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系电话：13303088990 

邯郸市嘉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 13303088990  李国安   网址: www.jccgq.com 

邮箱:3417482559@qq.com           主营: 土壤、气象、环境、水文水利、环境监测、控制器、传感器等。 

 

 

邯郸市嘉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技术参数 
 

 

2018/3/1 

 

 

 

 



                                                                                   联系电话：13303088990 

邯郸市嘉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 13303088990  李国安   网址: www.jccgq.com 

邮箱:3417482559@qq.com           主营: 土壤、气象、环境、水文水利、环境监测、控制器、传感器等。 

 

企业简介 

 

 

邯郸市嘉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设在河北邯郸，是一家业内领先的环

境监测仪器生产厂家, 是集科、工、贸为一体的综合型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专业研发制造电子产品及主控制板的销售：公司人才聚集，有多年的

产品研发、设计、制造、销售经验于一体，产品应用于土壤、气象、植物生

理、环境、水文水利、大型露天设备安全生产产品等领域的检测仪器仪表，以

先进的技术、智能化的信息化软件和丰富的产品以及系统集成为核心，为农

业、林业、气象、水利、环境、教学、科研和应用仪器等相关领域提供综合

解决方案。 

 

公司秉着“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企业精神，以最优质的服务、完善的

技术、高效率的发展，更好的为各个企业、单位提供先进的应用解决方案，帮

助客户取得成功！ 

 

员工宣言：“我们要以最好的服务来帮助客户解决问题，把客户的事情当

做自己的事情”，要求每个员工时刻都要做到“严格要求自己”为准则，做到

【客户满意】为宗旨，用心来工作，努力挖掘服务潜力！并且，我们在产品的

“售前，售中，售后”提供全方位服务，随时满足客户对我们提出的要求！ 

 

  “优质服务，客户至上”是我们嘉创电子所有员工不变的服务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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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类 

 

JCG-01 大气压力传感器            

 

技术参数 ：                                       

.测量参数：大气压力                                  

.单  位：mbar 

.测量范围：300～1100mbar（即 30～110Kpa） 

.工作环境：-20 ～85℃ 

.测量精度：±1% 

.供  电：5V～24V 

.输出信号：0.4～2.0V 或 4-20MA RS485 

.稳定时间：通电后 1秒 

.响应时间：< 1 秒 

.外    观：防护壳体 

.电缆长度：标准为 1.5m  

.防水等级：IP55 

功能及特点： 

.外型美观、小巧、安装方便 

.测量精度高，响应速度快，抗干扰能力强 

.低功耗，节能安全 

.结构设计合理，符合科研要求 

.故障率低，技术成熟，性能稳定 

应用范围： 

.可广泛应用于温室、实验室、养殖、建筑、高层楼宇、工业厂房等环境的

大气压力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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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G-02 室外温湿度传感器(带防辐射罩) 

 

技术参数： 

.空气湿度：范围 0～100%  精度 ±3%   分辨率 0.1% 

.空气温度：范围-40～60℃  精度 ±0.2℃  分辨率 0.1℃ 

.信号输出方式：0.4～2.0V或 4～20mA RS485 

.工作电压：12～24V(典型值 12V) 

.响应时间：<1S 

.测量稳定时间：1S 

.工作温度范围：-35℃～75℃ 

.通讯方式：485通讯，传送距离〈1000米 

.通讯速率：9600.N.8.1 

.通讯协议：MODBUS 协议 

 

功能及特点： 

.响应速度快，精度较高，量程较宽，稳定性好 

.轻型百叶箱设计，适合室外使用 

.可防止阳光直射照成局部温度偏差以及雨水的冲刷 

.体积小巧，拆卸方便，安装简单 

.输出信号线性度好，具备较强的抗干扰能力 

 

 

应用范围： 

广泛应用于农业、林业、气象环境、仓储、温室、环境保护、气象站、

船舶、码头等任何需要测量温湿度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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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G-03 室内温湿度传感器            

 

技术参数： 

.空气湿度：范围 0～100%        精度 ±3%  分辨率 0.1% 

.空气温度：范围-40～60℃   精度 ±0.2℃  分辨率 0.1℃ 

.信号输出方式：0.4～2.0V或 4～20mA  RS485 

.工作电压：12～24V(典型值 12V) 

.响应时间：<1S 

.测量稳定时间：1S 

.工作温度范围：-35℃～75℃ 

.通讯方式：485通讯，传送距离〈1000米 

.通讯速率：9600.N.8.1 

.通讯协议：MODBUS 协议 

 

功能及特点： 

.响应速度快，精度较高，量程较宽，稳定性好 

.低功耗，节能安全 

.可防止阳光直射照成局部温度偏差以及雨水的冲刷 

.体积小巧，拆卸方便，安装简单 

.输出信号线性度好，具备较强的抗干扰能力 

 

应用范围： 

广泛应用于农业、林业、气象环境、仓储、温室、环境保护、气象站、

船舶、码头等任何需要测量温湿度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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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G-04 土壤温度变送器 

 

 

技术参数：                             

.量  程：-30℃～70℃ 

.输出信号：4～20mA   

.测量精度：±0.2℃ 

.互换误差：<0.2℃ 

.工作电压：9～24V 

.工作电流：约 10mA 

.响应时间：＜100mS 

.稳定时间：＜1秒 

.工作温度：-40℃～75℃ 

.引线长度：2米 

.线    质：聚四氟耐高温导线 

功能及特点： 

.外型美观、小巧，安装更换方便 

.耐腐蚀，适应于各类物质的温度测量 

.性能稳定，响应速度快，功耗低，抗干扰能力强 

.不锈钢结构设计，密封性好 

.一致性好，全量程标定输出 

应用范围： 

.广泛应用于气象环境、农业、林业、水利、公路、铁路路基的温度埋测、

温室大棚、花卉蔬菜、草地牧场、植物培养科研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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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G-05 土壤水分/湿度传感器 

 

技术参数：                                 

.测量参数：土壤容积含水率 

.量    程：0～100%  温度-30-70°℃ 

.单    位：%(m3/m3)  

.输出信号：0～2V（电压型）4～20mA（电流型）RS485 

.测量精度：±3% 

.互换精度：<3% 

.复测误差：<1% 

.测量原理：频域反射原理（FDR） 

.工作电流：约 15mA 

.工作频率：100MHZ 

.响应时间：＜1秒 

.测量稳定时间：1秒 

.工作温度范围：-40℃～80℃ 

.探针材料：不锈钢(抗电解) 

.密封材料：环氧树脂(黑色阻燃) 

.电缆长度：标配 1.5 米 

功能及特点： 

.高稳定性，安装方便，维护操作简单； 

.采用阻燃环氧树脂固化，完全防水，可长期埋伏土壤中使用，且不受腐蚀； 

.钢针采用优质材料，可经受长期电解，不受土壤中的酸碱腐蚀； 

.测量精度高，性能可靠，受土壤含盐量影响较小，可适应各种土质； 

.响应速度快，数据传输效率高 

应用范围： 

.广泛应用于农业、林业、地质、农田、水利、森林、草坪、公路、铁路养护

等测等方面的测量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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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G-06 雨量传感器 

 

技术参数： 

.测量范围：0～4mm/min（可在<8mm/min条件下正常工作） 

.测量误差：±3%（测试雨强 2mm/min） 

 

.分 辨 率：0.2mm  0.1mm 

.输出信号：脉冲  RS485 

.工作环境：-10～80℃  相对湿度；<95%(40℃) 

.承水口径：φ 200mm+0.6mm 外刃口角度 45 度 

功能及特点： 

.精度高，稳定性好，.体积小，安装方便 

.线性度好，传输距离长，抗干扰能力强 

.漏斗处设计网孔，可以防止树叶等杂物阻塞雨量下流 

.翻斗部件支承系统制造精良，摩阻力矩小，因而翻斗部件翻转灵敏，性能稳

定，工作可靠 

.仪器外壳用不锈钢制成，防锈能力强，外观质量佳 

.承雨口采用不锈钢皮整体冲拉而成，光洁度高，滞水产生的误差小 

.底盘内部设有水平调节泡，可以辅助底角将设备调整到最佳水平度 

应用范围： 

.翻斗式雨量传感器是一种水文、气象仪器，用以测量自然界降雨量，同时

将降雨量转换为以开关量形式表示的数字信息量输出，以满足信息传输、处

理、记录和显示等的需要。可用于气象台（站）、水文站、农林、国防、野外

测报站等有关部门，配合我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雨量记录仪来测量降水量、降

水强度、降水时间等。可为防洪、供水调度、电站水库水情管理提供原始数

据。 

工作原理： 

.承水口收集的雨水，经过上筒（漏斗），注入计量翻斗——翻斗是用工

程塑料注射成型的用中间隔板分成两个等容积的三角斗室。它是一个机械双稳

态结构，当一个斗室接水时，另一个斗室处于等待状态。当所接雨水容积达到

预定值 0.2（0.5）mm 时，由于重力作用使自己翻倒，处于等待状态，另一个斗

室处于接水工作状态。当其接水量达到预定值时，又自己翻倒，处于等待状

态。在翻斗侧壁上装有磁钢，它随翻斗翻动时从干式舌簧管旁扫描，使干式舌

簧管通断。即翻斗每翻倒一次，干式舌簧管便接通一次送出一个开关信号（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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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信号）。 

 

 

JCG-07 雨雪传感器 

 

技术参数： 

加热型雨雪传感器适用于北方寒冷地区，在下雪的情况下， 

雨雪传感器通过自动加热功能从而保证传感器的正常工作。 

. 供电电压： 12-24V DC 

.响应时间： 3 秒 

. 输出信号： 开关量  

.普及型功耗：待机 5.3ma 吸合 25ma  

. 加热型功耗：待机 55ma  吸合 80ma 

功能特点 

. 精度高，输入线电阻高，稳定性好 

. 体积小，安装方便 

. 传输距离长，抗干扰能力强 

. 结构设计合理，使用寿命长 

. 密封性好 

采用先进的机械内部结构电路模块技术开发变送器，用于实现对雨雪有无的测

量，输出开关量信号。 

适用范围： 

可广泛用环境、温室、养殖、建筑、楼宇等的雨雪有无的定性测量。常规

的雨雪传感器只适用于南方气候，来测量有无雨雪。 

外形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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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G-08 水面蒸发传感器 

技术参数： 

 

.口    径：Φ 200mm 

.精    度：±1％ 

.测量范围：0～80mm   

.供电方式： 8-12V DC 

.环境温度：-30℃～80℃ 

.信号输出： 0.4～2V DC  4-20ma  RS485 

²负载能力：≥5KΩ  

 

功能及特点： 

.测量精度高 

.性能稳定，线性度好 

.安装方便，操作简单 

.不锈钢材质，保证传感器使用寿命 

.结构设计合理，外观质量佳 

应用范围： 

.水面蒸发传感器是用于测量液面蒸发量的仪器,适用于气象、植物及种子培养

单位、农林业研究机构等部门。 

 

工作原理: 

.采用高精度的称重原理测得蒸发皿内液体重量，再计算出液面高度。因此在多

种环境下均可使用，如液体或结冰均可测量，可与自动气象站或专业蒸发记录

仪配合使用。 

 

安装与说明： 

.蒸发传感器设置在露天空旷平坦地方，并能终日受到阳光照射，调好水平，底

座用水泥固定好，观测前注入 80mm 清水即可测量，如容器内有雨水降入时，

应在观测记录时减去降雨量得出该次实际蒸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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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G-14 风速传感器 

技术参数： 

.供电电压：DC5-24V 或者  DC12-24 V（可选） 

.信号输出方式：电压：0.4-2v   电流：4-20mA   

RS485   脉冲信号 

.传感器样式：三杯式铝合金材质 

.启动风速：0.4-0.8m/s 

.分辨率：  0.1m/s    

.测量范围：0-30m   0-70m（可选） 

.系统误差：±2% 

.工作温度：-20℃~80℃ 

功能及特点： 

风速传感器由壳体、风杯和电路模块组成。传感器壳体和风杯采用铝合金材料，使用

特种模具精密压铸工艺，尺寸公差甚小表面精度甚高，内部电路均经过防护处理，整个传

感器具有很高的强度、耐候性、防腐蚀和防水性。电缆接插件为军工插头，具有良好的防

腐、防侵蚀性能，能够保证仪器长期使用，同时配合内部进口轴承系统，确保了风速采集

的精确性。 

电路 PCB 采用军工级 A 级材料，确保了参数的稳定和电气性能的品质；电子元件均采

用进口工业级芯片，使得整体具有极可靠的抗电磁干扰能力，能保证主机在－20℃～60℃,

湿度 10％─95％范围内均能正常工作。 

风速传感器体积小巧，法兰盘底座，携带、安装方便快捷、外观精美，测量精度高，量程

宽，稳定性能好，低功耗，数据信息性度好，信号传输距离长，抗外界干扰能力强，信号

输出形式多样，铝合金材料质量轻，强度高。 

适用范围： 

.可广泛应用于温室、环境保护、气象站、船舶、 码头、重机、吊车、港口、码头、

缆车、任何需要测量风速风向的场所。 

外型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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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G-15 风向传感器 

技术参数： 

.供电电压： DC5-24V   

.输出信号： 0.4-2v   4-20mA  RS485 

.传感器样式：尾翼式铝合金材质 

.启动风速：0.5m /s 

.分辨率：  0.1m/s 

.测量范围：16方位 （0-360°） 

.系统误差：±2% 

.工作温度：-20℃~80℃ 

功能及特点： 

风向传感器采用铝合金材料，使用特种模具精密压铸工艺，尺寸公差甚小表面精度甚

高，内部电路均经过防护处理，整个传感器具有很高的强度、耐候性、防腐蚀和防水性。

电缆接插件为军工插头，具有良好的防腐、防侵蚀性能，能够保证仪器长期使用，同时配

合内部进口轴承系统，确保了风速采集的精确性。 

电路 PCB 采用军工级 A 级材料，确保了参数的稳定和电气性能的品质；电子元件均采

用进口工业级芯片，使得整体具有极可靠的抗电磁干扰能力，能保证主机在－20℃～60℃,

湿度 10％─95％范围内均能正常工作。 

风向传感器体积小巧，法兰盘底座，携带、安装方便快捷、外观精美，测量精度高，

量程宽，稳定性能好，低功耗，数据信息性度好，信号传输距离长，抗外界干扰能力强，

信号输出形式多样，铝合金材料质量轻，强度高。 

应用范围： 

.可广泛应用于温室、环境保护、气象站、船舶、 码头、重机、吊车、港

口、码头、缆车、任何需要测量风速风向的场所。 

外型规格： 

 

 

 

 

 

 

 



                                                                                   联系电话：13303088990 

邯郸市嘉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 13303088990  李国安   网址: www.jccgq.com 

邮箱:3417482559@qq.com           主营: 土壤、气象、环境、水文水利、环境监测、控制器、传感器等。 

 

JCG-16 光照传感器 

技术参数： 

.光线范围: 0～200Klux   

.反应时间: 1秒 

.环境温度：-30～70°C 

.精    度：±3% 

.重    量：210g 

电压型 

.供电电压：9V～24V DC 

.输出信号：0.4～2V 

电流型 

.供电电压：9V～24V DC 

.输出信号：4～20mA  RS485  0.4-2V 

.输出负载：<300Ω   

功能及特点： 

.体积小巧，安装方便 

.壳体结构设计合理，使用寿命长 

.测量精度高，稳定性好，响应速度快 

.传输距离长，抗外界干扰能力强，防水性能好 

应用范围： 

.可广泛用环境、温室、实验室、养殖、建筑、高档楼宇、工业厂房等的光

线强度测量。 

 

外形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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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G-22 二氧化碳传感器 

 

技术参数： 

.供电电压：14～28V  DC 

.测量范围: 0～2000ppm  0～5000ppm  0～10000ppm 

.反应时间: 60s 

.测量精度：±3% 

.信号输出: 4-20mA 

.功   耗：平均＜60mA,峰值＜ 200mA 

.工作温度范围：-20℃～80℃    

 

功能及特点： 

.外型美观、小巧、安装方便 

 

.响应速度快，测量精度高 

 

.抗干扰能力强 

 

.结构设计合理，性能稳定 

 

.全量程标定输出，一致性好 

 

.国际标准的内部接线及外部安装方式。 

 

 

 

应用范围： 

.可广泛应用到气象站、人工气候室、温室大棚、通风系统、楼宇、汽车等

地方来监测空气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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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G-YM 叶面湿度传感器 

 

简介： 

该传感器可测量植物叶片表面水份的百分比含量，采用电阻测量原理， 

它由表面感应格珊和信号变送器组成，使用时将传感器安装被测植物叶 

片附近，传感器将模拟植物叶片获得水份的过程。 

 

技术参数： 

供电电压：12～24V  DC 

测量范围：0～100% 

测量时间：5s 

工作温度：-20～60℃ 

精    度：±5％ 

输出信号：4-20mA或 0-2V  RS485 

 

功能及特点： 

.外型美观、小巧、安装方便 

 

.响应速度快，测量精度高 

 

.抗干扰能力强 

 

.结构设计合理，性能稳定 

 

.全量程标定输出，一致性好 

应用范围： 

.可广泛用环境、温室大棚、实验室、养殖、人工气候室等环境中的植物表

面湿度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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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G-PH 土壤 PH 传感器 

 

技术参数： 

测量范围： 0-14pH 

准 确 度： ±0.1pH 

分 辨 率： 0.1pH 

反应时间：＜10 秒(水中) 

供电方式： DC 12V- 24V 

输出形式： 0～5V   4～20mA    RS485 

仪器线长： 标配：3 米 

工作环境：温度 0~80℃ 

                   湿度 0~95%RH 

功耗：0.2W 

壳体材质：防水塑料外壳 

功能及特点： 

土壤 PH 值传感器，很好的解决了传统土壤 PH 需配备专业显示仪表、标定

繁琐、集成难度大、功耗大、价格昂贵、携带困难等缺点。 

 

.新款土壤 PH 值传感器，真正实现土壤 PH 在线实时监测； 

.采用国际最先进的固体电介质和大面积聚四氟乙烯液接界，不易堵塞，免维

护； 

.集成度高、体积小、功耗低、携带方便； 

.真正实现低成本、低价格、高性能；  

.集成度高、寿命长、便利性、高可靠性； 

.操作简单、可实现远程一键标定； 

.支持二次开发； 

.电极采用优质低噪声电缆线，可使信号输出长度达 20 米以上无干扰。 

 

应用范围： 

可广泛适用于农业灌溉、花卉园艺、草地牧场、土壤速测、植物培养、科

学试验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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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G-YF 土壤电导率传感器 

                                 

概述： 

  土壤电导率传感器把接入的被测溶液的电导值转换成与之对应的线性电压

信号，以供计算机数据采集或仪器读数.也可以根据测量类型配置不同的测量探

头。它是观测和研究盐渍土和水盐动态的重要工具，是研究盐渍土发生、演变

以及改良利用的理想的观测仪器。 

  土壤电导率传感器 原理： 

  土壤盐分传感器的主要部件是石墨电极和进行温度补偿用的热敏电阻。由

四芯导线与电极插头相连结。将这种盐分传感器埋入土壤后，直接测定土壤溶

液中的可溶盐离子的电导率。具有电极性能稳定;电极的灵敏度高，适用测量范

围特别适用于高电导，因此非常适于土壤盐分的测定; 

 

技术参数： 

供电电压：5-24V供电、信号输出：0-2V 0-2.5V 0-5V 

  盐分测量范围：0.01-0.3mol/L，最小读数为 0.01mol/L， 

  电导测量范围：0-20mS(相对应于 0-2000mV) 

  最小分辨率：0.01mS 

  电压与电导相关性(线性度)：≥98% 

  工作条件：环境温度为-10~60℃ 

  相对湿度为小于 90% 

  土壤电导率传感器 测量范围和测量误差： 

  在土壤溶液浓度 0.02N-0.3N范围内，传感器电导与溶液率呈现良好的相关

关系，相关系数达到 0.98以上，多次重复测量电导值的相对平均偏差一般在

5%以内，最大不超过 10%。 

  平衡时间：小于 20秒。 

  土壤含水量下限：所能测试的土壤含水量下限因土壤质地而异。通常在

20%左右，随土壤粘粒含量的增加，传感器适用的含水量下限相应提高。 

 

应用范围： 

可广泛用农业、林业、植被培育、温室大棚、实验室等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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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G-PM 多参数传感器  

概述： 

传感器可以测量空气中的 PM2.5/10参数。PM2.5/10 

采用激光传感器，具有测量结果稳定、准确性高、 

体积小、性能可靠等特点，可广泛应用在环境评价， 

室内 PM2.5/10 浓度监测，室外空气中 PM2.5/10浓度测试， 

是 PM2.5/10浓度测量和环境评价的理想选择。 

 

技术参数： 

.测量参数： PM2.5/ PM10 

.响应时间：小于 15s 

供电电压：DC12-DC24V，<1w 

测量范围：0-1000ug/m³ 

测量精度：PM2.5/10   分辨率 1ug/m³,精度：<±10%； 

运行温度：-30℃--50℃ 工作湿度：15RH%-95RH% 

信号输出：4-20ma  RS485  0.4-2V  0-5V 0-10V 

 

功能特点： 

具有测量结果稳定、准确性高、性能可靠等特点； 

集成度高、体积小、功耗低； 

外型美观、安装方便； 

 

 

 

应用范围： 

.可广泛应用到气象站、工地扬尘监测、通风系统、楼宇、汽车等地方来监

测空气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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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G-BY 防辐射罩子（轻型百叶箱） 

简介： 

防辐射罩，也称作轻型百叶箱。本品采用高科技优质抗紫外线材料制成，

可有效阻挡自然条件下的紫外线照射，防止仪器仪表在野外恶劣的条件下快速

老化，减小因光线强烈造成的测量误差。 与木质百叶箱相比，轻型百叶箱具

有体积小、重量轻、安装方便等优点。轻型百叶箱采用外径 220mm、内径为

130mm的人字形环形塑料盘制成，可以保证空气由任何角度自由通过，并反射

来自任何方向的阳光。塑料盘片的配方独特，具有高反射率、低导热性、抗紫

外线的功能，可用于极端的气候条件。 

   产品标准配置为每套 9片防辐射盘，可拆卸。使用时可根据仪器仪表

的实际尺寸调整防辐射盘的数量。 

 

功能特点： 

    1.标配 9 层高度、三实心六空心。 

2. 采用高科技优质抗紫外线材料制成； 

3. 可有效阻挡自然条件下的紫外线照射； 

 4.防止仪器仪表在野外恶劣的条件下快速老化； 

 5. 可减小因光线强烈造成的测量误差； 

6. 体积小、重量轻、安装方便。 

外形规格： 

 

 

 

 

 

 

 

 

应用范围： 

专业用于温湿度传感器、噪音、PM2.5/10传感器室外防辐射，也可用于仪表的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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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G-XBY 轻型百叶箱（19 层） 

概述 

轻型百叶箱又称防辐射罩、通风罩，能防止太阳对仪器的直接辐射和地面

对仪器的反射辐射，保护仪器免受强风、雨、雪等的影响。并且其特殊的表面

处理和结构设计，使仪器感应部分有适当的通风，能真实地感应外界空气温度

和湿度的变化。产品标准配置为每套 4-19 层片防辐射盘，可拆卸。使用时可

根据仪器仪表的实际尺寸调整防辐射盘的数量。 

技术参数： 

1. 工作环境：-30-60℃ 

2. 材料：优质抗紫外线材料 

3. 防护等级：IP54 

4. 尺寸：Φ140mm 外部高度 300mm、内径为 56mm、65mm 

功能特点： 

   1.标配 11 层高度，19 层高度；可定做 4-20 层高度。 

 

2. 采用高科技优质抗紫外线材料制成； 

 

    3. 可有效阻挡自然条件下的紫外线照射； 

 

    4.防止仪器仪表在野外恶劣的条件下快速老化； 

 

    5. 可减小因光线强烈造成的测量误差； 

 

    6. 体积小、重量轻、安装方便。 

 

应用范围： 

专业用于温湿度传感器、噪音、PM2.5/10传感器室外防辐射，也可用于仪表的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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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站监测 

一、农业小气候观测站的功能 

 

  农业小气候观测站是自动气象站的一种，是一种全新的地面气象自动观测微机处理系

统，实现了气象数据自动采集、计算、处理、显示、存贮、通讯和打印。近几年自动气象

站正式大规模的投入到业务使用中，同时在现代农业气象服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1 农业小气候观测站的组成 

 

 JC-03 型农业小气候观测站由数据采集器、传感器、太阳能电源系统 GPRS 通讯模块、

485 通讯等组成。 

1.2 农业小气候观测站的技术参数： 

技术参数： 

.空气温度范围：-40～60℃                精度：±0.2℃         分辨率：0.01℃ 

.空气湿度范围 0～100%          精度：±3%         分辨率：0.1% 

.光照强度范围 0～200Klux                精度：±5%         分辨率：0.1Klux 

.风速测量范围：0～30m/s              精度：±2%         分辨率：0.1m/s 

.风向测量范围：16 方位（360°）         精度：±2%          分辨率：0.1%： 

.雨量测量范围：0.01mm～4mm/min       精度：≤±3%        分辨率：0.2mm 

.土壤温度测量度范围：-30～70℃          精度：±0.2℃         分辨率：0.01℃ 

.土壤湿度测量范围：0～100%              精度：±3%        分辨率：0.1% 

.大气压力测量范围：30～110Kpa           精度：±0.5kpa        分辨率：0.1Kpa  

可选配置: 

.二氧化碳测量范围：0～2000ppm           精度：±3%           分辨率：0.1% 

.叶面湿度测量范围：0～100%              精度：±5%           分辨率：0.1% 

.供电方式（蓄电池、太阳能、220V可选） 

.通讯方式（有线采集，无线数据通讯/GPRS模块可选） 

 

 

 二、农业小气候观测站的原理与功能 

 

传感器对各气象要素（温湿度、光照、气压、雨量、风向、风速、土湿、土温）进行

连续、自动的测量，并将气象要素的变化转化成电参数，这种变化通过电缆线传到数据采

集器，被数据采集器内的单片机所采集，对接收到的电量的变化进行线性化和定标处理，

将计算结果转换成气象要素实时值，以实现工程量到要素的转换，进而对数据进行分析、

存储和统计处理，并按规定的格式形成逐日标准观测数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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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农业小气候观测站对空气温湿度、光照、土湿、土温、风向、风速、气压、降水

量等气象要素进行连续不间断观测，从而进行总结分析，对农田、灌溉、温室、水产养殖

的生产、科研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三、应用范围： 

.广泛应用于农业、林业、地质、农田、水利、森林、草坪、公路、铁路养护

等测等方面的测量及研究。 

 

土壤墒情监测站 

土壤墒情监测站是一款集土壤温湿度采集、存储、传输和管理于一体的土

壤墒情自动监测系统。整机由多通道数据采集仪、土壤水分传感器、土壤温度

传感器等气象传感器和软件平台组成。多通道数据采集仪配置 3 支土壤温度或

土壤水分传感器，可连续测量不同土层的土壤温湿度情况；配备的土壤水分传

感器便于土壤现场标定测量；土壤温度和湿度传感器采用高精度进口传感器芯

片，测量精度高、稳定性好；功能强大的土壤墒情计算机中心软件可同步处理

多个墒情站点的数据，轻松实现墒情站点之间的组网管理。 

土壤墒情监测系统主配置 

数据采集器； 

传感器:土壤温度传感器 、土壤水分传感器等。 

通讯方式:无线：GPRS(移动、电信)。485 通讯 

供电方式:太阳能+蓄电池电源供电。 

其它可选组合：1.5米安装支架。 

土壤墒情监测系统 

1、墒情自动监测系统主要是针对土壤水分含量和土壤温度进行监测，通过

墒情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测量土壤的体积含水量和温度值。同时，可以根据用

户的需求，该系统可以扩展配置空气温湿度、土壤 PH、风速风向、光照、雨量

等气象传感器。 

2、监测数据统一由自动监测站发送到网络数据平台，数据按照统一的格式

进行存储，通过图表格式直观展现给用户。 

3、可扩展开发旱情预测预报、灌区优化配水、节水灌溉等功能，更大程度

挖掘墒情数据信息价值； 

4、还可以拓展开发苗情旱情监测系统，以对田间苗情、灾情实现自动监

测，使管理人员可以远程关注作物生长状况，根据作物在不同生长周期的需

求，指导灌溉、施肥、喷药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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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墒情监测系统优势 

实时采集实现了各遥测点墒情信息的实时采集及自动无线传输到监测平

台； 

测报精准采用高精度传感器且系统运作无需人工参与，保证测报工作的高

精确性； 

无人值守太阳能供电，可连接无线传输模块，适于长期放于野外，防雷、

防水、防尘不受环境因素影响； 

扩展性好可扩展开发旱情预测预报、灌区优化配水、节水灌溉等功能，更大程度挖掘墒情

数据信息价值；可配多参数气象监测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