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可以加入网络。控制器可以通过一些支持 NWI 功能的 Z-Wave

Z-Wave 智能中继器
REZ1103

关联(Association)

关联是被用来组织不同群组中的设备，允许设备用一个群组标识

用户手册

场景(Scene)

场景是由多个Z-Wave设备配置成的集合，包括特定的级别、设

转发设备来添加一些安装在较远距离的设备。

号来识别节点。
。此外，该群组也可以被复制到其他的设备当中。

置、模式或一个操作。通常由控制器、定时事件和特定条件促发
场景功能。

主要特点:
-

支持网络大范围添加(NWI)和搜索桢(Explore Frames)

-

能提供可靠及高性能的 Z-Wave 信号转发

-

低功耗

-

外形轻巧

产品简介:
引言:
感谢您使用 REZ1103 Z-Wave 无线控制产品。我们的 Z-Wave 产品功能允许用户远程控制照明、

A

状态指示灯

B

开/关/PROG 按钮

C

AC 插座

家电，在低成本的安装和维护情况下可简单方便进行家庭控制。您可以通过我们的产品设备做
开始入门的操作，逐步建立一个完整家庭自动化系统。
REZ1103 中继器是一款 Z-Wave 设备，并且完全兼容任何 Z-Wave 网络。它能夠绕过障碍物和
无线盲区, 重新发送 RF 信号以确保该信号順利送到被指定目的地。

B

词汇表
C
设备/灯/节点
(Device/Light/Node)
Z-Wave 网络
(Z-Wave Network)

设备，灯和节点都是来描述一个单独 Z-Wave 设备的术语。 在
组建您的 Z-Wave 网络时, 这些都是可以互换的。

A

在同一个系统下的 Z-Wave 设备的集合可以被主遥控控制 同時
被副控制器操作。
一个 Z-Wave 的网络有其独特的 ID 码，以便不在此网络系统的
控制器不能控制该系统

加入(Inclusion)

添加 Z-Wave 设备到网络

排除(Exclusion)

从网络中删除 Z-Wave 设备

网络大范围添加(NWI)

网络大范围添加(NWI) 给用户提供一个更便捷组建 Z-Wave 网
络的方法，使设备和控制器相距太远而在不能直接通讯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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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操作

无线信息
无线范围:
该器件有一个開放式的视距传输距离为25米，符合Z-Wave标准。实际性能可能有所不同取決于

Z-Wave 无线添加及删除

Z-Wave设备之間直接物体的數量，如墙壁和家具。在您的网络中每个Z-Wave设备将作为一个

用主控制器加入或排除当前 Z-Wave 家庭控制网络。

信号中继设备，互相联系并在死点的情况下找到备用路线并接收。

-

请参考您的主控制器说明书进行加入和排除的操作。

无线电频率的限制:

-

当您的主控制器发出匹配信号时，请在 1.5 秒内连续三次点击 PROG 键

1. 每一面墙壁或物体(例如：冰箱，书架，大屏幕电视，等) 能降低最大20米范围的20%到30%。

-

主控制器会指示是否成功。如果控制器指示失败，请重复上述步骤。

2. 石膏板和木墙壁阻挡较少的无线信号。混凝土，砖或磁砖墙将对信号强度有更多的影响。

-

3. 壁挂式的Z-Wave设备如果它们被安装在金属接线盒内，信号范围也会受到削弱，将减少达
20%到30%。

LED 指示灯状态
操作

LED 指示灯状态

维修

设备不在 Z-Wave 网络中

LED 在 2Hz 的频率下闪烁

学习 / NWI 模式:

如果它已经存在网络中 LED 缓慢闪烁 2 次然后保持之前的开启或

按 3 次 PROG 或

关闭状态

外部开关 S1

1.
2.
3.
4.

不要让您的装置受到强烈的阳光，湿度，高温度或机械冲击。
不要对您的装置使用腐蚀性或磨损性清洁剂。
用柔软的干布擦拭保持装置无尘。
不要拆卸您的装置; 它不包含任何用户可维护的部件。

如果它不存在网络中 LED 缓慢闪烁并等待网络大范围添加(NWI)，
4 分钟后它将自动退出 NWI 模式
LED 闪烁 2 次然后保持之前的开启或关闭状态

接收命令/
发送命令或数据
配置命令错误

LED 快速闪烁 6 次然后保持之前的开启或关闭状态

技术参数
恢复出厂默认设置
所有的配置参数，可以使用主控制器复位设备恢复到出厂默认设置(从网络中删除设备)。
步骤
1

2

REZ1103 的 LED 指示状态

设置按键

• LED 在开始的 5 秒中会切换

按住 PROG 按键不少于 10 秒

• LED 在 10 秒后会切换
松开 PROG 按键然后在两秒内按三次
PROG 按键

• LED 会保持先前的开启或关闭状态

型号.
RF 频率

REZ1103
868.42MHz

输入电压 / 频率

220Vac / 50Hz

RF 工作距离

25m (在开放区域的无线控制器和最近的 Z-Wave 的接收模块之间的
视距)

最大输出功率

0.5W/12mA

尺寸 (长 x 宽 x 高)

64 x 48 x 23mm

重量

50g

贮藏

-10 ~60oC

工作温度

0~45 C

o

相对湿度

5~95%

环境

限于室内使用

注意：由于产品不断改进，规格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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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请联系具电工资质的人员进行安装此产品
不要以任何方式修改此设备
火灾的危险
电击危险
烧伤危险
此产品没有获得给医学设备或任何生命保障仪器进行供电的资质
不要丢弃电子设备以及未分类的城市废弃物，请使用分类收集设备。关于收集系统信息, 请联
系您当地的政府
该模块中没有用户可维修的部件

保修
1 年有限保修期： 从分销商或经销商购买日起为期一年的时间里，如果设备在正常使用下产品
材料和工艺上存在缺陷，制造商保证本产品的服务维修免费。
制造商不承担任何责任:
l

造成的损失其中包括直接的、间接的、附带、特别、衍生性或惩罚性的损害赔偿，除其他
事项外，利润损失、储蓄、数据、利益损失、第三方索赔和任何财产损失或由该产品的使
用不当产生的人身伤害。

l

服务人员提供产品使用指导。

l

更换产品的运费。

本保修只限于本产品的维修或更换，如果无法证实购买日期，保修期将从本产品的生产日期算
起。在保修期内，所有保修声明必须是制造商指定的经销商或代理商。本保修赋予您特定的法
律权利，根据每个国家的不同您可能还拥有其他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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