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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下智能吸尘器 APP 
操作指南



前言
本篇因软件版本、手机或平板电脑的型号、版本等不同，操作界面可能也有所
不同，请以实际界面为准。
本内容仅作为使用指导，主要面向初次使用者介绍本智能吸尘器APP的操作步骤
等内容。

手机、平板电脑的要求
本产品仅限使用安卓系统 4.0 以上版本或 iOS 系统 iOS7 以上版本的智能手机
或平板电脑。（以下省略称为：手机）

准备工作：软件安装
APP文件名称：智能吸尘器

请在手机应用商店中下载并安装完最新版本的本软件APP，
下载安装成功后，手机上出现右图所示的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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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 您的手机连接本吸尘器发射的无线热点(AP模式)后，仅可用于操作本吸尘器，
    无法他用
● 本吸尘器仅限 3 个用户可同时打开查看视频
● 多台手机同时遥控同一台吸尘器时，按照信号到达的顺序逐个执行。
     因此请勿多人同时遥控，以免吸尘器损坏
● 无线 WLAN 或 WiFi 信号较差时，会影响遥控操作情况或发生视频延时传送
     等情况。
● 首次使用 APP 时，请仔细阅读并接受本产品的服务协议后，才能正常连接、
     使用本 APP 。详细服务协议可点击“帮助文档”随时查阅



打开吸尘器电源开关，再按“自动清扫”按键，吸尘器进入待机模式（此时，吸尘器会
发出无线热点<AP@APWifi******>） ，打开手机的“设置”， 打开WLAN（或 WiFi），
找到无线热点（如 AP@APWifi000066）后点击连接，再输入初始密码：88888888，
连接本智能吸尘器的无线网络。

打开手机所下载的“智能吸尘器”APP，进入开启画面（几秒钟）

一、连接篇
1.1 无线网络的连接

AP@APWifi******

1.2 开启APP

关/开 1

2

- 3 -

● 首次使用时，将出现本产品的服务协议，请仔细阅读并接受后才能正常连接，
     若不接受将退出本 APP



方法一：普通添加设备：
    手动输入名字（自定义）、设备ID（可在贴于电源开关附近的产品标签中找到）及密码
   （设备初始密码为“88888888” ）→保存，开始自动连接吸尘器。
方法二：快速添加设备：
    对于同一局域网内可通过局域网搜索来快速查找、添加设备
    手动输入名字（自定义）→点击局域网搜索（会自动搜索设备名称<右下图>）→点击
    名称(自动输入设备ID) →输入初始密码“88888888”→保存，开始自动连接吸尘器 。

1.3 设备添加
    用户登录后，点击右上角“       ”符号，进入设备添加，与吸尘器进行无线连接  

方法一

方法二

保存

000001

1.4 修改初始密码 

成功连接设备后，点击界面右侧“    ”，进入“编辑”界面。
点击“修改设备信息”右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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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 若您遗忘密码时，请重置密码：
    长按机身“自动清扫”按键（按 10 秒以上），机身发出“滴滴”2 声后，重置成功，
    恢复至初始密码（88888888）。
    若未听到 2 声，则表示重置未成功，请重复上述操作。
    重置成功后请再次修改改初始密码。

新密码

点击此处，
显示/隐藏密码

①确认“设备已连接”后，
②打开“同步到远端设备”，
③再修改设备名字、密码等信息，，
④最后点击右上角的“    ”保存。
【修改完毕后，红点 （   ）将不再显示】

密码设定要求：1.8位以上  2.大小写英文字母混合  3.
至少一个数字

新密码设定要求：
① 应为 8 位以上
② 应大小写英文字母混合
③ 应至少含有 1 位数字

1.5 重新连接
密码修改后，设备将自动断开，请使用新密码重新连接吸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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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模式：为点对点的直接连接方法，不会消耗手机流量。（参考本文连接篇）
WiFi模式：主要应用于具有家庭无线WiFi等情况，通过路由器，实现家庭无线Wi-Fi
                   的共享连接，达到远程控制的目的。

 1.6  修改设备网络模式

温馨提示
● 首次添加设备是在AP模式下，AP模式不会另外消耗您的手机流量。
     修改为WiFi模式后，以后将优先进入WiFi模式，若您的手机不在Wi-Fi环境下，
     可通过您的手机移动网络远程操作吸尘器（将消耗您的手机流量）。

方法1

方法2

选择Wi-Fi

保存

AP模式 → WiFi模式

修改方法如下：
方法①  填写您家里等当时所处环境下的无线网络的用户名以及密码
             （即：填入Wi-Fi SSID 与Wi-Fi 密码），再点击“   ”保存；
方法②  点击“选择WiFi”，自动搜索Wi-Fi，选择您所需的Wi-Fi后，
             输入密码，再点击“   ”保存。
           （点击 Wi-Fi 密码框右侧的“    ”可显示密码，再点，隐藏密码）



 2.1 收藏
滑动收藏按钮，收藏吸尘器，收藏后返回上一层时，会出现符号“   ”，表示收藏成功。
收藏后，每次启动本APP，会直接自动进入实时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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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您的吸尘器 

◇可浏览拍照后所有图片

可修改设备信息【详见1.4说明】
(如修改设备名称、密码等)
※初次使用APP操作吸尘器时，请务必
    更改初始密码，否则无法正常使用

◇可修改摄像头的对比度、亮度

◇可修改设备网络模式
    (AP 模式或Wi-Fi模式）

◇显示设备固件版本、网络模式、
    设备WI-FI  SSID等信息

◇介绍一些操作指引

 二、其他编辑



2.2  图片浏览
点击“图片浏览”右侧的“  ”，可浏览操作过程中按拍照键（第 12 页）所产生的图片。

● 关于图片浏览，安卓版手机与iOS版手机的界面略有不同

温馨提示

·仅显示在APP中拍的图片。
·删除图片时，请长按图片，会出现删除对话框。

安卓版

iOS版 ·不仅显示在本APP中拍的图片，还显示您手机照片中的其他图片
·删除图片时，需进入您的手机“照片”，才能删除

 2.3  修改设备参数
点击“修改设备参数”右侧的“    ”，滑动调整摄像头的对比度与亮度，
点击“    ”保存。

46

80

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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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关于设备
在设备已连接的情况下，点击“关于设备”右侧的“   ”，显示：固件版本、网络模式、
设备AP SSID 等设备信息

20141218

2.5  帮助文档
在设备已连接的情况下，点击“帮助文档”右侧的“  ”，进入“操作指引”界面。
介绍常用的连接、操作、服务协议等内容。详情请直接进入手机APP查看。

可查看当前设备连接
方式（AP / W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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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删除设备
需要删除已连接的设备时，点击左上角“     ”，左侧出现“    ”，再点击“    ”后，
变为“    ”， 点击“         ”即可删除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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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接成功，并修改初始密码（详见1.4说明）后，会由“正在连接”
   显示为“已连接”，点击图标，进入“实时视频”的操作界面。

000001

拍照键:按此键拍照
(图片浏览见第 8 页)

显示控制键：可切换
预览模式与控制模式

分辨率选择键:可选择
“QVGA（标清）”或
“HD（高清）”

视频窗：点击此区域，可
调节视频亮度与对比度

登录用户的人数，画面传输
帧数（速度）

 三、操作篇



点击“      ”键，由实时视频由“预览模式”转换为“控制操作”界面。

3.1  控制操作

:右转

返回键:返回上一层操作界面
镜头角度调节：按上下两个方向，手动调节摄像头视角
进度条：回充、自动清扫、故障时显示（见“控制按键的介绍”）
方向键：
（● 回充时结合操作方向键，可使吸尘器更快回到充电座）

:前进 :后退 :左转

故障代码 可能的原因或现象代码意义 处理方法

1.地面检测感应器被挡
2.机器被卡(如台阶处)

地面检测感应器
失效

1.清洁地面检测感应器
2.手动将吸尘器抬出

滚刷或胶刷被卡住
或被缠绕

无法自动充电

轮子被卡住或被缠绕

滚刷故障

清理左右轮上的缠绕物

清除滚刷、胶刷上的异物

电量不足 请手动充电

左右轮故障

01

02

03

04

3.2  故障代码

1.集尘盒故障

2.手机误操作

1.正确安装集尘盒

2.按“      ” 解除

1.集尘盒未装或未安装到位

2.关机充电时操作APP软件
05

控制按键的介绍

返回键

镜头
角度
调节

方向键进度条

按此键顺次转换休眠模式与待机模式

待机模式下，按此键进入自动回充模式，
进度条（右侧 2 条）跳动；
再按一次，停止回充进入待机模式

待机或运行模式下可设定自动清扫的速度，
初始默认为快速模式；
按此键轮流转换“快速”与“慢速”模式

待机状态下按此键，进入自动清扫模式，
进度条跳动；
再按一次，停止自动清扫进入待机模式

按此键显示故障代码。“00”表示正常；
出现故障时，此处显示相应故障代码(见下)，
且进度条红色闪烁

 (转换成休眠模式时，按“    、    或    、      ”、
  镜头角度调节、方向键等时，将无任何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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