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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使用注意事项 

1. 物业管理人员必须经过本公司技术人员培训之后方能进行管理和操作系统，并请详细阅读本说明书，

严禁未经培训人员操作本系统，否则可能会导致系统故障或数据信息丢失； 

2. 系统正常运行过程中，不允许空调采集网关硬件、电表、抄表器断电，否则无法采集到空调运行信息

和计算电费数据； 

3. 每个月对网关和抄表器进行时间确认，检查网关、抄表器时间和服务器时间是否相符，如果差距较

大，请马上进行校准； 

4. 每天查看抄表记录，检查是否有电表没有采集到数据； 

5. 过渡季节时，如果长时间没有用户使用空调，建议断掉室外机电源，否则产品的待机耗电只能由物业

来承担； 

6. 刚入住或过渡季节时，较少用户使用空调，请告知用户此时使用空调的费用较高，避免造成因电费过

高造成的不必要的纠纷，建议物业统一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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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登录云端物业管理平台 

1、打开网址 https://lora.feiyikj.cn/v1/login 

2、登录账号 

账号是我司提前申请的账号，请完成产品安装后向我司索要。 

 

图 1.1 登陆界面 

二、设备导入及配置 

1、 本地网关参数设置 

详见网关使用手册M001。 

2、空调信息导入 

   详见网关使用手册M001。 

3、网关维护 

    详见网关使用手册M001。 

4、 空调连接搜索保存 

   详见网关使用手册M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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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统功能介绍 
1、系统界面 

云端控制平台配置完毕后，进入<空调管理>→<空调控制>页面，如下图3.1所示。 

 

图3.1 

2、功能介绍 

2.1 一级导航栏，分为空调管理、计费管理和配置信息（图3.1中箭头①区域） 

 

图3.2 

1) 空调管理包括空调控制、定时启动、群组控制、故障记录、开关记录（如下图3.3所示） 

 

图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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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计费管理包括电费查询、日用详情、能耗统计、统计查询、运行时间、开关记录、耗电分摊、抄表

记录、数据同步（如下图3.4所示）。 

 

图3.4 

3) 配置信息包括集中器维护、节点状态、信息导入、连接搜索、电表维护、费率设定、用户管理、账号空

调管理（如下图3.5所示）。 

 

图3.5 

2.2  二级导航栏 （图3.1中箭头②区域） 

功能是选择控制区域的具体位置的树形导航，通过导航可以方便的控制，一栋楼 一层楼或者一间房内的空

调内机。具体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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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2.3 三级导航栏 （图3.1中箭头④区域） 

三级导航栏是空调控制具体功能导航，可以查看全部、查看正常、查看开机、查看故障、查看锁定、查

看定时等功能 

 

图3.8 

2.4 内容区（图3.1中箭头③区域） 

显示导航栏点选后选择出的空调。 

 

图3.9 

2.5 账号功能及在线客服区（图3.1中箭头⑤区域） 

作用是显示账号信息及退出登录，有某些疑问寻求在线帮助等功能。 

 

图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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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控制台，分为模式设定及锁定控制（图3.1中箭头⑥⑦区域） 

模式设定可以对内容区被选择的空调进行开关、制冷制热送风除湿、风速大小、温度大小进行设定；

锁定控制可以对内容区被选择的空调进行禁止启动、温度上下限、制冷固定、制热固定等进行锁定，使其

一直保持被锁定的状态。 

     

 图3.11 

2.7 空调详细信息（图3.1中箭头⑧区域） 

指向区域⑧是空调详细信息模组，功能是被选择空调的详细信息，包括空调型号、容量、空调集控地

址、回风温度、故障代码、温度上限、温度下限、其他描述的详细信息。如下图示例。 

 

图3.12 

四、空调管理 

空调管理页面包括空调控制、定时启动、群组控制、故障记录、开关记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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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1、空调控制 

进入<空调管理>→<空调控制>页面（下图①），通过点选左侧的导航栏选择需要被控制的楼层或者房间

后（下图②），在功能区会显示楼层或者房间内的全部空调（下图③），鼠标点击后通过右侧控制台功能模

组（下图⑤）设置需要的功能。 

  

图4.2 

  为方便查询相同状态的空调可以通过点击功能按钮进行查看。 

 

图4.3 

1) 查看全部空调 

点击<全部>按钮，，即可查看导航栏选择的区域内所有的空调。（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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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2) 查看正常空调 

点击<正常>按钮，即可查看导航栏选择的区域内处于正常状态下所有的空调。 

 

图4.5 

3) 查看开机空调 

点击<开机>按钮，即可查看导航栏选择的区域内处于开机状态下所有的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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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 

4) 查看故障空调 

点击<故障>按钮，即可查看导航栏选择的区域内处于故障状态下所有的空调。 

 

图4.7 

5) 查看锁定空调 

点击<锁定>按钮，即可查看导航栏选择的区域内处于锁定状态下所有的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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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 

6) 查看定时空调 

点击<定时>按钮，即可查看导航栏选择的区域内处于定时状态下所有的空调。 

 

图4.9 

2、空调定时控制 

功能是实现某一时间点开启，某一时间点关闭。或者某一时间点锁定等功能。 

进入<空调控制>→<定时启动>页面，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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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0 

2.1 增加定时器 

点击<+>项来添加新的定时器,如上图所示： 

2.2 配置定时器 

   配置定时器步骤如下： 

1) 填写<定时器名称>,例如定时开机 

2) 填写<第一步：定时执行时间>，例如08:00 

3) 选择<第二步：定时执行动作> 

模式：制冷、制热、送风或除湿，4选1 

风量：高、中和低，3选1 

温度：19-30，选择某一温度 

定时执行动作：启动、停止、停止并锁定或解除锁定，4选1 

例如：制冷，高风，22度，启动 

4)填写<第三步：选择执行日期>（可以<本周>、<本月>、<本年>执行，若不想在周末执行，可以选中

<排除周末>；若不想在某天执行，可以在<排除指定节假日>中选择排除的日期）； 

5) 在<选择用户>栏中选中需要定时的空调，点击<写入定时器>按钮,在<第四步：在左边楼层中选择定

时用户>栏中会显示定时的空调。定时器设定完成。 

如果某个或多个空调不需要定时，可以在<第四步：在左边楼层中选择定时用户>栏中点击<删除>

按钮，删除不需要定时的空调，然后点击<写入定时器>按钮生效。 

2.3 删除定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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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需要删除的定时器，点击<删除定时器>按钮完成删除操作。 

4、故障记录 

功能是查看某一时间段内的空调故障情况。 

进入故障记录页面，首先选择需要查询的空调，然后选择<起始时间>和<截止时间>，点击<查询>按

钮，即可查出这个时间段内该空调的故障情况, 如下图所示。故障历史记录主要包括：发生日期及时间、

空调物理地址、故障类型、室内机地址。 

 

图4.11 故障历史记录 

4、群组控制 

进入<空调控制>→ <群组控制>页面，首先在群组控制页面点击加号，添加新的群组，添加成功后按保存

群组按钮保存群组。然后就可以通过右侧功能栏对添加的群组进行控制和锁定。 

 

图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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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空调开关记录 

进入<空调控制>→ <开关记录>页面，首先选择需要查询的空调，然后选择<起始时间>和<截止时间>

（也可以通过快捷方式最近7天、最近30天、这个月、上个月），点击<查询>按钮,即可查出这个时间段内

该空调的开关机记录。如下图所示 

 

图4.13 开关记录 

开关机记录主要包括：开关机时间、空调物理地址、开关机动作、室内机地址。 

其功能是查看空调开启关闭的记录，可以按房间去查询室内机的开启时间，或者某些时间段内空调的开启

时间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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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计费管理 

 

图5.1 

1、电费查询 

点击<计费管理>主菜单下的<电费查询>子菜单，进入空调电费查询页面。首先<选择用户>点击<

按结构>按钮，选择需要查询的空调，然后选择<起始时间>和<截止时间>（也可以通过快捷方式最近7

天、最近30天、这个月、上个月），点击<查询>按钮，即可查出所选的每台空调该时段内的电费总和。

如下图所示 

 

图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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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用详情 

点击<计费管理>主菜单下的<日用详情>子菜单，进入空调电费日使用详情查询页面。首先选择需要查

询的空调，然后选择<起始时间>和<截止时间>（也可以通过快捷方式最近7天、最近30天、这个月、上个

月），点击<查询>按钮，即可查出所选的每台空调在该时间段内每一天的电费明细。如下图所示。 

 

图5.3 

3、能耗统计 

点击<计费管理>主菜单下的<能耗统计>子菜单，进入空调电费日使用详情查询页面。如图 5.4 所示，选择计费

管理里的能耗统计，选择起止日期，点击确定，可以显示时间段内的用电情况。

 
图5.4 能耗统计界面 



                                                                           M-0003 

 17 / 26 

4、统计查询 

点击<计费管理>主菜单下的<统计查询>子菜单，进入空调统计查询页面。如图 5.5 所示，，选择空调，选择

起止日期，可形象直观的看出用电统计详情。 

 

图5.5 

5、开关记录 

点击<计费管理>主菜单下的<开关记录>子菜单，进入空调开关记录查询页面。 

首先选择需要查询的空调,然后选择<起始时间>和<截止时间>（也可以通过快捷方式最近7天、最近30天、

这个月、上个月），点击<查询>按钮,即可查出这个时间段该空调的开关机记录。如下图所示 

 

图5.6 

开关机记录主要包括：空调物理地址、开关机时间、开关机动作、室内机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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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运行时间 

点击<计费管理>主菜单下的<运行时间>子菜单，进入空调累计运行时间查询页面。 

首先选择需要查询的空调，然后选择<起始时间>和<截止时间>（也可以通过快捷方式最近7天、最近30天、

这个月、上个月），点击<查询>按钮，即可查出这个时间段该空调的累计运行时间,如下图所示 

累计运行时间主要包括：日期、空调物理地址、累计运行时间、室内机地址。 

 
图5.7 

7、耗电分摊 

待机耗电是指一天24小时内，一个制冷系统中的空调室内机全部没有开启，那么该天空调室外机消耗

的电量我们称其为待机耗电。该电量主要是由空调室外压缩机及油分离器上的油加热带所消耗，其目的是

为保证制冷剂和冷冻油不混溶，需要将冷冻油保持在一定温度。 

点击<计费管理>主菜单下的<耗电分摊>子菜单，进入待机耗电分摊查询页面。设定查询的<起始时间>

和<截止时间>（也可以通过快捷方式最近7天、最近30天、这个月、上个月），点击<查询>按钮即可，查询

的页面显示如下 

 

图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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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抄表记录 

点击<计费管理>主菜单下的<抄表记录>子菜单，进入抄表记录查询页面。在地址栏中选择电表地址，

设定抄表的<起始时间>和<截止时间>（也可以通过快捷方式最近7天、最近30天、这个月、上个月），点击

<查询>按钮，即可以查询出该时间段内所选电表每天的抄表记录。如下图所示 

 

图5.9 

9、数据同步 

点击<计费管理>主菜单下的<数据同步>子菜单，进入数据同步页面。数据同步只在服务器关机时间大

于24小时并重新启动后才有效，其目的是把网关内的空调及计费数据同步至服务器。当电表日志缺失时，

点击<读取前30天电表日志>按钮，即可以从抄表网关中读取缺失日期的电表日志。 

当空调日志缺失时，点击<读取前30天空调日志>按钮，即可以从空调网关中读取缺失日期的空调日志。 

当计费日志缺失时，点击<手动分摊>按钮，即可以根据读取的电表和空调日志进行手动分摊电费。 

页面显示如下： 

 

图5.10 

数据同步完成后，空调的<开关记录>、<累计运行时间>、<电费查询>、<日使用详情>均可在缺失的时间

段内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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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配置信息 

 

图6.1 

1、网关维护 

进入<配置信息>→<网关维护>页面，如图下图所示。可以查看网关连接状态、读取网关的时间、对网

关进行校时、对被选择空调进行重启、或者添加新的网关。如果网关显示未连接，在这台网关下面所有的

空调都会显示通讯故障。这个时候可以去网关安装的地方查看网关是否正常工作，也可以联系我们的工作

人员进行处理。 

 

图6.2 网关维护界面 

2、信息导入 

进入<信息导入>页面，如图下图所示。点击<选择文件>,选择编辑好的配置文件，然后点击<上传>，进行

配置文件的导入（基础配置表文件只需要调试人员使用，本手册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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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安装信息导入界面1 

 

图6.4 安装信息导入界面2 

 

图6.5 安装信息导入界面3 

3、连接搜索 

待所有空调网关和抄表网关添加完成后，点击<检查调试>→<连接搜索保存>页面的<搜索>按钮，如图下

图所示，进行空调连接信息搜索。搜索完成后，可看到所有空调的连接情况。此时点击<保存>，然后点击<下

载空调连接信息表>，可将基础配置信息表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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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6 连接搜索界面 

5、电表网关 

本功能主要是本公司技术人员调试时使用，但在系统正常运行过程中，用户每半个月或一个月需要

读取下抄电表煤气表网关的时间与实际服务时间进行对照，如果相差较大，需要进行校时处理。 

 

图6.7 

6、 电表维护 

6.1 下发地址 

本功能为本公司技术人员调试时下发电表地址到抄表网关时使用，用户无需使用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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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立即抄表 

地址下发完成后，点击<立即抄表>按钮，即可读取用户电表当前值。一般抄表时间为4分钟左右，

抄表完成后，点击<查看下抄表结果>按钮，显示电表读数及读取时间。 

 

图6.8 

7、 费率设定 

点击<配置信息>主菜单下的<费率设定>子菜单，进入费率设定页面，无阶梯电价，0度以上价格都

一样时，费率设定。根据阶梯电价，不同电量区间价格不同时，费率设定如下图实例所示： 

 

图6.9 

8、 密码管理 

点击<配置信息>主菜单下的<密码管理>子菜单，进入密码修改页面。 

当需要对密码修改时，在旧的密码栏中输入原始密码，新的密码栏中输入用户新密码，点击<修改>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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钮,退出系统后，可以用新的密码进行登录。 

 

图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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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为准。产品自身功能完善及升级，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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