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YH-WA710智能安防网关
           LXSZ-15E公寓水表
           DDS1000公寓电表

快速操作指南

二、功能特点

一、产品名称

      YH-WA710智能安防网关、LXSZ-15E公寓水表、DDS1000公寓电表

           

          

三、产品参数

智能安防网关参数

电源适配器 输入 AC 100V-240V 50/60Hz 输出 DC 5V/1A 

工作电压 DC 5V 锂电池 400mA/3.7V 

静态工作电流 <138mA 报警电流 <325mA 

蜂鸣器声音强度 70dB(1 米距离) 工作温度 -10℃至+55 摄氏度 

通信方式 433MHz 产品尺寸 134X74X26.2mm 

 

WIFI 模块参数    

通信频率 2.4GHz-2.5GHz(2400M-2483.5M) 

无线标准 IEEE 802.11b/g/n 

 

2.4G 模块参数    

通信频率 2.4GHz-2.482GHz 通信距离 ≤100m(空旷距离) 

 

433 模块参数    

通信频率 433MHz±0.5MHz 通信距离 ≤100m(空旷距离) 

 

公寓水表参数

项目 技术参数 

工作环境 工作温度 -20℃～+70℃ 

相对湿度 10%～90%无凝露 

电气特性 

供电方式 锂电池 

供电电压 DC 3.6V 

发射电流

(典型值)      

90mA@50mW                             

持续接收

电流(典型

值)  

13mA@5Kbps                            

休眠电流              <5uA@2.3～3.6V(典型值)                

轮训接收 

电流          

18uA(平均值)                          

唤醒时间
(tw)          

5ms@5Kbps(平均值)                     

工作年限 6 年 

无线特性 工作频段 2.4GHz-2.482GHz 

通讯距离 100m（空旷视距） 

 

公寓电表参数

  接入方式  准确度 额定电压 V 最大电流 A 参数 

单相直通 
1.0 级

2.0 级 

 

220 20 

1600 

220 30 

220 40 

220 50 

220 60 

220 80 

单相经互感器 220 6 16000  

 规格参数

项     目 描      述 

参比电压 220V     

极限工作电压 
±20% Un 

参比电流 1.5A、5A、10A、20A 

参比频率   50Hz 

计量准确度 1.0 级、 2 级 

工作频率 2.4GHz 

通信距离 15-25m 

电压回路功耗 

静态≤ 1W，8VA  

通信状态 ≤ 3W， 12VA 

电流线路功耗 ≤ 1VA 

工作温度范围 −25℃～55℃ 

极限工作温度范围 −40℃～70℃ 

储存和运输极限温度范围 −40℃～70℃ 

相对湿度 相对湿度 ≤85% 

大气压力 63.0kPa～106.0kPa 

停电后数据保存时间  

电能脉冲宽度 80±20mS 

产品寿命 ≥ 10 年 

外型尺寸 160×112×60 mm 

重量 约 0.62kg 

 
主要技术参数

四、产品按键/孔位说明

WIFI指示灯（绿色）

电源接口蜂鸣器 网关配置按键

安装定位孔

报警指示灯（红色）

五、产品使用方法

手机连接网络，扫描二维码，下载“房至尊运维”APP。

（只支持安卓系统）

（1）登录
识别号： 公寓识别号

用户名： 用户名

密  码： 密码

（2）添加网关或安防网关
方式一： 房间列表页面（图1），点击底部添加按钮（图2），

选择添加网关或者添加安防网关选项，跳转至选择配置方式

一键配置、热点配置（图5），然后跳转至添加wifi设备页面（图6），

填写wifi密码，设置名称，选择房间，然后点击开始配置跳转到

配置页面及时120秒（图7）。

方式二： 房间页面（图3），点击右上角添加按钮（图4），

选择添加网关或者添加安防网关选项，跳转至选择配置方式

一键配置、热点配置（图5），然后跳转至添加wifi设备页面（图6），

填写wifi密码，设置名称，选择房间，

然后点击开始配置跳转到配置页面及时120秒（图7）。

（图1） （图2）

（图3） （图4）

（图5） （图6）

（图7）

（3）添加设备
点击添加设备选项，扫描设备上的二维码或输入二维码旁边SN序列号

①添加插座、墙壁开关、灯控盒注意事项：

1、根据具体的产品，选择开关总数。多少路选择多少开关总数；

2、确保网关在线；

3、选择房间。

②添加空调匹配注意事项：

空调匹配，先选择空调品牌，点击开始或者上下按钮，进行匹配。

当空调有反映的时候，可操作下面的测试按钮进行测，测试无误，

最后点击保存按钮进行保存。

1、确保设备以及网关在线

2、检测设备安装的位置时候正确，安装位置不当会影响正常使用

③添加公寓水表电表注意事项：

1、确保网关在线

2：选择对应房间

3、扫码添加即可

④添加其他设备注意事项：

1、确保网关在线；

2、选择房间。

（4）搜索房间
点击房间列表右上角的放大镜按钮，进入房间查找页面，

可根据当前市、区、楼、座、门牌进行搜索。

（5）网关配置
 ① 一键配置 : 长按网关按键5秒，待WIFI连接指示灯出现循环闪烁两次，

 熄灭一次时，松手，网关将进入一键配置状态；同时打开APP进行系统

 设置→配置设备。

 ② 热点配置 : 长按网关按键10秒，待WIFI连接指示灯出现循环闪烁

 三次，熄灭一次时，松手，网关将进入热点配置状态；同时打开APP

 进行系统设置→配置设备。

（5）网关固件升级

网关每次上电会自行检测是否有最新固件，如若有最新固件，会自行

升级，升级过程中，WIFI连接指示灯处于无序闪烁状态；建议升级完

成后，手动重启网关设备，（无外接电源情况下，长按按键20秒待

WIFI连接指示灯进入0.2秒快闪后松手）

（6）布防设置
①  外出布防：

     进入APP网关设备界面，点击“外出布防”按钮，网关长鸣一声，报警

     指示灯常亮，表示外出布防设置成功，在外出布防状态下，智能网关

     将上报网关下挂所有安防设备报警状态。

②  留守布防：

     进入APP网关设备界面，点击“留守布防”按钮，网关短鸣一声，报警

     指示灯每间隔3秒闪烁0.1秒，表示留守布防设置成功，在留守布防状

     态下，网关将对网关下门磁及红外设备报警状态不上传，其他安防设

     备将上报报警状态。

③  撤防：

     进入APP网关设备界面，点击“撤防”按钮，网关短鸣两声，报警指示

     灯熄灭，表示在撤防设置成功，在撤防状态下，网关将对网关下门磁

     及红外设备报警状态不上传，其他安防设备将上报报警状态；

④  添加警号：

     参考警号操作说明，让警号进入学码状态，进入APP网关设备界面，

     点击添加警号，警号灯慢闪3次即添加成功；

（7）指示灯状态
   报警指示灯状态指示：

   ① 常亮表示外出布防；

   ② 间隔3秒闪烁0.1秒表示留守布防；

   ③ 熄灭表示撤防。

   WIFI连接指示灯状态指示：

   ① 慢闪 （亮1秒灭1秒）表示未连接路由；

   ② 常亮表示已经成功连接路由；

   ③无序闪烁表示正在升级网关固件；

   ④按照闪2次 灭1次，循环闪烁表示网关进入一键配置模式；

   ⑤ 按照闪3次 灭1次，循环闪烁表示网关进入热点配置模式；

   ⑥ 快闪（亮0.2秒，灭0.2秒）表示关闭备用电池。

   ⑦快速 （亮0.5秒，灭0.5秒）表示网关恢复出厂设置。

（8）按键操作
   ① 在网关配置模式下短按一次，则自动切换配置模式，对应wifi连接

       指示灯也相应变化。

   ② 在智能网关报警状态下短按一次，则设置蜂鸣器静音，但报警指示

       灯仍保持报警状态闪烁，智能网关仍然处于报警状态。

   ③ 长按5秒：wifi指示灯进入一键配置闪烁，此时松手，进入一键配置

       模式。

   ④ 长按10秒：wifi指示灯进入热点配置闪烁，此时松手，进入热点配

       置模式。

   ⑤ 长按20秒：wifi连接指示灯进入0.2秒快闪，当有外接电源状态下此

        时松手则重启网关设备，当无外接电源状态下此时松手则关闭备用

        电池电源输出；

   ⑥长按40秒：wifi连接指示灯进入0.5秒快闪，此时松手则网关设备恢

        复出厂设置，此操作将擦除所有网关存储数据，慎用！

（9）蜂鸣器提示：
   ① 长鸣一声： 表示外出布防

   ② 短鸣一声： 表示留守布防

   ③ 短鸣两声： 表示撤防

   ④ 循环短鸣： 表示设备报警（当网关处于报警时，按下布防遥控器撤防

       或APP端操作为撤防状态，则取消报警提示，但此时设备为撤防状态）

 本产品是智慧公寓一整套产品，搭配使用可以实现一下功能：

      一键布防、撤防、留守布防；

      水表、电表的数据统计；

      支持100个2.4G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