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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lcome!

Thank you for choosing the TrickleStar TS2501 Wi-Fi Smart Thermostat.

We are your smart partner in optimizing comfort and maximizing savings for your Heating, 
Ventilation, and Air Conditioning (HVAC) systems. You can now remotely control and monitor the 
heating and cooling systems in your home and business from anywhere.

If you have any inquiries about TrickleStar products or need technical support, visit our website for 
tutorials, videos and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FAQ). You can also contact us by email or phone.

  Support Website
  https://www.tricklestar.com/general-faq/category/thermostat/

  Instruction Videos
  If you want to see the Installation Instructions 
  as videos, visit our YouTube channel:

  https://www.youtube.com/user/TrickleStarUS/

Support Email: customer.service@tricklestar.com
Support Phone: 1-888-700-1098

如果您对TrickleStar产品有任何疑问或需要技术支持，请访问我们的网站获取教程、视频和常见
问题解答(FAQ)。您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或电话与我们联系。

客户支持网站
https://www.tricklestar.com/general-faq/category/thermostat/

使用说明视频
If you want to see the Installation Instructions as videos, visit 
our YouTube channel:

https://www.youtube.com/user/TrickleStarUS/

客户支持邮箱: customer.service@tricklestar.com
客户支持电话: 1-888-700-1098

保管好您的重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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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帐户 

1. 访问位于portal.tricklestar.com的TrickleStar门户，或点击TrickleStar网站的“门户” 
 链接。
2. 点击登录页中登录框下方的绿色“创建新帐户”链接。

3. 输入您的个人详细信息：电子邮件地址、手机号码、街道地址和邮政编码。（您所在的城市和 
 州将根据输入的邮政编码自动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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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您还需输入电力和天然气的公用设施详细信息。

5. 输入TrickleStar帐户密码：密码不短于8个字符，必须至少包含一个小写字母、大写字母、 
 数字和特殊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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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您还需输入电力和天然气的公用设施详细信息。 6. 同意TrickleStar使用条款和隐私政策，完成后点击“提交”按钮。

7. 您的手机将收到TrickleStar发送的6位验证码短信。在显示的栏中输入验证码，点击绿色“提 
 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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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如果注册成功，就可以登录TrickleStar门户。现在可以开始向您的帐户添加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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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新设备 
 
1. 要向帐户添加新的TrickleStar温控器，请找到 
 TrickleStar门户左侧的“设备”。

2. 点击右上角的绿色“添加新设备”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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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Wi-Fi智能温控器”。（您还可以在此页下载安装指南和用户手册的副本以供参考。）

4. 继续“步骤2”（点击开始），将已安装的温控器连接到本地Wi-Fi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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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系统将要求您创建一个新地点；地点可以是房产名称、地址或其他唯一标识。

6. 接下来命名温控器。在框中输入与地点名称不同的名称以标识此温控器。必须输入在此地点尚 
 未存在的名称。点击绿色“下一步”按钮继续。

注：该地点用于确定安装TrickleStar智能设备的位置。每个地点均允许用户拥有多个设备，
这些设备均可通过仪表板进行控制。

注：在温控器上，您将在液晶屏上看到“01”，字母“AP”会闪烁。点击“下一步”。如果
您没有看到上述内容，则需要重置Wi-Fi。重置方法是：通过针孔复位，然后按住旋钮按钮，
直到温控器完全复位。（参见第18页的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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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当温控器显示“01 AP”时，点击绿色的“下一步”按钮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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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当温控器显示“01 AP”时，点击绿色的“下一步”按钮继续。 8. 接下来，打开设备上可用的Wi-Fi网络进行设置，并连接到温控器的接入点。温控器的接入点 
 将显示为“TSTAT-XXXXXXXXXX”。点击绿色的“下一步”按钮继续。

9. 此屏幕将温控器连接到Wi-Fi。Mac用户将自动打开一个新窗口，其中包含可供选择的可用网 
 络列表。如果您使用的是windows电脑，则需要点击绿色的“此处”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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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现在，将您的电脑或手机置于温控器所在的Wi-Fi网络。向下滚动页面并点击绿色的“完 
  成”按钮以注册温控器。

注：根据Wi-Fi路由器设置，可能会要求您输入温控器的DSN。如果需要，请在显示的栏中
输入DSN。可以在MAC地址所在标签上找到DSN。

10. 连接到您的Wi-Fi网络。输入您的wifi密码并点击“连接”。请等待控制器连接到您的Wi-Fi 
  网络。如果成功连接到Wi-Fi，将显示连接完成消息。



13

12. 温控器现在已连接互联网。点击“确定”设置节温器，测试其供热通风与空气调节系统 
  (HVAC)设置。  

  注：成功将温控器连接到Wi-Fi后，您需要输入有关HVAC系统的重要信息。有关HVAC设 
  置的信息，请参阅安装人员留下的信息。当进入测试流程，您可以跳过测试，因为安装人员 
  已经完成此环节。

13. 选择HVAC系统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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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选择风扇控制选项

15. 如果您有热泵，请选择换向阀功能。

注：如果温控器是由承包商安装的，您可以在测试阶段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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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将温控器连接到Wi-Fi并完成HVAC设置后，系统将提示您设置日程中使用的模式。每个模 
  式都预置了制热和制冷的默认设置。首先设置模式，然后设置要在周几使用各模式。（日程 
  设置见第17页）

17. TrickleStar温控器有5种独立模式：居家1、居家2、外出、睡眠和度假。根据需要，可以在 
  日程中多次添加每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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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每种模式需要设置4项：制热和制冷的温度，以及制热和制冷期间的风扇模式。

19. 要设置模式，请使用下拉菜单选择所需温度。

20. 设置好模式后，点击“保存”，这些模式将加入默认日程。



17

日程

1. 要创建或修改日程，请点击左侧面板的设备并选 
 择温控器，打开温控器控制页面。

2. 在左侧菜单中点击“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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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屏幕右侧的“修改日程”按钮添加新日程。

4.  首先，选择要在周几应用此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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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接下来，选择日程的开始时间。

6. 然后，选择要在此日程中应用的模式。对一周的每一天重复此步骤。（您可以通过点击“查看 
 模式”查看或更改模式设置。）

7.  完成后，点击“添加”，您创建的日程将显示在日程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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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要修改现有日程，请点击该日程以显示日程设置。根据需要对时间或模式进行更改。如果要 
  删除整个日程，请点击“删除”按钮。

9.  完成后，点击“确定”，修改的日程将显示在日程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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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控器液晶显示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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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控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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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ckleStar 门户
在“设备”页面，您可以使用“操作”下的图标更改设备的设置。

门户图标 说明  功能

控制 更改设定温度、系统、风扇、日程/中止和模式， 
 查看湿度和室温

模式 为居家、外出、睡眠和度假模式设置热/冷设定温 
 度和风扇 
  
 
日程 添加/修改/删除每日/每周日程事件

 
 
使用情况 监控每日/每周/每月的能源使用情况，并生成汇总 
 报告

 
设置 调整温控器高级设置

 
警报 设置低温或高温和湿度警报



系统信息
系统： 普通 热泵

风扇控制： 燃气 电

通电：（仅限热泵） 制冷时通电  制热时通电
 
 
HVAC类型： 制热和制冷  仅制热  仅制冷 

制热次数：  单级  双级
级数
 
制冷次数：  单级  双级
级数

补充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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