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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照门铃使用说明书



蜂鸣器

门铃按键

LED白光

镜头

1、产品说明

室外机

指示灯



照片分辨率：480×320

图像传感：1/4 CMOS 传感器

夜视模式：1 颗白光灯

镜       头：100°，F2.4 光圈

供电方式：2 节7号电池，待机时长1年

传输方式：433MHz RF

传送距离：30米

安装固定：可采用 3M 胶粘贴安装或螺丝固定。

防盗报警：当室外机离墙时，室内机就会发出报警声



蜂鸣器

指示灯

功能键

室内机

发送数据：Wi-Fi 2.4G

传输距离：RF 30 米 +Wi-Fi 30 米

接收数据：RF 433MHz

传输方式：RF + Wi-Fi

额定电压：宽电压 100V~240V AC



2、门铃安装和电池更换

一、门铃安装

将产品背面自带的 3M 离型纸撕除。



选择光滑面（门上或墙上）贴紧并按压固定好。

备注：

A. 不建议将门铃安装在金属门（铁门，铝合金门等）上，否则

有可能导致室内机和室外机无法连接和传输数据等问题。

B. 门铃与门或者墙的接触面不平整时，容易造成 3M 胶的脱落。



二、电池的更换

室外机安装好后，如用户需要更换电池，请整体将室外机

外壳部分向上用力推，（详见如下示意图），取下室外机，更

换电池。



电池更换完成后，请将外壳从上至下用力下拉扣上（详见

如下示意图）。



3、复位

复位（重新配置 WiFi）：

复位方法：

通电状态下长按室内机功能键 3~5 秒时，室内机发出叮咚

声伴随灯闪烁，松开功能键，指示灯进入一秒闪烁一次的状态，

设备复位成功。

备注：如指示灯不在一秒闪烁一次的状态，请按照以上方

法重新复位。

功能键（长按 3~5 秒复位）

指示灯（复位成功时，指 

示灯一秒闪烁一次）



4、软件下载

1、访问【http://www.eye4smart.com】进行软件下载

2、App Store、应用宝、手机应用商店等平台搜索 "小智驹”。

3、扫描二维码下载

5、注册账号

Android/iOS 客户端选择马上注册按钮，点击进入注册页

面，输入自定义的用户名、密码后确认即可完成账号注册。

6、添加设备

有两种添加方式可选：扫一扫添加和其他方式添加。

APP 添加室内机



方式一：扫一扫添加

步骤1：登录 APP 后，点击主页右上角的“+”按钮，选择

“去扫一扫添加”，扫描室内机标贴纸上的二维码.根据界面

提示,点击下一步

特别提醒： 添加前若指示灯不在一秒闪一次的状态，请给室

内机复位。复位方法：请参照本说明书【章节3】进行复位



步骤2：不同手机平台的连接操作步骤详见下方：

首 次 添 加 请 按 照 界面提

示 手 动 连 接 门 铃 的 热 点

DoorBell.XXXXXX，密 码 

为：12345678。

然 后 返 回 到 APP 中， 选 

取 连 接家中的 WiFi 信号，

输 入 无 线密 码，点 击 进入 

下 一步。

首 次 添 加 需 要 选取手机所

连接的 WiFi 名称并输入密

码然后进入下一步。

 之后 APP 会搜索到手机附近的智能拍照门铃，自定

义好名称，点击立即绑定即会进入到自动配置网络状态，绑

定成功后软件会自动添加上此门铃设备。



方式二：其他方式添加

如果扫一扫添加不成功，可选择“其他添加方式”→“拍照

门铃”→“P1门铃”；按软件界面提示操作，点击下一步。

接下来请参照：方式一“去扫一扫添加”中的步骤2添加门

铃。



步骤3：如果 APP 无法搜索出门铃，会出现以下提示（如下

图），请根据提示并按照以下步骤手动添加：

 点击“手动连接”，页面会跳转到手机 WiFi 设置界

面，选取门铃的热点 DoorBell.XXXXXX 连接，密码为：

12345678，然后返回到 APP 中，门铃的绑定界面会跳出

来，点击“立即绑定”添加门铃。



备注 ： APP 成功绑定添加室内机后，室内机指示灯会处于

常灭状态，若指示灯显示状态异常，请尝试复位重新添加。



7、使用与分享

①当有人来访按下门铃时，室外机将会自动拍照，并实时将

照片通过网络推送到手机，此时室内机也会发出相应的通知

提示音。

备注 ： 设备出厂时室外机与室内机已经完成配对，如果按

室外机按键室内机叮咚不响的情况，请自行按照本说明书

【章节8】重新将二者对码



②APP 首页点击门铃图标右上角 ，进入门铃设置；可以

重命名门铃的名称和使用分享功能。

备注 ：  分享功能只能通过主用户分享二维码的方式，让其

他账号用户通过”去扫一扫添加”添加此设备。



8、对码 ( 室内机与室外机配对 )

第一步：

室内机

连续三次快速按室内机功能键或者长按室内机功能键 10

秒后，室内机发出叮咚声伴随指示灯闪烁，松开功能键，指示

灯快闪，进入等待对码状态。

功能键（快速按 3 次或者

长按 10 秒，进入等待对码

状态）

指示灯（快闪）

注意：先按室内机再按室外机，两者不能同时按

室内机与室外机出厂已完成配对，正常情况下，可跳过此章节。

如果按室外机按键，室内机无响应，请参照以下步骤完成对码。



第二步：

室外机

长按室外机3 秒发送地址给室内机，对码完成。完成对码时，

按室外机门铃按键，室内机会发出叮咚声。

门铃按键（长按 3 秒发

送地址到室内机，完成

对码）



保修条款

1.正常操作使用情况下出现国家“三包规定”所列性能故障，未经

拆修，可享受18个月保修。保修日期根据发票、收据等相关凭证和

厂家 ID被激活之日起开始计算。

2.保修期内维修运费双方各承担一半，保修期外厂家不承担运费。

3.保修服务仅限正常使用下出故障有效。以下情况均不在免费保修

范围内,可提供维修服务并收取适当费用。

①由于使用者或第三者的疏忽、滥用、误用、灾祸或用户自行拆机

等造成的设备损坏。

②使用非厂家认可的配件，未依照说明书使用、维护、保养，其它

意外而造成设备损坏。

③不正确或不正当的操作使用所造成的设备故障或损坏。

④设备外表的标签、零件和因使用而造成设备外表的磨 损。

⑤无激活日期且无法提供发票或网购记录等相关凭证。

售后服务

http://www.eye4smart.com/faq.html

support@eye4smart.com

0755-36600626

2851561239

如果你对产品使用有任何疑问，请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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