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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初步设置和测试 

1.1 下载掌控宝软件 

1.1.1  手机端 

安卓版地址：http://www.gu-wen.com/Download/323.html 

 

IOS 版地址：http://www.gu-wen.com/Download/561.html 

 

1.1.2  电脑端 

Windows 版地址：http://www.gu-wen.com/Download/324.html 

Mac  OS 版地址：http://www.gu-wen.com/Download/328.html 

 

 

http://www.gu-wen.com/Download/323.html
http://www.gu-wen.com/Download/561.html
http://www.gu-wen.com/Download/324.html
http://www.gu-wen.com/Download/3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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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初步设置（以安卓手机为例） 

1.2.1  APP 安装 

打开安卓后缀为.apk文件，安装文件，并打开掌控宝软件。 

 

1.2.2  注册用户 

注册用户，并登陆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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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测试 

1.3.1  WIFI 控制 

1、USR-IO83默认出厂设置为 AP模式，使用电脑无线网卡或者手机搜索 WIFI，可

以找到 WIFI名字为 USR-IO83 的无线设备，选择连接到此 WIFI。 

    2、此时 USR-IO83设备的 link灯亮起，代表连接成功。 

1.3.2  手机 APP 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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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品功能和应用范围介绍 

2.1 产品简介 

USR-WIFIIO-83无线网络继电器是我公司推出的面向工业级用户的产品，是掌

控宝系列控制终端产品的 WIFI 分支。掌控宝系列控制终端产品是本公司研发的用

于智能家居、物联网等领域的终端设备。本公司提供 windows/IOS/Android等平台

的 控 制 软 件 和 后 台 服 务 器 ( 中 文 名 称 ： 掌 控 宝 ， 网 址 ：

http://www.zhangkongbao.com)，为用户提供联网控制设备的解决方案，是实现“联

网即可控，一切尽在掌握”、“快速部署，即买即用”的理想选择。 

本产品适用范围广泛。既适合用于构建智能生活家居，使生活更省心，更惬意；

也可用于工业、农业生产现场，实现生产控制的智能化，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

效率，为用户带来更有效的成本控制，更强劲的盈利能力！ 

利用本公司提供的掌控宝软件（windows、android、IOS、MAC 等各种平台均

可提供）或 HTML5 技术，用户可以方便地远程控制各种设备，尤其是可以使用手机

移动控制各种设备。使用本产品用户可以在原有的设备不做改动和升级换代的情况

下进行无线远程操控，充分利用您原有的产品，大大节约成本。 

2.2 硬件参数 

机械尺寸 104.5×83×28.7mm(L×W×H)  

(不包括天线、外接端子、两侧固定孔) 

输入电压 DC 12V 

输出端口 8 路 

输入端口 3 路 

网络接口 RJ45，网线连接接口 

ATT 外接天线 

功耗 待机：3W   

最大：6W 

输入端口 

工作方式 

无源开关输入 

输出端口

允许最大

电压电流 

AC 250V/10A 

工作温度 -25~75°C 

保存温度 -40~85°C 

保存湿度 5%~95%RH 

 

2.3 功能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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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CP传输协议，可局域、远程网络控制开关 

 8路常开/常闭继电器输出 

 3路可配置输入，开关量采集上报状态 

 RJ45接口，支持网线直连 

 支持设备密码验证，实现设备安全控制 

 每路继电器 4路定时开关功能 

 输入光耦隔离，隔绝外部干扰 

 输出锁存，防止继电器受到干扰跳动 

 控制软件支持 Windows、IOS、android、网页五大平台，用户可自由选择 

 恢复出厂设置功能，回归到最初状态 

2.4 硬件特点 

 

电源输出端口 Output：两个 COM 为公共端,即电源信号流通路径进出端；1~8 号

为电源信号 8 路并联分支输出端，上电默认 8 路输出为断开状态。 

输入端口 Input：无源开关量信号采集，用于检测 3 路无源开关（如按键开关）

的通或断。连接时开关一端接 Input 端 GND，另一端接 1~3 号输入端口之一。配线原理

图如下图所示。 

本产品带有 8 路输出，可以连接到 8 个不同设备的供电线上，供电电源火线（或

正极）通过 2 个 COM 端引进引出，设备的零线或地连接到供电电源零线（或地）。用户

可以远程控制 USR-WIFIIO-83 内部八个继电器的断开与闭合，来控制这 8 个设备的通电

与断电。3 路无源开关量信号采集可以检测到按键开关的断开与闭合，用户可以自定义



  www.zhangkongbao.com 

 9 / 23 
远程控制解决方案  www.zhangkongbao.com 

这些按键所代表的含义。 

2.5 按键功能 

 

如果在使用过程中设置参数不当，可以硬件恢复出厂设置，找到 Reload 标识下

方的复位孔，如下图所示，使用镊子或者其他工具轻触复位按键 3秒钟以上后松开，即

可恢复出厂设置。在松开复位按键后约 5~10 秒钟，绿色指示灯全部熄灭，此时恢复出

厂设置，此后约 5 秒钟绿色 Ready指示灯亮，无线网络继电器又重新开始工作。 

2.6 应用领域 

继电器是一种用途广泛的产品，在通讯设备、自动装置、家用电器、汽车电子装

置等凡是需要电路转换功能的地方，都可以选用继电器。广泛应用于家电产品，如空调

器、彩电、冰箱、洗衣机等；也应用于工业自动化控制和仪表。 

 

 

 

 

 

 

 

 

 

 

 

3 通过掌控宝软件控制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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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手机控制 

3.1.1  手机局域网控制  

手机连接 USR-WIFIIO-83无线 wifi信号，将设备加入到局域网下。 

  

  

3.1.2  手机远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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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激活局域网在线设备，更换其他网络（移动、联通或其他局域网络）。 

  

3.2 电脑控制 

3.2.1  电脑局域网控制  

          手机与 IO88 连接的无线路由器在一个局域网内，登陆账号，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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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电脑远程控制 

局域网联网在线设备，激活----同步到云服务器----异地网络同步到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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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用功能 

4.1 输入模式 

 

设备有有 3路输入端口，名称分别为“1”“2”“3”，均显示断开状态，您可以短

接设备上 Input端某个输入号端子到 GND端子，来观察输入显示的变化。软件界

面上会有状态指示，如下表所示 

输入 状态 输出 状态 

 

开启状态 

 

断开状态 

 

关闭状态 

 

闭合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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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定时功能 

本产品每路继电器最多可添加 4条定时功能，支持单次定时、循环定时、自定义

定时等多种定时模式。点击定时图标，可添加定时任务。 

              

 

4.3 锁定继电器 

锁定继电器状态，防止误碰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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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全开全关功能 

 

4.5 继电器启动状态 

设置继电器开关状态，并设为启动状态，USR-WIFIIO-83 重新上电会以设置的继

电器状态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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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修改设备 IP 

4.6.1 手机或电脑直连设备 

设备还没加入路由器，没在局域网内，电脑端可以用 rj45 口与电脑连接，手机

直接连接 IO83 的 wifi 信号，浏览器输入 10.10.100.254 ，加入路由器 sta 模式下修改设

备 IP,电脑端设置完成后可以通过 wan 口与路由器连接，也可以通过 wifi 模式加入到路由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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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设备在局域网络内 

电脑局域网内通过掌控宝 PC 端，搜索设备，进入网页，STA 节点设置，修改 IP， 

保存，模块管理，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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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更改名称和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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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常见应用案例 

5.1 控制家用电灯 

5.1.1  硬件连接方式 

 

5.1.2  远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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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免责声明 

本文档提供有关 GW-IO88产品的信息，本文档未授予任何知识产权的许可，并未以

明示或暗示，或以禁止发言或其它方式授予任何知识产权许可。除在其产品的销售条款

和条件声明的责任之外, 我公司概不承担任何其它责任。并且，我公司对本产品的销售

和/或使用不作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担保，包括对产品的特定用途适用性，适销性或对任

何专利权，版权或其它知识产权的侵权责任等均不作担保。本公司可能随时对产品规格

及产品描述做出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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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更新历史 

日期 更新内容 版本 

2016-09-20 调整文档结构 Ver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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