111

SRPN1307112

SRPN141106002

SRPN140913010

SRPN140913007

SRPN141106001

白色，烤漆

白色，钢化玻璃

土豪金，钢化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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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别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材质颜色         货号

SmartRoom
零火线
系列开关

SmartRoom零火线单路开关

SmartRoom零火线两路开关

SmartRoom零火线三路开关

SmartRoom零火线单路开关

SmartRoom零火线两路开关

SmartRoom零火线三路开关

SmartRoom零火线单路开关

SmartRoom零火线两路开关

SmartRoom零火线三路开关

SR-ZCSWNPW-S1311-01

SR-ZCSWNPW-S1321-01

SR-ZCSWNPW-S1331-01

SR-ZCSWNGW-S1311-01

SR-ZCSWNGW-S1321-01

SR-ZCSWNGW-S1331-01

SR-ZCSWNGT-S1311-01

SR-ZCSWNGT-S1321-01

SR-ZCSWNGT-S1331-01

SRPN1307501

SRPN1307502

SRPN141106003

SRPN1307511

SRPN1307512

SRPN141106005

SRPN140913008

SRPN140913009

SRPN141106004

白色，烤漆

白色，钢化玻璃

土豪金，钢化玻璃

订购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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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方式一：

               请扫描本产品包装盒上的二维码，下载最新版本软件客户端及软件使用说明书。

下载方式二：

               官网下载地址：http://www.wulian.cc/service.shtml

温馨提示：初次使用时，请仔细阅读软件说明文档并及时关注我司资讯，请及时更新下载最新版本

软件。

软件下载







南京市雨花台区凤集大道15号创业创新城-北柚11栋

邮编：210039

服务热线：400-928-9288

官网：www.wulian.c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