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OLOCK APP] 安裝及成員設定

[IOLOCK] 透過掃瞄QR碼以進行註冊

[IOLOCK] 設定門鎖名稱及位置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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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Google Play 商店或蘋果App 商店中搜尋“IoLock” ，並安裝。
2. 在安裝完成App後，請註冊成為會員。
      (loLock並不支援平板，只支援啟用中的智慧型手機。)

A. 設定門鎖名稱
    
      你可以設定如My house, COMMAX…等文字做為門鎖的名稱。而後你可以在門鎖設定選單中修改名稱。

B. 儲存「門鎖」的位置資訊。 
    
    APP會自動辨識位置。如果你的位置並不正確，請按住螢幕上的位置圖標2秒並將圖標拖曳到正確位置。
     (請確定GPS為開啟狀態)

透過掃瞄QR 碼進行
註冊。

可跳過操作指引直接進
入下一步

掃瞄QR碼，或者直接輸入序號進行註冊。

IOLOCK
APP GUIDE
SMART DOOR LOCK

在註冊門鎖或者設定時，請在距離門鎖5公尺的距離內以啟動藍芽通訊。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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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AX IOLOCK

① 註冊並且新增門鎖。
② 查核目前已註冊的門鎖。
③ 門鎖狀態顯示及開啟/上鎖設定。 
④ 門鎖名稱 (可以在門鎖定中變更名稱)
⑤ 將門鎖加入書籤
     (當執行App時，設定為啟動畫面)
⑥ 進出記錄及使用者管理
⑦ 邀請用戶使用門鎖
⑧ 智慧開門設定
⑨ 門鎖設定
⑩ 設定用戶資訊
⑪ 回首頁按鈕
⑫ APP 功能設定

0
SMART DOOR LOCK APP GUIDE

查核目前己註冊的門鎖
你可以透過App瀏覽目前已註冊的門鎖。
如果註冊了數個門鎖，你可以在選擇要操作的門鎖後進行使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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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門鎖 移至主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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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並新增門鎖
你可以註冊(新增)一個門鎖到APP中。
可註冊之門鎖數量：未限定
在單一門鎖上可註冊的用戶數：未限定
(針對安全性量，只有單一用戶可以透過門鎖QR 碼進行掃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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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按鈕 可跳過操作指引進入
下一步

掃瞄QR 碼或輸入序號進行註冊。

只有單一用戶可以在首次註冊時透過掃瞄QR碼註冊門鎖。
當註冊完成後，其它的用戶無法再次針對門鎖進行註冊。
第一個進行註冊的登記人可以透過[邀請成員Invite Member]來登錄其它用戶。
在所有使用者刪除了門鎖註冊後，才能再次透過掃瞄QR碼註冊。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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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將門鎖標註(書籤)在啟動畫面
在執行App後，APP會顯示在啟動畫面中

存取進出紀錄及使用者管理
您可以查看使用者(用戶)的進出記錄。
管理者可以設定及管理(新稱/刪除/修改)其它用戶的權限。5

檢視進出紀錄 將使用者從右方拖曳到左方時，
允許您編輯/刪除用戶

門鎖狀態顯示及門鎖開啟/上鎖狀態
當你接近門鎖時，你可以透過App 圖示來查看門扇開啟狀態。要開啟門鎖，請輕觸圖示。4

在你靠近門鎖時，檢查門鎖狀態 門扇關閉圖示
輕觸圖示開啟門扇

圖示變更為開啟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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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門鎖用戶

智慧開鎖設定

操作模式

此功能可以設定用戶使用門鎖使的權限。
你可以透過用戶的電話號碼邀請成員。

什麼是智慧開鎖？
當使用者從戶外進入室內後，透過使用者手機的行動定位服務自動控制門鎖，來加使用的強便利性。

無
不使用[智慧開啟]功能

智慧(自動)開啟
本功能透過已註冊並與門鎖連線的手
機進行自動解鎖

觸碰開啟
當已註冊並與門鎖連線的手機接近門
鎖時，只需觸碰門鎖即可解鎖

APP安裝終端設備及使用環境
為了要能安裝及適當使用APP，使用者裝置必須要符合以下規格。
	

Android
 - OS 5.0 及以後的作業系統，功能可能受限
 - 必須使用藍芽 4.0 或以上模組r
 - 解析度必須高於1280x720
 - 2014年後在韓國販售的手機皆符合此規格需求

iOS
 - 使用iPhone 5以後及IOS 8.0之後的裝置

通則
 - 接收器可正常開啟及使用
 - 使用3G 或4G 網路，WIFI功能必須開啟才能使用手機的[智慧開啟]功能i。
 - 請將藍芽設定為持續開啟，以利設備順暢運作。
 - 打開智能手機的GPS，則可以更順利地使用。

[智慧開啟]功能可識別使用者返家模式，隨這使用時間的增加，具備自我學習功能來增加可靠性。它透過無線
溝通，並會依安裝環境而有不同的結果。並不保證100%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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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可以被區分為三種類別：管理者、使用者及訪客等三類。
管理者：變更、刪除或邀請成員，並可改變門鎖設定。
使用者：可使用門鎖的基本功能(開門，關門)
訪客：有限制的使用門鎖功能(限制使用期限)

自動開啟

觸碰開啟

距離, 開啟時間, 動作靈敏度

8

1. 距離設定: 距離半徑設定
 - 在離開所設定的距離(範圍)後，[智慧開啟]功能必須啟用。

2. 等待時間
 - 自動開啟：在設定開啟的時間過後，門鎖會自動鎖上
 - 觸碰開啟：開門功能暫時關閉，門無法開啟。在經過了預先設定的時間後，門鎖才可以被開啟。

3. 控制靈敏度：調整門鎖及手機間的BLE 控制靈敏度
 - 非常靈敏、靈敏、一般、不靈敏等四段設定
 - 靈敏度愈高，可操作的距離越遠，可於較遠的距離開門，較低的靈敏度，操作距離越短，需要較近的距離才可以開門。

距離設定 等待時間設定 控制靈敏度設定

若邀約訪客，你可以設定
訪客的使用時段

設定日期 設定時間 設定天數

1. 建議您將兩個或以上的成員註冊成為管理者權限，以防止手機遺失或遭竊時，
    還能透過其它管理者裝置來停止其管理權。
2. 如果你遺失了你的手機裝置，你可以透過網站來停用裝置) 
    (keywe.thekeywe.com → my keywe → Available after login)

警告!

門鎖無反應 距離計算 當用戶接近時自動開啟

Ex) 智慧開鎖，距離200公尺，5秒內開啟 5秒內門
鎖自動開啟

門扇開啟
Open

門扇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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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鎖設定

門鎖資訊

門鎖通知設定

當成員使用APP來開啟或關閉門鎖時，
使用者會被設定成為接收推播通知

刪除門鎖並且儲存設定

設定門鎖名稱
你可以透過門鎖設定的選單中變更門鎖名城，如ROY的家, COMMAX…等。

在門鎖中儲存位置資訊
當使用[智慧開啟]和[觸碰開啟]功能時，手機會自動辨識位置。
若位置不正確，請按住螢幕上的位置圖標

當使用者使用APP來開啟或關閉門鎖時，會傳送推播通知給其它成員。
當成員使用APP來開啟或關閉門鎖時，使用者會被設定成為接收推播通知。

當一次性密碼被使用後，此密碼會失效，並且會回到僅能使用現存密碼使用狀態。
* 一次性密碼到期失效
- 使用一次性密碼
- 變更門鎖密碼設定

刪除門鎖：刪除門鎖在智慧型手機上的登錄設定
當所有的成員退出註冊狀態後，QR碼或者是序號才可以被重啟登錄。
儲存：變更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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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定一次性密碼 設定門鎖密碼

2秒，並將圖標拖曳到正確位置(開啟GPS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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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按鈕

首頁按鈕

設定

在註冊後會顯示個人資訊
你可以登出並且退出服務。
在註冊之後，你可以變更登錄的密碼。
當您邀請其它會員或進入門鎖設定頁面時，會需要使用到密碼。

按下此按鈕時會回到主畫面。

可以為APP設定一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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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執行APP時你可以設定
自動登錄

在邀請成員火操作門鎖設
定選單時，你可以使用指紋

而不是密碼。
(需先在智慧型手機上完成

指紋登錄)

你可以設定啟用或停用
小工具

你可以設定小工具模式的
背景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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