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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客户端下载与安装 

1.1 运行环境要求 

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windows7 及以上 

1.2 下载安装 

下载安装操作步骤如下： 

1 、访问网址：weline.io 

点击下载，如图： 

 

2、选择 windows，点击下载，如图： 

 

3、下载完成后，双击安装包，一路点击‘下一步’即可 

 

第二章 操作说明 

2.1 登录 

第一步：点击客户端，进入登录页，可以进行扫码登录或者账号密码登录如图：2.1-1

和图：2.1-2 

扫码登录：打开已登录的手机客户端扫一扫 

账号密码登录：输入账号和密码，点击登录。已经登录过的账号，可以点击账号处下拉

三角图标，选择账号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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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成功后会跳转至首页 

 

图：2.1-1 

 

图：2.1-2 

2.2 设置 

设置里包含了清除缓存、关于、切换账号、退出 

2.2.1 清除缓存 

第一步：进入首页，点击左下角的设置图标 ，弹出框如图：2.2.1-1 

第二步：点击我的设置 。。 

第三步：点击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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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1-1 

 

图：2.2.1-2 

2.2.2 关于 

第一步：进入首页，点击左下角设置图标  

第二步：在弹出的窗口中点击‘关于’，弹出界面如图：2.2.2-1 

界面操作： 

检查更新：点击检查更新按钮，则会检查出是否有新版本，如图：2.2.2-2 

用户协议：点击用户协议，则会打开浏览器窗口，可以看到用户协议相关的内容 

隐私政策：点击隐私政策，则会打开浏览器窗口，可以看到隐私政策相关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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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2-1 

 

图：2.2.2-2 

 

2.2.3 切换账号 

第一步：进入首页，点击左下角设置图标，点击‘切换账号’，弹出‘是否切换账号’

确认框，如图：2.2.3-1 

第二步：点击‘确定’跳转至登录界面。 

第三步：选择一个登录方式登录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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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3-1 

2.2.4 退出 

第一步：进入客户端首页，点击左小角的设置图标，点击‘退出’，弹出“退出”确认

框，如图：2.2.4-1， 

第二步：点击‘确定’按钮，则退出了客户端。 

 

图：2.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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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本机状态 

 可以查看当前账号的一些基本信息。如图：2.3-1 

 

图：2.3-1 

2.4 资源列表 

2.4.1 切换圈子 

第一步：进入首页，点击左边圈子图标 ，进入资源列表 

第二步：点击一个圈子，则当前圈子被选中。当前选中的圈子如果绑定了设备，则会显

示在圈子下面，如图：2.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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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1-1 

2.4.2 查看圈子状态 

状态里可以查看圈子的一些基本信息。 

第一步：进入首页，点击左边圈子图标 ，进入资源列表 

第二步：点击其中一个圈子，点击右上角 图标，如图：2.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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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2-1 

 

 

2.4.3 修改圈子名称 

只有自己创建的圈子才有修改圈子名称权限（也就是圈子的所有者是自己） 

第一步：进入首页，点击左边的圈子图标 ，进入资源列表 

第二步：点击一个自己创建的圈子，点击点击右上角 图标 

第三步：点击名称这一栏的编辑图标，如图：2.4.3-1 

第四步：输入修改的内容，回车，空白出点击鼠标。即可完成圈子名称的修改，如图：

2.4.3-2 

 

 

图：2.4.3-1 

 

2.5 资源 

资源下分为我的资源以及好友的资源。默认展开了我的资源下的设备。 

第一步：进入首页，点击最左边的资源图标 ，即可进入资源列表界面，如图：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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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1 

2.5.1 展开/收缩资源 

第一步：进入到资源列表，点击资源名称或名称左边三角符号即可收缩/展示列表，如

图：2.5.1-1 

 

图：2.5.1-1 

 

2.6 设备 

2.6.1 切换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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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切换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进入资源下，选择我的或者好友下的设备，点击其中一台，则该设备被选中，

如图：2.6.1-1 

第二种：进入圈子下，选择一个圈子下的设备点击，则该设备被选中，如图：2.6.1-1 

 

图：2.6.1-1 

 

图：2.6.1-2 

2.6.2 查看设备状态 

 第一步：点击一台设备，点击右上角 图标，点击 ，如图：2.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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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2-1 

2.6.4 修改设备备注名称 

第一步：点击一台设备，点击右上角 图标，点击 ，点击备注这一栏的编

辑按钮 

第二步：输入内容，回车，空白处点击鼠标，即可成功修改备注名称。如图：2.6.4-1 

 

图：2.6.4-1 

2.6.5 启用/关闭设备节点 

启用了节点，则可以访问这台设备提供的网络。默认节点是关闭状态 

第一步：点击一台设备，点击上方的 按键启用/关闭节点，如图:2.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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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5-1 

2.6.6 文件管理 

文件管理包含我的空间、公共空间、回收站、图片、视频、音乐、文档，如图：2.6.6-1 

 

图：2.6.6-1 

2.6.6.1 我的空间 

可以进行文件的上传、下载、新建文件夹、搜索等操作。 

进入设备文件管理，点击‘我的空间‘ ，即可进入我的空间界面，如图：2.6.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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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6.1-1 

2.6.6.1.1 文件上传 

文件上传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进入我的空间，点击‘上传‘按钮，选择一个或多个文件，点击打开，即可上

传，如图：2.6.1.1-1, 

第二种：进入我的空间，直接把需要上传的文件，拖入到我的空间界面，即可上传，如

图：2.6.1.1-2。 

上传的进度可以在上传下载列表查看，如图：2.6.1.1-3 

 

图：2.6.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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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1.1-2 

 

 

 

图：2.6.1.1-3 

2.6.6.1.2 文件勾选 

勾选：进入我的空间，点击文件前面的复选框 ，即可进行文件勾选 

全选：进入我的空间，点击‘全选‘按钮，所有的文件全部被勾选 

取消勾选：点击文件前面打钩的复选框 ，即可取消勾选。或者点击文件名前的复选框

全选，再点击全不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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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1.3 新建文件夹 

进入我的空间，点击‘新建文件夹‘按钮，在输入框中输入内容，点击页面，即可成功

新建文件夹。如图：2.6.6.1.3-1 

 

图：2.6.6.1.3-1 

2.6.6.1.4 排序 

进入我的空间，点击顶部‘排序‘，可以选择按’文件名‘、’大小‘、’修改时间‘、’

升序‘、’降序‘排列。如点击’修改时间‘，再点击’降序‘，则文件会按照修改时间

降序排序。默认是按文件名升序排列，如图：2.6.6.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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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6.1.4-1 

2.6.6.1.5 列表/缩略图 

进入我的空间，点击顶部 ，文件即可按照列表方式显示，点击 ，则可按照缩略

图方式显示，如图：2.6.6.1.5-1。默认按列表显示。 

 

图：2.6.6.1.5-1 

2.6.6.1.6 搜索 

进入我的空间后，在搜索框中输入需要搜索的内容，再点击搜索图标或者电脑上的回车

键，即可根据条件搜索出数据，如图：2.6.6.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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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6.1.6-1 

2.6.6.1.7 返回路径 

进入我的空间，点击进入不同路径的文件夹后，点击顶部左箭头或者右箭头或者导航目

录，可以返回到之前进入过的路径中。如图 2.6.6.1.7-1 

 

图 2.6.6.1.7-1 

 

2.6.6.1.8 回到首页 

进入我的空间后，点击

设备节

点，可以返回到文件管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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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1.9 文件下载 

进入我的空间后，勾选需要下载的文件，点击顶部‘下载‘按钮，选择下载到本地的路

径，点击’确定‘，或者直接将勾选的文件直接拖拽到本地路径，即可完成下载。如图：

2.6.6.1.9-1 下载的进入可以到上传下载列表中查看。 

 

图 2.6.6.1.9-1 

2.6.6.1.10 文件删除 

进入我的空间，勾选需要删除的文件，点击顶部“更多”按钮，在弹出的命令张选择“删

除”再点击确定，即可把文件删除，如图：2.6.6.1.10-1 

 

图：2.6.6.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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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1.11 刷新 

进入我的空间，点击顶部刷新图标 ，即可刷新整个文件列表。 

文件较多时，鼠标往下滑动，可以加载第二页的文件。 

2.6.6.2 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的文件上传、勾选、新建文件夹、拍讯、列表/缩略图、搜索、返回路径、回

到首页、文件下载、文件删除、刷新的操作步骤和我的空间一致，详见 2.6.6.1 我的空间部

分。不同的是公共空间这台设备的普通用户只能删除自己上传的文件，删除后不会存在回

收站。 

2.6.6.4 图片 

图片分类存放的是我的空间中所有的图片文件。它的文件上传、勾选、拍讯、列表/缩

略图、搜索、返回路径、回到首页、文件下载、文件删除、刷新的操作步骤和我的空间一

致，详见 2.6.6.1 我的空间部分。 

注：上传的文件存放在我的空间的图片目录下 

2.6.6.5 视频 

视频分类存放的是我的空间中所有的视频文件。它的文件上传、勾选、拍讯、列表/缩

略图、搜索、返回路径、回到首页、文件下载、文件删除、刷新的操作步骤和我的空间一

致，详见 2.6.6.1 我的空间部分。 

注：上传的文件存放在我的空间的视频目录下 

2.6.6.6 音乐 

音乐分类存放的是我的空间中所有的音乐文件。它的文件上传、勾选、拍讯、列表/缩

略图、搜索、返回路径、回到首页、文件下载、文件删除、刷新的操作步骤和我的空间一

致，详见 2.6.6.1 我的空间部分。 

注：上传的文件存放在我的空间的音乐目录下 

2.6.6.7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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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分类存放的是我的空间中所有的文档文件。它的文件上传、勾选、拍讯、列表/缩

略图、搜索、返回路径、回到首页、文件下载、文件删除、刷新的操作步骤和我的空间一

致，详见 2.6.6.1 我的空间部分。 

注：上传的文件存放在我的空间的文档目录下 

 

 

 

 

 

2.7 文件上传下载列表 

上传下载列表记录了文件上传和文件下载的记录，可以对文件进行暂停/开始、删除等

操作 

第一步：进入到首页，点击左边上传下载图标 ，即可进入到上传下载页面，如图：

2.7-1 

 

图：2.7-1 

2.7.1 正在上传 

进入文件上传下载列表，点击正在上传。如图：2.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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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1-1 

上传完成的文件将在上传完成中列表显示 

 

 

2.7.1.1 暂停/继续 

第一步：进入文件上传界面 

第二步：点击正在上传的文件最右边的开始小图标，如图 2.7.1.1-1，即可停止文件的上

传，点击‘暂停‘小图标 ，即可使文件继续上传。 

全部暂停/开始操作： 

点击右上角‘全部暂停‘按钮即可使所有正在上传和等待上传的文件全部停止上传 

点击右上角‘全部开始‘按钮即可使所有停止上传的文件全部开始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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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1.1-1 

2.7.1.2 删除 

第一步:进入文件上传界面，点击文件右边的删除小图标 ，即可删除这个文件。点击

最顶部的‘全部删除‘按钮，则会清空整个文件上传列表的记录，如图：2.7.1.2-1 

 

图：2.7.1.2-1 

2.7.1.3 打开本地上传路径 

进入文件上传界面，点击文件最右边的文件夹图标 ，即可查看当前文件的本地上传

路径。 

2.7.2 文件下载 

进入上传下载列表页面，点击文件下载，即可切换到文件下载页面，如图：2.8.1-1 

文件下载里边的功能操作步骤和文件上传一样，详见 2.7.1 文件上传部分。 

 

图：2.7.2-1 

 

2.8 通知消息 

 

点击 进入通知消息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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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 通知 

查看系统的消息，如节点用户绑定/解绑；用户申请加入网络等 

 

图 2.8.1-1 

2.8.2 申请 

显示需要审批的消息，如绑定设备申请；加入网络申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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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2-1 

 

2.9 群组空间 

点击下图红框处的  

 

图 2.9-1 

2.9.1 创建群组 

在群组空间中点击 ，输入群组名称完成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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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1-1 

2.9.2 群组设置 

点击群组右侧 ，打开设置菜单 

 

图 2.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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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2-1 

2.9.2.1 公告 

公告的发布，点击 公告→发布 

 
 

填写公告内容后点击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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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2 回收站，群组中删除的文件会移到群组回收站 

2.9.2.3 成员 

添加群组成员 

点击 ，点选要添加的成员，点击确定完成添加 

 

成员权限设置 

点击成员帐号右侧 打开用户详情，对成员信息和权限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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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4 可用空间 

设置群组占用的磁盘空间 

2.9.2.5 群组密码 

打开后，访问群组时需要密码验证 

2.10 快捷应用 

2.10.1 收藏夹 

点击文件或文件夹右侧的 ，添加收藏，再次点击取消收藏 

 

在快捷应用的收藏夹中能查看到收藏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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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2 设置 

 

 

显示隐藏文件、文件夹 

打开后显示隐藏文件和文件夹 

局域网访问帐号设置 

设置后，通过局域网访问该设备使用设置的帐号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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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密码 

 

个人密码，只对登陆帐号有效，开启后，用户要使用设备的 NAS 功能必需输入个人密码

进行认证 

公共空间密码，对所有帐号有效，开启后访问公共空间必需输入公共空间密码进行认证 

 

2.10.3 回收站 

保存个人空间删除的文件，可进行彻底删除或还原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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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4 保险箱 

可将设备上的文件移动到保险箱中，保险箱需要密码验证才能访问 

 

 

2.10.5samba 

开启后，可以通过 samba 访问设备磁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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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6 DLNA 

开启后设备可以作为媒体库提供服务 

 

2.10.7 外部存储 

访问所有通过 usb 连接的外部存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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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8 TimeMachine 

开启后可以为 MAC 电脑提供备份存储服务 

 

2.10.9 docker 

提供 docker 镜像下载，容器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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