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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非常感谢您使用环境监测系统。在安装和使用之前，请务必阅读本用户手册，以

便掌握正确的安装和使用。

本手册是针对环境监测系统所配套使用的 U-SKY100 系列产品而编制的，着重介绍

了产品的外观、参数、性能及安装和使用。

由于本产品属专业性设备，其设置具有针对性，所以没有经过系统供应商专业培

训的人员请不要随意修改系统设置。如有问题请联系产品供应商。

敬 告
初次使用本产品，务必详细

阅读本说明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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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品概述
感谢您选用 U-SKY系列产品！

U-SKY系列是多功能互联网环境监测终端产品，采用先进的传感器集成技术，通过内置微处理器及存储单元和

配套专业分析软件，自动完成对外界环境空气成分的采集和计算分析。本产品体积小、性能稳定可靠、安装灵活方

便。可对环境大气进行高灵敏，多参数的商用级空气质量监测产品。

 设备上的缝隙和开口用于通风和散热，请勿堵塞或掩盖。

 故障时，请联系技术支持工程师或代理商解决，勿自行拆卸维修。

 请勿自行调整、改造设备外观或结构，以免造成传感器异常。

应用场景

本检测终端灵敏度高，耗电少，性能稳定可靠，防尘防虫，抗外界干扰性能良好，可用于多种环境，例如：

功能优势

使用灵活 可安装于多种户外环境，自带通风系统，随时随地监测

监测准确 选用目前最主流气体监测原理，采用最稳定可靠的元器件

一机多用 监测项目可自由选配，满足各种不同场所需求

显示发布 可外接多种显示终端，发布监测显示数据

定制开发 支持按需定制，特殊加工，满足客户特殊需求

通信传输 支持 RJ45、RS485、GPRS、3G4G等多种传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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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品外观

【正面】 【背面】

【左边】 【右边】

700MM

180MM

560MM

≈300MM

锁盖螺丝

温度&湿度

噪音模块

防雨撑板

风速模块

位置

风向模块

位置

抱柱安装

结构挂件

电源接口

锁盖螺丝

前盖
监测主机

防雨气流引导槽

防水格兰头

传感器、天线出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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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术指标

规格参数：

U-SKY100
外 观 尺 寸 565×700×180(mm)
设 备 重 量 ≈12~12.5(kg)
工 作 电 压 220VAC ±10%
工 作 功 率 ≈ 15W（不含 LED屏）

主 要 材 质 不锈钢、冷轧钢

表 面 工 艺 表面喷塑+丝印

工 作 温 度 -10℃ ~ 70℃
工 作 湿 度 0%Rh ~ 99%Rh(无凝结)
安 装 方 式 抱住安装、壁挂安装

可 选 功 能 内嵌式 LED显示屏、抗寒加热功能、自动除冰功能

LED显示屏

（可选）

LED屏 显示 可选配，每页显示 1项参数，翻页显示

LED屏 规格 全户外 P10及表面茶色亚克力面板

LED屏 参数 单红色、32×32(cm)、2行 2字
LED屏 重量 ≈ 2（kg）
LED屏 供电 5V DC ±5% ≈15W
LED屏控制卡 RS485 BX-5K1

抗 寒 加 热

（独立模块）

加 热 功 率 150W
保 护 温 度 15℃
延 展 性 能 主机工作温度延伸至（-40℃~70℃）

自 动 除 冰

（独立模块）

除 冰 功 率 50W
针 对 项 目 户外风速、风向、温湿度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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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备注

分类 监测项目 量程 分辨率 精度

气象五参数

温度 -40~80℃ 0.01℃ ≤±0.5%
湿度 0~100%Rh 0.1%Rh ≤±2%Rh

大气压 300~1100hPa 2hPa ≤±10HPa
风速 0~70米/秒 0.1米/秒 ≤±0.5米/秒
风向 0~360° 1°（八方位） ≤±2°

AQI指数

（空气质量）

PM2.5 0~999μg/cm³ 0.1μg/cm³ ≤±5%
PM10 0~1999μg/cm³ 0.1μg/cm³ ≤±5%
NO2 0~2PPM 0.001PPM ±5% fs
SO2 0~2PPM 0.001PPM ±5% fs
CO 0~12.5PPM 0.001PPM ±5% fs
O3 0~2PPM 0.001PPM ±5% fs

环境指标

PM100 0~19999μg/cm³ 0.1μg/cm³ ≤±5%
CO2 [普通]400~3000PPM 0.1PPM ≤±5%
O2 0~25%Vol 0.1%Vol ≤±0.2%Vol

负氧离子 0~100000个/m³ 1个/m³ ≤±5%
噪音 30~120dB 0.1dB ≤±2dB

工业污染

CH20 0~5000PPB 1PPB ≤±0.5PPM
VOCs 0~100000PPB 5PPB ≤±0.5PPM
NH3 0~100PPM 0.1PPM ≤±3PPM
H2S 0~2PPM 0.001PPM ≤±1PPM

1、 PM10、PM100 空气中细微颗粒物含量，俗称粉尘、扬尘、TSP等；

2、被太阳强光直射导致机体被加热，可能会造成温度偏高，属正常现象；

3、风向传感器需要根据设备实际安装朝向，进行零点校准；

4、有毒气体采用化学气体传感器进行监测，气体超过量程后（爆表），需要 1~24小时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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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装说明
安装前准备工作：

1、支撑立柱及电源通信线路必须先行安装且固定到位；

2、请先进行设备调试，确保连接及收发数据正常，以免

反复安装；

3、相关线路，建议走立柱内部走线，以免损坏；

设备安装

安装工具：扳手、梯子、支撑立柱及相关线路；

第一步：将设备的背面，背靠立柱（直径 10~12CM）站；

第二步：将 4根螺栓滑入设备上的安装导轨；

第三步：将螺栓另外一头，越过立柱，穿进抱箍的固定孔中；

第四步：隔着抱箍将螺母拧到螺栓上，调整设备安装高度，确认位置后，用扳手将螺母拧紧；

请确保支撑立柱，被妥善的固定，立柱地下延生部分，应不少于柱体总长的三分之一。安装完成后，

请务必确认螺丝拧紧，没有松动迹象。

设备安装最合适的安装高度为 3M±0.5M，不能直接安装于地表上。会造成监测数据异常，同时损

坏机体元器件；

请使用原厂提供的安装配件，勿私自改变安装方式。如因未按本手册指导安装，导致安全事故发生，

我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2 φ120MM 抱箍

1 10×100 MM 螺栓

3 10×100 MM 螺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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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说明

本产品需要线路有：

1、【必须】电源线： 220VAC ±5% ，线材为 2×1.5m²+1×1.0m²线（RVV）；

2、【可选】局域网网线：五类以上网线，B类接法；

3、【可选】RS485线：2×1.0m² 双绞屏蔽多股铜芯软线（RVSP）
4、【可选】GPRS模块：移动或联通 SIM卡（电信客户需提前告知，选用电信模块）；

局域网网线

部分选择局域网传输数据用户，需提前将网线布置到位。100米以内使用五类或 6 类网线。100米以上使用交

换机桥接或光纤通讯。（本产品不含光网转换器，请用户自行配备）

准备工具：网线、水晶头、压线钳、扎带、测线器

安装步骤：

第一步：使用测线器测量网线，确认网线质量良好，通信无丢包或间歇断开情况；

第二步：将设备两侧固定螺丝取下，拔下正面盖板；

第三步：在设备内板，找到 RJ45联网模块，常规摆放在箱体右侧位置，外观如上图所示；

第四步：将准备好的网线，从箱体左侧穿线孔中穿过，接插到 RJ45联网模块的网口中；

第五步：使用扎带或理线带，将箱体内的网线归理好。最后盖上前盖，并锁上固定螺丝；

提示：B类线序为：白橙、橙、白绿、蓝、白蓝、绿、白棕、棕

RJ45局域网联网模块

RJ45 电源口

网口

穿线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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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域网联网调试

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

IP 地址是模块在局域网中的身份表示，在局域网中具有唯一性，因此不能与同局域网的其他设备重复。 设备 的

IP 地址有静态 IP 和 DHCP 两种获取方式。

 静态 IP：
静态 IP 是需要用户手动设置，设置的过程中注意同时写入 IP、子网掩码和网关，静态 IP 适合于 需要对 IP 和

设备进行统计并且要一一对应的场景。

优点：接入无法分配 IP 地址的设备都能够通过全网段广播模式搜索到；

缺点：不同局域网内网段不同导致不能进行正常的 TCP/UDP 通讯。

 DHCP：
DHCP 主要作用是从网关主机动态的获得 IP 地址、Gateway 地址、DNS 服务器地址等信息，从 而免去设置 IP

地址的繁琐步骤。适用于对 IP 没有什么要求，也不强求要 IP 跟模块一一对应的场景。

优点：接入路由器等有 DHCP Server 的设备能够直接通讯，减少设置 IP 地址网关和子网掩码的烦恼

缺点：接入无 DHCP Serve 的网络，比如和电脑直连，304 将无法正常工作。

 网关：

网关是指模块当前 IP 地址所在网络的网络号。如果连接外网时接入路由器这类设备，则网关即为路由器 IP 地

址，如果设置错误则不能正确接入外网，如果不接路由器这类设备，则不需要设置，默认即可。

 设置软件：

 设置步骤：

第一步：通过网线、交换机和路由器将设备连入局域网（与调试电脑在同一网络）；

第二步：使用调试软件，搜索设备。搜索成功后，选择设备并根据当前网络环境，进行配置本机工作模式、本机 IP
地址、子网掩码及服务器 IP及端口号；

第三步：保存参数，并重启设备查看参数是否已经保存承购，设备是否正常工作；

注：此类设置软件有多种，可在调试前向技术支持工程师索取。不同版本设置软件界面不同，功能与设置参数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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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RS无线网络安装

本产品可选搭配 GPRS传输模块进行远距离的数据传输，主要解决如工地、公园、广场等网线接入困难的场所。

GPRS传输模块默认支持 移动 2G 、联通 2G，需要 3G\4G或电信卡用户需提前告知业务人员，以更换专用模块。

准备工具：手机 SIM卡 1张，如为MINI卡需要加配卡套；

安装方式：

第一步：将设备断电，打开设备正面盖板找到 GPRS透传模块；

【设备内部】 【GPRS模块】

第二步：使用尖锐物品，如镊子、卡针，插入卡托槽旁边的圆孔，将卡托顶出；

第三步：将 SIM卡放入卡托，并插回到模块卡槽仲；

第四步：将配件 GPRS增益天线，拧到模块天线接口；

第四步：通电约 10秒，GPRS模块 LINK指示灯亮后，代表已连接上 GPRS网络；

GPRS模块设置

GPRS模块需要设置接收服务器 IP地址与通信端口，推荐短信设置功能，设置方法如下：

短信功能 短信指令 说明

查询状态 查询密码 AT+VER 返回版本，方便手机卡是否在线

基础设置 查询密码 AT+UART=9600,8,1,NONE,NFC 设置串口参数，一般不需要改

服务器设置 查询密码AT+SOCKA=TCP,112.124.120.37,8080
设置远程服务器 IP 与端口，服务器 IP 必须为

固定外网 IP 地址

重启命令 查询密码 AT+REBOOT 设置成功后，远程控制重启

查询密码：一般默认为“usr.cn”，部分定制客户除外；

注： 2017年 5月之前出厂产品，需要使用串口直连进行设置，不支持短信设置功能；

数据增益天线

SIM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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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接 LED屏安装

本产品支持外联 LED显示屏，直接通过 LED屏显示环境监测数据。仅限市面上主流产品型号，如φ3.75、φ5.0、
P10、P12，且显示屏控制大小最大不超过 8行 8字。

对于控制显示方式有特殊要求，如需要增加公司名称、位置名称等信息的，需要提前告知业务人员。设备安装

后，将不能修改显示方式。（网络异步卡除外）

8行 8字，即横向最多显示 8个字，竖向最多显示 8行，当检测项目数，超过 8行后，可翻页进行显示。以 P10
4行 8字屏为例，该显示屏尺寸约为 70×134 CM。

准备工具：BX-5K1（RS485）控制卡、LED显示屏、电工胶带、LED实施相关工作人员、数据排线（50~70CM）

安装步骤：

第一步：将 LED显示屏安装到位，并将 BX-5E1 控制卡安装入屏体内，确保 LED屏可以正常显示常规文字。

第二步：将设备内已经引出的 RS485信号线，与控制卡引出信号线进行对接。一般使用相同颜色对接即可。

第三步：接线处缠上电工胶带绝缘，通电进行测试。通电后等待 15秒，观察显示数据；

显示折行：

部分尺寸显示屏，需要使用折行连接排线方式，进行调整显示。此步骤建议由 LED屏安装经验的工作人员来进

行操作，以免意外损坏设备或 LED屏；

超过四行以上显示屏，包括五、六、七、八行，将显示屏排线

进行折行走线。

如左图，从 LED屏背面视角：

P1行，第一行进，第一行出，第二行进

P2行，第三行进，第三行出，第四行进

P3行，第五行进，第五行出，第六行进

P4行，第七行进，第七行出，第八行进

相同颜色对接

U-SKY 监测设备 LED显示屏

485A+ 485B-



协议说明
蓝居 AT指令说明

一、用途

考虑旧指令 1:不可扩展性 2:不利于和上位机采集系统形成可统一的标准对接模式。

指令用于服务器，PC机和终端交互，且适用于设备集群管理中。指令可以通过串口，SOCKET，HTTP等传输。

二、指令设计要点：基于集群管理和互联网广播式的指令传输：

1.操作明确性：不管是执行指令还是返回指令，一定能在数据中得到明确的信息。

2.指令唯一性：一条指令不管在局域网、广域网传输或者广播，其发出指令与返回指令都能得到唯一的对应。

3.格式明确性：指令具有一定的规律，能按照一定的格式解析。

4.数据完整性：所有同类型的指令具有相同的开头符和结尾符，且带有 CRC校验。

三、指令格式

注意：所有字符为 ASCII字符，且指令码统一大写

发送指令格式:LJAT+<CMD>=<UID>,<DNO>,[DATA]!<CRC>$
反馈指令格式:LJOK+<CMD>=<UID>,<DNO>,<FLAG>, [DATA] !<CRC>$
说明：

1、<>为内容必填项。执行指令以【LJAT+】开头，【$】结束；返回指令以【LJOK+】开头，【$】结束，数据段以【,】分隔。【!】之前的为数据区。【!】和【$】之

间为 CRC校验值。

2、【CMD】为指令方法（字符串类型，不定长）。根据需求而定

3、【UID】为指令唯一识别 GUID（字符串类型，不定长）。如果没有则用【0】表示，该序号一般用于集群管理和互联网中传输会用到。发送指令和返回指令中的一致。

4、【DNO】为设备编号（字符串类型，不定长）。其中【0】表示万能编号，可用于上位机和下位机直连情况下简写。集群操作不可简写；返回数据中的 DNO不可使

用 0代替。

5、【FLAG】为返回执行标志，【0】失败，【1】成功。可以扩展其他的数值。

6、【DATA】用户自定义数据段

7、【CRC】CRC校验码十六进制固长 4位。

下面以 81723129设备编号，CMD 为 UPT（设备上报数据时隔）例子

查询例子 1：
执行： LJAT+UPT=0,81723129!18C3$
LJAT+UPT=0,0!7288$ //简写法，仅用于直连

返回： LJOK+UPT=0,81723129,60!7E40$ //返回 6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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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例子 2,带全局序列编号：

执行： LJAT+UPT=92b1a627d290c712,81723129!8780$
返回： LJOK+UPT=92b1a627d290c712,81723129,1,60!747E$ //获取成功，60秒

设置例子 1：
执行： LJAT+UPT=0,81723129,60!25B2$ //设置上传速度 60秒
LJAT+UPT=0,0,60!9247$ //简写法仅用于单机直连

返回： LJOK+UPT=0,81723129,1,!CE74$ //设置成功

LJOK+UPT=0,81723129,0,!94A8$ //设置失败



HJT212 协议关键词列表 Ver1.2

1. 新增传感器应加入本表

2. 传感器检测项以-Rtd 结尾

3. 单位已定义

4.指令以回车换行结束

版本说明：V1.2 相比 V1.1 增加 2个关键字，水质硬度，水质浊度

文本样例：

##0126ST=22;CN=2011;PW=123456;MN=8888888843197510;CP=&&DataTime=20180808080848;
PM25-Rtd=1.2;PM10-Rtd=2.3;TEMP-Rtd=21.0;
HUMI-Rtd=21.0;&&8aef

关键词 备注 系数

ST HJT212 关键词，字符串仅包含两位数字

CN HJT212 关键词，字符串仅包含四位数字

PW HJT212 关键词，字符串仅包含六位数字（密码 6位限定）

MN
HJT212 关键词，字符串前 8位表示设备生产商代号，可以
是字符或数字，后 8位表示设备 ID，与 00 指令返回相同

CP HJT212 关键词

PM25 pm2.5，单位 ug/m3

PM10 pm10，单位 ug/m3

TEMP 温度，单位度

HUMI 湿度，单位%

SO2 二氧化硫，单位 ug/m3 2.857

NO2 二氧化氮，单位 ug/m3 2.054

O3 臭氧，单位 ug/m3 2.143

CO 一氧化碳，单位 mg/m3 1.25

CO2 二氧化碳，单位 PPM

VOC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单位 ppb

CH2O 甲醛，单位 ppb

O2 氧气，单位%

MPA 气压，单位 Pa

WS 风速，单位 m/s

WD 风向，单位度

NOISE 噪声，单位分贝 dbA

CL2 单位 ppb

HCL 盐酸，单位 ppb

H2S 硫化氢，单位 PPM 1.518

NH3 氨气，单位 ppm

NOI 负氧离子，单位个/cm3

LUX 光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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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4 甲烷，单位%vol

TSP PM100，单位 ppb ug/m3

NMHC 非甲烷总烃 单位 PPM

WTHD 水质硬度 单位:PPM
WaterHardne
ss

WTTBT 水质浊度 单位:NTU
WaterTurbid
ity

MODBUS 协议

寄存器地
址

读写模式 备注

40001 可写 Modbus从机地址

40002 可写 配置设备模式为主动或者被动（不适用于 Modbus）

40003 保留

40004 保留

40005 可写 重启，设置为 1则设备重启

40006 只读 温度，单位度

40007 只读 湿度，单位%RH

40008 只读 PM2.5，单位 ug/m3

40009 只读 PM10，单位 ug/m3

40010 只读 SO2，硫化物，单位 ppb

40011 只读 NO2，氮化物，单位 ppb

40012 只读 O3，臭氧，单位 ppb

40013 只读 CO，一氧化碳，单位 ppb

40014 只读 CO2，二氧化碳，单位 ppm

40015 只读 VOC，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单位 ppm

40016 只读 CH2O，甲醛，单位 ppb

40017 只读 O2，氧气，单位%VOL

40018 只读 大气压，单位 pa

40019 只读 风速，单位 m/s

40020 只读 风向，单位度

40021 只读 噪声，单位 db

40022 保留

40023 保留

40024 保留

40025 只读 氨气，单位 ppb

40026 只读 年，17即 17年

40027 只读 月

40028 只读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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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29 只读 周

40030 只读 时

40031 只读 分

40032 只读 秒

设备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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