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2联动控制器综合说明书



L2 联动控制器

L2联动控制器是由北京威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出品的新风净化联动系列产品，

配合“威果智家”客户端使用，

由于产品功能不断更新，

您手中的用户手册可能会与实际操作有所出入，

更新用户手册请从空气电台官方网站下载。 

产品概览

L2联动控制器

显示操作区

接线端口

接线说明



控制功能

联动空气电台
参数显示区域

状态显示区域

净化时间
显示区域

控制区域

风速显示区域

托管控制参数
显示区域

空 气 电 台   不 止 于 检 测

风速控制

功能特点 功能说明

定时控制

APP远程控制

本地控制

风阀控制

负氧离子控制

托管控制

可实现固定档电机进出风同时控制、进出风单独控制、无级

变速电机控制和485通信控制

可实现定时开关机、风速大小调节、负氧离子和风阀等开关

操作的控制

可实现远程手机APP控制开关机、风速大小调节、负氧离子

及风阀等开关操作的控制

可实现本地的开关机、风速大小调节、负氧离子及风阀等开

关操作的控制

可实现不同电压风阀开关控制

可实现不同电压负氧离子开关控制

可实现根据空气电台参数的自动控制



4. 联动参数设置：用户自由设定，可根据PM2.5、二氧化碳、VOC、甲醛、温度、

湿度等参数的实际值进行设备的控制，同时可自由设定控制开关。

5. 配网方式：一键配网，用户点击“配网模式”按键即可进入设备配网模式。

6. 密码管理：用户可修改设置密码，密码长度为8位，设备初始密码为

“12345678”，如用户忘记密码可通过设备主板上的机械按键“CON_RST”强

制恢复出厂设置。

7. 控制方式：可远程通过手机客户端控制，也可通过本机控制按键控制。

8. 屏幕保护：如屏幕长时间不使用，可关闭屏幕，以提高液晶屏的使用寿命。

9. 滤芯使用提示：系统自带滤芯使用时间计时功能，同时可显示在屏幕上，用户可

根据滤芯的使用时间提示，更换滤芯。

产品功能

1. 空气质量采集设备：用户自由设定，可联动局域网内扫描到的所有空气电台。

2. 控制功能：用户自由设定，可选择休眠、托管、风阀、负氧离子、485通信、无

级变速设备控制、固定档进出风分开控制、固定档进出风同时控制等功能。

3. 定时设置：用户自由设定，可定时开关机，开机同时打开休眠、托管、风阀、负

氧离子等功能。

技术参数

显示方式

通讯方式

输入电压

操作方式

设备功率

3.2寸彩色液晶屏、手机APP客户端两种状态显示方式

WiFi通信

交流220V

电阻触摸屏

最大功率＜10 W



 3    点击左上角“设置”

按钮重新进入设置主界

面后，点击“联动设备”

按钮进入空气质量采集

设备选择界面，如下图

所示，根据系统扫描的

空气电台ID，选择需联

动的设备ID。

 5    点击对应的传感器

类型按钮进入设置界面，

如下图所示，选择对应

的设备控制开关S1-S7    
任何一个或者多个配合，

针对每个档位需设置触

发条件范围。

 4    点击左上角“设置”

按钮重新进入设置主界

面后，点击“托管设置”

按钮进入联动开关及传

感器参数设置界面，如

下图所示，选择需控制

新风等设备的传感器类

型。

 6    配置完成后，点击

右上角的“X”按钮退

出设置界面即可正常使

用设备。

 联动设备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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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管设置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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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

 设置

 设置

 设置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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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氧：

 S5 S3  S7 S2  S6 S4 触发条件

 请输入密码

 1

 4

 7

 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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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

 *  *  托管设置  定时设置  功能选择

 联动设备 配网模式 修改密码

 屏保设置 设备信息

净化计时复位

恢复出厂

 设置  X

 2    点击“功能设置”

按钮进入功能设置界

面，如下图所示，选

择要控制的功能。

1、本地控制设置方式

 1    设备通电后，点击

“设置”按钮进入输入

密码界面，输入用户密

码进入设置模式。

设置方式



2、远程 APP 控制设置方式

 1   用手机扫描二维码下载 （请确认当前移动设备已连接无线 - 路由 APP WI FI

器，暂不支持 ）；5G

      打开APP，登录账号（首次登录的用户，需要点击“用户注册”）2

     登录成功后点击APP右上角的“+”按钮进入设备ID输入或者扫描ID二维码界面3

（如用户丢失二维码，可在系统设置里的“设备信息”菜单中查看设备ID）

   扫描说明书第九项的设备二维码或者ID，绑定设备4

    绑定成功后，控制器进入设置界面，并点击“配网模式”按钮进入配网模式5

 6    控制器进入配网模式，界面显示“设备配网中......”时，输入WiFi密码，点击

“设备配网”，控制器配网成功后，控制器界面有如下提示：

1）设备进入配网模式

显示“设备配网中......”

2）设备连接路由器显示

“设备已连接路由器”

3）设备连接服务器显示

“设备已连接服务器”

 X

设备已连接服务器

倒计时：1  秒后退出配网模式

 X

设备已连接路由器

倒计时：28  秒后退出配网模式

 X X

设备配网中……

倒计时：88  秒后退出配网模式

 X

 7     配网成功后，需将控制器按照“本地控制设置方法”设置一遍，如已设置可跳

过此步。配网成功后即可在APP主页查看绑定新风等设备的控制状态及传感器数据。



 7    如用户需了解设备信息，点击“设备信

息”按钮即可显示出设备的信息。

 X

软件版本：WGSV1.0.0

硬件版本：WGHV1.2.0

设备ID：C89346C95C02

 5    如用户需变更设置，可直接在设置菜单中更改设置，也可先点击“恢复出厂”

按钮恢复出厂设置，后进行其他控制类设置。设置完成后，需手机远程控制的用

户请联系官方客服清除服务器中的用户设备信息；否则，用户手机客户端可能出

现未知异常状况。

 6    如用户需修改设置密码，点击“修改密码”按钮进入更改密码界面，输入新

密码即可。

 4    如用户需屏幕保护功能，在设置界面点击

“屏幕保护”按钮进入托管设置界面，如下图，

选择屏幕状态“打开”按钮，并选择开启时间

退出，系统即可执行屏保操作。

 X

屏保状态

开启时间（秒）

打开 关闭

设置 屏保设置

5 10

30 60

90 120

 1    用户需要按照托管设置中选择的控制开关连接控制器所控制的新风等设备。

 3    如用户需定时开关机，在设置界面点击“

定时设置”按钮，进入定时设置界面，如下图，

选择定时开机时执行的动作、定时开机关机状

态及定时时间退出，系统即可执行定时操作。

 2    连接后，用户可操作界面显示的功能按钮控制新风等设备的开机、关机、负

氧离子、休眠、托管、风阀、风速等功能。

 X

执行动作

定时时间

休眠：

设置 定时设置

托管：

风阀： 负氧：

风速：

定时开：

定时关：

档0

00 ：

：00

00

00

使用方式8



长度：86mm    宽度：86mm     高度：40mm  

外壳采用PC镜片与ABS工程塑料相结合工艺。  

40

注意事项

1. 交流电220V接线严禁接错。

2. 安装位置距离WiFi不超过20米，以减少通信丢包率。

3. 如出现配网失败，请重新进入配网模式进行配网。

4. 系统恢复出厂设置后，设置密码恢复“12345678”。

5. 如系统未显示风速图标，用户可能没有进行“托管设置”设置。

6. 如系统未显示传感器参数，用户可能没有进行“联动设备”设置。

7. 用户系统功能设置和联动设备发生变化时，请联系官方客服清除服务器中的用

户设备信息。

8. 如有疑问，请联系官方客服 。

设备二维码
粘贴区域

设备ID



L2联动控制器三包凭证
用户信息             

姓名：                                                    电话：

电子邮箱：                                            邮政编码：

联系地址：                        

产品资料 

产品型号：                                            颜色：

        
售后服务

保修时间             

自产品购买之日起（以发票上的购买日期为准），如遇任何有关产品本身

的质量问题，威果承诺：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免费保修。

下列情况不在保修范围之内

1、未按使用说明书要求使用、维护、保养而造成损坏的，未经威果授权 ，

擅自拆卸 、维修产品或修改系统软件造成损坏或功能异常的。

2、由于碰撞、浸水、摔坏或印刷电路板烧毁。

3、因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坏。

保修范围

包退、包换和保修行为的发生，仅限于产品本身质量问题。

        
12

送修记录 维修记录 受理日期

保修方式

用户持威果签约经销商所开出的有效发票及三包凭证进行保修。

售后服务电话  400-169-3033

为了给您提供更好的服务，诚邀您进入VIP会员QQ群：

空气质量社区 438437840， 燃气安全社区 416690414, 静待您加入。

维修员



有任何问题或建议，欢迎随时联系我们！

客服电话：400-169-3033

总部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慧忠里103楼洛克时代中心B座15A08

郑州运营中心：郑州市高新区雪松路169号汉威工业园6号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