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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与解答

注：iPad、iPhone和iPod Touch是苹果公司的注册商标，经授权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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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使用本软件需保证WIFI信号正常连接；

2、如需远程控制需保证internet正常连接。

软件下载1

本软件可在苹果官方应用App Store上下载。下载关键

字可搜索DS-AIR、Daikin。

启动和登录2

2.1  首次启动和登陆

第一步： 点击 iPhone/iPod Touch屏幕上的“DS-
AIR”图标(如图2.1)来启动应用程序。

图2.1 桌面图标

第二步：程序启动后会弹出初始界面，如图2.2所示：

图2.2 初始界面

第三步： 初次使用系统或无局域网需通过外网进行登

录时会显示登录界面，如图2.3所示：系统(用
户名)账号只能设定一次，在设定之后登录系

统时，记住账号的情况下，帐号后边的输入

框直接以文字的形式显示帐号。添加新账户

的步骤请参见注册新账户流程。

图2.3 登录界面

2.2  启动和登陆

只有首次登陆系统需要注册账户和密码。如果在注册

账户后，点击了“记住密码”，以后每次登陆，只需点击

连接，就可以登陆系统;如果在首次登陆，注册密码的时候

没有点击“记住密码”，以后每次登陆都需要用户手动输

入账户和密码，才能登录系统。

DS-AIR操作说明(iPhone版/iPod Touch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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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新账户3

3.1  注册新账户步骤

在用户登录页面，点击“添加新账户”进入“注册新

账户”页面，如图3.1所示：

图3.1 登录界面

第一步： 填写“设备号”，此“设备号”可在网关内

部找到。如图3.2所示。按照要求输入新帐

号，设定密码及确认密码，设定完成后点击

“下一步”。如图3.3所示：

 

图3.2 网关内部设备号

图3.3 注册新账户

第二步： 填写问题及所需回答的答案，设置完成后点

击“下一步”，如图3.4所示：问题答案请牢

记，以便找回密码时所需。

图3.4 注册新账户

第三步： 再次确认所填写的答案，完成后点击“下一

步”，如图3.5所示：

图3.5 注册新账户

第四步： 绑定个人邮箱，邮箱绑定后按“下一步”，

如图3.6所示：个人邮箱请牢记，以便找回密

码时所需。

图3.6 注册新账户

第五步： 新账户添加成功，显示“注册成功”界面，

如图3.7所示，点击“返回”返回至登录页。

图3.7 注册成功

 
3.2  密码找回

在用户登录页面，点击“忘记密码”(如图3.8)进入

“找回密码”界面，按照界面提示，填写设备号和验证码

(如图3.9)，输入完成后点击“下一步”进入找回密码方法

选择界面(如图3.10)，有两种找回密码方式，一种为通过密

码保护答案方式找回，另一种为通过邮箱取回。 

图3.8 登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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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找回密码

图3.10 找回密码

3.2.1 通过密码保护答案来找回密码

第一步： 选择通过密码保护答案来找回密码 (如图

3.10)，按“找回密码”进入找回密码界面，

回答预设的三个问题，问题回答完成后按

“下一步”，如图3.11所示：

图3.11 找回密码

第二步： 重新设置密码，并确认新密码，完成后按

“下一步”，如图3.12所示：

图3.12 找回密码

第三步： 密码修改成功，显示“修改成功”，如图

3.13所示：点击“返回”返回至登录页：

图3.13 找回密码

3.2.2 通过邮箱取回密码

第一步： 选择通过帐号绑定的邮箱找回密码 (如图

3.10)，按“找回密码”键，显示操作成功

界面，进入绑定的个人邮箱取回密码，如图

3.13所示：

图3.14 找回密码

第二步：进入绑定邮箱取回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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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AIR主界面介绍4

时间日
期显示

故障报警

室外温度及
室内推荐温
度显示

房间选择

快捷模式
和模式设
定

图4.1 主界面

4.1   主界面(如图4.1)分为五部分，分别是：

(1)时间日期显示；

(2)右上角室外温度及室内推荐温度显示；

(3)房间选择；

(4)底部快捷模式和模式设定；

(5)故障报警(显示空调故障代码)。
注：如果空调出现故障，请拨打大金全国服务免费热线：800-820-1081。

4.2  主界面房间选择，可左右滑动屏幕选择更

多房间。

4.3  室外温度通过网络获取，当网络存在异常

不能获取温度时，室外温度数值、“室

外”文字、室内推荐温度或状态均不显

示。推荐温度为逻辑计算所得。

房间选择5

房间选择栏一共显示若干个选择按钮，例如客厅、餐

厅、主卧室、次卧室、书房、儿童房、休闲厅、健身房、

棋牌室、视听室等按钮，可以根据用户具体的需求来进行

选择。

5.1  打开iPhone/iPod Touch的WIFI功能，启

动DS-AIR程序后，进入程序主界面，如图

5.1所示：

图5.1 主界面  

5.2  点击“主界面”房间选择栏内任意房间图

标进入房间设置界面，如图5.2所示：如果

是第一次进入，需要等待几秒钟，让程序

会获取房间内设备的当前状态。

 
房间名称

温度、
模式显
示及开
关设定

返回

温度
设定

故障
报警

左右箭
头切换
房间

风速、
地暖、
新风设
定

模式
设定

图5.2 房间设置

    

5.3  设置界面分为六部分，如图5.2所示，分

别是：

(1)中间顶部为房间名；

(2)右上角为故障报警(有故障时显示)；
(3)温度、模式显示及开关设定；

(4)温度设定；

(5)模式设定；

(6)风速、地暧、新风设定。

5.4  在房间设置界面中，点击左右箭头可以切换

房间。当更改了房间设备状态后，点击确定

按钮来发送控制指令，界面会显示“控制命

令请求成功”字样，如图5.3所示：

图5.3 房间设置

5.5  右下角“返回键”返回至主界面。其他房间

的设置与此类似。

控制命令请求成功

注：天气信息来源于“中国天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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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捷模式和模式设定6

在主界面模式选择区域，包含离家模式、回家模式、

日程模式、设定模式。

6.1 离家模式

点击“主界面”中的“离家模式”可快速激活离家模

式，界面会显示“离家模式激活”字样，如图6.1所示：离

家/回家场景模式的设定详见本说明书6.4.3

图6.1 主界面

6.2 回家模式

点击“主界面”中的“回家模式”可快速激活回家模

式，界面会显示“回家模式激活”字样，如图6.2所示：离

家/回家场景模式的设定详见本说明书6.4.3

图6.2 主界面

6.3 日程模式

第一步： 点击“主界面”的“日程模式”进入日程模

式界面，界面上的开关按钮可以设置是否激

活当前日程。程序只能支持最多5个日程，如

图6.3所示：

禁用

激活

图6.3 日程模式

第二步： 点击日程设定的“设定列表”进入设定界面

(如图6.4)，点击日期选择栏的每一项可以分

别设定周一至周日每一天的空调详细操作，

通过左右箭头可选择房间；当设定某一时间

空调为“关闭”时，后面相应图标显示为灰

色，点击设定方案名称右侧的图标可以修改

该标题，在“禁用”状态下，所有图标均显

示为灰色，所有功能均不可用，只有页面跳

转功能：

图6.4 设定界面

第三步： 点击设定界面的配置按钮(如图6.5)进入房间

配置界面(如图6.6)，在房间配置界面内可

以调整用户所需的各项配置，修改完成后按

“确定”键保存所有配置，点击右下角返回

键返回至上一级界面：

图6.5 设定界面

回家模式激活

离家模式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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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6 房间配置界面

第四步： 点击日程设定界面的“管理”按键(如图6.7)
进入日程管理界面(如图6.8)，点击左右箭头

可进行房间选择，点击左侧的红色图标可以

删除本条设定，点击确定按钮保存更改并退

出管理模式，点击右下角返回键返回至上一

级界面：

图6.7 设定界面

图6.8 日程管理界面

第五步： 点击日程设定界面的“复制设置”(如图6.9)
进入复制设置界面(如图6.10)，完成本日的

设定后，可以通过“复制设置”将本日的设

置直接复制到其他日期，如果他日之前已经

存在设置，将弹出对话框，确认后覆盖(清空

之前的设置)，在点击其它日时相对应处出现

“√”，再按一次将取消，按确认键完成此次

配置，点击右下角返回键返回至上一级界面：

图6.9设定界面

图6.10 复制设置界面

6.4 设定模式

6.4.1 通信配置

点击设定模式的“通信配置”进入网关设置界面，网

关设置完成后点击“确定”按钮保存对网关地址的更改，

点击右下角返回键返回至主界面，如图6.11所示：

图6.11 网关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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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房间设定

单击“设定模式”下的“房间设定”，进入房间设定

列表条目，如图6.12所示：如果房间列表高度超出显示区域

则出现滚动条。

图6.12 房间设定

点击房间列表进入房间设定-详细设置界面，在点击房

间设定的房间名时进入详细设置界面(如图6.13)：点击输

入框可进行文本修改，选择图标，点击左右侧三角图标切

换，更改完成后点击确定按钮保存对房间信息的更改，点

击右下角返回键返回至上一级界面。

图6.13 房间设定-详细设置

6.4.3 场景设定

●  点击设定模式的“场景设定”进入场景设定界面，如图

6.14所示：

图6.14 场景设定

●   点击场景设定的“离家模式”进入离家模式设定页面(如
图6.15)，点击房间名称左右的箭头切换房间，滑动右上

角开关可“激活”或“禁用”当前页面，当禁用当前页

面时，所有图标均为“灰色”，所有控件均不可用，当

更改了房间设备状态后，点击“确定”按钮进行确认，

如下图所示：

激活或禁用

图6.15 离家模式设定

● 点击场景设定的“回家模式”进入回家模式界面(如图

6.16)，点击房间名称左右的箭头切换房间，滑动右上角

开关可“激活”或“禁用”当前页面，当禁用当前页面

时，所有图标均为“灰色”，所有控件均不可用，当更

改了房间设备状态后，点击“确定”按钮进行确认，点

击右下角返回键返回至上一级界面：

激活或禁用

图6.16 回家模式设定

6.4.4 用户设定

6.4.4.1 账号管理

●  通过主界面“设定模式”进入“设定模式--用户设定”

界面， 界面上显示当前登录用户密码选项，如图6.17
所示：

图6.17 用户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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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2 密码

●  点击用户设定界面的“更改密码”(如图6.17)进入更改密

码界面，输入完成后按“确定”键，如图6.18所示:

 

图6.18 设定密码

●  系统将根据输入密码及网络情况弹出以下四种文本框：

(1)“密码错误”；

(2)“确认密码与输入新密码不一致”；

(3)“网络访问失败”；

(4)“修改完成”。

● 点击右下角返回键返回至上一级界面。

注：用户设定分两种情况：一、通过外网登陆进入设定模

式界面，则显示“用户设定”项；二、通过内网直接进入

设定模式，则“用户设定”项不显示。

DS-AIR操作说明(iPad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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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使用本软件需保证WIFI信号正常连接；

2、如需远程控制需保证internet正常连接。

软件下载1

本软件可在苹果官方应用App Store上下载。下载关键字可

搜索DS-AIR、Daikin。

启动和登录2

2.1  首次启动和登陆

第一步： 点击iPad屏幕上的“DS-AIR”图标(如图2.1)
来启动应用程序。

图2.1 桌面图标

第二步：程序启动后会弹出初始界面，如图2.2所示：

图2.2 初始界面

第三步： 初次使用系统或无局域网需通过外网进行登

录时会显示登录界面，如图2.3所示：系统(用
户名)账号只能设定一次，在设定之后登录系

统时，记住账号的情况下，帐号后边的输入

框直接以文字的形式显示帐号。添加新账户

的步骤请参见注册新账户流程。

按键可以左右滑动，当激活“记住密
码”按键时，按键显示为蓝色，当未激
活时显示为灰色。

图2.3 登录界面

2.2  启动和登陆

只有首次登陆系统需要注册账户和密码。如果在注册

账户后，点击了“记住密码”，以后每次登陆，只需点击

连接，就可以登陆系统;如果在首次登陆，注册密码的时候

没有点击“记住密码”，以后每次登陆都需要用户手动输

入账户和密码，才能登录系统。

注册新账户3

3.1  注册新账户步骤

在用户登录页面，点击“添加新账户”进入“注册新

账户”页面，如图3.1所示：

图3.1 登录界面

第一步： 填写“设备号”，此“设备号”可在网关内

部找到。如图3.2所示。按照要求输入新帐

号，设定密码及确认密码，设定完成后点击

“下一步”。如图3.3所示：

图3.2 网关内部设备号

图3.3 注册新账户

第二步： 填写问题及所需回答的答案，设置完成后点

击“下一步”，如图3.4所示：问题答案请牢

记，以便找回密码时所需。

图3.4 注册新账户

第三步： 再次确认所填写的答案，完成后点击“下一

步”，如图3.5所示：

图3.5 注册新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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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 绑定个人邮箱，邮箱绑定后按“下一步”，

如图3.6所示：个人邮箱请牢记，以便找回密

码时所需。

图3.6 注册新账户

 

第五步： 新账户添加成功，显示“注册成功”界面，

如图3.7所示，点击“返回”返回至登录页。

图3.7 注册成功

 

3.2  密码找回

在用户登录页面，点击“忘记密码”(如图3.8)进入

“找回密码”界面，按照界面提示，填写设备号和验证码

(如图3.9)，输入完成后点击“下一步”进入找回密码方法

选择界面(如图3.10)，有两种找回密码方式，一种为通过密

码保护答案方式找回，另一种为通过邮箱取回。 

图3.8 登录界面

图3.9 找回密码

图3.10 找回密码

3.2.1 通过密码保护答案来找回密码

第一步： 选择通过密码保护答案来找回密码 (如图

3.10)，按“找回密码”进入找回密码界面，

回答预设的三个问题，问题回答完成后按

“下一步”，如图3.11所示：

图3.11 找回密码

第二步： 重新设置密码，并确认新密码，完成后按

“下一步”，如图3.12所示：

图3.12 找回密码

第三步： 密码修改成功，显示“修改成功”，如图

3.13所示：点击“返回”返回至登录页：

图3.13 找回密码

3.2.2 通过邮箱取回密码

第一步： 选择通过帐号绑定的邮箱找回密码 (如图

3.10)，按“找回密码”键，进入邮箱找回密

码界面,显示操作成功界面，按“打开邮箱”

进入绑定的个人邮箱，如图3.14所示：

图3.14 找回密码

第二步：进入绑定邮箱取回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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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AIR主界面介绍4

故障报警

室外温
度及室
内推荐
温度显
示

所选房
间状态
显示

房间
选择

快捷
模式

模式
设定

时间日期显示

图4.1 主界面

4.1   主界面(如图4.1)分为五部分，分别是：

(1)顶部时间显示；

(2)顶部故障报警(显示空调故障代码)；
(3)右上角室外温度及室内推荐温度显示；

(4)左侧快捷模式和模式设定；

(5)房间选择；

(6)底部所选房间状态显示。

注：如果空调出现故障，请拨打大金全国服务免费热线：800-820-1081。

4.2  主界面房间选择，可左右滑动屏幕选择更

多房间。

4.3  底部运行/停止可控，其它为所选房间空调

模式显示。

4.4  室外温度通过网络获取，当网络存在异常

不能获取温度时，则室外温度数值、“室

外”文字、室内推荐温度区域不显示。推

荐温度为逻辑计算所得。
注：天气信息来源于”中国天气网“。

4.5   当日程模式激活时，左侧日程模式文字前

出现对应的图标，如图4.2所示：

图4.2 主界面  

房间选择5

房间选择栏一共显示若干个选择按钮，例如客厅、餐

厅、主卧室、次卧室、书房、儿童房、休闲厅、健身房、

棋牌室、视听室等按钮，可以根据用户具体的需求来进行

选择。

5.1  双击“主界面”内房间选择栏内的“客

厅”进入客厅的设置界面，如图5.1所示：

左右箭
头切换
房间

模式
设定

故障
报警

返回

温度
设定

风速
地暖
新风

房间名

温度、
模式及
开关

图5.1 房间设置界面 

5.2 设置界面分为七部分，分别是：
 

(1)中间顶部为房间名；

(2)右上角为故障报警(有故障时显示)；
(3)温度、模式及开关；

(4)温度设定；

(5)模式设定；

(6)风速、地暧、新风。

5.3  所有设定需点击“确定”按钮后生效。

5.4  右下角“返回键”返回至主界面。其他房

间的设置与此类似。

快捷模式和模式设定6

在主界面模式选择区域，包含离家模式、回家模式、

日程模式、设定模式。

6.1 离家模式

点击“主界面”中的“离家模式”可快速激活离家模

式，界面会显示“离家模式激活”字样，如图6.1所示：离

家/回家场景模式的设定详见本说明书6.4.3

图6.1 主界面

6.2 回家模式

点击“主界面”中的“回家模式”可快速激活回家模

式，界面会显示“回家模式激活”字样，如图6.2所示：离

家/回家场景模式的设定详见本说明书6.4.3

图6.2 主界面

离家模式激活

回家模式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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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日程模式

第一步： 点击“主界面”的“日程模式”进入日程模

式界面，界面上的开关按钮可以设置是否激

活当前日程，程序只能支持最多5个日程。如

图6.3所示：

图6.3 日程模式

第二步： 点击日程设定的“设定列表”进入设定界面

(如图6.4)，点击日期选择栏的每一项可以分

别设定周一至周日每一天的空调详细操作，

通过左右箭头可选择房间；当设定某一时间

空调为“关闭”时，此条日程相应图标显示

为灰色(如图6.5)，点击设定方案名称右侧的

图标可以修改该标题，页面在“激活”状态

下，功能可进行选择，日程在“禁用”状态

下，所有图标均显示为灰色，所有功能均不

可用，只有页面跳转功能：

图6.4 设定界面

第三步： 点击设定界面的配置按钮(如图6.5)进入房间

配置界面(如图6.6)，在房间配置界面内可以

调整用户所需的各项配置，在界面退出时自

动保存所有配置，点击右下角返回键返回至

上一级界面：

图6.5 设定界面

图6.6 房间配置界面

第四步： 点击日程设定界面的“管理”按键(如图6.7)
进入日程管理界面(如图6.8)，点击左右箭头

可进行房间选择，点击左侧的红色图标可以

删除本条设定，点击确定按钮保存更改并退

出管理模式，点击右下角返回键返回至上一

级界面：

图6.7 设定界面

图6.8 日程管理界面

第五步： 点击日程设定界面的“复制设置”(如图6.9)
进入复制设置界面(如图6.10)，完成本日的

设定后，可以通过“复制设置”将本日的设

置直接复制到其他日期，如果他日之前已经

存在设置，将弹出对话框，确认后覆盖(清空

之前的设置)，在点击其它日时相对应处出现

“√”，再按一次将取消，按确认键完成此次

配置，点击右下角返回键返回至上一级界面：

图6.9设定界面

图6.10 复制设置界面



 操作说明

DS-AIR操作说明 26

 操作说明

DS-AIR操作说明27

6.4 设定模式

6.4.1 通信配置

点击设定模式的“通信配置”进入网关设置界面，网

关设置完成后点击“确定”按钮保存对网关地址的更改，

点击右下角返回键返回至主界面，如图6.11所示：

图6.11 网关设置界面

6.4.2 房间设定

单击“设定模式”下的“房间设定”，进入房间设定

列表条目，如图6.12所示：如果房间列表高度超出显示区域

则出现滚动条。

图6.12 房间设定

点击房间列表进入房间设定-详细设置界面，在点击房

间设定的房间名时进入详细设置界面(如图6.13)：点击输

入框可进行文本修改，选择图标，点击左右侧三角icon切
换，更改完成后点击确定按钮保存对房间信息的更改，点

击右下角返回键返回至上一级界面。

图6.13 房间设定-详细设置

6.4.3 场景设定

●  点击设定模式的“场景设定”进入场景设定界面，如图

6.14所示：

图6.14 场景设定

●   点击场景设定的“离家模式”进入离家模式设定页面(如
图6.15)，点击房间名称左右的箭头切换房间，滑动右上

角开关可“激活”或“禁用”当前页面，当禁用当前页

面时，所有图标均为“灰色”，所有控件均不可用(如图

6.16)，当更改了房间设备状态后，点击“确定”按钮进

行确认，如下图所示：

激活

图6.15 离家模式设定(激活状态)

禁用

图6.16 离家模式设定(禁用状态)

● 点击场景设定的“回家模式”进入回家模式界面(如图

6.17)，点击房间名称左右的箭头切换房间，滑动右上角

开关可“激活”或“禁用”当前页面，当禁用当前页面

时，所有图标均为“灰色”，所有控件均不可用(如图

6.18)，当更改了房间设备状态后，点击“确定”按钮进

行确认，点击右下角返回键返回至上一级界面：

激活

6.17 回家模式设定(激活状态)

禁用

图6.18 回家模式设定(禁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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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 用户设定

6.4.4.1 账号管理

●  通过主界面“设定模式”进入“设定模式--用户设定”

界面，  界面上显示当前登录用户和密码选项，如图

6.19所示：

6.19 用户设定

6.4.4.2 密码

● 点击用户设定界面的“更改密码”(如图6.19)进入更改密

码界面，输入完成后按“确定”键，如图6.20所示：

6.20 设定密码

●  系统将根据输入密码及网络情况弹出以下四种文本框：

(1)“密码错误”；

(2)“确认密码与输入新密码不一致”；

(3)“网络访问失败”；

(4)“修改完成”。

● 点击右下角返回键返回至上一级界面。

注：用户设定分两种情况：一、通过外网登陆进入设定模

式界面，则显示“用户设定”项；二、通过内网直接进入

设定模式，则“用户设定”项不显示。

1、问题：软件无法连接网络应该怎么办？

 答：无法连接情况发生时有2种情况：

 情况1： iOS设备本身没有与网络连接，此时需要打开

iOS设备的网络连接功能(WIFI、蜂窝网络或3G
网络)进行网络连接。(注意：如果使用蜂窝网络

或3G网络会产生一定的流量费用，请用户谨慎

选择)
 情况2： iOS设备显示已连接到网络，但此时还是出现无

法连接的情况。这种情况比较复杂，用户可以

做如下检查:
   a、检查iOS设备是否可以连接到Internet。您

可以尝试打开iOS设备的浏览器，任意访问一个

网页看您是否能连接到网络。如果您不能连接

到其它网络，则需要用户进行一些网络连接的

检查工作，此种情况与本软件程序无关。

   b、如果iOS设备可以连接到网络，一般做法是

用户先退出程序，再尝试重新启动程序。如果

问题仍然存在，则需要用户检查一下网关设备

是否工作正常。若确认网关设备工作正常，请

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解决。

2、 问题：在网络连接正常的情况下，如果用户需要远程控

制，有哪些注意事项？

 答：需要用户在服务器上进行注册,注册有如下注意事项：

  a、每个网关设备只允许绑定到一个用户名上；

  b、注册需要提供网关设备的设备号；

   C、用户一旦注册成功，用户名是不可更改的，用

户只可更改密码。

3、问题：如何更改设备的IP地址？

 答： 用户需要保证iOS设备和网关设备属于同一个网

段。如果不在同一个网段，则 iOS设备是不能

够直接访问网关设备的。这时候所有控制基本

都需要通过服务器来中转。若通过服务器来中

转，则需要保证iOS设备和网关设备都能连接在

Internet上，并且用户已经在服务器上进行了设

备的注册。

常见问题与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