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美莱恩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格至开关使用说明

美莱恩格至系列智能调光开关说明书(使用部分)
尊敬的用户，感谢您选购了美莱恩格至系列智能产品。当您的格至系列智能调光开关和灯具正确安装完
毕并经专业人员调试确认后，就可以体验格至系列智能产品带给您的极致感受。为了帮助您顺利的使用本产
品，我们建议您在使用之前阅读本说明。
认识格至系列智能调光开关面板：
指示灯

: 调光键
: 开关键
：功能键

调光键：此键可以调节连接在此开关上的调光灯具的开关，亮度和色温，对应操作分别为短按，长按，双击
短按：轻触一下该键表示开关灯具，调光灯具具有渐亮渐灭功能，从灭到最亮或从最亮到灭渐变时
长大约为 5 秒
长按：按下不放,调光灯具开始渐亮或渐暗，松开按键亮度变化停止并保持。再次长按则亮度向相
反方向渐变。
双击：快速双击该键，调光灯具变换一种色温，每双击一次变换一种色温，在冷白，自然白，暖白
三种色温中循环。若灯具不支持调色温则双击操作无效。
调光键指示灯：该键所控制的灯具灭状态时微亮；处于点亮并保持状态时全亮；灯具处于亮度变化过程中时
抖动。
开关键：可以开关连接在此开关上的不调光灯具。轻触一下灯具点亮，再轻触一下灯具熄灭
开关键指示灯：该键所控制的灯具灭状态时微亮，灯具点亮时指示灯全亮
功能键：可以自定义为分组键或场景键
分组键：轻触一下，该键控制的所有灯具熄灭，再轻触一下，该键控制的所有灯具点亮。
分组键指示灯：该键控制的所有灯具全部熄灭时微亮，否则全亮
场景键：该场景所关联的所有灯具不在该场景状态时，轻触一下该键,该场景所关联的所有灯具变化到该键
所设场景状态，再次轻触一下该键仍然保持在该场景状态（场景键只能开启场景，不能关掉场景，
当按下其它场景键时切换到其它场景，或本地操作关联灯具即退出该场景）
场景键指示灯：当该键关联所有灯具处于所设场景状态时，指示灯全亮；当不处于这种场景状态时指示灯微
亮。
注意：只要开关处于通电状态，所有指示灯都不会完全熄灭。指示灯微亮是处于背光状态，为方便黑暗环境中辨识开关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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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主机：
天线

电 源
输入

三 个
按键

三个指
示灯

手动添加设备：将新安装的开关面板添加进格至主机中以组建局域网络
1， 长按主机上添加设备按键不放，直至添加设备指示灯开始慢闪（从按下到指示灯慢闪大约为 10
秒左右）
。松开添加设备键，主机进入添加设备状态。
2， 长按需要添加的开关面板的左上角的按键不放（无论哪种型号均是左上角的按键，即第一个键
才可以添加）
，注意当你按下面板左上角按键时，无需理会该键对应指示灯和灯具的反应，直
到面板上的 8 个指示灯同时慢闪 3 下，从按下左上角键到 8 个指示灯慢闪大约为 10 秒左右。
松开按键，该面板已添加进主机。
3， 重复第 2 步直到将所有开关面板添加完，添加操作需要在主机进入添加设备状态 30 分钟内完
成（一台主机最多可以添加 50 个开关）
4， 轻触主机添加设备按键，主机退出添加设备状态，添加设备指示灯熄灭。若您在添加完设备后
没有手动退出添加设备状态，主机在 30 分钟后自动退出添加设备状态。
将开关面板功能键设置为分组键：任意面板上的任一功能键均可以设置去控制整套系统中的任意一个开关上
的灯具的开关状态，操作步骤如下：
1， 长按要自定义的功能键直到该键所对应指示灯慢闪，从按下到指示灯开始慢闪时间大约为 10
秒，松开按键。
2， 依次操作您想要控制的开关面板上的调光键或开关键，将调光键或开关键所接灯具调整到您想
要的亮度，色温（需要控制的灯具最后必须处于点亮状态，若调整到灭状态表示不控制该灯具）
。
需要控制的开关面板数量不限，包括该自定义键所在的面板。
3， 回到需要自定义的按键（还在慢闪）
，再次长按该键直到对应指示灯停止闪烁，松开后此功能
键已定义好。
将开关面板功能键设置为场景键：任意面板上的任一功能键均可以设置场景键操作步骤如下：
1, 长按要自定义的功能键直到该键所对应指示灯慢闪，从按下到指示灯开始慢闪时间大约为 10 秒，
松开开按键，再次轻触一下该键，指示灯由慢闪变快闪，表示进入场景设置状态（次状态下短
按会在分组设置和场景设置两种状态下切换）, 松开按键。
2，依次操作您想要场景所关联的开关面板上的调光键或开关键，将调光键或开关键所接灯具调整
到您想要的亮度，色温。需要关联的开关面板数量不限,包括该自定义键所在的面板。
3，回到需要自定义的按键（还在快闪）
，再次长按该键直到对应指示灯停止闪烁，松开后此功能键
已定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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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格至照明 APP 控制灯具: 该 APP 适用于安装了 Android 系统或 IOS 系统的设备。下面以 Android 手机
为例。步骤如下：
1， 手机扫描二维码下载格至照明 APP 并安装，或在各大安卓应用市场搜索“格至照明”，下载并
安装
2， 打开手机 wifi 设置，搜索附近热点。找到热点 HI-LINK_XXXX 并连接，初始密码为：12345678，
注意您自家主机热点名字可以在主机背后标签上找到，请不要连接到其它格至主机。
3， 打开手机格至照明 APP，提示信息显示找到格至主机，点确定进入主界面，此时已添加的开关
面板编号会出现在主界面，点击其中一个开关面板会显示此开关下所接灯具，滑动滑条可调相
应灯具亮度，点击开关按钮可以开关相应灯具。
刷

亮 度

新

显示

开

点击可进入

设备和账

关

开关控制界

号管理

列

面

左滑编辑

点击可滑

灯具名字

条调光

点击开关

表

全开全关快
捷按钮

三个主页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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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格至主机连接到互联网：
1， 将手机 wifi 连接到格至主机（操作见前面说明）
2， 打开手机浏览器，在地址栏输入：192.168.16.254 并确定，进入格至主机设置界面。第一次进入需
要登录用户名和密码，用户名和密码均为：admin
3， 在 Network 选项,将 Network Mode 项设置为：AP Client(如果不需要联网选 Default)
将 STA SSID 项设置为您家里上网用的 WIFI 名称，
将 STA Passwd 项设置为您家里上网用的 WIFI 密码，
为了安全您可以在此页面修改主机的连接名称 AP SSID 和密码 AP Passwd。
4， 点击界面下方 Apply 按钮，主机会重启，大约需要 20 秒
5， 将手机重新连接上主机，注意您刚才可能修改了主机的名称和密码
6， 手机连接上主机后，测试手机可以正常上网则说明主机连接互联网成功

Network 选项

需要联互联网选：AP Client;
不需要联网选：Default

填您家里上网的
WIFI 名称和密码

主机的连接名称
也可以修改

主机的连接密码
要及时修改

点击 Apply 后会保存设
置，主机会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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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互联网远程控制灯具：当您处在远离格至主机热点范围时可以使用手机通过互联网来远程控制灯具，这
需要格至主机事先已经连接到互联网。远程控制操作步骤如下：
1， 设置远程登录账号和密码，此步操作需要在主机热点范围内操作：手机 WIFI 连接到主机，然后打
开格至照明 APP 进入主界面，点击右上角“管理”—“账号管理”，进入远程登录界面，点击“注册
账号”，在注册界面输入密码完成注册，注册成功后退出 APP。
2， 远程登录：断开手机与主机的连接或将手机移到主机 WIFI 范围外，手机在移动数据网络下或在非
主机 WIFI 下打开 APP，弹出信息显示找不到主机，点确定进入远程登录界面，第一次登录需要填
写账号，账号为您家里的格至主机设备识别编码（16 位数字，在格至主机背后标签上能找到）, 在
以后的远程登录界面中可以在账号下拉框选择账号；密码为第 1 步中您所设密码，点击登录进入主
界面。
3， 进入主界面后的操作方法和手机直接连上主机的操作方法一致。
先 在 主 界面
点 管 理 选账
号管理

没 有 账 号要
先注册账号

用前面注册的
账号登录

点登录后进入
远程控制界面

在未连接到主
机时打开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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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1， 如果您没有选购格至主机，开关面板之间将不能互控，也不能使用手机控制和远程控制功能。但是
每个开关还可以独立工作。调光键和开关键可以正常控制本开关所连接灯具，功能键也可以自
定义来控制本开关所连接的灯具。
2， 如果您没有通过设置将主机连接到互联网，将仅只是不能使用远程控制功能。开关与开关之间可以
互控，手机也可以通过连接到主机来控制所有灯具。但在您的手机连接到主机期间，您的手机
可能不能连接到互联网。
3， 如果您的主机经设置连接到互联网，您的手机连接到主机后，即可以操控所有灯具，又不影响您手
机的网络功能。
4， 产品出厂时，主机的 WIFI 密码比较简单，出于安全考虑请您及时修改并牢记此密码。修改方法见
《将格至主机连接到互联网》部分。
5， 请您谨慎使用远程控制功能，请不要将弱密码作为远程登录密码。请您妥善保管远程登录密码。如
果您不使用远程控制功能您可以通过设置主机断开互联网来禁用远程控制功能。将主机中的
Network Mode 项设置为 Default 即可断开主机与互联网联接，具体设置方法见《将格至主机连
接到互联网》部分。
6， 在对主机的设置中，本说明没有提及的项请不要做任何更改，那可能导致主机功能丧失。
7， 下列做法可以提高开关与主机的通讯效果：将主机放置于所有开关居中的位置；主机天线附近没有
金属物。
8，主机的供电只能使用美莱恩提供的格至主机专用适配器，否则可能导致主机功能通讯故障和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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