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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简介

1.1 产品概述

系统客户端软件创智物联是针对可视门铃监控设备专门开发的一款手机端

视频监控软件。软件支持Android系统 4.0以上的版本及ios10以上的版本。

使用手册将重点介绍如何设置和使用创智物联手机视频监控软件。

1.2 产品主要功能

主要功能：

 可以用手机通过WIFI和 GPRS实时观看视频；

 支持局域网自动搜索、快速配置、序列号和二维码扫描等方式添加监控设

备；

 支持设备参数配置；

 支持现场抓拍及查看；

 支持现场录像及查看；

 支持报警功能；

 远程门铃

 远程唤醒查看

 远程开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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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软件安装

2.1 获取创智物联软件

用户可以通过扫描以下二维码下载客户端

安卓ios

图 2.1a

点击安装后，本程序就会安装到您的移动设备里面，如下图 2.1b：

图 2.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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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操作说明

3.1 登录方式简介

安装成功后，在程序列表点击创智物联 的图标，运行程序进入登录

选择界面如图 3.1a，有登录和临时访问两种方式。

图 3.1a

3.2 登录

登录界面如图 3.2a所示，有注册入口，登录时可勾选记住密码和自动登录；

登录按钮下方有注册通道，用户使用前需要先注册账号，如图 3.2b；当用户登录时

输入错误的密码会提示密码错误，登录按钮下方有提供忘记密码入口，修改密码界

面如图 3.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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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a 图 3.2b 图 3.2c

 注册：一个用户名绑定一个手机号或邮箱，可通过手机号找回密码。用

户名由 4~32位中文、英文或数字组成，如图 3.2b。

 忘记密码：输入错误的密码点击登录后，会提示密码错误并显示忘记密

码入口，点击【忘记密码】按钮可以进入密码修改界面，需要通过绑定

的用户手机号或者邮箱来找回密码，如图 3.2c。

3.3 临时访问

点击临时访问，直接进入的是摄像机列表界面。设备的添加方式和 3.4.1所

述方法一致，详情见 3.4.1。注：临时访问不支持看家和消息。

3.4 我的摄像机

 登录：

用户登录成功后，进入摄像机页面，显示当前账号下所有已添加的设备。

设备左上角显示设备名称，右上角显示设备状态，设备下方有操作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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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其他用户

消息

设置

如图 3.4a所示。设备下方操作按钮介绍如表 1所述。

图 3.2a 表 1

3.4.1 添加设备

智能摄像机页面，点击右上角“＋”进入添加摄像机页面，显示添加我的设

备（下方有恢复出厂设置方法），添加分享的设备，添加同一路由器上的设备，

AP热点单机直连四种添加方式，图 3.4.1a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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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1a 图 3.4.1

图 3.4.1c 图 3.4.1d 图 3.4.1e

 添加我的设备：选择【添加我的设备】后，会先进入确认界面需在锁端按

键快速配置键图 3.4.1b,路由器设置页面如图 3.4.1c，输入正确密码点击确

定后进入搜索设备的状态图 3.4.1d 所示，搜索到设备后会出现如图 3.4.1e

所示的界面，输入密码后界面就会跳转到摄像机列表界面。

添加分享的设备：通过输入设备序列号或分享的信息码添加设备（安卓选择

门锁二代，ios选择门锁，默认监控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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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同一路由器上的设备：可搜索局域网内的设备进行添加。

 AP 热点单机直连：支持 AP 热点模式，即使没有网络也可以在手机端实现

视频观看及回放等功能，对于没有网络的还需要监控的地方，自然十分方

便。【需要特定设备可支持】

3.4.2 设备修改与删除

长按设备缩略图，弹出设备管理页面，显示【删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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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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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分享设备

点击分享设备按钮图标，能够进行分享，可以选择分享的类型，如信息、邮

件、新浪微博、发送给微信朋友、分享到朋友圈等。

3.4.4 消息

点击消息按钮，进入消息列表界面，如图 3.4.4a；消息列表界面会显示最近

收到了锁端所有报警消息及锁端的异常信息，点击提醒会进入查看消息界面，可

以查看报警抓图和相应的报警时间，点击右上角的编辑按钮，查看消息的页面底

部有分享、和保存按钮，可以进行相应的操作（消息中的图片下载保存到手机空

间），如图 3.4.4b。

图 3.4.4a 图 3.4.4b

3.4.5 设置

点击设置按钮，进入设置界面，如图 3.4.5a所示。



创智物联 APP使用说明

第 11页

图 3.4.5a

3.5 视频监看

点击设备，可以进入实时预览界面。普通家庭监控设备监控画面如图 3.5a，

图 3.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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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监看界面按键功能介绍，如下表所示：

音频开关
点击音频按钮，可以监听监控

画面的声音

码流切换
点击流畅、高清，可随时切换

画面的清晰度

画面比例切换

画面比例支持 1:1和 4:3切换，

切换后视频画面也会随着而

改变大小。

录像剪辑

在播放过程中，点击录像剪辑

图标，能够实现录像并保存在

手机空间中

全屏显示

点击全屏显示按钮，视频监看

画面横屏显示，画面下方有操

作条，画面右侧有对讲按钮和

抓拍按钮，如图 3.55d所示

录像回放
点击进入录像回放界面，可以

回放错过的录像

查看报警图片

点击进入查看报警图片，点击

缩略图，可以进入查看单张报

警图片

对讲按钮
按住对讲小圆圈后在客户端

说话，设备端可以接收到

抓图

在播放过程中，点击抓图图

标，能够实现抓图并保存在手

机空间中

设备配置
点击进入设置页面，可以修改

设备相关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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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眼灯泡功能设置（仅支持鱼

眼灯泡）

点击菜单进入鱼眼灯泡的功

能设置，可以进行图像画质的

修改、灯泡亮度，灯泡开关和

灯泡的定时任务

模式选择（鱼眼设备） 选择吸顶模式或者壁挂模式

画面类型切换（鱼眼设备）
选择不同的模式，出现的画面

种类也不一样

图 3.5d

音频开关

抓图

开始/暂停

录像

全屏

远程开锁

临时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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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程门铃设备唤醒APP：锁端有门铃触发APP收到信息，点击接听可直接进

入视频实时查看。

图 3.5e
 设备照片浏览：点击进入设备相册，可以预览报警联动图片，点击右上角

日期标志，可以搜索指定日期的照片文件。

图 3.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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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配置：点击 进入设备配置界面，如图 3.5i 所示

图 3.5h

基本设置：设备名称，修改设备名称.设备自动休眠时间,修改设备休 眠时间

15s/30s可选.全双工语音对讲，开启后可实现语音对话功能，默认关闭.如图 3.5j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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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设置：设备名称，修改设备名称.设备自动休眠时间,修改设备休 眠时间

15s/30s可选.全双工语音对讲，开启后可实现语音对话功能，默认关闭.如图 3.5j

所示。

图 3.5i

密码管理：选择【密码管理】，弹出窗口如下图 3.5k所示，可以修改设备

登录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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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k

联系人权限：联系人才可以查看与修改相关配置，如图 3.5l

图 3.5l

通知和消息：1.可设置是否支持软件接收通知消息默认打开，关闭后将

接收不到设备发来的门铃消息推送。如图 3.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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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m

智能人体感应侦查。打开后，设备将检测人体散发出的红外智能产生

报警（部分设备支持）默认关闭如图 3.5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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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人体感应侦查。打开后，设备将检测人体散发出的红外智能产生

报警（部分设备支持）默认关闭如图 3.5n

图 3.5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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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打扰管理：关闭后将收不到任何锁端信息如图 3.5o

图 3.5o

关于设备 点击通设备，进入关于设备画面，显示设备序列号、设备版

本号、软件版本号、发布日期、设备运行时间、网络模式、设备升级

和恢复出厂设置按钮。如图 3.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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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p

3.6 手机影像

1）图片

选择【图片】，弹出窗口如下图 3.6a所示，可以查阅所有抓图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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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a

2）录像

选择【录像】，弹出窗口如下图 3.6b，可以查阅所有剪切录像和下载录像；

图 3.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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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我的

图 3.7a

 设置：进入设置，有密码修改功能、清除缓存功能和重力感应开关按钮。

如图 3.7b 所示。密码修改：修改登录用户的登陆密码；清除缓存：清除缩略

图和其他缓存文件；重力感应开关：开关开启后，画面会随着手机登移动设

备的移动而改变。应用自动弹出：手机解屏后，应用进程还在的情况下会

自动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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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

图 3.7b

图 3.7c

检查更新:点击检查更新可以查看安装的是否是最新版本的雄迈应用

中心，如果是最新版本的会提示已经最新，如果不是最新的则会提示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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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保存路径:点击图片保存路径可以修改抓图的保存路径

录像保存路径:点击图片保存路径可以修改抓图的保存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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