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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功能概述 

随着人工智能和语音识别技术的迅速发展，人机交互方式已经从传统

的手动操作控制，逐渐转变为语音命令控制。同样在智能家居领域中，越

来越多的用户也开始使用语音对家中的设备进行控制，使现有的智能家居

向真正的“智能”又迈出了一步。 

作为中国KNX行业的领先的设备制造商，正爵将语音控制技术应用在

KTS系列产品之中，针对多种应用场合提供不同的解决方案。目前已与市场

主流的智能音箱/语音机器人进行了对接：讯飞魔飞智能麦克风、百度小度

人工智能音箱、天猫精灵智能音箱、小米AI音箱、若琪智能音箱等。基于

KTS系列产品强大的集成功能特性，通过对接集成后，用户不仅可以使用语

音控制KNX系统，还可以控制接入KTS主机网关的其它系统/设备。 

用户也可以直接通过正爵APP的Mobile客户端使用语音进行控制。 

开关 调光 亮度 开启 关闭 停止 开关 模式 风速 温度 开关 风量 开关 温度 原生* 自定义**
讯飞魔飞 √ √ √ √ √ √ √ √ √ √ √ √ √ √ √ √ √ ×
百度小度 √ √ √ √ √ √ √ √ √ √ √ √ × × √ √ √ ×
天猫精灵 √ √ √ √ √ √ √ √ √ √ √ √ √ √ × √ √ √

小米AI音箱 √ √ √ √ √ √ √ √ √ √ √ √ × × × × √ ×
若琪 √ √ √ √ √ √ √ √ √ √ √ √ √ √ √ √ √ ×

正爵APP √ √ √ √ √ √ √ √ √ √ × × √ √ √ × √ ×

正爵AI云服务--语音控制方案

注：*原生场景指正爵主机网关内App View中所添加的场景功能能对象；
  **自定义场景指智能音箱APP中组合场景功能。

灯光 窗帘 空调

更多品牌陆续添加中，敬请期待！

 功能
品牌

新风 地暖 场景
状态查询区域权限

2、语音控制集成步骤 

用户若想使用语音控制智能系统，需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即可： 

（1）进行云端配置，用户可以通过正爵 APP 进行远程控制（详见“3、

正爵主机网关云端配置”）； 

（2）将智能音箱/语音机器人联网（详见各品牌智能音箱对接说明）； 

（3）将正爵云端账号与智能音箱 APP 进行绑定（详见各品牌智能音

箱对接说明）； 

（4）与智能音箱/语音机器人对话，使用语音控制智能家居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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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正爵主机网关云端配置 

因为采用“云端-云端”的解决方案，所以需要用户将正爵主机网关接入

互联网，并开启远程服务。 

（1）用户使用局域网登陆本地主机设备，默认地址 192.168.1.232，用户

名：admin，密码：123。点击“基本设置”→“网络信息”，进行网络设置，

确保设备可以连接互联网，设置好后点击“提交”按钮。然后点击“设备信

息”，勾选“远程启用”选项，提交后重启主机设备以完成开启远程步骤。 

（2）用户登陆 www.kanonbus.com 进行远程登陆注册，点击 Register

进入注册页面，填写相关信息后，即可完成注册。其中，用户账号仅支持

中文、英文、数字、下划线等组合且不能为纯数字，长度必须大于 4 个字

符，且不能使用 admin、test 等名称，密码长度必须大于 4 个字符�。设

备编码为主机设备内“基本设置”→“设备信息”中以 BC 为开头的红色字符。 

http://www.kanonbu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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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用户登陆 www.kanonbus.com 进行云端访问，登陆成功后，可以选

择设备数据文件，手动上传至云端服务器，或者点击”自动”将主机设备内

的数据同步至云端。完成后即可在云端编辑或者使用主机设备内的数据。 

http://www.kanonbu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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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讯飞魔飞智能麦克风对接说明 

讯飞魔飞智能麦克风是一款集成降噪、识别、语义等功能的双环八麦

克风阵列成品级解决方案，适应多种环境，可以安装在桌面、墙面、天花

板等不同位置，拾取半径5米的三维球型空间内的有效声源，识别率可达到

95%。讯飞魔飞智能麦克风与正爵KTS系列产品采用“云端-云端”的方式进行

对接。 

4.1、安装说明 

将讯飞魔飞放置于与互联网联通的无线局域网环境之中，连接电源适

配器通电即可。用户扫描下面的二维码，下载讯飞“魔飞 AI 家”App，并且

按照提示进行注册。 

4.2、设置概述 

注册成功后，登陆“魔飞 AI 家”App 账号，点击“添加新设备”，选择“讯

飞魔飞”，连接无线网络后，按照 App 提示对魔飞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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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魔飞成功后，选择魔飞所在的区域，确定后即完成添加。重复此

步骤可以在不同区域添加更多魔飞设备，配合正爵主机网关，实现不同区

域的权限控制，详见“4.4 区域权限控制“。 

4.3、绑定账户 

用户将讯飞魔飞与正爵主机网关的用户账号绑定，可以使用语音控制

正爵主机网关所连接的智能系统设备。点击“智能家居”，然后添加智能系统，

在列表中选择“正爵KanonBUS“来绑定账户，输入正爵APP用户名和密码登

陆即可，绑定成功后，”正爵KanonBUS”显示”已绑定“，即可对讯飞魔飞使

用”魔飞魔飞“唤醒词进行智能系统的语音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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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区域权限控制 

用户在多个区域使用讯飞魔飞时绑定不同的正爵设备账号，可以实现

区域权限控制的功能，即本区域的魔飞只控制本区域内的设备。 

不同的“设备用户“账号可以填写不同的”允许区域 ID“来实现权限控制

的功能，ID 数值可通过 App View 模组的房间页码显示来获得，同时该

页码下不能包含任何“子项/楼层”。 

4.5、语音控制 

用户对魔飞使用唤醒词“魔飞魔飞”即可开启语音控制功能，例如“打

开客厅射灯”、“将卧室灯带调至20%”、“关闭书房纱帘”、“将卧室空调设

置23度”等，设备名称要与正爵主机网关内App view内的“对象名称”保持

一致，魔飞在接收语音控制命令之后，会告知用户命令是否执行成功。 

4.6、其它 

用户在正爵主机网关内添加新的控制设备或者对象后，需要先在魔

飞AI家APP对“正爵KanonBUS”进行解绑，再重新进行账号绑定，方可控

制新增加的控制设备或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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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百度小度人工智能音箱对接说明 

百度小度人工智能音箱内置DuerOS对话式人工智能系统，可让用户以

自然语言对话的交互方式，实现影音娱乐、信息查询、生活服务、出行路

况等800多项功能的操作。同时，借助百度AI能力，小度可以不断学习进化，

了解用户的喜好和习惯，变得越来越“聪明”。百度小度人工智能音箱与正爵

KTS系列产品采用“云端-云端”的方式进行对接。 

5.1、安装说明 

将小度人工智能音箱放置于与互联网联通的无线局域网环境之中，连

接电源适配器通电即可。用户扫描下面的二维码，下载百度“小度音箱”

App，并且按照提示进行注册。 

5.2、设置概述 

注册成功后，登陆 “小度音箱”App 账号，点击左上角“添加你的小度

设备”，选择小度音箱和无线网络后即可进行小度音箱的连接，听到提示

音后，绑定完毕。重复此步骤可以在不同区域添加更多小度音箱，配合

正爵主机网关，实现不同区域的权限控制，详见“5.5 区域权限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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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绑定账户 

用户将百度小度与正爵主机网关的用户账号绑定，可以使用语音控制

正爵主机网关所连接的智能系统设备。点击“智能家居”，然后选择“添加设

备”，在列表中选择“正爵KanonBUS“来绑定账户，输入正爵APP用户名和密

码登陆即可。 

5.4、小度音箱 APP 控制 

绑定成功后，可以点击“我的设备“，通过小度音箱 APP 可以查看正爵

主机网关所包含的设备，并且可以进行简单的控制。同时也可以对小度音

箱使用“小度小度“唤醒词进行智能系统的语音控制。点击“我的设备”旁边

的“+”，可以对小度音箱所绑定的正爵 APP 账号进行解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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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区域权限控制 

用户在多个区域使用小度人工智能音箱时绑定不同的正爵设备账号，

可以实现区域权限控制的功能，即本区域的小度音箱只控制本区域内的设

备。 

不同的“设备用户“账号可以填写不同的”允许区域 ID“来实现权限控制

的功能，ID 数值可通过 App View 模组的房间页码显示来获得，同时该

页码下不能包含任何“子项/楼层”。 

5.6、语音控制 

用户对小度人工智能音箱使用唤醒词“小度小度”即可开启语音控制

功能，例如“打开客厅射灯”、“将卧室灯带调至20%”、“关闭书房纱帘”、

“将卧室空调设置23度”等，设备名称要与正爵主机网关内App view内的

“对象名称”保持一致，小度人工智能音箱在接收语音控制命令之后，会

告知用户命令是否执行成功。 

5.7、其它 

用户在正爵主机网关内添加新的控制设备或者对象后，需要先在小

度音箱APP对“正爵KanonBUS”进行解绑，再重新进行账号绑定，方可控

制新增加的控制设备或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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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天猫精灵智能音箱对接说明 

天猫精灵内置AliGenie操作系统，AliGenie生活在云端，它能够听懂中

文普通话语音指令，目前可实现智能家居控制、语音购物、手机充值、叫

外卖、音频音乐播放等功能，带来人机交互新体验 。同时，依靠阿里云的

机器学习技术和计算能力，AliGenie能够不断进化成长，了解使用者的喜好

和习惯，成为人类智能助手。天猫精灵与正爵KTS系列产品采用“云端-云端”

的方式进行对接。 

6.1、安装说明 

将天猫精灵智能音箱放置于与互联网联通的无线局域网环境之中，连

接电源适配器通电即可。用户扫描下面的二维码，下载 “天猫精灵”App，

并且按照提示进行注册。 

6.2、设置概述 

注册成功后，登陆 “天猫精灵”App 账号，点击 “添加设备”，按照操

作提示即可进行天猫精灵的连接，听到提示音后，绑定完毕。重复此步骤

可以在不同区域添加更多天猫精灵，配合正爵主机网关，实现不同区域的

权限控制，详见“6.4 区域权限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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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绑定账户 

用户将天猫精灵与正爵主机网关的用户账号绑定，可以使用语音控制

正爵主机网关所连接的智能系统设备。点击“我的”，然后选择“添加智能设

备”，在设备列表中选择“KanonBUS 正爵“来绑定账户，输入正爵 APP 用

户名和密码登陆即可。绑定成功后，可以点击“查看全部”来显示所有在正

爵主机网关内的控制对象，并可以进行解除绑定的操作。 

6.4、区域权限控制 

用户在多个区域使用天猫精灵时绑定不同的正爵设备账号，可以实现

区域权限控制的功能，即本区域的天猫精灵只控制本区域内的设备。 

不同的“设备用户“账号可以填写不同的”允许区域 ID“来实现权限控制

的功能，ID 数值可通过 App View 模组的房间页码显示来获得，同时该

页码下不能包含任何“子项/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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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语音控制 

用户对天猫精灵使用唤醒词“天猫精灵”即可开启语音控制功能，例

如“打开客厅射灯”、“将卧室灯带调至20%”、“关闭书房纱帘”、“将卧室空

调设置23度”等，设备名称要与正爵主机网关内App view内的“对象名称”

保持一致，天猫精灵在接收语音控制命令之后，会告知用户命令是否执

行成功。 

6.6、其它 

用户在正爵主机网关内添加新的控制设备或者对象后，需要先在天

猫精灵APP对“正爵KanonBUS”进行解绑，再重新进行账号绑定，方可控

制新增加的控制设备或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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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小米 AI 音箱对接说明 

小米AI音箱是小米公司发布的一款智能音箱，是由小米电视、小米大

脑、小米探索实验室联合开发。通过小米AI音箱，可以使用控制家中的灯

光、电视、空调等设备，为用户打造舒适、便捷的智能家居生活。小米AI

音箱与正爵KTS系列产品采用“云端-云端”的方式进行对接。 

7.1、安装说明 

将小米 AI 音箱放置于与互联网联通的无线局域网环境之中，连接电

源适配器通电即可。用户扫描下面的二维码，下载 “小爱音箱”App，并

且按照提示进行注册。 

7.2、设置概述 

注册成功后，登陆 “小爱音箱”App 账号，点击 “添加新音箱”，按照

操作提示即可进行小米 AI 音箱的连接，听到提示音后，绑定完毕。重复

此步骤可以在不同区域添加更多小米 AI 音箱，配合正爵主机网关，实现

不同区域的权限控制，详见“7.4 区域权限控制“。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0%8F%E7%B1%B3/1566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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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绑定账户 

用户将小米AI音箱与正爵主机网关的用户账号绑定，可以使用语音控制

正爵主机网关所连接的智能系统设备。点击“智能家居”→“管理设置”→“第三

方平台设备”，然后选择“点击添加”，在设备列表中选择“正爵KanonBUS “来

绑定账户，输入正爵APP用户名和密码登陆即可。 

绑定成功后，可以在“正爵 KanonBUS”下面查看到正爵主机网关内的

控制对象，并可以进行解除绑定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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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区域权限控制 

用户在多个区域使用小米 AI 音箱时绑定不同的正爵设备账号，可以

实现区域权限控制的功能，即本区域的小米 AI 音箱只控制本区域内的设

备。 

不同的“设备用户“账号可以填写不同的”允许区域 ID“来实现权限控制

的功能，ID 数值可通过 App View 模组的房间页码显示来获得，同时该

页码下不能包含任何“子项/楼层”。 

7.5、语音控制 

用户对小米AI音箱使用唤醒词“小爱同学”即可开启语音控制功能，例

如“打开客厅射灯”、“将卧室灯带调至20%”、“关闭书房纱帘”、“将卧室空

调设置23度”等，设备名称要与正爵主机网关内App view内的“对象名称”

保持一致，小米AI音箱在接收语音控制命令之后，会告知用户命令是否

执行成功。 

7.6、其它 

用户在正爵主机网关内添加新的控制设备或者对象后，需要先在小

爱音箱APP对“正爵KanonBUS”进行解绑，再重新进行账号绑定，方可控

制新增加的控制设备或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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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若琪智能音箱对接说明 

若琪是一家专注人机交互技术研究和人工智能软硬件产品开发的科

技创新型企业，产品涵盖智能家庭机器人、智能音箱、增强现实（AR）

眼镜，以及人工智能应用与服务。若琪追求极致的品质和用户体验，让人

工智能产品和新的人机交互方式走进每个人的生活当中。若琪智能音箱与

正爵 KTS 系列产品采用“云端-云端”的方式进行对接。 

8.1、安装说明 

将若琪智能音箱放置于与互联网联通的无线局域网环境之中，连接电

源适配器通电即可。用户扫描下面的二维码，下载 “若琪”App，并且按

照提示进行注册。 

8.2、设置概述 

注册成功后，登陆 “若琪”App 账号，选择需要添加的若琪产品，按

照操作提示即可进行若琪智能音箱的连接，听到提示音后，绑定完毕。重

复此步骤可以在不同区域添加更多若琪智能音箱，配合正爵主机网关，

实现不同区域的权限控制，详见“8.4 区域权限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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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绑定账户 

用户将若琪智能音箱与正爵主机网关的用户账号绑定，可以使用语音

控制正爵主机网关所连接的智能系统设备。点击“我的”,选择“家居品牌”，

在设备列表中选择“正爵 KanonBUS “来绑定账户，输入正爵 APP 用户名

和密码登陆即可。绑定成功后，可以在“家庭”中查看到正爵主机网关内的

控制对象，并可以进行解除绑定的操作。 

8.4、区域权限控制 

用户在多个区域使用若琪智能音箱时绑定不同的正爵设备账号，可以

实现区域权限控制的功能，即本区域的若琪智能音箱只控制本区域内的设

备。 

不同的“设备用户“账号可以填写不同的”允许区域 ID“来实现权限控制

的功能，ID 数值可通过 App View 模组的房间页码显示来获得，同时该

页码下不能包含任何“子项/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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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语音控制 

用户对若琪智能音箱使用唤醒词“若琪”即可开启语音控制功能，例

如“打开客厅射灯”、“将卧室灯带调至20%”、“关闭书房纱帘”、“将卧室空

调设置23度”等，设备名称要与正爵主机网关内App view内的“对象名称”

保持一致，若琪在接收语音控制命令之后，会告知用户命令是否执行成

功。 

8.6、其它 

用户在正爵主机网关内添加新的控制设备或者对象后，需要先在小

爱音箱APP对“正爵KanonBUS”进行解绑，再重新进行账号绑定，方可控

制新增加的控制设备或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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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正爵 APP 语音控制说明 

用户可以使用正爵手机 APP 云端客户端进行语音控制，无需其它智

能音箱/语音机器人， 

9.1、安装说明 

用户可根据手机操作系统，使用手机浏览器扫描下面相应的二维码，

下载 “KTS V iew”App。 

iOS 用户  安卓用户 

9.2、登陆用户账号 

安装成功后，进入 APP，选择“云端访问”，登陆管理员账号或者用户

账号，若实现不同区域的权限控制，详见“9.4 区域权限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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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语音控制 

登陆账号后，点击屏幕右上角的“麦克风”按钮，进入语音控制界面，

用户按住底部中央的“麦克风”与手机对话即可，如“打开影音室空调”、“将

影音室空调设为 22 度”等，执行成功则返回值为“已为您……”，若返回值

与说话内容相同，则表示 APP 内没有受控设备或者未成功执行命令，需

再次对话。 

9.4、区域权限控制 

用户登陆不同的正爵设备账号，可以实现区域权限控制的功能，即登

陆的账号只控制本区域内的设备。 

不同的“设备用户“账号可以填写不同的”允许区域 ID“来实现权限控制

的功能，ID 数值可通过 App View 模组的房间页码显示来获得，同时该

页码下不能包含任何“子项/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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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其它 

用户在正爵主机网关内添加新的控制设备或者对象后，需要在手机

端退出正爵APP，再重新进入APP即可使用语音控制新增加的控制设备

或对象。 

上海正爵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罗宁路1288弄联东U谷12B-501室 

http://www.kanontec.com 

  E: support@kanontec.com 

T: 4008-216-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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