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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约定：

RS-QXZ-M 气象监控主机：在以下文档中被简称为“监控主机”、“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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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概述

RS-QXZ-M 气象监控主机是一款气象站专用控制主机。该设备具有 1 路ModBus-RTU

主站接口（可通过此接口连接我司其他类型的 485变送器）、4路模拟量信号采集、1路浸

水检测、4 路开关量采集、2 路继电器输出；该设备即可通过 RJ45 网口也可通过 GPRS 方

式将数据上传至监控软件平台，同时该监控主机还带有 1路 ModBus-RTU从站接口也可将

数据通过 485通信的方式上传至客户的监控软件或 PLC 组态屏等；该主机能够外接 1台最

大 1024*256 点阵的 LED 屏；该主机还可具有短信报警功能，采集数据超限后可发短信进

行报警，并该主机可通过短信进行远程参数配置。

1.1 功能特点

 具有 1 路 ModBus-RTU 主站接口可接入我司所有类型的 485 变送器例如：风速、风

向、空气质量、土壤水分等变送器。

 可采集 1路 0-100V直流电压、3路 4-20mA电流信号，监控主机上可设置转换系数。

 具有 4路开关量信号采集，其中第 4路可用作外接翻斗式雨量计。

 具有 1路水浸检测，可外接漏水电极也可外接漏水绳，最长 30米。

 2路继电器输出，可关联到任何一路信号采集上做报警或自动控制使用。

 1路 RJ45网口，可将气象监测数据上传至远端监控软件平台。

 1 路多功能 GPRS 通信接口，只需插入一张手机卡便可将数据上传至远端监控软件平

台。

 强大的脱机短信报警功能，报警内容可自定义。

 具有 1 路ModBus-RTU从站接口，可外接用户自己的监控主机、PLC、组态屏或组态

软件。

 大屏中文液晶显示，界面简洁友好。

 内置数据存储，可存储 52万条记录，通信故障时，设备自动存储，通信恢复后可将存

储数据上传。

 可外接 1路室外 LED单色显示屏，支持最大点阵数 1024*256。

 若不使用太阳能电池板也可采用外接 24V直流电源供电。

 设备唯一 8位地址，易于管理识别，可搭配我司提供的多种软件平台。

1.2 技术参数

参数名称 范围或接口 说明

数据上传通信接口

RJ45网口 通过网口方式上传数据

GPRS无线 通过 GPRS方式上传数据

GSM 短信 支持短信报警

ModBus-RTU 从站接

口

支持外部设备通过ModBus-RTU协议问

询监控主机中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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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采集通信接口 从 RS485接口
能够采集 1-32 台 485接口的变送器的数

据，最长通信距离≥1500米

点阵 LED屏显示

接口
LED屏显示接口

支持最大点阵数 1024*256的单色 LED显

示屏

1路直流电压采集 采集量程 0-100V
采集精度±0.1V，输入阻抗≥100K

监控主机可设置转换系数

3路 4-20mA电流

信号采集
4-20mA电流信号采集

采集分辨率 3000

输入阻抗≤120欧

监控主机可设置转换系数

1路水浸检测信号 可进行漏水检测
标配漏水电极，用户也可选漏水绳，最长

可达 30米

4路开关量信号输

入
可检测干接点通断状态 外接无源干接点，响应时间≤0.2S

2路继电器输出 继电器干接点输出

继电器容量：250VAC/30VDC 5A

本继电器可关联到任意通道的上下限，用

作报警或自动控制。

1路翻斗式雨量计

脉冲信号输入

采集磁开关脉冲信号进

行雨量计量

默认脉冲当量：0.2mm

可上传瞬时雨量（最近一分钟）、当前雨

量（本日 00:00至当前）、昨日雨量（昨

日 00:00-24:00）及永久累计雨量值

（默认采用第四路开关量作为雨量计输

入）

数据上传间隔 1S~10000S 数据上传间隔 1S~10000S可设

内置存储容量 52万条 内置存储，最多可存储 52万条

供电 外部电源供电 供电电压 10-30V DC

1.3 产品选型

RS- 公司代号

QXZ- 气象监控主机

M- M系列

Y- 有线接收型

空 不带 GPRS 上传及短信报警功能

4G 带 GPRS上传及短信报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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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备安装说明

2.1 接口定义

标号 名称 说明

1 主机供电开关 此开关只是控制主机工作；

及时关掉，若外接电源或太阳能电池板

仍可给内置电池充电。

2 主机供电口（DC5mm插座） 供电范围：17V~30V，一般可使用 24V

外部电源供电；

两种接口属于并联，根据现场电源选择

不同的接线方式。

3 主 机 供 电 口

（接插端子）

V+ 供电正极

V- 供电负极

4 保留

5 设备运行指示灯 正常工作为 0.5S点亮，0.5S熄灭

6 保留

7 RJ45网口 通过网线连接电脑或路由器等网络设

备，进行参数配置和数据上传

8 GPS天线接口 GPS定位功能选配

9 GPRS/GSM天线接口 外接我司配套的 GPRS/GSM 吸盘天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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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SIM卡插槽 可支持中国移动或联通的标准 SIM

卡；不支持电信手机卡。

11 中文点阵液晶屏 液晶屏显示，可查看设备状态、实时数

据、报警信息及系统时间。

12 按键 通过按键可对设备进行参数配置

具体按键操作说明详见 3.1章节

13 CN-M 接口

ModBus-

RTU 主 站

接口;

485 口通信

波 特 率 为

4800 N 8 1

VCC 给外部 485 变送

器供电正极

此接口作为ModBus主站，可外接 1-32

台 485 变送器。其中 VCC、GND 给外

接的 485设备供电使用，若监控主机采

用外接电源供电，则此电压约为外部电

源电压；若监控主机采用内置电池供

电 ， 则 此 电 压 约 为 电 池 电 压

（10.6V~12.6V）。

GND 给外部 485 变送

器供电负极

A1 485通信线 A

B1 485通信线 B

14 ModBus-

RTU 从 站

接口;

485 口通信

波 特 率 为

4800 N 8 1

A2 485通信线 A 此接口作为ModBus从站，可以外接其

他公司的主机或者 PLC、组态屏，将监

控主机中的数据传出。

B2 485通信线 B

15 LED 屏 通

信接口

A3 LED屏通信线 A 此接口为 LED 屏通信接口，外接 LED

屏通信 A线和 B线。B3 LED屏通信线 B

16 模拟量采集

接口

VIN 电压信号输入正

极

VIN：0-100V直流电压信号输入正极。

AIN1~AIN3：4-20mA 直流电流信号输

入正极。

COM：模拟量信号输入公共负极。

AIN1 第 1 路 4-20mA

信号输入正极

AIN2 第 2 路 4-20mA

信号输入正极

AIN3 第 3 路 4-20mA

信号输入正极

COM 模拟量公共负极

17 水浸检测接口，S1、S2 接漏水电极或

漏水绳。

S1、S2 可接我司漏水电极，线缆到电

极最长 30 米，用此来检测点式漏水；

外接专用漏水绳，最长 30 米，可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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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线式漏水。

18 开关量输

入检测接

口

YX1 开关量输入 1 4 路开关量输入需外接无源干接点。其

中第 4路可外接翻斗式雨量计的脉冲输

出端。YX2 开关量输入 2

YX3 开关量输入 3

YX4 开关量输入 1

COM 开关量输入公共端

19 继电器输

出端子

NO1 继电器 1输

出端子

监控主机带有两路继电器常开点输出。

COM1

NO2 继电器 2输

出电子COM2

2.2 设备安装尺寸说明

2.3 接线说明

设备上电之前要做如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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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插好天线，

2）把手机卡插好，手机卡插入时要注意按如图所示的方向。

3）如需要先进行配置，则也把网线插好，另一端接入电脑或者其他网络设备即可。

3. 设备操作说明

设备上电后会自动进入主界面，显示设备名称、型号及当前时间。可通过按键进行其

他参数设置。

3.1 设备按键说明

按键类型 说明 菜单模式 输入模式

确认

（移位）
菜单键\确定键 确认：进入下一级

确认：数据位前移

长按确定：确认操作

返回

（移位）
清除键\返回键 返回：返回上一级

返回：数据位前移

长按返回：撤销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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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

（增加）
增加 向上：光标前移 向上：数字增加

向下

（减少）
减少 向下：光标后移 向下：数字减少

3.2 设备菜单说明

设 备 在 主 界 面 下 ， 按 “ 确 认 ” 按 键 设 备 即 可 进 入 菜 单 界 面

，若在主界面下，长按“向上”键或者“向下”键，便可调节显示的

对比度，使显示能够适应不同的使用环境。在菜单设置界面下，按“返回”键可返回到主

界面。

系统菜单如下：

1 实时数据查看

1 无线数据查看 （此处无效）

2 ModBus数据查看 可查看 485总线下挂接的设备的数据

3机载数据查看

机载温湿度值、大气压力、光照

机载直流电压采集、三路 4-20mA电流采集

机载水浸状态

4路开关量输入状态

瞬时雨量（最近一分钟）、当前雨量（本日

00:00 至当前）、昨日雨量（昨日 00:00-
24:00）、永久累计雨量值

4继电器状态查看

看查看 8 路继电器状态（包括：当前继电器状态，

继电器工作模式、若为定时控制，则下次启动时

间）。

2 基础参数设置

1 设备终端地址设置
8位设备唯一终端地址，作为设备接入平台的唯一标

识。

2 无线睡眠时间 （此处无效）

3 MODBUS从地址
通过 ModBus 从站接口上传数据时，此监控主机的

ModBus从站地址

4水浸参数设置

设置水浸报警阀值

范围（500-2000）
默认：500

5存储数据上传

设置存储数据上传模式

服务器问询：服务器主动召回已存储数据，若不召

回则不会上传；

主动上传：当设备和服务器建立连接时，主动上传

已存储数据

6正常记录间隔

监控主机是内置存储功能的，此参数为主机本通道

的数据记录间隔，单位为分钟

默认值：30分钟

范围：1~65000分钟

7告警记录间隔
此参数为监控主机本通道的数据超过上下限时记录

间隔，单位为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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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值：1分钟

范围：1~65000分钟

8 数据存储模式

此通道数据记录的存储模式

1：禁止存储（不对数据进行存储）

2：开启存储（无论设备是否与监控平台连接，设备

一直对数据进行存储）

3：自动存储（当设备与监控平台正常连接时不对数

据进行存储；当监控平台关机或者设备掉线时才会

对数据进行存储）（推荐使用此模式）

9清除存储数据 清除设备里面已经存储的数据

10 液晶背光设置 设置屏幕点亮时间 默认时间 300S
11 基站定位设置 设置基站定位的开启或者关闭 默认：开启

12 ModBus从规约 选择从站规约类型 默认：标准ModBus规约

13 清除雨量数据 选择是否清除雨量数据

14 操作密码设置 重新设置密码 默认：0000
15 离线短信设置 离线短信设置 默认：关闭

16 485容错次数 485主站容错次数 默认：3
17 485从站波特率 设置 485从站波特率 默认：4800
18 LED屏显示时间 设置 LED屏是否显示时间 默认：显示

19 LED屏字体点阵 设置 LED屏字体 默认：16号字体

20 485轮询间隔 设置 485主站轮询间隔时间

21 485超时时间 设置 485主站超时时间

22主站问询码 设置 03/04问询功能码

23 数据记录方式

模式 1：整点存储，单位分钟，最大可设置 60分钟

记录一条。

范围：1-60分钟（默认模式 1）
模式 2：非整点存储，储存间隔可任意设置设置，单

位分钟。

范围：1-60分钟。

24 网络上传延时 设置网络首次上传延时时间，默认 0s。

3 通道参数设置

1 启用通道数量
指本监控主机通过网口或 GPRS 上传的数据通道个

数。

2 通道 1参数

……

通道 32参数

1 通道数据来源

指本通道的数据来

源，可以是 RS485
测点数据，也可以

是机载数据或者其

他的数据来源。

2 模拟量 1上限

本通道模拟量 1 本

地报警、自动控制

和短信报警的上限

值

3 模拟量 1下限

本通道模拟量 1 本

地报警、自动控制

和短信报警的下限

值

4 模拟量 1系数 A
主 机 本 通 道 显 示

值，为数据原始值

*A+B 之后的值，且

所有的报警判断均

为运算之后的值
5 模拟量 1系数 B

6 模拟量 1回差

当模拟量 1 关联继

电 器 做 自 动 控 制

时，此参数为控制

回差。

7 模拟量 2上限
本通道模拟量 2 本

地报警、自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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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短信报警的上限

值

8 模拟量 2下限

本通道模拟量 2 本

地报警、自动控制

和短信报警的下限

值

9 模拟量 2系数 A 主 机 本 通 道 显 示

值，为数据原始值

*A+B 之后的值，且

所有的报警判断均

为运算之后的值

10 模拟量 2系数 B

11 模拟量 2回差

当模拟量 2 关联继

电 器 做 自 动 控 制

时，此参数为控制

回差。

4 无线参数设置 （此处无效）

5 无线数据下发 （此处无效）

6 继电器设置 继电器 1~继电器 8参数

1 继电器工作模式

远程控制：完全受监控软

件控制。

自动控制：监控主机通道

根据上下限做对应关联继

电器的动作。

定时控制：需设置本路继

电器的启动时间和动作时

长，之后本路继电器便自

动执行动作，继电器当前

状态可从“继电器状态查

看”菜单下查看。

2 继电器启动间隔

当继电器处于定时控制

时，本继电器两次闭合动

作之前的间隔。

3 继电器动作时长

当继电器处于定时控制

时，本继电器每次闭合的

时长。

7 时间校准 对系统时间进行校准

8 系统状态查看
查看系统固件版本号、GPRS 无线连接状态、SIM 卡状态、网络连接状态、

4G模块状态、存储芯片状态、已存储的数据容量等。

4. 配置软件使用说明

首先把设备上电，用网线连接到配置电脑，双击打开配置软件 ，

软件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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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搜索连接设备

单击搜索按钮，便可将局域网内的所有 RS-QXZ-M 监控主机设备搜索到并在列表中显

示，在设备列表中双击搜索到的设备，将设备参的网络参数更新到右侧网络选项卡中，如

果搜索到多台设备，可通过双击列表中不同的设备来选中。同时信息提示区里会提示操作

是否正常或提示正在进行某项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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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网络参数设置

目标服务器网络参数设置：

监听端口：监控平台的网络监听端口。我司 RS-RJ-K平台默认监听端口为 2404，若连

接此平台时应将目标端口设置为 2404；我司云平台监听端口为 8020，若主机将数据上送至

我司云平台，应将目标端口设置为 8020。

服务器地址：监控平台所在的电脑或服务器的 IP地址或者域名。若设备和监控平台都

处于一个局域网内，则目标地址填写监控平台的电脑的 IP地址即可。若设备上传数据至我

司云平台，则目标地址应填写 182.92.194.239或 www.0531yun.cn。

本地端口：若非我司技术工作人员，请勿更改。

设备本地网络参数设置：

IP获取方式：若选择“StaticIP”静态 IP方式，则设备的静态 IP 地址、子网掩码、网

关地址，都需要手动配置；若选择动态分配 IP功能，只需要设置“DHCP/autoIP”模式即

可，此时设备会从上一级网络设备自动获取 IP地址。

静态 IP、子网掩码、网关地址：IP获取方式设置为“StaticIP”时，需要手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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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GPRS无线参数设置

选择 GPRS 参数选项卡，单击“读取 GPRS 参数”按钮，可将参数读取到软件界面，

用户可以修改参数，单击“下载 GPRS参数”可将参数下载到设备中。

登录帧间隔：设备通过 GPRS 上送登录的登录帧间隔，默认为 3S,无需修改。

心跳帧间隔：设备通过 GPRS 上送心跳的间隔，默认为 60S，无需更改。

数据帧间隔：设备通过 GPRS 上送数据的间隔，默认为 30S，无需更改。

GPRS目标地址或域名：监控平台的 IP 地址或者域名，若上传至我司云平台， 则

目标地址应填写 182.92.194.239或 www.0531yun.cn。

GPRS 目标端口：监控平台上的监听端口。RS-RJ-K 软件平台默认监听端口为 2404，

我司云平台的监听端口为 8020。

告警目标手机号码 1-告警目标手机号码 5：启用短信报警时，设备可向目标手机号码

发送报警短信。

报警短信发送间隔：若设置为 0，则设备只在报警发生的时刻发送一条短信。若设置

为非 0数，则设备在报警状态未消除期间，每隔设定的时间发送能一条告警短信。

GPRS 工作类型：若选择“传输模式”则设备 GPRS 部分只能进行数据传输，没有短

信报警功能；若选择“短信报警模式”则设备只有短信报警功能，没有数据上传的功能；

若选择“传输与短信报警同时模式”则设备既可以数据传输又可以短信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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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基础参数设置

点击“读取基础参数”按钮便可将设备参数读取到界面上来，修改通用参数后，点击

“配置基础参数”按钮便可将参数下载到设备中。

终端地址：设备的唯一标识，必须为 8位地址，监控平台根据本地址区分设备。

通道启用数量：指设备上传几个通道的数据，比如设备只采集三个温湿度数据，则应

将启用通道数量设置为 3。

网络运行参数：

服务器数量：此处默认为 8，无需更改。

登录帧间隔：设备上传登录帧的间隔时间，默认 3S。

数据帧间隔：设备上传数据的间隔时间，默认为 5S，值越大，数据刷新越慢，一般采

用默认值即可。

心跳包间隔：设备上传心跳的数据帧间隔，一般采用默认值 60，用户不可随意更改。

标定坐标值：

经度、维度：此设备上传数据时，附带的设备经纬度坐标值，此坐标可从百度地图获

取。

启用：若勾选，则本监控主机上送的信息的经纬度坐标，为此处设置的经纬度坐标，若

不勾选，则监控主机根据是否使用基站定位，来选择上送基站信息或者不上送经纬度信

息。

监控主机存储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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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数据存储间隔：主机是内置存储功能的，此参数为主机各个通道没有超限时的记

录间隔。

告警数据存储间隔：此参数为主机当某个通道超限时，此通道的数据记录间隔。

数据存储模式：此通道本机记录的数据存储模式

 关闭：设备不存储数据。

 打开：无论设备是否与监控平台连接，设备内部一直对数据进行存储。

 自动：当设备通过 RS-485 与监控平台连接时不对数据进行存储，当监控平台关机或

者设备掉线时才会对数据进行存储。

4.5 通道参数

通道号：通过此下拉列表选择要修改哪一个通道的数据。

数据来源：可选择本通道数据来源，关于数据来源，请看（设备通道详解）。

数据属性：

 模拟量 1启用模拟量 2启用：模拟量 1和模拟量 2均使能。

 模拟量 1启用模拟量 2 禁用：模拟量 1使能，模拟量 2禁用，此时模拟量 2

数据无论为任何值，均不会报警或做继电器操作。

 模拟量 1禁用模拟量 2 启用：模拟量 1禁用，模拟量 2启用，此时模拟量 1

数据无论为任何值，均不会报警或做继电器操作。

 32位无符号：将模拟量 1和模拟量 2合并成 1个 32位无符号数据，并借用

模拟量 1的所有参数进行运算、报警、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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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位有符号：将模拟量 1和模拟量 2合并成 1个 32位有符号数据，并借用

模拟量 1的所有参数进行运算、报警、控制。

 浮点型数据：将模拟量 1 和模拟量 2 合并成 1 个 32位浮点型数据，并借用

模拟量 1的所有参数进行运算、报警、控制。

 开关量型：当此通道数据来源为开关量型数据时则此通道应设置为开关量

型。此时借用模拟量 1的所有参数进行运算、报警、控制。

模拟量 1 上限、下限： 本通道模拟量 1 的上下限值，若数据超过上限或下限且已设

置报警短信号码，则会给相应号码发送报警短信，若关联了继电器则继电器会吸合反之继

电器则会断开。

模拟量 1 控制回差：若上下限已经关联继电器作为控制使用，则此参数为模拟量 1

的控制回差。

模拟量 1系数 A、系数 B：本通道从从相应的数据来源获取到数据之后，需根据 A、

B两参数做线性变换，再做上下限判断。

模拟量 1 名称：此参数为模拟量 1 的自定义名称，此名称在发送报警短信和 LED 显

示时显示。

模拟量 1 单位：此参数为模拟量 1 的单位，此参数在发送报警短信和 LED 显示屏显

示时显示。

发生允许短信报警：若勾选则，本通道模拟量 1 在告警产生时发送报警短信，否则不

发送。

复归允许短信报警：若勾选则，本通道模拟量 1 在告警复归时发送报警短信，否则不

发送。

模拟量 2参数与模拟量 1一致，此处不再赘述。

4.6 ModBus参数

此参数页主要设置监控主机ModBus-RTU主站接口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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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Bus 槽位：选择 32 个 ModBus 槽位编号，通过此下拉列表选择要修改哪一个槽

位的参数。

ModBus从站地址：此槽位下ModBus从站地址，若勾选启用，则监控主机会轮询此

地址。

ModBus设备类型：根据实际接的设备选择此设备类型，我司温湿度变送器、土壤温

湿度变送器、6 万 Lux 光照度变送器、CO2 浓度变送器、水浸变送器、遥信采集器、烟

感、人体红外、空气质量、大气压力都归类到温湿度变送器类。

寄存器起始地址、寄存器个数：当ModBus设备类型选择通用采集器时，则监控主机

会根据寄存器起始地址和寄存器个数两个参数来轮询ModBus从站，并且取第一个寄存器

的数值放到模拟量 1，第二个寄存器数值放到模拟量 2上。

4.7 继电器参数

继电器参数标签页主要设置监控主机继电器的工作模式。监控主机自带两路继电器，编

号分别是继电器 1 和继电器 2。若监控主机外接 1 台我司 RS-M88 工控模块，则M88 工控

模块的 8 路继电器编号为继电器 1~继电器 8，自带的两路继电器编号仍为继电器 1、继电

器 2，此时监控主机的继电器 1和M88 工控模块的继电器 1、2会同时动作。

继电器编号：通过此下拉列表选择要修改哪一个继电器的参数。

继电器工作模式：

 远程控制：此路继电器受监控软件远程控制。

 自动控制：此路继电器根据通道里面关联的继电器来做本地自动控制。

 定时控制：此路继电器根据继电器启动间隔和继电器启动时长来做定时控

制。

继电器启动间隔：当工作模式选择定时控制时，本继电器两次闭合动作之前的间隔。

此参数最大值为 65535。

继电器启动时长：当继电器处于定时控制时，本继电器每次闭合的时长。此参数最大

值为 65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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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LED屏参数

此选项卡为监控主机外接 LED屏时，屏幕显示控制参数。

LED屏 X尺寸：LED屏点阵宽度。

LED屏 Y尺寸：LED屏点阵高度。

通道显示数量：LED 屏显示的通道数量（1~32），例如设置为 5 则 LED 屏幕显示 1-5

通道的数据。

列数：监控主机会根据此参数量将屏幕分成多列，例如：LED 屏 X尺寸为 128，Y尺

寸为 64，列数设置为 2，则此屏幕上会将屏分为 4 行 2 列的表格阵列，若列数设置为 3 则

表格阵列为 4行 3列。

数据表格是否显示：若勾选则显示数据外轮廓有表格，否则无表格。

标头：若勾选使用，则此内容会自动显示到 LED屏第一行。

标尾：若勾选使用，则此内容会自动显示到 LED屏最末一行。

LED屏刷新间隔：LED屏数据更新间隔，若多页轮显时，为多页轮显间隔。

4.9 设备通道详解

RS-QXZ-M-Y 监控主机内部工作框图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数据采集层、通道层、通

信上传层组成。设备上送至监控平台的是通道 1~通道 32 的数据；通道 1~通道 32 的数据

是根据通道数据来源从数据采集层获取，数据采集层从 ModBus 槽位、无线槽位、机载数

据获取原始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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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短信配置参数功能使用说明

注意：本章节所描述的报警短信功能只有在 GPRS 工作类型为短信报警模式或者传输

与短信报警同时模式下奏效。正常的参数配置在所有的工作模式下都可以。

RS-QXZ-M-Y 监控主机，具有短信报警功能，具有短信查询功能，可设置报警号码，

每台设备最多可设置 5 个告警短信接收号码，告警短信内容可以自定义设置。开关量状态

可以问询，可设置告警短信发送间隔。

短信设置及查询类型 编辑的短信内容 短信内容说明

告警设置

和查询

短信接收号码设置
“666666号码设置***;”
“666666号码设置***,***,***;” ***代表一个手机号，

逗号为英文格式

短信接收号码查询 “666666号码查询;”

告警间隔设置
“666666告警间隔设置***;” ***代表短信间隔，范

围是从 0~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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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警间隔查询 “666666告警间隔查询;”

通道设置

和查询

通道模拟量 1 名称设

置

“ 666666 通道 1 模拟量 1 名称设置

***;”
“ 666666 通道 2 模拟量 1 名称设置

***;”
... ... ... ...
“666666 通道 32 模拟量 1 名称设置

***;”

***代表要设置的通道

模拟量 1名称

通道模拟量 1 名称查

询

“666666通道 1模拟量 1名称查询;”
“666666通道 2模拟量 1名称查询;”
... ... ... ...
“666666通道 32模拟量 1名称查询;”

查询节点 N 的模拟量

1名称

通道模拟量 1 单位设

置

“ 666666 通道 1 模拟量 1 单位设置

***;”
“ 666666 通道 2 模拟量 1 单位设置

***;”
... ... ... ...
“666666 通道 32 模拟量 1 单位设置

***;”

***代表要设置的通道

模拟量 1 单位，此单

位内容最多 3 个汉字

或 6个英文字符。

通道模拟量 1 单位查

询

“666666通道 1模拟量 1单位查询;”
“666666通道 2模拟量 1单位查询;”
... ... ... ...
“666666通道 32模拟量 1单位查询;”

查询节点 N 的模拟量

1单位

通道模拟量 2 名称设

置

“ 666666 通道 1 模拟量 2 名称设置

***;”
“ 666666 通道 2 模拟量 2 名称设置

***;”
... ... ... ...
“666666 通道 32 模拟量 2 名称设置

***;”

***代表要设置的通道

模拟量 2名称

通道模拟量 2 名称查

询

“666666通道 1模拟量 2名称查询;”
“666666通道 2模拟量 2名称查询;”
... ... ... ...
“666666通道 32模拟量 2名称查询;”

查询节点 N 的模拟量

2名称

通道模拟量 2 单位设

置

“ 666666 通道 1 模拟量 2 单位设置

***;”
“ 666666 通道 2 模拟量 2 单位设置

***;”
... ... ... ...
“666666 通道 32 模拟量 2 单位设置

***;”

***代表要设置的通道

模拟量 2 单位，此单

位内容最多 3 个汉字

或 6个英文字符。

通道模拟量 2 单位查

询

“666666通道 1模拟量 2单位查询;”
“666666通道 2模拟量 2单位查询;”
... ... ... ...
“666666通道 32模拟量 2单位查询;”

查询节点 N 的模拟量

2单位

通道属性设置

“666666通道 1属性设置***;”
“666666通道 2属性设置***;”
... ... ... ...
“666666通道 32属性设置***;”

其中***范围从 0-6。
0：模拟量 1 启用，模

拟量 2启用。

1：模拟量 1 启用，模

拟量 2禁用。



RS-QXZ-M-Y 气象监控主机使用说明 V4.0

山东仁科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www.rkckth.com23

2：模拟量 1 禁用，模

拟量 2启用。

3：模拟量 1 和模拟量

2 合并为 32 位无符号

数据。

4：模拟量 1 和模拟量

2 合并为 32 位有符号

数据。

5：模拟量 1 和模拟量

2合并为浮点型数据。

6：模拟量 1 为开关量

类 型 ， 模 拟 量 2 无

效。

通道属性查询

“666666通道 1属性查询;”
“666666通道 2属性查询;”
... ... ... ...
“666666通道 32属性查询;”

通道参数查询

“666666通道 1参数查询;”
“666666通道 2参数查询;”
... ... ... ...
“666666通道 32参数查询;”

查询通道的模拟量 1、
模拟量 2 的上下限及

系数 A、B、回差值。

模拟量 1上下限设置

模拟量 1 系数 A、B
设置

模拟量 1回差设置

模拟量 2上下限设置

模拟量 2 系数 A、B
设置

模拟量 2回差设置

“ 666666 通道 1 模拟量 1 上限设置

***;”
“ 666666 通道 1 模拟量 1 下限设置

***;”
“666666 通道 1 模拟量 1 系数 A 设置

***;”
“666666 通道 1 模拟量 1 系数 B 设置

***;”
“ 666666 通道 1 模拟量 1 回差设置

***;”

“ 666666 通道 1 模拟量 2 上限设置

***;”
“ 666666 通道 1 模拟量 2 下限设置

***;”
“666666 通道 1 模拟量 2 系数 A 设置

***;”
“666666 通道 1 模拟量 2 系数 B 设置

***;”
“ 666666 通道 1 模拟量 2 回差设置

***;”

... ... ... ...
“666666 通道 32 模拟量 1 上限设置

***;”
“666666 通道 32 模拟量 1 下限设置

***;”
“666666 通道 32 模拟量 1 系数 A 设置

***;”
“666666 通道 32 模拟量 1 系数 B 设置

***;”
“666666 通道 32 模拟量 1 回差设置

***;”

“666666 通道 32 模拟量 2 上限设置

***;”
“666666 通道 32 模拟量 2 下限设置

***;”
“666666 通道 32 模拟量 2 系数 A 设置

***;”
“666666 通道 32 模拟量 2 系数 B 设置

设置通道 1~32 的上下

限及系数 A、B 及回

差参数。其中***为浮

点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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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6666 通道 32 模拟量 2 回差设置

***;”

模拟量 1 上下限继电

器关联设置

模拟量 2 上下限继电

器关联设置

“ 666666 通道 1 模拟量 1 上限关联

***;”
“ 666666 通道 1 模拟量 1 下限关联

***;”
“ 666666 通道 1 模拟量 2 上限关联

***;”
“ 666666 通道 1 模拟量 2 下限关联

***;”

... ... ... ...

“666666 通道 32 模拟量 1 上限关联

***;”
“666666 通道 32 模拟量 1 下限关联

***;”
“666666 通道 32 模拟量 2 上限关联

***;”
“666666 通道 32 模拟量 2 下限关联

***;”

设置每个通道的上下

限关联的继电器；其

中***代表继电器的编

号，范围 0~8；0 代表

不关联任何继电器 1~8
代表关联 1~8 号继电

器。

继电器关联查询
“666666通道 1关联查询”
... ... ... ...
“666666通道 32关联查询”

查询 1-32 通道的继电

器关联情况。

模拟量 1、模拟量 2
告警产生允许、禁止

短信报警；告警复归

允 许、 禁止 短信 报

警。

“666666通道 1 模拟量 1 告警发生短信

允许”

“666666通道 1 模拟量 1 告警发生短信

禁止”

“666666通道 1 模拟量 1 告警复归短信

允许”

“666666通道 1 模拟量 1 告警复归短信

禁止”

“666666通道 1 模拟量 2 告警发生短信

允许”

“666666通道 1 模拟量 2 告警发生短信

禁止”

“666666通道 1 模拟量 2 告警复归短信

允许”

“666666通道 1 模拟量 2 告警复归短信

禁止”

... ... ... ...
“666666 通道 32 模拟量 1 告警发生短

信允许”

“666666 通道 32 模拟量 1 告警发生短

信禁止”

“666666 通道 32 模拟量 1 告警复归短

信允许”

“666666 通道 32 模拟量 1 告警复归短

允许或禁止告警发生

和告警复归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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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禁止”

“666666 通道 32 模拟量 2 告警发生短

信允许”

“666666 通道 32 模拟量 2 告警发生短

信禁止”

“666666 通道 32 模拟量 2 告警复归短

信允许”

“666666 通道 32 模拟量 2 告警复归短

信禁止”

继电器参

数设置和

查询

继电器工作模式设置

“666666继电器 1模式设置远程;”
“666666继电器 1模式设置自动;”
“666666继电器 1模式设置定时;”
... ... ... ...
“666666继电器 8模式设置远程;”
“666666继电器 8模式设置自动;”
“666666继电器 8模式设置定时;”

设置继电器 1~8 的工

作模式。

继电器启动间隔设置

“666666继电器 1启动间隔设置***;”
... ... ... ...
“666666继电器 8启动间隔设置***;”

设置继电器 1~8 的启

动间隔，其中***代表

时 间 范 围 从

1~65536， 单位 为 分

钟。

继电器启动时长设置

“666666继电器 1启动时长设置***;”
... ... ... ...
“666666继电器 8启动时长设置***;”

设置继电器 1~8 的启

动时长，其中***代表

时 间 范 围 从

1~65536，单位为秒。

继电器属性查询

“666666继电器 1属性查询;”
... ... ... ...
“666666继电器 8属性查询;”

查询继电器 1~8 的所

有参数。

清除已存储数据 “666666清除已存储数据;” 清除记录仪里面已经

存储的数据

参数设置

和查询

目标地址设置 “666666目标地址设置*****;”
设置数据上传的目标

地址
目标地址查询 “666666目标地址查询;”

目标端口设置 “666666目标端口设置*****;”
设置数据上传的目标

端口

目标端口查询
“666666目标端口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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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鉴权码
“666666鉴权码设置*****;”

设置 6 位“权限”密

码

若 鉴 权 码 设 置 为

123456 则以后再发短

信，短信内容的前 6
位数必须为新的鉴权

码才可以

例如：123456 实时值

查询;
默认值：666666
范围：000000~999999

修改终端地址
“666666终端地址设置*****;”

设置设备的终端地址

基站定位功能设置
“666666开启基站定位;”
“666666关闭基站定位;”

开启或者关闭基站定

位功能

标记坐标功能设置及

查询

“666666经纬度坐标设置****,****;”
“666666经纬度坐标查询;”
“666666经纬度坐标使能开启;”
“666666经纬度坐标使能关闭;”
“666666经纬度坐标使能查询;”

查询及设置经纬度坐

标值，注意：坐标值

为百度经纬度坐标，

且一旦开启坐标标记

功能，则基站定位失

效。

雨量清除及查询

“666666日雨量查询;”
“666666当前雨量查询;”
“666666瞬时雨量查询;”
“666666雨量清除;”
“666666累计雨量查询;”

查询雨量数据，

清除雨量。

振铃告警

开启或关

闭

开启或关闭振铃告警
“666666振铃告警开启;”
“666666振铃告警关闭;” 开启或关闭振铃告警

GPRS 工

作模式

GPRS 工作模式设置

与查询

“666666GPRS工作模式设置上传;”
“666666GPRS工作模式设置短信;”
“666666GPRS 工作模式设置上传与短

信;”

上传模式：GPRS只用

来 上 传 数 据 到 服 务

器，无法发送报警短

信；

短信模式：可以收到

正常的报警短信。但

数据无法通过 GPRS
上传到服务器；

上传与短信模式：既

可 以 GPRS 上 传 数

据 ， 又 可 以 短 信 报

警。

“666666GPRS工作模式查询;”

数据存储

模式

数据存储模式设置与

查询

“666666数据存储模式设置关闭;”
“666666数据存储模式设置打开;”
“666666数据存储模式设置自动;”

设置数据在设备中存

储的三种模式：

关闭：设备不存储任

何数据；

自动：若设备与软件

平台断开，设备便会

自动按数据记录间隔

存储数据，若设备与

软件平台连接上，则

设备暂停数据存储；

“666666数据存储模式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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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无论设备是否

与软件平台连接，设

备均存储数据；

默认值：自动

范围：关闭、打开、

自动

数据记录

间隔

数据正常记录间隔设

置和查询

“666666数据正常记录间隔设置***;” 设置数据在设备中正

常记录间隔

默认值：30分钟

范围：1~65000分钟
“666666数据正常记录间隔查询;”

数据告警记录间隔设

置和查询

“666666数据告警记录间隔设置***;” 设置数据在设备中告

警记录间隔

默认值：1分钟

范围：1~65000分钟
“666666数据告警记录间隔查询;”

终端重启
“666666终端重启;”

设备自动重启

6. 接入监控平台

RS-QXZ-M-Y小主机可接入我司 2种平台：

两种软件平台对比： “■”代表有此功能； “□”代表无此功能；

功能 软件平台名称

RS-RJ-K仁科环境监控平台 气象监控云平台

温湿度数据后台实时监控 ■ □

温湿度数据WEB实时监控 ■ ■

温湿度上下限设定 ■ ■

监控界面实时报警 ■ ■

邮件报警 ■ ■

短信报警 ■（需配合我司短信猫） ■

WEB前端导出历史数据及报警数据 ■ ■

自定义监控数据的单位、名称及系数 ■ ■

设备分权限管理 ■ ■

续传存储型设备中的数据 ■ ■

提供软件升级服务 ■ ■

客户自建服务器 需客户自己的服务器 无需搭建任何服务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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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联系方式

山东仁科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营销中心：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舜泰广场 8号楼东座 10楼整层

邮编：250101

电话：400-085-5807

传真：（86）0531-67805165

网址：www.rkckth.com

云平台地址：www.0531yun.com

8. 文档历史

V1.0 文档建立

V2.0 更新雨量

V3.0 更新主菜单

V3.1 更新雨量累计方式

V3.2 增加 LED屏显示时间，增加 LED字体点阵更换

V4.0 更新基础参数、GPRS参数等

http://www.0531y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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