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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软件概述 

智能锁管理云平台是专为公租房管理人员开发的，方便管理方对租户的钥匙

管理，加强对违规租户的监控以及对开锁记录等数据的查回。 

二、登录页面 

2.登录 

输入帐号、密码即可登录 

 

2.忘记密码 

    如果忘记密码，通过输入帐号、验证手机，即可重新修改登录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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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首页 

1.首次登录 

首次登录时，首先需要修改密码和完善个人信息，除了头像，其他为必填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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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界面 

首页左侧位置为导航栏，点击上方头像管理员处可修改个人资料； 

主界面左边是截止至目前，智能锁使用的总数据，右边为每个月智能锁的使

用情况和用地图形式展示不同校区楼栋的位置、使用情况等。 

左上角还可以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查看系统通知消息和系统更换主题颜色。 



                    
广东履安实业有限公司 

Add:广州市天河区高普路 1035 号三楼 

第5页 
 

 

 

新主页（开发中） 

通过不同的图表显示智能锁使用的总数据，右边为每个月智能锁的使用情况和用

地图形式展示不同校区楼栋的位置、使用情况等。 

 

四、租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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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租户管理 

租户管理页面是对租户的入住信息进行记录和管理，可以通过筛选租户房间

或姓名、租约状态是否有效、租约时间等查看租户列表。     

 

1.1 新增户主 

    点击新户主，通过指纹采集器读取租户的身份证信息、输入入住信息，采集

所需要的开锁信息后，即成功添加新租户。 

   

1.2 新增新同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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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新同住人，采集同住人的身份信息和开锁信息后，即成功新增同住人。 

 

1.3 租户维护 

点击租户维护，即可对租户信息和租约时间进行修改。 

 

1.4 同住人维护 

列表中点击同住人姓名，即可对同住人信息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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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家庭停租 

    点击家庭停租，即可暂停租户的合同租约，同时删除该家庭所有人的钥匙。 

 

1.6 新增钥匙 

   点击新增钥匙后，选择使用者，和采集相关钥匙，保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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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更换房间 

   点击更换房间，选择目标更换房间，可以自定义原房间租约有效时间和新租

约有效时间。 

 

2.钥匙管理 

    钥匙管理页面可为租户申请临时密码，并对租户的钥匙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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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申请临时密码 

点击申请临时密码前，可以先鼠标移入该按钮旁边的图标，查看租户近三个

月来每月申请临时密码的天数。 

临时密码分为一次性临时密码和短期临时密码，选择使用日期后，自定义开

锁次数和密码，点击密码下发即可。  

 

2.2 停用/启用钥匙 

    点击停用/启用钥匙，即可选择开启/停用户主或同住人的相关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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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基础设施 

1.房间楼栋 

    本功能用于添加管理方的基础设施，即房间和楼栋。 

1.1 新增房间 

    在房间页面点击新增按钮，录入相关信息即可新增房间。如需修改，即可点

击相应的修改按钮，修改房间录入时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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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房间及批量导入房间（开发中） 

可以通过录入房间的相关信息进行新增一房间，并支持 Excel 表批量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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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新增楼栋 

在楼栋页面点击新增按钮，录入相关信息后即可新增楼栋。如需修改，点击

相应修改按钮，即可修改楼栋录入时的信息。 

点击经纬度，可以新增或修改楼栋在地图上的显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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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导入楼栋信息（开发中） 

可通过 EXCEL 表进行批量增加楼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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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智能门锁 

本功能用于匹配智能门锁与其对应的房间，达到控制智能门锁的目的。 

 

2.1 配置智能门锁 

    锁的 id 通过后台导入后，需要配置其所在房间及对应 NB 卡号。已经配置好

的智能门锁，也支持修改对应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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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门锁（开发中） 

  通过录入门锁相关配置信息，新增一门锁。 

 

 

·查看门锁动态（开发中） 

可对每个使用中的门锁进行实时监控，查看门锁的连接，电量，联网状态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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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异常预警 

1.低电量异常预警 

    本功能用于查看处于低电量预警和无电量的智能锁设备信息 

 

·新低电量预警（开发中） 

可查看当前系统的门锁的处于低电量状态的信息列表，并可通知到管理员和及时

更换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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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住户异常预警 

2.1 疑似转租 

    此功能用于查看、管理系统判定的、存在疑似转租行为的租户。管理人员可

点击开锁记录按钮，查看此租户异常时间段的开锁记录；可点击钥匙管理按钮，

管理租户的钥匙。如对租户进行核实后，对实际存在违规行为的租户，点击记录

处理按钮，记录对租户的处理行为，可多次记录；若实际未存在违规行为，则点

击取消预警按钮，输入取消原因后，取消租户的异常行为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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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疑似无人居住 

    本功能用于查看、管理存在疑似无人居住行为的租户。操作与疑似转租页面

一致。 

 

2.3 历史异常 

    此页面可以查看异常住户取消的原因与时间 

 

 

·新住户异常预警（开发中） 

此功能可对发生疑似转租和疑似无人居住的房间进行预警显示和处理异常，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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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进行实地核查房间的真实情况，保证平台的房间信息准确性。 

 

·查看异常处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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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设备异常预警 

  本功能可以查看异常下线的智能门锁信息 

 

 

·新设备异常预警（开发中） 

此页面可查看当前系统的设备异常的数据统计情况，以及查看设备异常的具体信

息，还能查询历史设备异常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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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志查看 

1.开锁日志 

    此页面能够查看每个房间的开锁人、开锁时间和开锁方式 

 

2.操作日志（开发中） 

  此页面能够查看每个账号的操作记录，能快速找到很多误操作引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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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系统设置 

1.帐号管理 

  此功能可以对使用本系统的帐号进行管理 

 

1.1 新增帐号 

  点击新增，输入帐号及选择角色，即可新增帐号，还可选择停用某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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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角色管理 

本功能可以对各个帐号的角色进行管理 

 

2.1 新增角色 

    点击新增按钮，输入角色名称，勾选对应的角色权限，即可新增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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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修改角色 

    点击修改按钮，与新增角色操作一致，可修改相应的角色名称，或者重新勾

选角色权限。 

 

2.4 停用角色 

点击停用按钮，平台会询问是否确认停用，确认停用后，角色所对应的帐号

权限也会被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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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安全警报 

     当智能锁遭到暴力破坏时，系统会在桌面右小角以弹窗的形式提醒管理人

员。 

 

十、测试模块 

    测试模块是公司内部用以管理智能门锁 

1.测试 

   主要是用来修改、删除钥匙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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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钥匙删除 

   可选择删除单个钥匙，或批量删除房间内所有钥匙。 

 

1.2 钥匙修改 

    可选中单个钥匙，修改其钥匙有效期 



                    
广东履安实业有限公司 

Add:广州市天河区高普路 1035 号三楼 

第28页 
 

 

 

1.3 新增限次数密码钥匙 

   点击新增按钮，选择可开门次数，填写有效期后，即可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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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测试记录 

  本功能主要用于查看智能锁和服务器之间的通讯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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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电池电量 

  本功能主要用于查看智能锁的电池电量和信号强度 

 

 

·新电池电量（开发中） 

此功能是对低电量预警功能的升级，可查看当前平台所有门锁的电量信息，每个

电池的用电详情，以及图表统计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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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异常（开发中） 

电池异常是查看门锁出现掉电量过高的不正常情况，进行列表显示，方便管理员

维护门锁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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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测试锁管理 

  本功能主要用于修改智能锁的服务器指向 IP 

  

 

十一、数据报表 

    该功能是用于查询和导出租赁房间的统计数据和房间出租使用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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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房间租赁统计 

查看房间租赁的数据统计表，显示数据有：新入住数，已出租数，未出租数，房间总数，
退租数，累计退租数，疑似转租，累计疑似转租，疑似无人居住，累计无人居住。 

 

2. 房间明细 

2.1 租赁房间明细 

租赁房间明细表是常用于查询最近入住，退租，疑似转租，疑似无人居住的房间具体
明细，其显示数据有：入住时间/退租时间/疑似转租时间/疑似无人居住时间，房间名称，所
在层数，所属楼栋，所属校区，户主姓名，同住人数，租约到期时间，租约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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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房间列表 

房间列表是查询目前全部房间的明细信息，其显示的数据有：房间名称，所在层
数，所属楼栋，所属校区，户主姓名，房间状态，入住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