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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中科能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WUHAN ZHONGKE NENGHUI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LTD. 

感谢您使用我公司生产的产品，为了您更好的使

用和维本产品，请在使用前仔细阅读本说明书! 

技术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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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气象站技术说明书 

1、概述 

    微型气象站为了外场使用方便，选用高精度的数字气压、温度、湿度、

风向风速，多种通信方式、免调试、可折叠伸缩、自带电源等特点使其非

常适用于各类应急临时气象短期观测、长期连续的小型气象监测和移动便

携的各类气象数据实时获取。 

 

产品拆卸后尺寸小于 600mm*400mm*1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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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品特点 

1.输出五个气象要素一体化，准确而稳定的测量  

2.低功耗处理器，采集、通信、控制智能一体化集成  

3.铝合金材质支架，可伸缩、拆卸，重量轻，可单手携带 ，或置于

车辆后备箱，10 秒内可完成装配与调试 

4.微功耗，锂电池或市电 

5.RS232，USB 无线四种通信方式  

6.全防水设计，适合各种恶劣环境。 

 

3、数据采集仪的特点 

数据采集周期可根据观测需要进行设置； 

该产品内部自带存储器，可存储多条数据； 

客户可以根据需要选配 RS232,USB,GPRS 无线电通讯系统，传输形式

可实现有线、无线传输。 

 

4、产品技术指标 

测量指标 

风速  测量范围 0～70m/s；准确度 ±0.3m/s；分辨率 0.1m/s；启动风速：≤

0.5m/s 

风向 测量范围 0～360°；准确度 ±1° 

大气压力  测量范围 10～1100hPa ；准确度 ±0.3hPa；分辨率±0.1hPa 

大气温度  测量范围 -40～+80℃ ；准确度 ±0.3℃ 

大气湿度  测量范围 0～100%RH；准确度 ±3%RH 

数据输出 

定 时 值  风向、风速、温度、湿度、气压 

数据存储 自动保存数据：(以 5通道数据计算，可存 524288条) 

每 1分钟保存一次，可存 365天； 

http://www.neng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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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10分钟保存一次，可存 10年； 

每小时保存一次，可存 60年； 

数据采集仪与扩展接口 

数据采集仪 显示、采集、记录、通讯各个传感器数据 

通讯方式与通讯接口 

标  配 USB口 1个，RS232口 2个，RS485口 2个 

选  配 GPRS无线传输 

电力指标 

标  配 可拆卸锂电池 10AH、交流充电器、外部扩展电源箱 

选  配 汽车电源充电器、交流直充电控制模块 

工作电压 12VDC 

功  耗 ≤1W 

运行环境 

工作环境温

度 
-40～+80℃ 

工作相对湿

度 
0～100%RH 

可靠性与维护周期 

防护等级 IP63 

可 靠 性 免维护,防盐雾 

机械指标 

支 架 

尺 寸 
最高高度：1420mm（中轴升起）最高高度：1160mm（中轴放下） 

最低高度：550mm 闭合长度：550mm 可伸缩，便携的 

仪表箱尺寸 钕合金材质，尺寸：65*42*27CM （拉杆可选配） 

重  量 整机不大于 5kg  

材  质 铝合金+不锈钢+ABS塑料 

表面处理 阳极氧化、钝化、喷塑 

安装方式 整体 10秒快装，关键部件可快速拆卸装夹 



   自动气象站技术说明书  

   网站：http://www.nengh.com    地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地球空间国家信息产业基地 II 区 A-2  4 

5、注意事项： 

1、请在断电状态下连接各接口，确认无误后再通电； 

2、连接航空插座时，应用手拿住航空插头的尾部，插头上凹槽方向

应和插座中突点方向一致（默认朝上），轻推入内，旋紧即连接好。 

 

6、按键操作 

可通过采集仪前面板上的按键对其进行操作： 

1、连线：在关机状态，连接好各传感器、通讯接口，并检查无误； 

2、开机：连接好电源后，采集仪开始工作； 

3、设置：按下前面板的“设置”键，显示 

“请输入密码：” 

“0000” 

通过“→”、“←”键右移和左移输入点，“+”、“-”键对输入点上的

数字加 1 和减 1； 

默认密码为：0001，按下“确认”键，进入菜单操作状态。 

菜单：按“+”、“-”键查找菜单，按“确定”键进入菜单，按取消键

返回上级菜单； 

设置—系统设置    —日期 

                  —时间 

                  —背灯时间（单位秒，0-4 秒为不关背灯） 

                  —保存时间间隔（单位分，设置范围 1-60 分） 

                  —历史数据清空 

通讯参数设置      —设备地址 

                  —串口 1 波特率 

                  —串口 1 校验位 

                  —串口 2 波特率 

                  —串口 2 校验位 

                  —串口 2 模式选择                  

气象要素设置      —平均值选择字(出厂设定，请勿更改) 

                  —风向指北校正 

                  —电子罗盘标定（选配功能） 

http://www.neng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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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中如无相应功能、要素，则相应菜单不显示； 

4、设置数据：选项设置有两形式 

a 通过“→”、“←”键右移和左移输入点，“+”、“-”键对输入点上的

数字加 1 和减 1； 

b 选择：按“+”、“-”键查找备选项，按“确定”键选择，并进入选

择菜单； 

5、按“取消”键放弃设置，并返回上级菜单。 

6、超过 30 秒未按键，自动回到正常显示状态。 

 

7、显示 

数据采集仪上最上行时间为当前时间，如不准确，应按当地标准时间

调整；第二行至第四行滚动显示各气象要素实时数据。LCD 屏上的背光时

间可在[系统设置]—[背灯时间]中调整，设为 0 时，背光始终打开，当系统

为蓄电池或太阳能供电时，请设为背光自动关闭，以增加电池使用时间。 

 

8、通讯 

默认波特率 9600pbs，无奇偶校验，8 位数据，1 个停止位，设备地址

08H。 

 

9、防雷 

风速风向仪内部有电源防雷及信号防雷保护，但安装时仍要注意支架

不得高于周围的避雷针，以确保人员及设备安全。 

 

10、运输、保存 

1、 运输过程中应注意防振、防压、防潮。 

2、 长期保存在包装箱内，温度 0-40 摄氏度，湿度不大于 75% 

3、 采集仪应安装在室内或保护箱内，避免太阳直射及雨水淋湿。 

 

11、维护 

应定期对风速风向仪进行维护；检查室外的传感器、支架镙丝有无松

动，并及时进行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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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售后服务 

1、 在正常使用情况下，非外界因素造成的损坏，未擅自打开机壳的前提

下，厂家提供三个月的包换、一年的保修服务。 

2、 用户应注意防雷等方面的保护，如雷击造成损坏，厂家仅能提供有偿

维修服务。 

http://www.neng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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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软件说明书 

 

系统软件具有数据保存、显示并有打印及曲线绘制功能。可在 Windows 

XP、WIN7 操作系统上运行。本软件为绿色软件，不用安装，请直接将

zocjy.exe 和 Data.mdb、Data1.mdb 三个文件复制到硬盘同一目录下，之

后运行 usbdrv.exe，点“安装”，安装 USB 驱动，重启电脑，即可运行。 

本软件通过与采集仪通讯获得数据，要求计箱机上至少有一个空闲的

COM 口，通讯 COM 数据线将计算机与采集仪连接（注意：连线时应保证计

算机和采集仪均处于关闭状态），也可用 USB口与采集仪通讯。 

连接好电源线及数据线后，打开计算机，检查计算机软件中的通讯参

数设置是否正确，检查无误后即可打开采集仪进行通讯。 

数据同步，点击软件中的同步钮，软件会自动与采集仪进行数据同步，

将采集仪中保存的数据读入计算机的数据库中。采集仪最多可保存 32768

条数据，循环保存。 

 

附录 可选附件（另购） 

 

附件品名 规格型号 备注 

便携三脚支架 1.8m  

不锈钢保护箱  
可放置数据采集仪和太阳能充电器

控制器、蓄电池 

RS485/RS232换转器   

太阳能系统  
含太阳能电池板及太阳能充电器控

制器、蓄电池 

GPRS 模块 G200 

利用中国移动的 GPRS网络传输信号，

产品的通讯费用由当地移动运营商

收取 

无线电台 10mW 通讯距离 300 米 

无线电台 1W 通讯距离 500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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