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度Aqara全屋智能服务收费标准 V1.2

产品 类型 零售价
服务费              

（全屋智能）
备注

Aqara全屋智能产品

15%

Aqara网关M2 弱安装 399 服务费包含：点位规划、安装固定、场景调试

Aqara空调伴侣P3 弱安装 359 服务费包含：点位规划、安装固定、场景调试

Aqara智能摄像机G2H 弱安装 499
服务费包含：点位规划、安装固定、场景调试，安装包含胶粘安装与打膨胀螺丝安装，如需增加明装线槽与电源

线，额外收费30元/米，配套插座按照实际情况收费

Aqara智能USB插座H1（网关版） 强安装 399 服务费包含：拆旧设备装新设备、线路校验、洁净交付、场景调试

智能墙壁开关 H1 Pro（零火线单键版） 强安装 439 服务费包含：拆旧设备装新设备、线路校验、洁净交付、场景调试

智能墙壁开关 H1 Pro（零火线双键版） 强安装 469 服务费包含：拆旧设备装新设备、线路校验、洁净交付、场景调试

智能墙壁开关 H1 Pro（零火线三键版） 强安装 499 服务费包含：拆旧设备装新设备、线路校验、洁净交付、场景调试

智能墙壁开关 H1（单火线单键版） 强安装 479 服务费包含：拆旧设备装新设备、线路校验、洁净交付、场景调试

智能墙壁开关 H1（单火线双键版） 强安装 489 服务费包含：拆旧设备装新设备、线路校验、洁净交付、场景调试

智能墙壁开关 H1（单火线三键版） 强安装 499 服务费包含：拆旧设备装新设备、线路校验、洁净交付、场景调试

智能旋钮开关H1（零火线版） 强安装 399 服务费包含：拆旧设备装新设备、线路校验、洁净交付、场景调试

智能旋钮开关H1（无线版） 弱安装 249 服务费包含：拆旧设备装新设备、线路校验、洁净交付、场景调试

智能墙壁开关T1（单火线单键） 强安装 309 服务费包含：拆旧设备装新设备、线路校验、洁净交付、场景调试

智能墙壁开关T1（单火线双键） 强安装 329 服务费包含：拆旧设备装新设备、线路校验、洁净交付，场景调试

智能墙壁开关T1（单火线三键） 强安装 350 服务费包含：拆旧设备装新设备、线路校验、洁净交付，场景调试

智能墙壁开关T1（零火线单键） 强安装 259 服务费包含：拆旧设备装新设备、线路校验、洁净交付，场景调试

智能墙壁开关T1（零火线双键） 强安装 279 服务费包含：拆旧设备装新设备、线路校验、洁净交付，场景调试

智能墙壁开关T1（零火线三键） 强安装 299 服务费包含：拆旧设备装新设备、线路校验、洁净交付，场景调试

智能场景面板开关S1 强安装 879 服务费包含：拆旧设备装新设备、线路校验、洁净交付，场景调试

集悦智慧面板S1 强安装 999 服务费包含：拆旧设备装新设备、线路校验、洁净交付，场景调试

Aqara 智能墙壁插座 H1（USB版） 强安装 349 服务费包含：拆旧设备装新设备、线路校验、洁净交付，场景调试

智能墙壁插座  T1 强安装 249 服务费包含：拆旧设备装新设备、线路校验、洁净交付，场景调试

单路控制模块T1（单火） 强安装 199 服务费包含：点位规划、安装固定、场景调试，安装包含模块吊顶安装、局部定制化改造接线

单路控制模块T1（零火） 强安装 169 服务费包含：点位规划、安装固定、场景调试，安装包含模块吊顶安装、局部定制化改造接线

智能恒流驱动器T1 强安装 199 服务费包含：点位规划、安装固定、场景调试

智能调光模块T1 强安装 199 服务费包含：点位规划、安装固定、场景调试

智能灯带驱动模块T1 强安装 199 服务费包含：点位规划、安装固定、场景调试

智能调光模块T1（0-10V） 强安装 349 服务费包含：点位规划、安装固定、场景调试

Aqara双色温驱动器 强安装 299 服务费包含：点位规划、安装固定、场景调试

无线开关H1（贴墙式单键版） 弱安装 219 服务费包含：点位规划、无损安装、洁净交付、场景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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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开关H1（贴墙式双键版） 弱安装 239

15%

服务费包含：点位规划、无损安装、洁净交付、场景调试

无线开关T1（贴墙式单键版） 弱安装 139 服务费包含：点位规划、无损安装、洁净交付、场景调试

无线开关T1（贴墙式双键版） 弱安装 149

15%

服务费包含：点位规划、无损安装、洁净交付、场景调试

动静贴T1 弱安装 79 服务费包含：点位规划、安装固定、场景调试

温湿度传感器T1 弱安装 149 服务费包含：点位规划、安装固定、场景调试

无线开关T1 弱安装 119 服务费包含：点位规划、安装固定、场景调试

水浸传感器T1 弱安装 159 服务费包含：点位规划、安装固定、场景调试

门窗传感器T1 弱安装 129 服务费包含：点位规划、安装固定、场景调试

人体传感器T1 弱安装 199 服务费包含：点位规划、安装固定、场景调试

魔方控制器T1 弱安装 149 服务费包含：点位规划、安装固定、场景调试

魔方控制器T1 Pro 弱安装 179 服务费包含：点位规划、安装固定、场景调试

Aqara光照传感器T1 弱安装 159 服务费包含：点位规划、安装固定、场景调试

Aqara TVOC 空气健康伴侣 弱安装 249 服务费包含：点位规划、安装固定、场景调试

Aqara 高精度人体传感器 弱安装 299 服务费包含：点位规划、安装固定、场景调试

Aqara双路控制器 强安装 153 服务费包含：点位规划、安装固定、场景调试，安装包含模块吊顶安装、局部定制化改造接线

VRF中央空调控制器 强安装 2749
服务费包含：点位规划、安装固定、场景调试，安装包含模块吊顶安装、局部定制化改造接线；不含中央空调内外

机的安装，不含空调外机接线，不包含线材，配套插座按照实际情况收费

RGBW灯带 12V 强安装 399 服务费包含：点位规划、安装固定、场景调试

RGBW灯带 24V 强安装 399 服务费包含：点位规划、安装固定、场景调试

智能窗帘电机 C2 重安装 659
单独购买情况下，如需安装，则需要支付额外安装费300元/套；需搭配定制导轨使用，全屋智能服务费包含：轨道长

度测量、电机与轨道安装固定、方案设计、场景调试

智能管状电机  T1C 重安装 999
单独购买情况下，如需安装，则需要支付额外安装费300元/套；需搭配定制导轨使用，全屋智能服务费包含：轨道长

度测量、电机与轨道安装固定、方案设计、场景调试

标准导轨 重安装 100/米
标准定制导轨不单独销售，需搭配窗帘电机一起下单；不足半米按照半米计算，L型轨道需额外支付200元费用（含
折弯工艺费50元+打包物流费150元），一条轨道配一台电机；需预留插座或电源线（B1可不预留）；定制轨道仅随

窗帘电机一起售卖且不支持退货，定制周期15个工作日

Aqara智能晾衣机lite 重安装 1209 - 单独购买，产品包安装；全屋智能服务费包含：现场勘测、方案设计、安装固定、场景调试、智能联动

Aqara智能晾衣机 重安装 1799 - 单独购买，产品包安装；全屋智能服务费包含：现场勘测、方案设计、安装固定、场景调试

Aqara智能门锁P100（标准版） 重安装 2499 - Aqara智能门锁单独购买，零售价包安装费，若更换配件需额外收费

Aqara智能门锁P100（霸王版） 重安装 2699 - Aqara智能门锁单独购买，零售价包安装费，若更换配件需额外收费

Aqara智能门锁N200（标准版） 重安装 1999 - Aqara智能门锁单独购买，零售价包安装费，若更换配件需额外收费

Aqara智能门锁N200（霸王版） 重安装 2199 - Aqara智能门锁单独购买，零售价包安装费，若更换配件需额外收费

Aqara全自动智能猫眼锁 H100 重安装 2999 - Aqara智能门锁单独购买，零售价包安装费，若更换配件需额外收费

说明

1、Aqara全系列产品服务费收费标准为15%（产品一年质保，含服务）；

2、Aqara绿米总部仅授权Aqara绿米服务商（具体名单参见Aqara官网）提供全屋智能服务，服务费用包含：上门勘测、需求定制、方案设计、产品安装、场景调试、售后维保，绿米全屋智能服务最低起订量为Aqara产品硬件零售总价3000元（不

含Aqara产品以外任何第三方产品），仅单独购买窗帘电机需收取安装费；
3、服务流程包含六项：

1）用户需求确认与初步方案沟通；

2）用户支付定金，预约工勘测量（如需退还定金，需扣除工勘测量费499元）；

3）详细方案确认，用户签署《Aqara全屋智能服务合同》并支付全款；

4）用户协助水电交底，保证点位和线路正确；
5）预约上门安装调试与用户验收（用户需签署《服务验收函》）；

6) 自验收函签收之日起，Aqara绿米总部提供Aqara产品标准一年质保含服务（Aqara门锁除外）；                                                

4、Aqara绿米总部仅授权Aqara绿米服务商（具体名单参见Aqara官网）可为所有Aqara产品提供质保（一年，含服务），延保服务暂未开放，Aqara服务商无权收取额外延保费用，如有疑问请咨询Aqara绿米售后客服；

5、自验收函签收之日起，对于非产品质量问题（WiFi故障、小区断电、人为删除和重置场景等）提供一个月内一次的上门服务，超过一个月的非产品质量问题，每次单独收取499元的上门服务费，产品增补、方案以外场景定制等需额外收取相应

费用（以本收费标准为准） ；   

                                                                                                                      

6、非Aqara品牌的第三方产品质量问题，Aqara绿米总部不承担任何质保和售后责任，由Aqara绿米服务商自行提供第三方产品与Aqara产品的方案整合、产品调试与场景配置并协助处理第三方产品质量售后问题;    

                                                                                                                                         
7、本服务收费标准仅限于中国大陆，于2021年2月1日起执行，不遵守本最新服务收费标准或者将本标准以外的第三方产品纳入Aqara绿米全屋智能方案里，未经书面报备绿米总部审批，视为乱价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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