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品特性：
- 无线采集，分散性布点，降低布线成本          

- 超低功耗设计，产品使用寿命长        

- 网络节点数量大，无线传输距离远      

应用领域：
- 智能楼宇及环境测量          

- 农业大棚、大田智能管理        

- 水利、水务、公共社区远程监测

简单物联 · 随意感知

- 集中监测，自适应性，可扩展性    

- 测量准确度高，抗干扰能力强

JZH-V13-D
全防护型无线传感器

JZH-001
温度、湿度 传感器

JZH-YH高精度
无线温湿度传感器

KL-N4600采集模块

更多产品信息请搜索

JWB-CW2000
无线温度传感器

KL-H1200
物联网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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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ZH-0XX系列无线传感器 --------------------178

JZH-YH系列高精度无线存储温湿度传感器 ---180

JZH-V无线传感器 ---------------------------181

JZH-0H 系列无线温湿度传感器 -------------182

JZH-PZQ ZigBee 网络配置器 ---------------183

JZH-101无线温湿度传感器 ------------------183

JZH-102无线CO2传感器 ---------------------184

JZH-103无线粉尘传感器 --------------------184

物联网室外防护箱 ---------------------------185

JZH-5 系列无线小型气象站 ------------------186

JYB-KB-CW2000无线压力变送器 -----------187

JZY-PZQ-W ZigBee网络配置器 -------------187

JWB-CW2000无线温度变送器 --------------188

900M 无线温度、温湿度传感器 -------------188

物联网无线传感系列
适用于智能楼宇监测、农业大棚远程监测、农业大田信息监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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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H1100

ZigBee无线接入

KL-H1200

模拟量输入

KL-H1101

900M无线接入

网     关

温度记录仪 无线控制采集模块

3G上网

以太网接口

无线WIFI

JZH-V13-D

全防护型

JZH-016-D

普通型

JYB-KB-CW2000

无线压力传感器

JWB-CW2000

无线温度传感器

JRFW-2-21

壁挂型无线温湿度

无线温湿度记录仪JZH-YH高精度无线温湿度传感器、内置存储

JRFW-2-13

管道型无线温湿度

2.4G ZigBee 无线传感器 900M 无线传感器

ZigBee 无线存储传感器 900M 无线存储记录仪
无线传输

自带存储

断点续传

JRFW-2-11

无线读取

JZH-211

无线控制模块

JZH-314

无线采集模块

无线多路接收、记录仪

KL-H1000

网关控制模块

KL-N4600

ZigBee转串口

USB	接口

记录格式为PDF报表

云服务平台功能介绍

平台功能分为“应用”“数据服务”
和“单机版”三个功能版块，用户访问
平台网址 www.klha.net 完成注册，通
过审核后即可享用上述云服务功能。

欢迎使用昆仑海岸物联网云服务平台，登陆后即可使用全部功能 登录    注册    联系我们

 应用 数据服务 单机版 

应用：

会员可通过应用版块实时查看现场数据，包括
查看、报表、报警、曲线、地图等 B/S 软件应用
功能。

数据服务：

会员可通过数据服务版块直接面向数据接口编
程获取现场数据，无需访问现场物理设备，避
免复杂的通讯联络机制等底层开发。

单机版：

主要面向数据库应用，会员可以将现场物联网
传感器和网关的数据采集到本地数据库中。即
可对上层应用软件进行二次开发，单机版提供
5 个网关容量。

ZigBee

无线物联   随意感知

无线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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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ZH-0XX系列无线传感器

技术参数

采集、传输一体化设计，超低功耗，可集成多种传感器及变送器，智

能管理、智能传输。传输距离远，采用无线2.4G	 zigbee协议，抗干

扰能力更强。16物理信道可选，65535个网络ID可设，组网能力更强。

适用于室内环境测量、农业大棚智能管理等。

I	多种传感器高度集成

I	符合2.4GHz	ZigBee协议

I	超低功耗设计，产品寿命长

I	测量准确度高，抗干扰能力强

I	网络节点数量大，传输距离远

特   点

概    述

通用参数

供				电 DC	12V（9V～28V）或电池供电（1#锂离子电池3.6V）

工作频段 2.4GHz

网				络 ZigBee	PRO协议

通信距离 ≥800m(空旷环境)

信				道 16个（0x00～0x0F）

网络		ID 0x0000-0xFFFE

波	特	率 38400bps

数据传输格式 主动上报

主体外壳 ABS白色147mm	x	112mm	x	46mm（不含探头）

温度参数

供				电 DC	12V（9V～28V）或电池供电（1#锂离子电池3.6V）

量				程 环境温度：-20℃～60℃

准	确	度 环境温度:	±0.5℃(25℃）

长期稳定性 环境温度：≤0.5℃/y

分	辨	率 0.1℃

工作时间 ≤1s

启动时间 ≤1s

休眠时间 设置范围60s～65535s（默认60s）

工作环境 -20℃～60℃；5％RH～95％RH（非结露）

存储条件 -20℃～60℃；5％RH～95％RH（非结露）

功				耗
最大≤25mA（DC	12V）

休眠≤4uA（电池供电）

响应时间 <30s（1m/s风速）

电池寿命 1年（1次/min，25℃±5℃，电量19Ah）

安装方式 一体式

湿度参数

供				电 DC	12V（9V～28V）或电池供电（1#锂离子电池3.6V）

量				程 环境湿度：0％RH～100％RH

准	确	度 环境湿度：±3％RH（5％RH～95％RH,25℃）

分	辨	率 0.1％RH

长期稳定性 环境湿度：≤1%RH/y

工作时间 ≤1s

启动时间 ≤1s

休眠时间 设置范围60s～65535s（默认60s）

工作环境 -20℃～60℃；5％RH～95％RH（非结露）

存储条件 -20℃～60℃；5％RH～95％RH（非结露）

功				耗
最大≤25mA（DC	12V）

休眠≤4uA（电池供电）

响应时间 <30s（1m/s风速）

电池寿命 1年（1次/min，25℃±5℃，电量19Ah）

安装方式 一体式

照度参数

供				电 DC	12V（9V～28V）或电池供电（1#锂离子电池3.6V）

量				程 0Lux～50000Lux

准	确	度 ±5%F·S

分	辨	率 1Lux

长期稳定性 ≤2%/y

工作时间 ≤1s

启动时间 ≤1s

休眠时间

设置范围60s～65535s（默认60s）

工作环境：-20℃～60℃；5％RH～95％RH（非结露）

存储条件：-20℃～60℃；5％RH～95％RH（非结露）

功				耗
最大≤25mA（DC	12V）

休眠≤4uA（电池供电）

响应时间 <30s

电池寿命 1年（1次/min，25℃±5℃，电量19Ah）

安装方式 分体式，线长2m，标准

探头外壳 ABS	108mm	x	58mm	x	34mm

土壤温度参数

供				电 DC	12V（9V～28V）或电池供电（1#锂离子电池3.6V）

量				程 -20℃～60℃

准	确	度 ±0.5℃(25℃）

分	辨	率 0.1℃

长期稳定性 ≤0.1℃/y

工作时间 ≤1s

启动时间 ≤1s

休眠时间 设置范围60s～65535s（默认60s）

工作环境 -20℃～60℃；5％RH～95％RH（非结露）

存储条件 -20℃～60℃；5％RH～95％RH（非结露）

功				耗
最大≤25mA（DC	12V）

休眠≤4uA（电池供电）

响应时间 <30s

电池寿命 1年（1次/min，25℃±5℃，电量19Ah）

安装方式 分体式，线长3.5m，标准

氧气模块 二氧化碳模块

无线传感器

照度、土壤水分、土壤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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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度

土壤温度

CO2

土壤水分

C2

CO2 O2照	

度

土
壤
水
分

土
壤
温
度

土壤水分参数

供				电 DC	12V（9V～28V）或电池供电（1#锂离子电池3.6V）

量				程 0％～100％

准	确	度 ±3%（0％～50％）

分	辨	率 0.1

长期稳定性 ≤3%/y

工作时间 ≤1s

启动时间 ≤1s

休眠时间 设置范围60s～65535s（默认60s）

工作环境 -20℃～60℃；5％RH～95％RH（非结露）

存储条件 -20℃～60℃；5％RH～95％RH（非结露）

功				耗
最大≤25mA（DC	12V）

休眠≤4uA（电池供电）

响应时间 <30s

电池寿命 1年（1次/min，25℃±5℃，电量19Ah）

安装方式 分体式，线长3.5m，标准

O2参数

供				电 DC	12V（9V～28V）或电池供电（1#锂离子电池3.6V）

正常量程 0％～25％		O2

最大量程 0％～30％		O2	

准	确	度 ±1％(1个标准大气压下，50％RH，20℃)

分	辨	率 0.1％

时间漂移 ≤2%（每三个月）

温度漂移 ≤0.1%/℃

工作时间 ≤1s

启动时间 ≤1s

休眠时间 设置范围60s～65535s（默认60s）

工作环境 0℃～50℃；0％RH～95％RH（非结露）

存储条件 0℃～50℃；0％RH～95％RH（非结露）

功				耗
最大≤25mA（DC	12V）

休眠≤4uA（电池供电）

响应时间 <15s（达到实际90%）

使用寿命 两年

电池寿命 1年（1次/min，25℃±5℃，电量19Ah）

安装方式 分体式，线长2m，标准

探头外壳 ABS	91mm	x	91mm	x	30mm

CO2参数

供				电 DC	12V（9V～28V）

量				程
0ppm～5000ppm（0ppm～2000ppm，0ppm～10000ppm

可选）

准	确	度 ±(40ppm+3%F·S)（25℃）

分	辨	率 1ppm

时间漂移 ≤3%F·S/y

温度漂移 ≤0.2%F·S/℃

工作时间 ≤5s

启动时间 ≤2min

休眠时间 设置范围60s～65535s（默认60s）

工作环境 0℃～50℃；0％RH～95％RH（非结露）

存储条件 0℃～50℃；0％RH～95％RH（非结露）

功				耗 最大≤80mA

响应时间 <30s（达到实际90%）

安装方式 分体式，线长2m，标准

探头外壳 ABS	113mm	x	72mm	x	38mm

规格型号 外形尺寸

JZH 环境类无线传感器

-001 温度、湿度

-002 照度

-003 土壤温度

-004 土壤水分

-005 温度

-006 氧气

-007 二氧化碳

-010 温度、湿度、照度

-011 温度、湿度、土壤温度

-012 温度、湿度、土壤水分

-013 温度、湿度、照度、土壤温度

-014 温度、湿度、照度、土壤水分

-015 温度、湿度、土壤温度、土壤水分

-016 温度、湿度、照度、土壤温度、土壤水分

-020 温度、湿度、二氧化碳

-021 温度、湿度、照度、二氧化碳

-022 温度、湿度、土壤温度、二氧化碳

-023 温度、湿度、土壤水分、二氧化碳

-024 温度、湿度、照度、土壤温度、二氧化碳

-025 温度、湿度、照度、土壤水分、二氧化碳

-026 温度、湿度、土壤温度、土壤水分、二氧化碳

-D 3.6V锂电池供电（1#1节）

-12 供电	DC	12V	（9V～28V）

JZH -000 -12 无线中转模块

注：	带“-D”不具有中转功能；

	 带“-12”具有中转功能；

	 “-02x”系列产品无“-D”选项；

	 “-007”产品无“-D”选项。

无线传感器

2
6

5
1

62 79
21

2
6
4
52.5

164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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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形尺寸

无线传感器

JZH-YH系列高精度无线存储温湿度传感器

特    点

JZH-YH系列高精度无线存储温湿度传感器探头采用Rotronic公司的

高精度探头，集采集、数据储存，传输一体化设计，智能管理、智能传

输。传输距离远，节能省电，采用2.4G	DSSS	扩频技术，抗干扰能力

达到Ш级标准。16物理信道可选，65535个网络ID可设，组网能力强。

适用于工业现场、半导体行业、烟草行业、食品行业、实验室等室内

环境测试，特别适用于采集数据不允许丢失的行业，如制药行业。

I	探头最大工作温度范围-100℃～200℃

I	断网后，采集数据可以存储，不丢失

I	符合2.4GHz	Zigbee	PRO协议

I	超低功耗设计，节能省电

I	测量准确度高，抗干扰能力强

I	供电采用双回路互备用方式

I	网路节点数量大，传输距离远

用    途

概    述

技术参数

供				电
DC12V（9V～28V）

或电池供电（2节2#电池3.6V）

工作频段 2.4G

网				络 Zigbee	PRO协议

通信距离 ≥800m（空旷环境）

信				道 16个（0x00～0x0F）

网路ID 0x0000～0xFFFE

波	特	率 38400bps

准	确	度
温度：±0.1℃（23℃）

湿度：±0.8%RH（0%RH～100%RH,23℃）

长期稳定性
温度：≤0.1℃/y

湿度：≤1%RH/y

休眠时间 设置范围60s～65535s(默认60s）

工作时间 ≤5s

启动时间 ≤5s

采集存储周期 休眠时间+工作时间

数据传输格式 主动上报

电路工作环境 -20℃～60℃；5%RH～95%RH（非结露）

存储条件 -20℃～60℃；5%RH～95%RH（非结露）

探头工作环境
-40℃～100℃/-100℃～200℃,任选；

5%RH～95%RH

功				耗
最大≤40mA(DC12V供电时）

休眠≤5uA（电池供电时）

响应时间 ≤30s(风速1m/s）

电池寿命 1年（1次/min，25℃±5℃）

安装方式 壁挂安装

外壳 162mm×48mm×90mm

规格型号

JZH 无线高精度温湿度传感器

YH1 壁挂式，-20℃～60℃，含新HC2-S探头

YH2
分体式，-40℃～100℃，含2m延长线和新

HC2-S，安装件AC1303-M

YH3
分体式，-40℃～100℃，含5m延长线和新

HC2-S，安装件AC1303-M

YH4
-100℃～200℃，含自带2m电缆的HC2-IC103

探头，送烧结过滤器和安装件AC1303-M

YH5
-100℃～200℃，含自带2m电缆的HC2-IC302

探头，送烧结过滤器和安装件AC1303-M

YH6

-100℃～200℃，含自带2m电缆的H C2-

I M302不锈钢探头，送烧结过滤器和安装件

AC1303-M

YH7
-100℃～200℃，含自带2m电缆的H C2-

IE1M02耐压探头，送烧结过滤器和G1/2螺纹

-D 电池供电（2节2#电池3.6V）

-12 供电	DC12V（9V~28V）



www.klha.cn  /  www.collihigh.net  /  www.sensor.com.cn  /  www.automation.com.cn 181

外形尺寸

JZH-V无线传感器

采集、传输一体化设计，可集成多种传感器及变送器，智能管理、

智能传输。传输距离远，采用2.4G	 DSSS扩频技术，抗干扰能力更

强。16物理信道可选，65535个网络ID可设，组网能力更强。

概    述

无线传感器

适用于室外环境测量、农业大棚智能管理等。

用   途

技术参数

通用参数

供				电 电池供电（2#锂离子电池3.6V）

工作频段 2.4GHz

网				络 ZigBee	PRO协议

通信距离 ≥800m(空旷环境)

信				道 16个（0x00～0x0F）

网络		ID 0x0000—0xFFFE

波	特	率 38400bps

数据传输格式 主动上报

工作环境 -20℃～60℃；5％RH～95％RH（非结露）

储存条件 -20℃～60℃；5％RH～95％RH（非结露）

工作时间 ≤1s

启动时间 ≤1s

休眠时间 设置范围60s～65535s（默认60s）

功				耗
最大≤25mA

休眠≤4uA

响应时间 <30s（1m/s风速）

主体外壳 ABS:φ124mm	×	h	155.8mm（不含探头）

安装方式 ABS白色106mm×95mm×29mm

电池寿命 1年（1次/min，25℃±5℃，电量8.5Ah）

温湿度参数

量				程
环境温度：-20℃～60℃

环境湿度：0％RH～100％RH

准	确	度
环境温度:	±0.5℃(25℃）

环境湿度：±3％RH（5％RH～95％RH,25℃）

长期稳定性
环境温度：≤0.5℃/y

环境湿度：≤1%RH/y

分	辨	率 0.1℃；0.1％RH

探头方式 内置式

照度参数

量				程 0Lux～50000Lux

准	确	度 ±5%F.S

分	辨	率 1Lux

长期稳定性 ≤2%/y

探头方式 一体式

土壤温度参数

量				程 -20℃～60℃

准	确	度 ±0.5℃(25℃）

分	辨	率 0.1℃

长期稳定性 ≤0.1℃/y

探头方式 分体式

I	组网，抗干扰能力强

I	低功耗，低漂移

I	防潮，防水能力强，集多种测量于一体

特   点

规格型号

JZH-V 无线传感器

01 温湿度

10 温湿度，照度

13 温湿度，照度，土壤温度

-D 电池供电

15
5.
8

Φ124.0

照度

指示灯

土壤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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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温湿度传感器

JZH-0H 系列无线温湿度传感器

JZH-0H	 系列无线温湿度传感器探头采用瑞士Rotronic公司的高精

度探头资源，	 采集、传输一体化设计，智能管理、智能传输。传输

距离远，采用2.4G	 DSSS扩频技术，抗干扰能力更强。16物理信道

可选，65535个网络ID可设，组网能力更强。

适用于制药行业、半导体行业、烟草行业、工业现场等室内环境测

量。

I	探头最大工作温度范围-100℃～200℃

I	符合2.4GHz	ZigBee协议

I	超低功耗设计，产品寿命长

I	测量准确度高，抗干扰能力强

I	网络节点数量大，传输距离远

特   点

概   述

用   途

技术参数

供				电
DC	12V（9V～28V）

或电池供电（1#锂离子电池3.6V）

工作频段 2.4GHz

网				络 ZigBee	PRO协议

通信距离 ≥800m(空旷环境)

信				道 16个（0～0x0F）

网络		ID 0x0000～0xFFFE

波	特	率 38400bps

准	确	度
湿度:±0.8％RH(0％RH～100％RH,23℃)

温度:±0.1℃(23℃）

长期稳定性
湿度：≤1%RH/y

温度：≤0.1℃/y

休眠时间 设置范围60s～65535s（默认60s）

工作时间 ≤5s

启动时间 2min

数据传输格式 主动上报

电路工作环境 -20℃～60℃；5％RH～95％RH（非结露）

探头工作环境
5％RH～95％RH；

-40℃～100℃/-100℃～200℃，任选

存储条件 -20℃～60℃；5％RH～95％RH（非结露）

功				耗
最大≤25mA（DC	12V供电时）

休眠≤4uA（电池供电时）

响应时间 ≤30s（1m/s风速）

电池寿命 1年（1次/min，25℃±5℃，电量19Ah）

安装方式 采用壁挂安装方式

外				壳 ABS	147mm×112mm×46mm

JZH- 无线高精度温湿度传感器

0H1 壁挂式，-20℃～60℃，含新HC2-S探头

0H2
分体式，-40℃～100℃，含2米延长线和新

HC2-S探头，安装件AC1303-M

0H3
分体式，-40℃～100℃，含5米延长线和新

HC2-S探头，安装件AC1303-M

0H4
包括自带2m电缆的HC2-IC102探头，-100℃～

200℃，送烧结过滤器和安装件AC1303-M

0H5
包括自带2m电缆的HC2-IC302探头，-100℃～

200℃，送烧结过滤器和安装件AC1303-M

0H6

包括自带2m电缆的HC2-I M302不锈钢探头，

-10 0℃～2 0 0℃，送烧结过滤器和安装件

AC1303-M

0H7
包括自带2m电缆的HC2-I E1M02耐压探头，

-100℃～200℃，送烧结过滤器，G1/2	螺纹

-D 3.6V锂电池供电（1#1节）

-12 供电		DC		12V（9V～28V）

规格型号

JZH-0H1

JZH-0H4/JZH-0H5

JZH-0H7

JZH-0H2/JZH-0H3

JZH-0H6



www.klha.cn  /  www.collihigh.net  /  www.sensor.com.cn  /  www.automation.com.cn 183

网络配置器/无线温湿度传感器

JZH-101无线温湿度传感器

技术参数

采集、传输一体化设计，超低功耗，智能管理、智能传输。传输距离

远，采用无线2.4G	 Z igBee协议，抗干扰能力更强。16物理信道可

选，65535个网络ID可设，组网能力更强。适用于室内环境测量、农业

大棚智能管理等。

I	大液晶屏显示当前信息	 					I	符合2.4GHz		ZigBee协议

I	超低功耗设计，产品寿命长	 					I	测量准确度高，抗干扰能力强

I	网络节点数量大，传输距离远

特   点

概   述

规格型号

注：带“-D”不具有中转功能；	带“-12”具有中转功能。

JZH 无线传感器（8号壳）

-101 温度、湿度

-D 3.6V锂电池供电（1#1节）

-12 供电	DC	12V（9V～28V）

供			电 DC	12V（9V～28V）或电池供电（1#锂离子电池3.6V）

工作频段 2.4GHz

网			络 ZigBee	PRO协议

通信距离 ≥800m(空旷环境)

信			道 16个（0～0x0F）

网络	ID 0x0000～0xFFFE

波	特	率 38400bps

量			程
湿	度 0％RH～100％RH

温	度 -20℃～60℃

准	确	度
湿	度 ±3％RH(5％RH～95％RH,25℃)

温	度 ±0.5℃(25℃)

长期稳定性
湿	度 ≤1%RH/y

温	度 ≤0.1℃/y

工作时间 ≤1s

启动时间 ≤1s

休眠时间 设置范围60s～65535s（默认60s）

数据传输格式 主动上报

工作环境 -20℃～60℃；5％RH～95％RH（非结露)

存储条件 -20℃～60℃；5％RH～95％RH（非结露）

功				耗 最大≤30mA（DC	12V）	休眠≤15uA（电池供电）

响应时间 15s（1m/s风速）

电池寿命 1年（1次/min，25℃±5℃，电量19Ah）

安装方式 采用壁挂安装方式

外				壳 ABS	180mm	x	130mm	x	53mm

外形尺寸

JZH-PZQ ZigBee 网络配置器

技术参数

本设备与JZH系列传感器配套使用，通过TTL电平接口可对传感器基

本参数进行设置。

I	具有“一键设置”功能，方便大量设置传感器；

I	可现场免拆卸设置传感器的基本参数；

I	有两种参数设置方式；

I	功耗低，使用寿命长；

I	具有电池欠电提示功能；

I	产品界面清晰，操作方便。

特   点

概   述

供				电 5节AA电池（5	×	1.5V）

信道范围 0～0x0F

网络ID范围 0～0xFFFE

设备地址范围 1～247

休眠时间范围 1s～65535s

工作环境 0℃～50℃，5％RH～95％RH（非结露）

存储环境 0℃～50℃，5％RH～95％RH（非结露）

产品重量 约300克

100

204

20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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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ZH-102无线CO2传感器

技术参数

采集、传输一体化设计，智能管理、智能传输。传输距离远，采用无

线2.4G	 ZigBee协议，抗干扰能力更强。16物理信道可选，65535个

网络ID可设，组网能力更强。适用于室内环境测量、农业大棚智能管

理等。

I	大液晶屏显示当前信息

I	符合2.4GHz		ZigBee协议

I	超低功耗设计，产品寿命长

特   点

概   述

规格型号

注：带“-12”具有中转功能。

JZH 无线传感器

-102 CO2

-12 供电	DC	12V（9V～28V）

供			电 DC	12V（9V～28V）

工作频段 2.4GHz

网				络 ZigBee	PRO协议

通信距离 ≥800m(空旷环境)

信				道 16个（0～0x0F)

网	络	ID 0x0000～0xFFFE

波	特	率 38400bps

量				程
0～2000ppm（0～5000ppm，

0～10000ppm可选）
准	确	度 ±(40ppm+3%F·S)（25℃）

分	辩	率 1ppm

温度漂移 ≤0.2%F.S/℃

时间漂移 ≤3%F.S/y

启动时间 ≤2min

工作时间 ≤5s

休眠时间 设置范围60s～65535s（默认60s)

数据传输格式 主动上报

工作环境 0℃～50℃；5％RH～95％RH（非结露）

存储条件 0℃～50℃；5％RH～95％RH（非结露)

功				耗 最大≤80mA（DC	12V）

安装方式 采用壁挂安装方式

外				壳 ABS	180mm	x	130mm	x	53mm

I	测量准确度高，抗干扰能力强

I	网络节点数量大，传输距离远

无线CO2传感器/无线粉尘传感器

JZH-103无线粉尘传感器

技术参数
采集、传输一体化设计，智能管理、智能传输。传输距离远，采用无

线2.4G	 ZigBee协议，抗干扰能力更强。16物理信道可选，65535个

网络ID可设，组网能力更强。适用于室内环境测量、农业大棚智能管

理等。

I	大液晶屏显示当前信息

I	符合2.4GHz		ZigBee协议

I	超低功耗设计，产品寿命长

特   点

概   述

规格型号

注：带“-12”具有中转功能。

JZH 无线传感器

-103 粉尘

-12 供电	DC	12V（9V～28V）

供				电 DC	12V（9V～28V）

工作频段 2.4GHz

网				络 ZigBee	PRO协议

通信距离 ≥800m(空旷环境)

信			道 16个（0～0x0F)

网	络	ID 0x0000～0xFFFE

波	特	率 38400bps

测量对象 气体中的固体粒子（内置加热器自动吸入空气）

粒子粒径 1μm以上/2μm以上/2.5μm以上（跳线可选）

量				程
浓度：0～8.8	千粒/升
空气洁净度等级：7.1级～9级（参照ISO14644-1标准）

准	确	度 ±10%F·S

启动时间 ≤30s

工作时间 ≤5s

休眠时间 设置范围60s～65535s（默认60s)

数据传输格式 主动上报

工作环境 0℃～50℃；5％RH～95％RH（非结露）

存储条件 0℃～50℃；5％RH～95％RH（非结露)

功				耗 最大≤70mA（DC	12V）

安装方式 采用壁挂安装方式

外				壳 ABS	180mm	x	130mm	x	53mm

I	测量准确度高，抗干扰能力强

I	网络节点数量大，传输距离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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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JZH系列无线传感器必须为分体温湿度探头；

				2、JZH系列无线传感器配置VS-6室外防护罩。

物联网室外防护箱

技术参数 规格型号

物联网防护箱主要配合无线传感器应用，用于室外为现在农业生产提

供环境参数。在野外无电力系统情况下，可利用太阳能新能源为无线

传感器供电，可使传感器在恶劣环境下稳定运行。物联网防护箱内传

感器为模块化设计，也可根据需求搭配各种传感器，监测室外环境。

适用于农林气候监测、生态环境、温室大棚等领域。

I	性能稳定；可无人看守；多种供电方式；安装方便。

用   途

特   点

概   述

WSF- 物联网室外防护箱

A AC	220V供电

B 太阳能供电，设备全天工作并且满足3个阴雨天

C 太阳能供电，设备全天工作并且满足7个阴雨天

1 立柱安装

2 支架安装

A型
室外防护箱 400mm	x	300mm	x	140mm

开关电源 AC	220V输入，12V	1A输出

B型

室外防护箱 400mm	x	300mm	x	140mm

太阳能电池板 20W，多晶硅，转换效率16%以上

胶体蓄电池 12V/12Ah，阀控式免维护胶体蓄电池

太阳能控制器 12V/10A，光控时控智能控制器

C型

室外防护箱 500mm	x	400mm	x	200mm

太阳能电池板 35W，多晶硅，转换效率16%以上

胶体蓄电池 12V/24Ah，阀控式免维护胶体蓄电池

太阳能控制器 12V/10A，光控时控智能控制器

防护箱



186

无线小型气象站

JZH-5 系列无线小型气象站

无线小型气象站为采集、传输一体化设计，智能管理、智能传输。传

输距离远，采用无线2.4G	 ZigBee协议，抗干扰能力更强。16物理信

道可选，65535个网络ID可设，组网能力更强。

适用于室外环境监测。

JZH 无线小型气象站

501 风速、风向、雨量

502 风速、风向、雨量、大气压力

I	数据通讯采用主从方式

I	符合2.4GHz		ZigBee协议

I	性能稳定，产品寿命长

I	传输距离远，抗干扰能力强

I	无需人员看守

特   点

概   述

用   途

规格型号

外形尺寸

供电 AC	220V

网络 ZigBee	PRO协议

通信距离 ≥800m(空旷环境)

信道 16个（0～0x0F）

波特率 38400bps

量程

风速 0m/s～32.4m/s

风向 16个方向（360°）				

雨量 0mm～1000mm（≤8mm/min）

大气压力 0kPa～110kPa

准确度

风速 ±1m/s

雨量 ±4%

大气压力 ±0.5%F•S					

启动风速 0.4m/s

工作时间 ≤1s

启动时间 ≤5s

休眠时间 设置范围60～65535s（默认60s）

数据传输格式 主动上报

工作环境 -10℃～60℃；5％RH～95％RH（非结露）

存储条件 -10℃～60℃；5％RH～95％RH（非结露）								

安装方式 支架安装

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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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B-KB-CW2000
无线压力变送器

技术参数

JYB-KB-CW2000，是一款电池供电，基于ZigBee无线通讯协议的

高精度无线通讯压力变送器。

本产品主要应用领域是针对野外或配套供电环境不便的场合，如输

油、输汽、供暖等输送能源管道等场合进行压力监测，无线通讯采用

2.4G	 ZigBee通讯协议，抗干扰能力强，16物理信道可选，65535个

网络ID可设，组网能力强。

I	电池供电，无需现场布线方便使用

I	超低功耗设计，延长电池使用寿命

I	 ZigBee无线通讯协议，抗干扰和组网能力强

I	金属外壳，全密封设计，保证全天候无忧作业

JYB-KB-CW2000 无线压力变送器

口 600m（空旷环境）

-1 200m（空旷环境）

特   点

规格型号

概   述

输出形式 无线通讯

供电电池 能量型C/ER26500	3.6V/8.5Ah锂电池

非线性 ±0.2%F.S

迟滞性与可重复性 ±0.1%F.S

长期稳定性 ±0.1%F.S/y

热力零点漂移 ±0.03%F.S/℃

量程范围 0～35MPa

准确度等级 A级：±0.2％F.S				B级：±0.5％F.S	*

介质温度 －30℃～85℃

环境温度 －30℃～45℃

响应时间 ≤1s

功				耗
最大电流≤100mA（600m）/45mA(200m)	

休眠电流≤3uA(200mm)

视窗尺寸 58mm×32mm（段式液晶）

参数设置 JZY-PZQ-W		ZigBee网络配置器

通信频段 2.4	GHz

传输距离 ≥600m/≥200m（空旷环境）可选

通讯信道 16个（00～0F）

网	络	ID 65535（0x0000～0xFFFE）

过程连接 M20×1.5螺纹

防护等级 IP54

注	*	 ±0.2％F.S（满量程在70KPa～5MPa内，25℃）

	 ±0.5％F.S（满量程在5KPa～70KPa内，25℃）

	 ±0.5％F.S（满量程在5MPa～35MPa内，25℃）

无线压力变送器/网络配置器

JZY-PZQ-W ZigBee网络配置器

技术参数

本设备与JWB-CW2000、JYB-KB-CW2000无线变送器配套使用，

通过ZigBee无线对变送器基本参数进行设置。

I	具有“一键设置”功能，方便大量设置传感器

I	可现场免拆卸设置传感器的基本参数

I	有两种参数设置方式

I	功耗低，使用寿命长

I	具有电池欠电提示功能

I	产品界面清晰，操作方便

特   点概   述

供				电 5节AA电池（5	×	1.5V）

信道范围 0～0x0F

网络ID范围 0～0xFFFE

设备地址范围 1～247

休眠时间范围 1s～65535s

工作环境 0℃～50℃，5％RH～95％RH（非结露）

存储环境 0℃～50℃，5％RH～95％RH（非结露）

产品重量 ≤300	g

外壳尺寸 204mm×100mm×36mm

外形尺寸

100

204

20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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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WB-CW2000
无线温度变送器

技术参数

JWB-CW2000无线温度变送器是一款电池供电，具有无线通讯功能

的温度变送器。

本产品主要应用领域是针对野外或配套供电环境不便的场合，如输

油、输汽、供暖等输送能源管道等场合进行温度监测，无线通讯采用

2.4G	 ZigBee通讯协议，抗干扰能力强，16物理信道可选，65535个

网络ID可设，组网能力强。

I	电池供电，无需现场布线方便使用

I	超低功耗设计，延长电池使用寿命

I	 ZigBee无线通讯协议，抗干扰和组网能力强

I	金属外壳，全密封设计，保证全天候无忧作业

特   点

概   述

无线温度变送器

输出形式 无线通讯

供电电池 能量型C/ER26500/3.6V/8.5Ah	锂电池

量程范围 -30℃～100℃

准	确	度 ±0.5℃（25℃）

介质温度 －30℃～100℃

环境温度 －30℃～60℃

功				耗

最大电流≤100mA（600m）/45mA(200m)

休眠电流≤3uA(200mm)

休眠电流≤3uA

视窗尺寸 58mm×32mm

通信频段 2.4	GHz

传输距离 ≥600m	/	≥200m（空旷环境）可选

信				道 16个（0～0x0F）

网络		ID 0x0000—0xFFFE

参数设置 JZY-PZQ-W	ZigBee网络配置器

过程接口 M20×1.5螺纹

产品重量 ≤1200	g

概   述

规格型号 JRFW-2-21

900M 无线温度、温湿度传感器

技术参数
I	同时具备温湿度采集与64位数字标识

I	防碰撞设计，支持大量标签同时温湿度采集

I	超低功耗设计；数据采集间隔时间可设

I	采用防水防潮设计

I	操作方法简单，即时起、停温湿度采集

I	具有LED显示，指示工作状态;	运行状态可观、可控

I	根据需要可以调节信号灵敏度

I	外观小巧精致，可选内置或者外置天线

I	适用于对较大面积内多个被测体的实时温湿度同时测量

特   点

采集范围
温度：-20℃～+60℃	

湿度：0～100％RH

测量准确度
湿度±3％RH　(5％RH～95％RH,25℃)

温度±0.5℃(-20℃～60℃)

温度采集间隔时间 30秒～12小时

电池使用寿命 1～3年

通讯频段 900M

通讯距离 600米可调节(可视)

JRFW系列无线温度、温湿度产品采用进口高精度探头和传感变送一

体化专用电路，传感器性能可靠，使用寿命长，响应速度快，测量范

围宽。具有同类产品中低价格和高精度的特点，且探头抗结露。

该无线产品采用自由协议，具有超低功耗、稳定性好、使用简单，免

参数配置，免去繁琐的布线过程。可广泛使用于冷链运输、室内温湿

度、通讯机房、智能楼宇、地铁、商场、图书馆等场所。

JWB-CW2000 无线温度变送器

口 600m（空旷环境）

-1 200m（空旷环境）

规格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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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网关及模块系列
适用于室内环境、农业大棚、大田智能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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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H1100物联网网关(3G版)

技术参数

外形尺寸

功能特点和应用特色

I	 10M/100M以太网络，自由入网

I	具有Web功能的远程/本地浏览器访问，通过浏览网页实现对网关和	

	 ZigBee网络的参数配置、管理，同时可以查看ZigBee网络的终端	

	 节点数据信息

I	内置标准Modbus	TCP服务器，支持多客户端并发访问

I	 3G无线上网卡即插即用，支持电信、联通和移动的3G上网服务，智	

	 能防掉线，掉线自动重拨，插卡自动拨号等，确保设备永远在线

I	WIFI无线网卡即插即用，短距离无线通讯方便，信号稳定

I	动态域名绑定，支持高达20家的动态域名申请网站

I	支持手机网页客户端访问，可通过手机等智能设备查看ZigBee网络	

	 节点信息

I	网关用户信息可实现备份与恢复，确保网关数据信息安全

I	内置ZigBee接收模块，智能自组网，传输距离远，一只网关可带64	

	 个传感器一起工作

I	 4个状态指示灯，明确指示系统工作状态

I	智能看门狗

I	强大的软件升级能力，支持远程升级

I	一键恢复，长按5秒恢复系统出厂设置

概    述
KL-H1100物联网网关是北京昆仑海岸传感技术有限公司自主研发，

基于Z i gBee技术的物联网数据采集模块。它提供了标准以太网接

口，3G/WIFI无线接口，可以将ZigBee网络连接到局域网或者互联网

中，实现了互联网网络设备与ZigBee网络设备之间的对接。产品支持

Modbus	 TCP协议，支持10M/100M以太网、3G、WIFI等多种互联网

信息通道，方便用户通过手机、平板电脑、PC或其它移动互联网设备

进行数据监测。

物联网网关

供电电压 DC	12V～30V

平均功耗 1.7W

通讯方式

以太网

WIFI

3G

工作模式
服务器

客户端

协议类型 Modbus	TCP

通讯接口
10M/100M以太网端口

USB2.0端口

ZigBee

频点 0x00～0x0F

网络ID 0x0000～0xFFFE

通讯距离 ≥800m（空旷环境）

工作环境温度 -20℃～60℃

工作环境湿度 5%RH～95%RH

外形尺寸 175mm×123mm×33mm

产品重量 约227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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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H1100物联网网关(壁挂版)

概    述
K L-H1100物联网网关是北京昆仑海岸传感技术有限公司自主研

发，基于ZigBee技术的物联网数据采集模块。它提供了标准以太网

接口，3G/WIFI无线接口，可以将ZigBee网络连接到局域网或者互

联网中，实现了互联网网络设备与ZigBee网络设备之间的对接。产

品支持Modbus	TCP协议，支持10M/100M以太网、3G、WIFI等多

种互联网信息通道，方便用户通过手机、平板电脑、PC或其它移动

互联网设备进行数据监测。

功能特点和应用特色

I	 10M/100M以太网络，自由入网

I	具有	Web	功能的远程/本地浏览器访问，通过浏览网页实现对网关	

	 和ZigBee网络的参数配置、管理，同时可以查看ZigBee网络的终	

	 端节点数据信息

I	内置标准Modbus	TCP服务器，支持多客户端并发访问

I	 3G无线上网卡即插即用，支持电信、联通和移动的3G上网服务，智	

	 能防掉线，掉线自动重拨，插卡自动拨号等，确保设备永远在线

I	WIFI无线网卡即插即用，短距离无线通讯方便，信号稳定

I	动态域名绑定，支持高达20家的动态域名申请网站

I	支持手机网页客户端访问，可通过手机等智能设备查看ZigBee网络	

	 节点信息

I	内置ZigBee接收模块，智能自组网，传输距离远，一只网关可带64	

	 个传感器一起工作

I	 4个状态指示灯，明确指示系统工作状态

I	智能看门狗

I	强大的软件升级能力，支持远程升级

I	一键恢复，长按5秒恢复系统出厂设置

供电电压 DC	12V～30V

静态功耗 1.2W

通讯方式

以太网

WIFI

3G

工作模式 服务器、客户端

协议类型 Modbus	TCP

通讯接口
10/100M以太网端口

USB2.0端口

ZigBee

频点 0x00～0x0F

网络ID 0x0000～0xFFFE

通讯距离 ≥800m（空旷环境）

工作环境温度 -20℃～60℃

工作环境湿度 5%RH～95%RH

外形尺寸 155mm×120mm×34mm

产品重量 约370g

技术参数

外形尺寸

物联网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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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H1100-F 物联网网关防护箱

技术参数

概    述
物联网网关防护箱KL-H1100-F，内置物联网网关KL-H1100（壁

挂版）和开关电源。防护箱可适用于高湿度、多粉尘等环境，防护

性能优良。产品安装方便，操作简便。物联网网关KL-H1100（壁

挂版）是基于Z i gBee技术的物联网数据采集模块。它提供了标准

的3G无线网络接口，可以将Z igBee网络连接到局域网或者互联网

中，实现了互联网网络设备与ZigBee网络设备之间的监测。

供电电压 AC	220V

通讯方式 3G无线网络

工作模式 服务器、客户端

协议类型 Modbus	TCP

通讯接口 USB	2.0

ZigBee

频点 0x00～0x0F

网络ID 0x0000～0xFFFE

通讯距离 ≥800m（空旷环境）

工作环境温度 -20℃～60℃

工作环境湿度 5%RH～95%RH

外形尺寸 400mm×300mm×160mm

产品重量 约3.7kg

物联网网关防护箱

KL-H1000 物联网网关控制模块

技术参数

概    述
KL-H1000物联网网关控制模块是北京昆仑海岸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自主研发的一款两路继电器输出控制模块，该产品必须和本公司的

KL-H1200物联网网关配套使用。

用    途
适用于室内环境、农业大棚等相关场所的智能控制。

供电电压 DC	20V～30V

通信接口 3.5mm音频接口

输出方式 继电器

输出路数 2路

触点容值 DC	30V/5A;AC	125V/7A

工作环境 -20℃～60℃		5%RH～95%RH(非结露)

存储条件
-20℃～60℃

5%RH～95%RH(非结露)

最大功耗 约1W(DC24V)

安装方式 导轨安装

外形尺寸 121mm×70mm×26mm

产品重量 约109g

外形尺寸

外形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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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网关

KL-H1200物联网网关(3G版)

功能特点和应用特色

I	支持10M/100M以太网络，自由入网

I	支持电信、联通和移动的3G上网卡，即插即用，智能防掉线，掉线	

	 自动重连，插卡自动拨号等，确保设备永远在线

I	WIFI无线网卡即插即用，短距离无线通讯方便，信号稳定

I	支持Web功能的远程/本地浏览器访问，通过网页实现实时数据的显	

	 示及相关参数的配置、管理，无需在电脑上安装应用配置软件

I	内置标准Modbus	TCP服务器，支持多客户端并发访问

I	动态域名绑定，给变化的公网IP一个不变的访问接口

I	 4个状态指示灯，明确指示系统工作状态

I	智能看门狗；

I	强大的软件升级能力，支持远程升级

I	一键恢复，快速恢复系统出厂设置

I	支持模拟量、开关量数据采集和继电器输出控制

I	采集精度达±0.5%，采集类型电流/电压可选

I	支持数据转换，将采集信号转换成物理量数据，方便用户使用

概    述
KL-H1200物联网网关是北京昆仑海岸传感技术有限公司自主研发

的一款集模拟量采集、开关量采集、继电器输出控制的网关产品。

它提供了标准10M/100M以太网接口，3G/WIFI无线接口，可以将采

集的模拟量、开关量信息接入本地局域网或者互联网，也可以通过

互联网实现对物联网设备的控制，实现了互联网网络设备与物联网

网络设备之间的无缝对接。数据的传输遵守标准的Modbus	TCP协

议规范，提供统一的二次开发接口，操作便捷，使用方便。
技术参数

外形尺寸规格型号

供电电压 DC	12V～30V

静态功耗 1.1W

通讯方式

以太网

3G

WIFI

工作模式
服务器

客户端

协议类型 Modbus	TCP

通讯接口
10/100M以太网端口

USB2.0端口

模拟量输入
4mA～20mA

0V～5V

采集精度 ±0.5%

开关量输入
TTL电平输入

干节点信号输入

工作环境温度 -20℃～60℃

工作环境湿度 5%RH～95%RH

外形尺寸 175mm×123mm×33mm

产品重量 约202g

产品型号
4mA～20mA
电流信号采
集路数

0V～5V
电压信号采
集路数

开关量信号
采集路数

继电器输出
控制路数

KL-H1200-A 4 — 4 2

KL-H1200-B — 4 4 2

KL-H1200-C 8 — — 2

KL-H1200-D — 8 — 2

注：继电器输出控制不能单独使用，需要和KL-H1000控制模块一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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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N4600 无线传感网转串口数据采集模块

技术参数

KL-N4600数据采集模块是集ZigBee无线通讯和协议转换于一体的数

据采集产品，它可将ZigBee无线网络虚拟成RS-485网络并把通讯协

议转换成Modbus	RTU协议。上位机可直接使用组态等通用软件，无

需定制驱动，方便用户快速使用。

I	数据通讯采用主从方式

I	多路高低电平控制输出

I	符合2.4GHz	ZigBee协议

特   点

概    述

外形尺寸

I	性能稳定，产品寿命长

I	传输距离远，抗干扰能力强

供电电压 DC	9V～30V

平均功耗 约0.5W

通讯方式 RS-232、RS-485

通讯协议 Modbus	RTU

通讯波特率
2400bps、4800bps、9600bps、19200bps、
38400bps(默认)、57600bps、115200bps

通讯帧格式

8个数据位、偶校验、1个停止位（默认）

8个数据位、奇校验、1个停止位

8个数据位、无校验、2个停止位

8个数据位、无校验、1个停止位

Zigbee

频点 0～F(十六进制)

网络ID 0000～FFFE(十六进制)

通讯距离 ≥800m(空旷环境)

通讯接口
RS-232 DB9(孔)

RS-485 端子(3.81mm)

工作环境温度 -20℃～60℃

工作环境湿度 5～95％RH

产品尺寸 133mm×104mm×28mm

产品重量 约260g

无线数据采集模块



www.klha.cn  /  www.collihigh.net  /  www.sensor.com.cn  /  www.automation.com.cn 195

JZH-2XX系列无线控制模块

技术参数

控制、传输一体化设计，智能管理、智能传输。传输距离远，采用无线

2.4G	ZigBee协议，抗干扰能力更强。16物理信道可选，65535个网络ID

可设，组网能力更强。适用于室内环境、农业大棚等智能控制。

I	数据通讯采用主从方式

I	多路高低电平控制输出

I	符合2.4GHz	ZigBee协议

特   点

概    述

外形尺寸

规格型号

注：默认12V电平、具有中转功能。

JZH 无线控制模块

-201 4路高低电平输出(5V或12V)

-202 8路高低电平输出(5V或12V)

-211 4路继电器输出

I	性能稳定，产品寿命长

I	传输距离远，抗干扰能力强

无线控制模块

供				电 DC	24V（15V～28V）

工作频段 2.4GHz

网				络 ZigBee	PRO协议

通信距离 ≥800m(空旷环境)

信				道 16个（0～0x0F）

网络		ID 0x0000—0xFFFE

配置端口

RS-232	

波特率：38400bps

数据格式：8数据位	无校验	1停止位

数据传输格式 主从方式

控制输出
12V高低电平（可选5V电平）

继电器

控制信号数量 默认4路，最大8路

负载能力
高低电平：≥3kΩ

继电器：DC	24V/1A;AC	120V/1A

工作环境 -20℃～60℃；5％RH～95％RH（非结露）

存储条件 -20℃～60℃；5％RH～95％RH（非结露）

功				耗 最大≤80mA（DC	24V供电时）

安装方式 导轨安装

外				壳
ABS蓝色71mm	x	26mm	x	103mm

(不含天线部分）

产品重量 ≤15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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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ZH-3XX系列无线采集模块

技术参数

采集、传输一体化设计，智能管理、智能传输。传输距离远，采用无线

2.4G	 zigbee协议，抗干扰能力更强。16物理信道可选，65535个网络ID

可设，组网能力更强。适用于室内环境、农业大棚智能管理等。

I	传输距离远；

I	多种选择输入信号；

I	友好的人机界面，方便操作；

I	 ZigBee组网方式采用网状网；

I	网络容量大，2.4GHz	16个不同信道；

I	数据通讯采用主从方式；

I	数据采集灵活，主动上报和查询应答两种方式。

特   点

概    述

外形尺寸

规格型号

注：此系列具有中转功能。

供					电 DC		12V（9V～28V）

工作	频段 2.4GHz

网					络 支持Zigbee	PRO协议

通讯	距离 ≥	800m（空旷距离）

信					道 16个（0～0x0F）

网络			ID 0x0000～0xFFFE

波		特	率 38400bps

采集	周期 1次/s

心跳	时间 设置范围60s～65535s（默认60s）

数据传输格式 主从方式

工作环境 -20℃～60℃；5%RH～95%RH

输入信号

电流	4mA～20mA

电压	0V～5V

开关量	0V/5V或0V/12V电平输入

采集准确度 ±0.1%（25℃）

控制信号数量 4路

功					耗 最大≤50mA（发送瞬间）								

安装	方式 导轨式安装

存储	条件 -20℃～60℃；5%RH～95%RH

产品重量 约150g

JZH 无线采集模块

-3 采集模块

1 4mA～20mA（输入信号、标配RS232接口）

2 0V～5V（输入信号、标配RS232接口）

3
0V/5V或0V/12V电平（输入信号、标配RS232

接口）

6
2路4mA～20mA和2路0V/5V或0V/12V电平（输

入信号、标配RS232接口）

7
2路0V～5V和2路0V/5V或0V/12V电平（输入信

号、标配RS232接口）

4 4路输入

无线采集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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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ZO-H-R01无线核心模块

技术参数

JZO-H-R01无线核心模块，内部采用了加强型的ZigBee无线技术，

具有远距离传输特性，符合标准的昆仑海岸协议，具有安装尺寸小、

通讯距离远、抗干扰能力强、组网灵活等优点和特性；可实现多设备

间的数据传输；组成Mesh型的网状网络结构，嵌入式的安装模式，能

使您的产品迅速集成最新的ZigBee无线技术。

I	标准协议，可与昆仑海岸ZigBee产品无缝连接

I	超低功耗设计

I	符合2.4GHz	ZigBee	PRO协议

I	组网能力强，网状网无限连接

I	网络节点数量大，可任意更改信道和ID

I	抗干扰能力强，产品寿命长

特   点

概    述

外形尺寸

供				电 DC	3.3V（3V～3.6V）

工作频段 2.4GHz

网				络 ZigBee	PRO协议

通信距离 ≥800m(空旷环境)

信				道 16个（0～0x0F）

网络		ID 0x0000～0xFFFE

设备地址 1～247

通讯接口 TTL电平

波	特	率 38400bps

休眠时间 设置范围1～65535s（默认60s）

数据通讯格式
满足标准Modbus协议（具体参见昆仑海岸标准协

议）

工作环境 -20℃～60℃；5％RH～95％RH（非结露）

存储条件 -20℃～60℃；5％RH～95％RH（非结露）

功				耗 最大≤160mA（发送瞬间）	平均≤35mA

安装方式 嵌入式安装

尺				寸 38mm	x	25.5mm	x	1.6mm（不含天线座部分）

无线核心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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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云服务平台 ---------------------------199

农业大棚远程监测系统 ----------------------201

智能楼宇监控系统 ---------------------------202

农业大田信息监测系统 ----------------------203

软件模块及应用系列
适用于室内环境、农业大棚、大田智能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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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云服务平台

物联网云服务平台	（平台网址： KLHA.NET）

昆仑海岸物联网云服务平台，是由北京昆仑海岸传感技术有限公司作为北京物联网协会理事长单位组织发起的面向物联网的数据服务平台。会员通过该

服务平台，可直接享有各种现场数据服务的权利。查看和获取物联网各类型无线传感探头的数据（采集值），将不再直接通过繁琐的物联网底层硬件通

讯协议编程。这将极大提高会员物联网应用软件的开发速度和物联网应用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目前昆仑海岸物联网云服务平台已经能与昆仑海岸网关产品、JZH系列zigbee无线传感器产品进行数据无缝对接。物联网现场的物理量通过网关归一

化后，实时地通过云服务平台授权发布。	任意授权后的上位应用软件可以直接使用云平台数据服务接口，直接获取物联网层级任意无线温度、无线压

力、无线温湿度、无线土壤水分、无线照度节点的现场数据。			

客户还可通过云平台发布的应用实例，用任意浏览器在台式机或移动终端上直接查看现场物联网探头节点的实时、历史、报警数据，浏览地图或数据曲

线信息。

用任意浏览器均可访问www.klha.net网址。平台功能分“实例应用”、

“数据服务接口”和“单机版数据采集软件”三个功能板块。平台使用采

用会员制，注册后，通过审核的会员可以使用上述云服务功能。

概    述

云服务平台功能介绍

云服务平台使用流程及收费模式

应用:
为会员提供真实的现场数据查看、报表、报警、曲线、地图等B/S软

件应用功能，可以通过各种浏览器方便的使用软件。

数据服务：
会员可以通过该数据服务直接面向数据接口编程获取现场数据，无需

再直接访问现场的物理设备，避免复杂的通讯联络机制等物联网底层

开发。

欢迎使用昆仑海岸物联网云服务平台，登陆后即可使用全部功能 登录   注册   联系我们

单机版：
该软件面向数据库应用。安装后，会员可以将现场物联网传感器和网

关数据采集到自己的数据库中，无需通过物联网云服务数据平台，即

可针对本地的数据库进行上层应用软件开发。目前单机版提供5个网

关容量。

欢迎昆仑海岸公司 的 admin 登录昆仑海岸物联网云服务平台                             查看帐户信息  联系我们  退出登录

收费模式：昆仑海岸物联网云服务平台按每个网关

结点的数据存储空间收费。云服务平台默认提供5万

条以内的免费空间，空间快到期的时候，会员账户

信息内会有提示。

云服务平台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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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网关
和探头结点

面向硬件采集加密数据，

服务器阵列提供统一数据

服务

上层应用软件及发布

客户浏览察看软

件数据	台式机

客户浏览察看软件

数据	手机终端

客户浏览察看软件

数据	移动平板

应用软件服务

器	 功能应用

发布，本地化

数据分析处理

云服务平台

现场网关及传感器硬件

现场网关及传感器硬件

现场网关及传感器硬件

物联网云服务平台

物联网云服务平台案例——农业大棚应用方案简介

大棚云平台

昆仑海岸提供无线温度、无线二氧化碳、无线

温湿度、无线土壤水分、无线照度传感器，以

及数据网关设备，构建基础的硬件系统。

授权会员在云平台上自助添加网关节点后，云平台可自

动无缝实时对接用户农业大棚内传感器的数据。上位的

大棚应用软件编程开发可直接面向云服务接口。	如果想

直接查看现场实例报表曲线地图应用，可用浏览器直接

访问平台应用	功能板块。

云平台的应用功能直接提供给农业大棚监测客户B/S形式的软件功

能。

	用户在全球任何能连接因特网的地方均可以用浏览器查看自己的现

场数据、报警数据、历史数据、曲线、地图，不限终端，手机、电

脑、平板电脑、笔记本均可以查看，无需预装客户端，只需要一个

浏览器，且不限浏览器版本。

客户应用服务

数据服务

单机版服务

农业大棚监测实例应用中提供的功能如果不能满足会员需求时，会员

可以直接面向数据服务接口编程，自助开发适合客户的大棚上位应用

软件。不用面向物联网底层硬件协议，极大提升应用系统开发效率。

会员需要小规模本地化构建自己的数据库时，可以通过单机版数据库

采集软件来架设本地服务器。农业大棚中的物联网传感器的数据直

昆仑海岸物联网云服务不仅可用在农业大棚的环境监测，也可以用于畜牧业、养殖业等农业场合以及工业现场环境监测、物流运输环境监测、仓储

环境监测等工业、服务业的即时监测。

应用服务 接存储到本地数据库中，会员基于本地化数据库开发大棚上层应用软

件。单机版收数接口软件具有收取5个网关的数据的授权。

无需预装客户端，只需一个终端设备，即可用浏览器查看现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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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大棚远程监测系统

农业大棚远程监测系统

系统构成图

随着规模农业的快速发展,无线网络农业自动化系统将有非常广阔的

推广应用前景。农业大棚远程监测系统运用最新微功率无线通信技

术、数字化温度和湿度传感技术，可实时自动监测大棚里的关键点，

大幅度降低人工巡查的工作量，并对不安全状况提前进行预警，并通

过后台计算机轻松实现无人值守和远程监测。

农业大棚远程监测装置基于ZigBee无线检测网络研发而成，集模拟量

/开关量采集、继电器控制、集3G无线网、以太网通讯于一体的综合

性监测装置，测量精确可靠，通过状态指示灯颜色的变换可以轻松获

得装置所处的工作状态，操作调试十分简便，适合于农业大棚相关数

据的采集和设备控制。

ZigBee是一种新兴的短距离、低功耗、低数据速率、低成本、低复杂

度的无线网络技术。采取了IEEE	 802.15.4强有力的无线物理层所规

定的全部优点：省电、简单、成本又低的规格；	 ZigBee增加了逻辑

网络、网络安全和应用层。

本系统由各种型号的无线传感器节点、无线传感网络数据采集网关和

有线本地控制系统组成。系统可以根据不同测量参数，选择相应传感

器以无线和有线相结合的方式组网，从而实现远程监测和本地控制一

体化。

概    述

系统功能

I	现场通过ZigBee无线传感网来实现大面积、多数据量采集和传输，	

	 降低传输成本；

I	多种现场测量传感器组合，轻松实现各种环境和土壤数据参数的测量；

I	实用化的传感器设计，低功耗、低成本、高可靠；

I	采用国际标准的ZigBee网络通讯协议，具有无线网络自组网、多级	

	 路由的特点，利用网络配置器实现一键参数设置，组网简便快捷，	

	 维护成本低；

I	拥有多项专利的服务器形式网关设计，使传感网和公网之间的数据	

	 实现顺畅对接；

I	网关支持多服务器同时在线访问，为应用层数据平台对传感网数据	

	 的采集和数据挖掘提供友好接口。

特   点

农业大棚远程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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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楼宇监控系统

系统构成图

本系统由KL-H1100物联网网关及无线传感器组成，上位机监测系统

采用组态软件，能够实现数据采集及管理的一种智能化监测系统。

本系统只需在楼每层放一个KL-H1100物联网网关，实现无线网的全

覆盖，可在无线网内任意安放无线传感器。多层的KL-H1100通过局

域网连接到计算机软件，实现分散采集，集中监测。

概    述 系统功能

I	无线采集

I	分散性布点、集中监测

I	自适应性、可扩展性

特   点

智能楼宇监控系统

上位机监控

物联网网关 温湿度

温湿度

照度

照度

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

粉尘

粉尘

楼层内部传感器检测点

楼层内部传感器检测点

智能楼宇监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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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大田信息监测系统

农业大田信息监测系统

系统构成图

农业大田信息监测系统

在现有的耕地及草场、绿化、林木、等土地、山地、沙地上，按照

需求布置相应测量点，对区域内不同深度的土壤温度、土壤水分等

关系植、作物、林木等长势相关的土壤墒情信息，以及温度、湿度、

光照、雨量、风速、风向、气压等空间环境信息的数据进行测量和采

集，并通过对数据进行数据积累和挖掘，既可以实现根据每个地区、

地块的土壤透水率及环境气候状况，科学调整灌溉渠网布局，实现

节水、节能，又可以根据土地及小气候特点适时调整种植适宜的农作

物、草场、林木等，提高单产或成活率，最终达到增加收入的目的，

同时，还可避免耕地荒漠化、盐碱化。

本平台应用智能传感器、无线传感网、物联网网关、3G通讯和云计算

等多种新一代互联网信息采集与传输技术，对大田信息实施采集并传

递到物联网云计算平台上，用户及农业专家只需要手机或网页即可查

看到大田的实时监测信息和历史变化，实现智慧农业。

概    述

平台由监测点、无线传感网、无线移动网、云平台及应用服务器五部分

构成，监测点安装智能传感器实现温度、湿度、光照、雨量、风速、风

向、气压、土壤温度、土壤水分、氮磷钾、水位、溶氧、PH值等信息采

集。利用新一代无线传感网技术，将3公里范围内的监测点将信息汇集

到无线移动终端，并依托3G通讯技术，将数据传送到云平台实现海量数

据查询、存储、计算和分析，应用服务器只需从云平台获取到经过加工

的最终数据，面向用户需求，提供最佳的操作画面。

组成

I	海量数据处理能力的云计算和云平台，信息安全可靠；

I	实现地面温度、湿度、光照、雨量、风速、风向、气压等信息采集；

I	实现地下或水下土壤温度、土壤水分、氮磷钾、水位、溶氧、PH值	

	 信息采集；

I	具有3G或M2M通讯能力的传感网网关，形成覆盖3公里的无线传感	

	 网，节省通讯费用；

I	电池、太阳能、交流等多种供电方式，布置监测点不受电源限制；

I	高可靠、宽温度工作范围和室外防护设计，满足野外室外环境部署；

I	智能化管理软件，实时反应每个终端和监测点工作状态，省去维护	

	 烦恼。

特   点



 



测温、记录、全密封   标准ID识别，方便追溯

血液制品
药品

疫苗

更多产品信息请搜索

触摸屏

用户端

服务器

GPRS

900M无线多路接收、记录仪

900M	无线多路接
收、记录仪带中继版

900M温度采集卡

900M管道式温湿度采集端

900M温度采集端

900M磁力表贴式
温度采集端 GPRS模块

1、网络稳健，不掉线！

2、使用简单，免配置！

3、自带显示，方便直观！

900M温湿度采集端

900M开关量采集端

900M模拟量采集端

RS232/RS485/USB

无线温、湿度传感器、记录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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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6M温度记录卡 --------------------------207

13.56M温度记录卡读写器 -------------------207

13.56M 大功率读写器 -----------------------208

900M 无线接收端 ---------------------------208

900M 无线温度采集端 ----------------------209

900M 管道式温度采集端 --------------------209

900M 磁力表贴式温度采集端 ---------------210

900M 锥式温度采集端 ----------------------211

900M卡片式温度采集卡 ---------------------211

900M 壁挂式无线温湿度采集端 -------------212

900M 分体式无线温湿度采集端 -------------212

900M管道式温湿度采集端 ------------------213

900M 无线温湿度记录仪 --------------------213

900M 无线中继记录仪 ----------------------214

900M 无线照度采集端 ----------------------214

USB温度记录仪（Ⅰ型） --------------------215

USB温度记录仪（II型） ---------------------215

温湿度记录仪
广泛应用于冷链运输行业，如疫苗、血液制品及保鲜食品等对温度有特殊要求的不同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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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6M温度记录卡

技术参数I	符合ISO15693-2要求

I	成本低、效率高、全密封防水防潮设计，低功耗、使用寿命长

I	半有源工作模式，自由设定启动和采集时间

I	数字身份识别、产品有效溯源

I	真实记录环境温度值无法篡改

I	具有电池电量值检测功能，工作稳定可靠

I	与专用读写器配套使用，操作方法简便

I	适用于对被测体全过程温度测量与记录

13.56M温度记录卡可以对产品环境的温度进行检测并记录且具备品身

份识别功能。13.56M温度记录卡采用全密封防水防潮设计因而可广泛

应用于冷链运输行业，如疫苗、血液制品以及保鲜食品等对温度敏感

的场合，可全程监控整个运输过程的环境温度。用户可根据需要通过

配套读卡器自行设定温度记录启动时间和采集间隔时间还可以读取该

标签所记录的温度值以及参数配置功能。

特   点

概   述

规格型号 JRFW-1-11

温度记录卡/读写器

正面尺寸图

侧面尺寸图

13.56M温度记录卡读写器为13.56M温度记录卡的配套设备，本设备

外形小巧便于携带。可以读取标签中的温度数据，从而获得产品在整

个运输过程中的温度变化情况。

概   述

技术参数

I	标签协议：ISO15693

I	 PC机端通讯协议：MODBUS-RTU

I	通讯接口：USB

I	频率：13.56MHZ

I	天线：内置

I	外形小巧便于携带与13.56M温度记录卡配使用

特   点

13.56M温度记录卡读写器

读卡器背面尺寸图读卡器正面尺寸图规格型号 JRFR-1Z

频				率 13.56MHz

标签协议 ISO15693协议标签

通讯接口 USB

天				线 内置

PC机端通讯协议 MODBUS-RTU

工作温度 -20℃～+60℃

存储条件
温度-30℃～+70℃

湿度20%RH～80%RH

标签协议 符合ISO15693-2要求

频率范围 13.56MHz

温度记录数据最大值 4000条

持续工作时间 1～3	年

温度测量范围 -20℃～+60℃

温度测量精度 ±0.5℃

系统时间可调节功能

温度采集的周期间隔时间 30秒～24小时

系统参数的更新时间 <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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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写器/无线接收端

13.56M大功率读写器为13.56M温度记录卡的配套设备，本设备可以

做到不开箱读取温度值，从而在避免人为污染的情况下获得产品在整

个运输过程中的温度变化情况。

概   述

技术参数

I	标签通讯协议：ISO15693

I	射频输出功率：4W

I	通讯接口：RS232/485

I	天线：外置天线

I	温度值读取与参数配置一体化设计

I	标签读取距离约40CM

I	支持二次开发和客户定制

I	适用于对保温箱内温度记录卡不开箱读取数据

特   点

13.56M 大功率读写器

规格型号 JRFR-1D

频				率 13.56MHz

标签协议 ISO15693协议标签

通讯接口 232/485

天				线 4W外置

PC机端通讯协议 内部通讯协议提供DLL文件

读取距离 40～50cm

工作温度 -20℃～+70℃

存储温度 -40℃～+85℃

工作电压 12V

输出功率 4W

通讯接口 232/485

工作电流 <1A

900M 无线接收端

900M	无线接收端是与900M采集端配套使用的产品，用来完成与温

度采集端和温湿度采集端的数据读取，对外提供标准的MODBUS通

讯，用户可以直接接入组态软件，无需第三方驱动。

用   途

I	使用简单，免参数配置

I	采用自有防碰撞协议，支持大量采集端同时数据读取，支持的有源温

	 度采集端的最大数量是200张

I	三个状态指示灯，明确其工作状态

I	支持通讯信号强度、采集端电池电量、断线状态的查询

I	接收采集端的数据

I	配置采集端的参数

I	一键回复出厂参数功能

I	与有源温度采集端的通讯距离最大可以达到600m(空旷环境)

特   点

规格型号 (JRFR-2-11）

技术参数

供电方式 直流24V	

平均功耗 约2W

对外通讯方式 RS232接口

通讯协议 MODBUS-RTU

显示屏幕 无

RF参数

频点 915MHz

通道范围 1～15

网络ID号 0x00000000-0xFFFFFFFF

通讯最大距离 600m（空旷可视距离）

最大采集端数量 200张

采集端地址分配方式 支持自动分配和手动分配

环境温度 -20℃	～	60℃

环境湿度 5%RH～	95%RH

外形尺寸 140mm×100	mm×30mm

产品重量 ≤300g



www.klha.cn  /  www.collihigh.net  /  www.sensor.com.cn  /  www.automation.com.cn 209

侧面尺寸图

正面尺寸图

温度采集端

900M 无线温度采集端

可广泛使用于冷链运输、室内温湿度、通讯机房、智能楼宇、地铁、

商场、图书馆等场所。

用   途

JRFW-2系列温度采集端采用进口高精度探头和传感变送一体化专用

电路，传感器性能可靠，使用寿命长，响应速度快，测量范围宽。具

有同类产品中低价格和高精度的特点。

特   点

侧面尺寸图正面尺寸图

规格型号 (JRFW-2-12）

技术参数

供电方式 3.3V锂电池(单节)		

测量范围 温度：-20℃～75℃					

准	确	度 温度±0.5℃

显示方式 无显示

数据采集间隔周期 30s～1h(可调)

通讯频段 915MHz

通讯距离 400m

支持在网数量
1个接收设备支持最多200个采集端，同一区域最

多支持15个网络同时在线

长期稳定性 温度<0.1℃/年

电池型号 2400mA/h	3.6V		锂电池

电池数量 1节(出厂时自带1节锂电池)

续航时间 1～2年(与数据采集时间以及工作模式相关)

安装方式 壁挂式，带安装架固定墙面

产品重量 ≤200g

外				壳 ABS	125mm×86mm×41mm(请以实物为准)

900M管道式温度采集端

JRFW-2-13管道式温度采集端具有性能稳定，使用寿命长，响应速

度快，测量范围宽，整机功耗低，探头抗结露等特点。可广泛应用于

高低温箱、冷库监测等场合。

用   途

I	采用自由通讯协议，稳定可靠，不掉线

I	同时满足移动采集与固定采集两种应用场合

I	同时满足单次采集与连续采集两用应用要求

I	内置看门狗，运行稳定可靠

I	具有开关机键，上电自动联网，操作简单

I	对于移动应用场合，可选择内置天线，防止触碰天线松动导致通讯故障

I	功耗低，使用续航时间为(1～2)年

I	独有的过滤网的设计，有效减小风速对测量的误差，延长探头的使用寿命

I	可与中继设备互联拓展通讯距离

特   点

规格型号 (JRFW-2-13）

技术参数

供				电 单节3.3V锂电池	

测量范围 介质温度:	-40℃～120℃											

准	确	度 温度±0.5℃(-20℃～60℃)

显示方式 无显示	

数据采集间隔周期 60s～1h(可调)

通讯频段 915MHz

通讯距离 400m

支持在网数量 1个接收设备支持最多200个采集端，同一区域最

多支持15个网络同时在线

环境温度 -20～+70℃

环境湿度 5％RH～90％RH		

长期稳定性 湿度:<1%RH/年

温度<0.1℃/年

电池型号 2400mA/h	3.6V		锂电池

电池数量 1节(出厂时自带1节锂电池)

续航时间 1～2年(与数据采集时间和工作模式相关)

安装方式 管道式法兰安装

产品重量 ≤200g	

外				壳 ABS	125mm×86mm×41mm(请以实物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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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采集端

900M 磁力表贴式温度采集端

JRFW-2-14	900M磁力表贴式温度采集端具有性能稳定，使用寿命

长，响应速度快，测量范围宽，整机功耗低。可广泛应用于冷柜，高

低温箱和电控箱等。

用   途

I	采用自有通讯协议，稳定可靠，不掉线

I	使用简单，免配置

I	内置看门狗，运行稳定可靠

I	具有开关机键，上电自动联网，操作简单

I	对于移动应用场合，可选择内置天线，防止触碰天线松动导致通讯故障

I	功耗低，使用续航时间为1年，5min/次

I	可与中继设备互联拓展通讯距离

I	引线长度最长300米

特   点

规格型号 (JRFW-2-14）

技术参数

供				电 单节3.3V锂电池	

测量范围 介质温度：-55℃～125℃											

准	确	度 温度±0.5℃(-20℃～60℃)

显示方式 无显示	

数据采集间隔周期 60s～1h(可调)

通讯频段 915MHz

通讯距离 400m

传感器引线长度 0m～300m

支持在网数量 1个接收设备支持最多200个采集端

环境温度 -20℃～+70℃

环境湿度 5％RH～90％RH		

长期稳定性 温度<0.1℃/年

电池型号 2400mA/h	3.6V		锂电池

电池数量 1节(出厂时自带1节锂电池)

续航时间	 1～2年

产品重量 ≤200g

外				壳 ABS	125mm×86mm×41mm(请以实物为准)

磁力表贴

温度传感器

	

工作温度：-40℃～100℃

输出形式：DS18B20三线

产品重量：约60g

引				线：为三芯屏蔽线缆线外径φ4.8mm

									（出厂标准长度为2m）

壳				体：PA6尼龙 表贴温度传感器尺寸图

正面尺寸图 侧面尺寸图

外形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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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采集端/采集卡

侧面尺寸图

锥式探头尺寸图

900M 锥式温度采集端

可广泛应用于土壤温度，冷柜等对温度敏感场合。

用   途

I	采用自有通讯协议，稳定可靠，不掉线

I	使用简单，免配置

I	内置看门狗，运行稳定可靠

I	具有开关机键，上电自动联网，操作简单

I	对于移动应用场合,可选择内置天线,防止触碰天线松动导致通讯故障

I	功耗低，使用续航时间为1年，5min/次

I	引线长度最长300米

特   点

技术参数 正面尺寸图

供				电 单节3.3V锂电池	

测量范围 介质温度:	-40℃～120℃											

准	确	度 温度±0.5℃(-20℃～60℃)

数据采集间隔周期 60s～1h(可调)

通讯频段 915MHz

通讯距离 400m

传感器引线长度 0m～300m

支持在网数量 1个接收设备支持最多200个采集端

环境温度 -20℃～+70℃

环境湿度 5％RH～90％RH		

长期稳定性 温度<0.1℃/年

电池型号 2400mA/h	3.6V		锂电池

电池数量 1节(出厂时自带1节锂电池)

续航时间 1～2年

产品重量 ≤200g	

外				壳 ABS	125mm×86mm×41mm	(请以实物为准)

规格型号 (JRFW-2-15）

900M卡片式温度采集卡

广泛应用于冷链运输行业的运输过程的温度监控，如疫苗、血液制品

及保鲜食品等，也可用于冷库温度监控以及所有对环境温度测量有特

殊要求的不同行业。

用   途

I	同时具备温度采集与64位数字标识

I	防碰撞设计，支持的大量温度采集端同时温度采集。

I	温度采集间隔时间可设，间隔时间从30s～1h任意设置

I	超低低功耗设计

I	全密封设计，内置天线。

I	操作方法简单，即时起、停温度采集

I	具有LED显示，指示工作状态

I	根据需要可以调接信号灵敏度

I	外观小巧精致

I	防水防潮设计

特   点

技术参数

温度采集范围 -20℃～+70℃

测量精度 ±0.5℃（-10℃～+60℃）

温度采集间隔时间 30s～1h

供电方式 内置锂电池

电池使用寿命 1～3年

通讯频段 915M

通讯距离 约100m

产品重量 ≤200g

正面尺寸图

侧面尺寸图

规格型号 (JRFW-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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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尺寸图

900M 壁挂式无线温湿度采集端

广泛使用于冷链运输、室内温度、温湿度、通讯机房、智能楼宇、地

铁、商场、图书馆等场所。

用   途

技术参数

无线温湿度采集端

特   点

 规格型号 (JRFW-2-21）

侧面尺寸图

供电方式 3.3V锂电池(单节)		

测量范围 温度：-20℃～70℃		湿度:	0％RH～100％RH

准	确	度
湿度±3％RH	(5％RH～95％RH,25℃)
温度±0.5℃	(-20℃～60℃)

显示方式 无显示

数据采集间隔周期 30s～1h(可调)

通讯频段 915MHz

通讯距离 400m

支持在网数量
1个接收设备支持最多200个采集端，同一区域最

多支持15个网络同时在线

长期稳定性 温度<0.1℃/年

电池型号 2400mA/h	3.6V		锂电池

电池数量 1节(出厂时自带1节锂电池)

续航时间 1～2年(与数据采集时间以及工作模式相关)

安装方式 壁挂式，带安装架固定墙面

产品重量 ≤200g

外				壳 ABS	125mm×86mm×41mm(请以实物为准)

I	具同时具备温湿度采集与64位数字标识

I	防碰撞设计，支持大量传感器同时进行

	 温湿度采集

I	超低功耗设计；数据采集间隔时间可设

I	采用防水防潮设计

I	操作方法简单，即时起、停温湿度采集

I	根据需要可以调节信号灵敏度

I	外观小巧精致，可选内置或者外置天线

I	适用于对较大面积内多个被测体的实时

	 温湿度同时测量

侧面尺寸图

900M 分体式无线温湿度采集端

可广泛使用于冷链运输、室内温湿度、通讯机房、智能楼宇、地铁、

商场、图书馆等场所。

用   途

采用进口高精度探头和传感变送一体化

专用电路，传感器性能可靠，使用寿命

长，响应速度快，测量范围宽。具有同

类产品中低价格和高精度的特点。

特   点

规格型号 (JRFW-2-21F）

技术参数

供电方式 3.3V锂电池(单节)		

测量范围 温度：-20℃～70℃		湿度:	0％RH～100％RH

准	确	度
湿度±3％RH	(5％RH～95％RH,25℃)
温度±0.5℃	(-20℃～60℃)

显示方式 无显示

数据采集间隔周期 30s～1h(可调)

通讯频段 915MHz

通讯距离 400m

支持在网数量
1个接收设备支持最多200个采集端，同一区域最

多支持15个网络同时在线

长期稳定性 温度<0.1℃/年

电池型号 2400mA/h	3.6V		锂电池

电池数量 1节(出厂时自带1节锂电池)

续航时间 1～2年(与数据采集时间以及工作模式相关)

安装方式 壁挂式，带安装架固定墙面

产品重量 ≤200g

外				壳 ABS	125mm×86mm×41mm(请以实物为准)

正面尺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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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采用自由通讯协议，稳定可靠，不掉线

I	同时满足移动采集与固定采集两种应用场合

I	同时满足单次采集与连续采集两用应用要求

I	内置看门狗，运行稳定可靠

I	具有开关机键，上电自动联网，操作简单

I	对于移动应用场合，可选择内置天线，防止触碰天线松动导致通讯故障

I	功耗低，使用续航时间为(1～2)年

I	独有的过滤网的设计，有效减小风速对测量的误差，延长探头的使用寿命

I	可与中继设备互联拓展通讯距离

特   点

规格型号 (JRFR-2-21）

可壁挂，可手持

侧面尺寸图

正面尺寸图

规格型号 (JRFW-2-22）

供				电 单节3.3V锂电池	

测量范围
介质温度:	-40℃～120℃											

介质湿度:	0％RH～100％RH			

准	确	度
湿度±3％RH　(5％RH～95％RH,25℃)

温度±0.5℃(-20℃～60℃)

数据采集间隔周期 60s～1h(可调)

通讯频段 915MHz

通讯距离 400m

支持在网数量
1个接收设备支持最多200个采集端，同一区域最
多支持15个网络同时在线

环境温度 -20～+70℃

环境湿度 5％RH～90％RH		

长期稳定性 湿度:<1%RH/年;	温度<0.1℃/年

电池型号 2400mA/h	3.6V		锂电池

电池数量 1节(出厂时自带1节锂电池)

续航时间 1～2年(与数据采集时间和工作模式相关)

安装方式 管道式法兰安装

产品重量 ≤200g	

外				壳 ABS	125mm×86mm×41mm(请以实物为准)

温湿度采集端/记录仪

900M 无线温湿度记录仪

900M	 无线温湿度记录仪是与有源采集端配套使用的产品，该无线温

湿度记录仪具有TFT彩屏和可视按键，可以直接完成数据读取和参数

配置，具有SD卡存储功能，用来保存采集端采集的数值，具有温度湿

度上下限报警功能，超限后通过提供LED给出报警提示。

概   述

I	使用简单，免参数配置

I	采用自有防碰撞协议，支持大量采集端同时数据读取，支持的采集

		端的最大数量是200张

I	具有自动分配和手动分配通讯地址功能，可以免除采集端的地址分配

I	支持网络锁定功能，有效防止网外采集端数据干扰

I	支持采集端删除功能，可以删除网内无用的采集端

I	支持大容量SD存储，最大支持32G

I	三个状态指示灯，明确其工作状态

I	支持通讯信号强度、采集端电池电量、断线状态等查询

I	接收900M温度采集卡的数据

I	配置900M温度采集卡的参数

I	一键回复出厂参数功能

I	与采集端的通讯距离最大可以达到600m(空旷环境)

•320	×240	高清汉字显示

I	可视按键操作

I	内置大容量可充电电池，续航时间长

特   点技术参数

供电方式 3.8V可充电锂电池

平均功耗 约2W

对外通讯方式 RS485/RS232/USB接口

通讯协议 MODBUS-RTU

显示屏幕 3.2寸	320×240	TFT彩屏

按				键 可视按键

GSM 有

SD卡最大容量 32G

文件格式 Txt格式

RF

频点：915MHz					通道范围：1～15
网络ID号：0x00000000-0xFFFFFFFF
通讯最大距离：400m（空旷可视距离）
最大采集端数量：200张
采集端地址分配方式：支持自动分配和手动分配

环境温度 -20℃	～	60℃

环境湿度 5%RH～	95%RH

电池容量 3600mA/h

外形尺寸 200mm×100mm×30mm

产品重量 ≤500g

900M管道式温湿度采集端

JRFW-2-22管道式温湿度采集端具有性能稳定，使用寿命长，响应

速度快，测量范围宽，整机功耗低，探头抗结露等特点。可广泛应用

于高低温箱、冷库监测等场合。

用   途

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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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RFW- 数据采集端

280 900M无线照度采集端(5号锂电池供电)

281 900M无线照度采集端(直流24V供电带可充电电池)

900M 无线照度采集端

900M 无线中继记录仪

可广泛使用于机房、库房、生产车间、城市照明等场所。

900M无线中继记录仪是与有源采集端配套使用的产品，该无线中继记录

仪具有TFT彩屏和可视按键，可以直接完成数据读取和参数配置，具有

SD卡存储功能，用来保存采集端采集的数值，具有温度湿度上下限报警

功能，超限后通过提供LED给出报警提示。该产品同时配有GPRS模块可

将数据直接上传至服务器，也可以将数据直接下发给GPRS接收模块。

用   途

概   述

JRFW-28采用高灵敏度的进口光敏元件，性

能可靠，使用寿命长，响应速度快，测量范围

宽。具有同类产品中低价格和高精度的特点。

特   点

选   型

特   点
规格型号 (JRFR-2-25）

技术参数

技术参数

正面尺寸图

侧面尺寸图

供电方式 3.8V可充电锂电池

平均功耗 约2W

对外通讯方式 RS485/RS232/USB接口

通讯协议 MODBUS-RTU

显示屏幕 3.2寸	320×240	TFT彩屏

按				键 可视按键

GSM 有

SD卡最大容量 32G

文件格式 Txt格式

RF

频点:915MHz				通道范围:1～15
网络ID号:0x00000000-0xFFFFFFFF
通讯最大距离:400m（空旷可视距离）
最大采集端数量:200张
采集端地址分配方式:支持自动分配和手动分配

环境温度 -20℃	～	60℃

环境湿度 5%RH～	95%RH

电池容量 3600mA/h

外形尺寸 200mm×100mm×30mm

产品重量 ≤500g

I	具有数据转发功能

I	使用简单，免参数配置

I	采用自有防碰撞协议，支持大量采集端同时数据读取，支持的采集

	 端的最大数量是200张

I	具有自动分配和手动分配通讯地址功能，可以免除采集端的地址分配

I	支持网络锁定功能，有效防止网外采集端数据干扰

I	支持采集端删除功能，可以删除网内无用的采集端

I	支持大容量SD存储，最大支持32G

I	三个状态指示灯，明确其工作状态

I	支持通讯信号强度、采集端电池电量、断线状态等查询

I	接收900M温度采集卡的数据

I	配置900M温度采集卡的参数

I	与采集端的通讯距离最大可以达到600m(空旷环境)

I	 320×240	高清汉字显示，直观方便。

I	可视按键操作

I	内置大容量可充电电池，方便设备现场调试安装。

供电方式 3.3V锂电池(单节)	或直流供电

测量范围 0lux～2000lux;0lux～20000lux;0lux～200000lux

准	确	度 ±5%F·S

数据采集间隔周期 30s～12h(可调)

通讯频段 915MHz

通讯距离 400m

支持在网数量
1个接收设备支持最多200个采集端，同一区域最
多支持15个网络同时在线。

长期稳定性 <2%/年

环境温度 0℃～50℃

电池型号 2400mA/h	3.6V		锂电池

续航时间 1～2年(与数据采集时间以及工作模式相关)

直流供电 24V并自带可充电电池

安装方式 壁挂式：带安装架固定墙面

产品重量 ≤200g

外				壳 ABS	125mm×86mm×41mm	(请以实物为准)

无线中继记录仪/照度采集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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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记录仪

USB温度记录仪（Ⅰ型）

USB温度记录仪（ Ⅱ型）

Ⅰ型USB温度记录仪可对产品的环境温度进行测量、显示及记录。该

产品采用环保材料，全密封防水防潮设计可广泛应用于药品，食品等

关键产品的运输环境温度监控。该设备小巧便携，测量准确，自带显

示，免驱动免上位机软件，直接生成PDF报表，数据真实可靠，无法

篡改。Ⅰ型USB温度记录仪包括常温型和低温型两种产品。

Ⅱ型USB温度记录仪(UT-Ⅱ)可以对产品环境的温度进行测量、显示

及记录。该产品采用环保材料，全密封防水防潮设计可广泛应用于药

品，食品等关键产品的运输，可全程监控整个运输过程的环境温度。

该产品小巧便携，测量准确，自带显示，多种方式启停温度采集，通

过上位机可生成PDF报表。

概   述

概   述

技术参数

技术参数

正面尺寸图

侧面尺寸图

正面尺寸图

侧面尺寸图

温度记录数据最大值
4000条（记录容量可根据用户要求增加容量，

最大容量为60000条)

温度测量范围
UT-1温度测量范围：-15℃～+60℃

UT-1D温度测量范围：-40℃～+60℃

温度测量精度 ±0.5℃

记录间隔时间 1分钟～24小时

供电电源 内置可充电电池

充电方式 USB接口充电

报表格式 PDF,TXT

启动方式 软件定时启动、按键实时启动

停止方式 按键停止、插入USB口停止

持续工作时间 2～3	月

分	辨	率 0.1℃

产品重量 约33g

温度记录数据最大值
4000条(存储容量可根据用户要求增加容量,最
大容量为8000条)

温度测量范围 -10℃～+60℃

温度测量精度 ±0.5℃

记录间隔时间 1分钟～24小时

供电电源 纽扣电池（CR2032）

报表格式 PDF或TXT

启动方式 软件定时启动、按键实时启动

停止方式 软件停止、按键停止、插入USB口停止

•持续工作时间 1～3	月

•分辨率 0.1℃

产品重量 约200g

规格型号 (UT-1	常温型 ； UT-1D	低温型）

规格型号 (U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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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各规格仪表外形尺寸及开孔尺寸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