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慧照明管理系统-使⽤说明

a. 智慧照明管理系统
智慧照明管理系统，搭载了基于NB-IoT⽹络的智能路灯、智能配电箱等智能设备，⽀持设备

组⽹、远程控制、数据采集传输、故障预警、运营数据分析等功能，满⾜⽤户PC端、移动端

的使⽤习惯，同时也提供了施⼯安装的便捷⼯具，随时随地管理和运营智慧照明。

登录⽅式：

i. ⼿机号码+密码

ii. 忘记密码需联系管理员

b. ⼤屏
⽤户登录后，进⼊⼤屏，显示全局状态，可切换组织/区域，可查看设备状态，可对设备

进⾏远程控制等。

 图1-1-0，⼤屏 

 （1）菜单ICON：点击，显示系统菜单；再次点击后收起；如图1-1-1

 图1-1-1，点击菜单ICON 

 （2）设备状态：显示当前区域内不同状态的设备数量，根据（8）设备类型筛选⽽

变化，根据（4）组织区域切换⽽变化；

 （3）预警信息、云端策略、⽤电统计BUTTON，点击展开内容；如图1-1-2



 图1-1-2，点击⽤电统计，显示⽤电量柱状图 

 （4）组织和区域切换：组织切换后，区域选择框内显示已选组织下的直属区域；

 图1-1-3，选择组织，可选组织下的⼦组织 

 （5）批量控制：包含路灯、回路开关的批量控制，针对所选区域的设备进⾏远程批

量操作，根据（8）设备类型的筛选⽽变化；如图1-1-4

 图1-1-4，路灯和回路批量控制切换 

 （6）设备信息：当点击地图内单个设备时，设备信息显示下拉详情，可查看设备基

本信息和部分关键数据；如图1-1-5



 图1-1-5，单设备操作，显示设备信息 

 （7）卫星图：点击切换地图模式；

 （8）设备类型筛选：默认显示全部，可筛选单独查看回路开关、路灯、配电箱；当

筛选了单设备类型后，会显示设备组筛选，可分组查看；如图1-1-6

 图1-1-6，单设备类型筛选查看，可分组筛选 

 （9）单设备操作：点击地图内单设备ICON，弹出窗⼝内，可对该设备进⾏控制；

路灯控制窗⼝，显示当前亮度和控制按钮，当设备故障时，会显示故障类型；回路

开关仅⽀持开、关操作；如图1-1-7

 图1-1-7，路灯单灯操作 

c. 管理后台



⽤户通过“菜单ICON”，展开选择菜单，选择任意菜单项，进⼊管理后台；如图2-0-0

 图2-0-0，管理后台 

i. 设备管理
设备管理，包含了控制器、灯杆、路灯、配电箱、回路开关，另外也包含⼀些可接⼊平台

的摄像头、⼴播等设备。同时，对设备均可进⾏分组管理。

 控制器管理

 控制器列表，如图2-1-0

 图2-1-0，控制器管理列表 

（1）添加控制器：按钮，通过平台添加控制器，指注册控制器到供应商物联⽹

平台；如图2-1-1



 图2-1-1，添加控制器 

（2）批量删除和导出EXCEL：按钮，控制器列表，可多选后批量删除；导出默认

导出当前⻚⾯的列表；

（3）控制器列表：table，分⻚显示组织区域下的控制器，包含IMEI号、控制器类

型（AC/DC）、所在区域、物联⽹平台、关联路灯、添加时间、上报数据频率(s)、操

作（编辑/删除）；

（4）控制器的编辑与删除；

 智慧灯杆

 智慧灯杆列表

 图2-2-0，智慧灯杆列表 

（1）添加灯杆：按钮，添加新的灯杆；如图2-2-1



 图2-2-1，添加灯杆 

（2）灯杆的编辑、⼩程序⼆维码、删除：按钮，点击⼆维码ICON，弹出该灯杆

的⼩程序⼆维码，可使⽤微信扫⼀扫，进⼊⼩程序；如图2-2-2

 图2-2-2，⼩程序⼆维码 

 智能路灯

 智能路灯列表，如图2-3-0



 图2-3-0，智能路灯列表 

（1）添加路灯：按钮，进⼊路灯添加表单；如图2-3-1

 图2-3-1，新建路灯 

（2）光感批处理：按钮，多选设备后，点击按钮进⾏批量设置，如设备不⽀持光

感，则设置⽆效；如图2-3-2



 图2-3-2，光感阈值设置 

（3）单灯按钮组：编辑、光感阈值设置、删除；

 摄像头

 ⽀持接⼊海康威视的摄像头

 ⼴播

 ⽀持接⼊迪斯普⼴播

 配电箱

 添加配电箱：如图2-4-0

 图2-4-0，新建配电箱 

 回路开关

 回路开关列表，如图2-5-0



 图2-5-0，回路开关列表 

（1）添加回路开关：点击进⼊添加回路表单⻚，如图2-5-1

 图2-5-1，添加回路开关 

（2）修改上报时间：多选设备后，可点击，弹出上报时间设置窗⼝，设置保存即可

（3）清频和复位：多选设备后，可点击，下发清频或复位命令；

（4）开启和关闭：多选回路开关，可点击，做批量控制；

 分组管理

 分组列表，如图2-5-2



 图2-5-2，分组列表 

（1）添加分组：如图2-5-3

 图2-5-3，新建分组 

（2）单个分组的编辑和删除；

 坐标调整

 如图2-6-0

 选择组织区域，地图显示该区域下的灯杆及灯杆名称；

 拖动地图上的灯杆图标到⽬标位置；

 点击“保存坐标”按钮，即为成功修改坐标；

 注：拖动图标后未点击“保存坐标”前跳转其他菜单，将不更改坐标



 图2-6-0，坐标转移 

 控制器转移

 如图2-7-0

 可将区域下未绑定过路灯的控制器转移到其他区域；

 多选设备后点击控制器转移按钮，选择组织和区域，保存即可；

 图2-7-0，控制器转移 

ii. 外接光感（新增）

1. 光感设备

a. 使⽤具有光感模块的控制器，采集光感数据；如图2-8-0



 图2-8-0，控制器转移 

b. 添加设备，如图2-8-1

i. 光感设备⽆需绑定其他设备类型；

ii. 设置坐标，多个设备可分散设置；

iii. 上报数据频率，可在设备通电后修改；

 图2-8-1，控制器转移 



2. 光感策略

光感策略，指通过多个光感设备采集光感数据，进⾏⼀定的计算，当结果满⾜执⾏

条件时，⾃动对回路开关或路灯设备下发开启、关闭命令。

 图2-8-2，控制器转移 

a. 新建策略

3. 命令下发历史

可查看每⽇光感策略下发命令情况，包括下发⽬标设备和结果



iii. 云端策略

1. 全部策略：

列表，如图3-1-0

 图3-1-0，云端策略列表 

（1）新建策略：点击进⼊策略配置⻚⾯，如图3-1-1



 图3-1-1，云端策略配置 

（2）展开⾏详情：点击展开显示策略详情，再点击收起；

（3）策略编辑和删除；

2. 策略执⾏记录：

如图3-2-1

 图3-2-1，策略执⾏记录 

3. 设备策略历史：

如图3-3-1



 图3-3-1，设备策略历史 

a. 查看历史：如图3-3-2

 图3-3-2，历史记录 

iv. 本地策略

1. 本地策略配置

列表展示当前有效的本地策略，如图4-1-0

（本地策略为⼀组命令集合，⼀条本地策略下发后，新的本地策略会覆盖上⼀条本

地策略，命令集合全部替换。）

 图4-1-0，本地策略配置

 添加本地策略：如图4-1-1



 可同时为多个设备组创建本地策略，设备组多选；

 创建命令集，可根据经纬度天亮、经纬度天⿊来选择提前、延时或准时下

发各类命令，也可固定时间下发命令；

 图4-1-1，添加本地策略

 列表内策略详情：如图4-1-2

 图4-1-2，列表展开策略详情

2. 策略下发记录

包含组织区域和设备组筛选下的已失效的本地策略和清空策略的历史记录，如图4-

2-0



 图4-2-0，策略下发记录 

3. 设备历史策略：

包含设备维度的本地策略下发记录，如图4-3-0、4-3-1

 图4-3-0，设备策略历史 

 图4-3-1，查看历史 

v. 预警管理



1. 预警记录：如图5-1-0

a. 预警记录有已读和未读状态，未读记录为字体加粗，标记已读后，字体正常；

b. 如设备管理中设备开启预警和设置了预警阈值，则系统会产⽣预警记录；如设

备关闭预警，则不产⽣预警记录；

 图5-1-0，查看历史 

c. 查看预警详情，如图5-1-1；

 图5-1-1，预警详情 

2. 预警设置：

a. 平台⾃带默认的预警类型，包括：设备过压、设备过流、设备⽋压、灯泡或线

路异常、设备过温、接触器或回路异常、电源驱动器异常；

b. 平台默认⾃动⽣成故障的预警类型，包括：灯泡或线路异常、接触器或回路异

常、电源驱动器异常；如图5-2-0

c. ⽤户可⾃定义设置预警类型的启⽤和禁⽤，⾃定义设置哪些预警类型可⾃动⽣

成故障订单；如图5-2-1



 图5-2-0，预警设置 

 图5-2-1，预警设置编辑界⾯ 

d. ⽤户可⾃定义设置预警类型的启⽤和禁⽤，⾃定义设置哪些预警类型可⾃动⽣

成故障订单；如图5-2-2

 图5-2-2，需设置预警时间段的预警类型 

3. 短信通知设置：如图5-3-0

 图5-3-0，短信通知列表 



（1）新增/编辑：点击进⼊表单⻚⾯，短信接收⼈为组织下的其他已注册⽤户，

如图5-3-1

 图5-3-1，短信通知编辑 

vi. 故障订单
1. 故障维修单，如图6-1-0

 图6-1-0，故障维修单 

a. 故障维修单⽣成，包括：预警类型⾃动⽣成故障维修单（预警设置内设置）、

预警记录⼈⼯派单⾄维修⼈员⽽⽣成故障单；派单如图6-1-1



 图6-1-1，故障维修单-派单 

b. 故障单有已读状态和未读状态，可⼿动标记已读；

c. 故障单处理流程：如图6-1-2

i. 未派单：⾃动⽣成故障单，显示未派单

ii. 已派单：预警记录⼈⼯派单后为已派单，⾃动⽣成故障单需⼈⼯派单后改

状态为已派单；

iii. 处理中：订单接受⼈接受订单后，状态置为处理中；

iv. 已挂起：订单处理中，关闭订单时选择“故障未解决，挂起订单”，此时置

为“已挂起”；

v. 已关闭：订单处理后，关闭订单时选择“故障已解决”，此时置为“已关

闭”；

 图6-1-2，故障维修单-详情 

d. 故障单可重启：重启后重新进⼊处理流程；

e. 故障单派单：故障单未关闭前均可派单，如已派单后再改派他⼈，则前⼀个接

收⼈的短信内订单失效；



2. 维修⼈员管理

a. 维修⼈员⽆需注册平台，派单后以短信形式发送到维修⼈员⼿机；

b. 维修⼈员接受订单和处理订单均可⼿机操作；

c. 新建维修⼈员，仅需填写表单，⽆需注册平台⽤户；如图6-2-2

 图6-2-1，维修⼈员管理列表 

 图6-2-2，新建维修⼈员 

vii. 报表管理
1. 控制器数据查询，如图7-1-0

a. 列表显示控制器最新⼀条上报数据；

b. 可点击查看上报历史；



 图7-1-0，控制器最新上报数据列表 

2. 运营数据统计，如图7-2-0

a. 统计登录账号所在组织的项⽬分布情况；

b. 统计以区域为最⼩单位的不同设备类型的⽤电量、累积亮灯时⻓、昨⽇亮灯

率；

c. 分别以⽇、⽉、年为时间维度的图表展示；

 图7-2-0，运营数据统计 

3. 故障统计：以组织下区域为最⼩统计单位，如图7-3-0

a. 故障类型占⽐：以⽉为时间单位统计，故障类型为可派单⽣成故障单的预警类

型和⾃动⽣成故障单的预警类型；

b. 故障原因占⽐：故障单关闭时，需选择故障原因，如已有选项中未包含实际故

障原因，可填写备注，此处统计为“其他”；

c. 故障单存量与处理量统计：分别以⽇、⽉、年为时间单位，统计时间维度的故

障单存量（未关闭订单）、故障单处理量（关闭的订单量）；



 图7-3-0，故障统计 

viii. 系统设置
1. 组织管理：如图8-1-0

a. 组织下可创建多级⼦组织；

b. 创建⼦组织：如图8-1-1

 图8-1-0，故障统计 

 图8-1-1，创建⼦组织 



2. 区域管理：如图8-2-0

a. 列表查看组织下直属区域，⼦组织的区域可通过组织筛选选择⼦组织后查询显

示；

b. 创建区域：如图8-2-1

 图8-2-0，区域列表 

 图8-2-1，创建区域 

3. ⽤户管理，如图8-3-0

a. ⽤户列表，可通过组织和区域查看，点查看已创建⽤户的菜单权限，也可编辑

和删除；

b. 新建⽤户，如图8-3-1、8-3-2



 图8-3-0，⽤户管理 

 图8-3-1，创建⽤户-第⼀步 

 图8-3-2，创建⽤户-第⼆步编辑菜单权限 

4. 账号设置：如图8-4-0



a. ⽤户名称修改，点击输⼊框修改后点击保存；

b. 其他设置：

i. 修改密码，点击“修改”进⼊修改密码的流程；如图8-4-1

ii. 接收短信通知：开关；

 图8-4-0，账号设置 

 图8-4-1，修改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