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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M 无线中继器产品使用说明书 V1.1 

1 产品介绍 

900M 无线中继器是与有源采集端配套使用的产品，该无线中继器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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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功能特点 

 具有数据转发功能 

 使用简单，免参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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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自动分配和手动分配通讯地址的功能，可以免除采集端的地址分配。 

 支持网络锁定功能，有效防止网外采集端数据干扰。 

 支持采集端删除功能，可以删除网内无用的采集端。 

 支持大容量 SD 存储，最大支持 32G 

 三个状态指示灯，明确其工作状态 

 支持通讯信号强度查询 

 支持采集端电池电量查询 

 支持断线状态查询 

 接收 900M 温度采集卡的数据 

 配置 900M 温度采集卡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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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观方便。 

 可视按键操作 

 内置大容量可充电电池，方便设备现场调试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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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品接口说明 

 

屏幕显示区： 

该手持设备采用 3.2寸，TFT 彩屏，用于显示采集的数据和配置的参数。 

状态指示灯: 

手操器一共有 3个状态指示灯： 

Alarm(红色 LED指示灯): 当温度值超过上限报警值或者下限报警值时，则该指示灯闪亮； 

Com(绿色 LED指示灯): 当上位机和手操器进行通讯时，则该指示灯闪亮； 

RF(绿色 LED指示灯: 当手操器和无线终端进行通讯时，该指示灯闪亮； 

按键区域: 

面板上有 14个按键，通过 14个按键可对仪表进行调试。调试后，屏幕显示测量值，通过玻璃视窗可

以非常清楚地读出测量值。 

【Start】：用来启动记录功能，即将测量的温湿度值保存到 SD中。 

【Stop】：停止数据的记录功能，用户在拔出 SD卡之前，必须处于停止数据记录功能，否则可能会

损坏 SD 卡。 

【ON】： 开机键，用户按住按键持续 3s，则开机。 

【OFF】：关机键， 用户按住按键持续 3s，则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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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键：进入编程状态；确认编程项；确认参数修改。 

【 】键: 选择编程项；选择编程参数位；参数项内容显示。 

【】键: 产品切换按键，通道切换，修改参数值。 

【BK】键：退出编程状态；退至上一级菜单。 

【Alarm】：报警按键， 按下此按键显现温度报警采集端的数量。 

【Reader】：手持设备参数设置按键， 按下此按键用来配置手持设备的参数。 

【Tag】：中继器参数设置按键， 按下此按键用来配置无线终端的参数。 

【Recycle】: 中继器恢复按键，通过该按键可以恢复删除的采集端。 

【 】：解锁/锁定按键，当锁定后，禁止新的采集端加入的网络中。再次按下该键，将解除锁定， 

         在解锁后，中继器处于搜索的模式下，允许新的采集端加入到网络中。 

【 】：中继器参数键，可以查看采集端的电池电量、信号的接收个数、以及分配地址等关键参数。 

【F1】：中继器删除键，当发现有不属于网内的采集端，可以按下此键将此采集端删除掉。 

【F2】：重新分配地址按键，按下此按键后，采集端原有的自动分配的地址会失效，并根据采集端上

报的顺序自动重新分配地址。 

【F3】：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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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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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支架尺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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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显示界面 

5.1 主界面 

1  温度显示页面 

对于温度采集端，其显示的内容为温度值。其界面结构如下图所示： 

如果出现报警的现象，则会在相应的地址号和温度值的字体色为红色，以此来提示用户，该采集

端的温度值超限。 

 

 

 

 

 

 

 

 

 

 

图 2 温度值显示界面 

左下角的记录状态：停止，表示未启用温湿度的记录功能。用户可以按下【Start】按键用来启动

地址：      温度值          地址： 温度值 

 

记录状态：停止           搜索           当前页数/总共页数 

2012-05-10 星期四温度                                13:38:22     

地址：      温度值          地址： 温度值 

 

地址：      温度值          地址： 温度值 

 

地址：      温度值          地址： 温度值 

 
地址：      温度值          地址： 温度值 

 

地址：      温度值          地址： 温度值 

 

地址：      温度值          地址： 温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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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功能，将测量的温度值保存到 SD 卡中。 

2 温湿度显示页面 

 对于温湿度采集端，在该界面下，按下【】键，会切换显示内容至温湿度显示界面： 

 

 

 

 

 

 

 

 

 

 

图 3 湿度显示界面 

对于有源单温度采集端，不具备湿度测量功能，忽略此界面。 

5.2 系统参数界面 

按下【 】按键，则可以查看采集端的工作状态，例如：电池电量、信号强度 

3 电池电量显示界面 

 再次按下【】键，会切换显示内容至电池电量显示界面： 

 

 

 

 

 

 

 

 

地址     ：      温度值             湿度值 

 

记录状态：停止            搜索          当前页数/总共页数 

2012-05-10 温湿度                                 13:38:22     

地址     ：      温度值             湿度值 

 

地址     ：      温度值             湿度值 

 
地址     ：      温度值             湿度值 

 

地址     ：      温度值             湿度值 

 

地址     ：      温度值             湿度值 

 

地址     ：      温度值             湿度值 

 



900M 无线中继器产品使用说明书 V1.0 

 
北京昆仑海岸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电话：010-82671108 传真：010-62533666 
售后服务电话：010-51659145   服务时间：周一至周五（8：30～17：30） 
 
 

 

 

 

 

 

 

 

 

 

 

     图 4 电池电量显示界面 

通过该界面可以读出温度采集端的电池电量，从而可以判断出电池的使用寿命。 

4 信号强度 

再次按下【】按键，会显示信号强度界面：如图所示  

 

 

 

 

 

 

 

 

图 5 信号强度界面 

 

通过信号强度可以直观判断出温度采集端和无线中继器之间的通讯稳定性。 

5 接收计数显示界面 

 

 

地址     ：    电池电量        地址     ： 电池电量 

 

记录状态：停止                      当前页数/总共页数 

2012-05-10 电池电量                             13:38:22     

地址     ：    电池电量        地址     ： 电池电量 

 

地址     ：    电池电量        地址     ： 电池电量 

 地址     ：    电池电量        地址     ： 电池电量 

 

地址     ：    电池电量        地址     ： 电池电量 

 

地址     ：    电池电量        地址     ： 电池电量 

 

地址     ：    电池电量        地址     ： 电池电量 

 

地址     ：    信号强度       地址     ： 信号强度 

 

记录状态：停止                      当前页数/总共页数 

2012-05-10 星期四 信号强度                         13:38:22     

地址     ：    信号强度       地址     ： 信号强度 

 

地址     ：    信号强度       地址     ： 信号强度 

 
地址     ：    信号强度       地址     ： 信号强度 

 

地址     ：    信号强度       地址     ： 信号强度 

 

地址     ：    信号强度       地址     ： 信号强度 

 

地址     ：    信号强度       地址     ： 信号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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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按下【】按键，会显示接收次数统计显示界面： 

 

 

 

 

 

 

 

 

 

图 7 接收次数统计界面 

通过该界面可以得到中继器接收到的数据的条数，通过这个界面也可以直观看到网络通讯的稳定性，

如果有一个温度采集端的接收数据明显少于其它的采集端，则说明该采集端的通讯不稳定，需要进行位置

或者方向上的调整。如果用户对与功耗要求比较高，通过观察计数发现数据的通讯一直很稳定，那么将采

集端的发射功率降低一级，再观察计数，如果通讯依然稳定则可以试着进一步降低采集端的发射功率，以

此达到降低电流消耗，从而延长采集端的工作时间。 

6 ID 号显示界面 

再次按下【】键，会显示 ID号显示界面： 

    通过此界面，可以得到中继器为温度采集端分配的地址，上位机通过组态软件通过该地址可以访

问该温度采集端的数据。 

 

 

 

 

 

 

 

地址     ：接收计数地址     ： 接收计数 

 

记录状态：停止                      当前页数/总共页数 

2012-05-10 星期四 接收计数                       13:38:22     

地址     ：    接收计数地址     ： 接收计数 

 

地址     ：    接收计数地址     ： 接收计数 

 
地址     ：    接收计数地址     ： 接收计数 

 

地址     ：    接收计数地址     ： 接收计数 

 

地址     ：    接收计数地址     ： 接收计数 

 

地址     ：    接收计数地址     ： 接收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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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ID号与地址对应关系显示界面 

 

 

 

 

5.3 Reader 参数设置界面 

 按下【Reader】按键，进入中继器参数设置界面，如图所示： 

 

 

通过移位按键对选项进行选择，被选中项会反显，通过[]键修改参数值，按【OK】键确认参数修

改，即进入该项参数设置界面，按返回即返回上一级菜单。 

日期和时间：是指当前的系统日期和时间，用户可以修改此参数。 

设置状态： 

日期             2012-05-10 

时间              15:15 

波特率            2( 9600) 

报警手机号        18266666666 

上限报警值        +40.0 

发射功率          7（20DB） 

下限报警值      +000.0 

传输通道         01 

 

2012-05-10 星期四                             13:38:22   

记录仪参数设置 

 

地址     ：    0000 0000 0000 0001 

 

记录状态：停止                      当前页数/总共页数 

2012-05-10 星期四 ID 号                             13:38:22     

地址     ：    0000 0000 0000 0003 

 

地址     ：    0000 0000 0000 0005 

 地址     ：   0000 0000 0000 0006 

 

地址     ：    0000 0000 0000 0002 

 

 

地址     ：    0000 0000 0000 0007 

 

地址     ：    0000 0000 0000 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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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特率：是上位机与该中继器串口通讯的频率，用户可以选择：4800、9600、14400、19200、38400、

56000。出场默认的波特率是 9600，能够满足绝大多数场合的应用。 

报警手机号：如果该中继器具备有 GSM 短信模块，那么设置手机号可以显示温度值超限报警，报警

的工作模式是：当某个采集端的温度值进入报警状态，则发生报警信息，当该采集端再此回到正常温度范

围后，会再发送一条提示信息。 

上限报警值: 问温度超过上限报警值后，进入到报警状态，此时报警指示灯会点亮。 

下限报警值: 问温度低于下限报警值后，进入到报警状态，此时报警指示灯会点亮。 

发射功率：是指中继器和采集端进行无线数据交换时的，中继器的发射功率，最大值是 7 (即 20DB) 

传输通道：设置范围是 01-15，共 15 个通道，所有的温度采集端和中继器必须处于同一个传输通道。 

 

5.4 温度采集端参数设置界面 

 按下【Tag】按键，进入采集端参数设置界面： 

此模式下的参数设置是 1 对 1 的设置模式，不允许多个采集端同时进入到参数设置模式。 

 

这个界面是用来对一张新的采集端进行设置的，对于一张新的采集端，或者是对于一个新的中继器，

由于其通讯的通道号与中继器的通道号可能不一致而导致的通讯失败，则可以通过这个界面实现参数设

置。 

ID 号：ID 号出厂时已经设置完成，用户无法修改。 

发送周期：设置的格式“小时：分钟：秒”，最小的发送周期是 30s，最大是 1h。 

设置状态： 

ID 号：0000 0000 0000 0005 

发送周期       00:00:60 

Modbus 地址     000           应答模式        1 

温度偏移量      +00.0          湿度偏移量     +00.0 

发射功率        7(20DB)        传输通道        01 

采集端与记录仪通讯成功 

 

2012-05-10 星期四                             13:38:22   

采集端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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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bus 地址：Modbus 地址是为了完成与上位机之间通讯而指定的地址。温度采集端的地址范围是

001-200，如果用户设置地址是 000，表示该地址是有中继器来自动分配，出厂时此值默认配置为自动分配。 

应答模式：设置范围是 0 或者 1， 1 表示有应答；0 表示无应答，在信号比较稳定时可以选择 0(即无

应答模式)，由此可以大幅度降低采集端的功耗。在现场环境干扰较大时应设置为 1，以提高通讯的可靠性。 

温度偏移量：如果测量的温度值与实际度值有较大的偏差，则可以通过这个参数进行修正。 

湿度偏移量：如果测量的湿度值与实际值有较大的偏差，则可以通过这个参数进行修正。 

发射功率：是指中继器和采集端进行无线数据交换时，采集端的发射功率，最大值是 7 (即 20DB)，出

厂时默认是 6. 

传输通道：设置范围是 01～15，共 15 个通道，所有的温度采集端和中继器必须处于同一个传输通道。 

5.4.1 温度采集端参数操作方法 

第一步：在主界面下，按下【Tag】键，进入采集端参数设置界面。 

第二步：通过采集端进入参数设置模式，在中继器的屏幕上提示通讯成功，表示可进行参数设置。 

【注意】不同的采集端进入参数设置模式的方法也不同，具体请参考有源采集端的说明书。 

6 中继器功能操作 

1 开机操作：在关机状态下用户按住开机键【ON】保持 3 秒，则该设备将进入开机界面。 

2 关机操作：在关机状态下用户按住开机键【ON】保持 3 秒，则该设备将自动关机。 

3 锁定、解锁操作：在主界面下，用户按下锁定/解锁按键，则该设备禁止新的采集端或者允许新设备

加入到网络中。屏幕显示“锁定”，表示该网络锁定，“开放”表示该网络允许新采集端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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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状态下，如果按下解锁按键，则重新进入搜索状态，允许新的采集端加入到网络中。 

4 删除、恢复采集端操作： 

首先进入到 ID 与地址对应的界面，如图所示： 

 

 

 

 

 

 

 

 

 

 

删除采集端操作： 

在此界面下，按下【OK】按键，则选定一个采集端，通过【】按键，选定需要删除的采集端，然

后按下【F1】按键，则删除该采集端。 

恢复删除采集端操作： 

按下【Recycle】按键，则会显示所有被删除的采集端，通过【】按键，选定需要恢复的采集端，

然后按下【OK】按键，则恢复该采集端。 

7 产品配件 

本产品包括：900M 无线中继器、充电器 4.2V/1A、915M 棒状天线、GSM 手机天线（选配）、产品使用

说明书、产品配套关盘。 

8 数据读取方法说明 

无线中继器支持 2 种类型的数据读取方式：分别是通过 SD 卡读取历史数据或者通过 RS232 口读取实

时温度数据。 

地址     ：    0000 0000 0000 0001 

 

未记录      锁定                          当前页数/总共页数 

2012-05-10 星期四 ID号                            13:38:22     

地址     ：    0000 0000 0000 0003 

 

地址     ：    0000 0000 0000 0005 

 
地址     ：    0000 0000 0000 0006 

 

地址     ：    0000 0000 0000 0002 

 

 

地址     ：    0000 0000 0000 0007 

 

地址     ：    0000 0000 0000 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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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性工作如下： 

首先：按住开机按键，打开中继器电源 。 

然后：启动有源温度采集端，通过按键操作使其进入工作状态。 

第一种方式：通过 SD 卡读取 

中继器在开机后，默认是不进行 SD 卡数据保存的，如果用户需要数据记录，则需要按下【Start】

按键进行数据的保存。如果用户需要读取 SD卡的数据，在弹出 SD 卡之前，需要先按下【Stop】按键，

停止数据的写入，禁止强行弹出 SD卡，此操作极有可能损坏 SD 卡。 

第二种方式:通过 USB 口读取实时数据 

用户可以通过 USB 线于计算机相连，可以实时读取无线传感器的测量值。具体通讯协议见《无线中继

器上位机通讯协议》 

9 文件内容格式说明 

文件以 Txt格式保存，取其中的一条数据内容如下所示： 

001 E000 A0019360 00012012-05-09 09:58:29 001 27.9 

表示意义如下： 

001 E000 A0019360 0001 2012-05-09 09:58:29 001 27.9 

地址 温度采集端的 ID 号 数据的记录时间 产品类型 温度值 27.9℃ 

说明：一个文件的储存的数据总数量约十万条，当超过这个数量后会重新创建一个文件，同样该文件的存

储的数量也是十万条左右。 

本产品随机配送配套的转换软件，将 txt文件转换为 Excel格式的文件，方便用户进行数据分析。 

10 Txt 文件格式转换软件的使用说明 

 

软件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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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后的文件内容 

 

格式转换总共需要三个步骤： 

首先选择需要转换的文本文件 

然后指定输出 Excel 格式的文件名称 

最后点击转换就可以自动生成新的 Excel 格式的文件。 

【说明】：该软件需要.net2.0以上的版本支持。 

11 工作条件 

避免在机械振动和较强电磁干扰的环境下。 

12 故障处理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解决方法 

设备不显示、不工作 电池电力不足 接入充电设备 

没有温度采集端数据 
没有找到温度采集端 将温度采集端靠近中继器进行测

试 

设备显示测量值有大的偏差 温度采集端测量不准确 重新标定温度采集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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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常见问题解答 

1 问：如何判断采集端是否工作正常？ 

答：当中继器收到采集端上报的数据后，在温度值显示界面会将温度值显示出来，如果温度值是 999.9

则说明此采集端和中继器通讯失败。在通讯正常的情况下，中继器会在一个周期内完成所有的采集端的数

据读取。 

2 问：采集端中的地址起什么？ 

答：采集端的地址主要用户中继器和上位机软件进行通讯使用，本设备的通讯协议符合标准的

MODBUS-RTU，因此用户可无缝接入组态软件，无须第三方的驱动。MODBUS-RTU 中的地址只有 1 个字节，

用地址来区分不同的设备。 

3 问：必须对温度采集端手动进行地址分配吗？ 

答：本设备支持手动地址分配和自动地址分配 2种方式，用户无须给温度采集端手动指定地址，中继器会

自动为温度采集端分配地址，通过 ID 号与地址对应的界面可以查看到为采集端自动分配的地址。 

4 问：温度采集端的地址是不是在中继器器每次开机后都不是固定的？ 

  答： 温度采集端的地址分配有 2 种情况，分别是手动分配和自动分配，对于手动分配的地址一旦指定

就不再变，如果想修改地址也只能通过手动设置来修改；对于自动分配的地址，当中继器关机后，地址同

样保持不变，通过【地址重置】按键可以将温度采集端的地址全部失效，从而可以重新进行地址自动分配。 

5 问：如果手动分配的地址和自动分配的地址冲突了怎么办？ 

  答：如果手动分配的地址和自动分配的地址冲突了，那么该地址会被手动分配地址的采集端所占用，自

动分配地址的采集端会自动让出该地址而重新进行地址分配。 

6 问：SD卡可以保存多少的温度值？ 

  答：SD 卡保存的温度值的数量取决与 SD 的容量，本设备支持最大 32G，基本上可以做到无限存储。单

个文件的大小是有限制的，一个文件存储的数据量保持在十万条左右，超过这个数量会自动重新创建一个

文件。 

7 问：文件创建依据什么规则？ 

答：用户按下【Start】键，则启动温湿度的记录功能，将测量的温湿度值保存到 SD 卡中，中继器会根

据当前的日期和时间创建一个纯文本格式的文件，加入当前的日期是 2012年 5月 1号 12点 18分 48秒，

则创建的文件名字为：2012-05-01 12-18-48(001).txt，001 表示第一个文件，当该文件的数据记录超过

十万条，则自动创建第二个文件，文件名为 2012-05-01 12-18-48(002).txt，以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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