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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1.1 简介

1.2 性能指标

1.3 应用领域

第一章.概述

●   

●   

● 

●  

●

●

●

●

●

●   

●   

●   

● 

HC-TW 系列无线测温仪是北京海创高科科技有限公司面向国内外市场

自行研究设计生产的专用测温产品 , 该产品不但融入了本公司的最新研

究成果和专有技术 , 而且兼备优良的性能和低廉的价格。

测温范围：-30~150℃
测量精度：±0.3℃
测温点数：无限制

通信频率：433MHz（ISM）/GPRS 网络

传输距离：射频：空旷地 1000 米

                 GPRS：无限制

记录条数：16000 条

供       电：专用锂电

电池续航：>60 天

外形尺寸：140×105×45mm

客运专线、高速铁路工程中大体积混凝土箱梁养护测温

公路、铁路建筑施工中桥梁及桥墩浇筑时的温度监测

高层建筑大体积混凝土地基承台、框架浇筑时的温度监控

水利施工中大体积混凝土大坝坝体温度监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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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述

1.4 产品特点

●  

●  

●  

●  

●  

●  

●  

●  

●  

●  

●  

Android 智能手机专用 APP，随时随地查看温度数据、曲线等

大屏幕液晶显示，现场随时查看温度数据

单采集器可同时测量 8 通道温度

仪器标配 4 采集器共计 32 通道，可选配扩展更多采集器

GSM 网络模块上传数据，无距离限制

433M 无线传输，空旷环境下传输距离达 1000 米

传感器可互换，性能稳定，误差小

测温数据自动存储，可随时查询数据

多种工作模式，可满足不同工况测温

超长待机，充满电可连续工作两个月以上

专用 PC 端软件，集成数据查看、曲线显示、报表导出等多项功能

第一章.概述

1.5 维护保养

为了更好的使用本测温仪，请您在使用前认真阅读使用说明书。在使用

中应注意以下事项：

 1. 防震：测温仪在使用及搬运过程中，应防止剧烈震动和冲击。

2. 防腐蚀：在潮湿、灰尘、腐蚀性气体环境中使用时，应采取必要的

防护措施。

3. 防高低温：测温仪主体的温度不宜过高和过低，若温度过高和过低，

则测温仪可能会工作不正常。

4.储存：不用时，请将测温仪放在包装箱中。（测温仪应放在通风、阴凉、

干燥室温环境下保存；如长期不使用，应定期通电开机检查。）

5. 供电：测温仪采用内置专用可充电锂电池供电，在完全充满状态下，

可连续工作两个月以上。使用时请注意电量指示并及时充电。禁止使用

非指定电源为本测温仪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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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工作模式说明

第二章.仪器工作模式说明

2.2 模式说明及特点

2.1 模式介绍

TW 系列混凝土无线测温仪有 5 种工作模式 ( 如图 2-1)：单机工作模式

(M1)、主从工作模式 (M2)、433M 中继工作模式 (M3)、GPRS 中继工

作模式 (M4) 和记录仪工作模式 (M5)。能适用于多种工况的测温需求。

单机工作模式 (M1)：每个温度采集模块单独通过 GPRS 方式上传数据，

模块数无上限，要求测温地点有手机移动信号。如图 2-2 所示：

图 2-2

图 2-1

云服务器

单机

单机

从机
从机

从机

从机

从机 从机

从机

记录

记录

中继

中继

PC

PC
GPRS

GPRS

GPRS

GPRS

433M

433M 433M

433M

433M
433M

433M

M5

M3

M4

M2

M1
主机

单机

单机 单机

GPRS

GPRS
GPRS

云服务器
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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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机工作模式特点：

1. 模块通过 GPRS 方式上传数据，模块数无上限，可选配任意多个。

2. 要求每个温度采集器工作地点有中国移动手机信号。

3. 要求 PC 端可上网，通过专用软件查看温度数据 / 曲线，打印报表等。

4. 通过手机上网，随时可以在专用 APP 上查看温度数据 / 曲线。

主从工作模式 (M2)：将移动信号优良的采集器做主机，信号差的做从机，

从机通过 433M 无线传输将数据传给主机，主机将数据通过 GPRS 传

输到云端。如图 2-3 所示：

第二章.仪器工作模式说明

主从模式特点：

1. 测温工作现场比较偏僻，有部分测位没有手机信号。

2. 将手机信号最好的温度采集器设置为“主机模式”，其他几个采集

器设置为“从机模式”，在此模式下，“从机”测量的温度数据会自动

上传到“主机”，“主机”将接收到的“从机”数据和自己测量的数据

通过 GPRS 方式发送到云服务器。一个主机最大支持 4 个从机。

3. “主机”和“从机”之间的距离不能太远，空旷地直线距离

1000m，若有障碍物则有效距离变短，尽量避开混凝土等障碍物。

4. 可通过计算机、手机查看温度数据。

图 2-4

第二章.仪器工作模式说明

图 2-3

从机

主机

从机
从机

433M

433M 433M

云服务器

移动信号强的

采集器做主机
移动信号差或
没有，此时采
集器做从机

M2

M3

从机

从机

从机

从机

433M

433 中继

433M

433M

433M

区域内移动信号差或者没
有并且监控室无宽带，此
时采集器做从机；用中继
器做主机，中继将从机数
据通过 232 串口直接传输
到电脑

433 中继工作模式 (M3)：与主从模式相似，不同处在于用中继器做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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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中继工作模式特点：

1. 温度采集器工作现场没有手机信号，附近的监控室也没有可上网的计

算机，则采用此工作模式。

2. 使用“无线中继模块”，将中继模块放置到尽量靠近温度采集器的地

方，尽量避开障碍物，通过有线连接到计算机串口。

3. 一个无线中继模块最多支持 4 个温度采集器。

GPRS 中继工作模式 (M4)：工地移动信号优良，但监控室无宽带不能

上网，则使用中继器通过 GPRS 网络将云端数据下载，并通过 232 串

口传送给 PC 端。

第二章.仪器工作模式说明

GPRS 中继工作模式特点：

1. 温度采集模块可以采用单机模式也可以采用主从模式，温度测量和上

传方式比较灵活。

2. 监控室的电脑不能上网，但是要求必须记录原始数据，并且温度采集

器多于 4 个，可采用“GPRS 无线中继模块”的方案。

3. 温度采集器以及中继模块的配置方法见说明书。

                                                                                                                              
记录仪工作模式 (M5)：该模式仪器只采集并存储温度，不上传数据。

当需要将存储的温度数据上传时，可以将仪器设成单机工作模式，或在

温度采集界面下按 OK 键，将数据手动上传到云端。本模式用于不需要

对温度实时监控的情况。

第二章.仪器工作模式说明

图 2-5

从机
从机 从机

主机

单机

433M

GPRS

GPRS

GPRS 中继

433M
433M

云服务器

移动信号强的
采集器做主机

移动信号差或
没有，此时采
集器做从机

移动信号强，
但没有宽带，
用中继器下
载云端数据
到 PC 端，
有线传输

移动信号强，可
直接上传到云端

M4

M5

GPRS

433M

云服务器

只记录温度，不上传

若需上传数据，可通过GPRS
和 433M两种方式上传

图 2-6

记 录 温 度

上 传 温 度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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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操作说明

第三章.仪器操作说明

3.1 仪器组成及配件

3.2 检测前准备工作

仪器主要有采集器、专用测温传感器、充电器、无线测温中继模块 ( 选
配 )、中继转接盒 ( 选配 ) 和 Android 手机（选配）组成。

1. 检查采集器电池电量，确保电量充足。

2. 选择合适的工作模式：根据现场移动信号质量，确定仪器工作模式。

若可以直接上传数据则采用单机工作模式 (M1)；若检测地下室等无移

动信号而室外有信号的工况则采用主从工作模式 (M2)；若检测工地有

移动信号但监测室没有宽带则需要使用 GSM 中继工作模式 (M3)；若无

移动信号且监测中心也无宽带则需要使用 433M 中继工作模式 (M4)；如

果对温度无需实时检测，则可以采用记录仪工作模式 (M5)。

3. 采集器安装：采集器的安装位置应放在手机信号良好并且不会被雨水

浸没的地方。

4.传感器布置 (以单采集器为例 )：按照大体积混凝土温度相关规范布置。

测温点的平面布置按浇筑前后顺序 , 不同混凝土厚度等共布置 8 个测温

点。测温点在竖向测试 3 个深度处的温度：混凝土表层温度 ( 距混凝土

表面 10cm 高度处的温度 )、混凝土中心温度 ( 即 1/2 高度处的温度 ) 和
混凝土底部的温度 ( 距混凝土底面 20cm 高度处的温度 )。对厚度小于

1000mm 的测点只监测其内部温度即可。



13 14

第三章.仪器操作说明

3.3 启动与退出

按下电源  开关，液晶显示屏亮，显示开机界面（图 3-1）以及仪表

信息（图 3-2），然后仪器进入温度采集界面（图 3-3），仪器开始工作。

在仪表信息界面，我们可以查看仪器编号、测温时间间隔、已上传温度

包数和温度总包数，以及 433 通信频段等信息，2s 后系统自动进入温

度采集界面。

长按关机按钮 ，即可关闭仪器。   

图 3-2

图 3-3 图 3-4

图 3-1

3.4 模式设置

测温仪大部分时间处于睡眠状态（屏幕不显示，工作灯闪烁），按任意

键测温仪被激活并进入采集界面，在采集界面下按  键仪表进入仪表

信息界面，快速 (5s内 )按  键系统进入模式 /频段设置状态（图 3-4）。
在模式设置界面，可按  键切换该仪表工作模式；按  和  可切

换短距离无线 433M 的通信频段，从 1-9 共 9 个频段可供选择。

在模式设置界面，系统有超时退出功能，按键延时应小于 5s，否则程

序会自动退出此界面。

3.4.1 模式介绍

TW 系列混凝土无线测温系统有 5 种工作模式：单机工作模式 (M1)、
主从工作模式 (M2)、433中继工作模式 (M3)、GPRS中继工作模式 (M4)
和记录仪工作模式 (M5)。

单机工作模式 (M1)：每个温度采集模块单独通过 GPRS 方式上传数据，

模块数无上限，需要工地有移动信号。

主从工作模式 (M2)：“从机”将所测温度通过无线传输到“主机”，

再由 " 主机 " 将数据通过 GPRS 上传到云服务器的一种工作模式。一

个主机最大支持 4 个从机。

433 中继工作模式 (M3)：由采集器做“从机”，由中继模块做“主机”，

再由中继通过 232 串口线传给电脑的一种工作模式。

GPRS 中继工作模式 (M4)：使用中继模块从云端下载数据的工作模式。

用于监控室无网络但有移动信号的工况下。

记录仪工作模式 (M5)：采集器只记录温度数据，但不上传的一种工作

模式。适用于对温度不需要实时监控的场合。

第三章.仪器操作说明

23.8 23 .6

23 .8 23 .9 23 .7

24 .0 23 .7

23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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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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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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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模式转换设置

模式转换在切换模式页面（图 3-4）进行，所以要修改工作模式首先需

要进入切换模式界面。

方法 1：开机后仪器首先进入欢迎界面（图 3-1）3s 后进入仪表信息界

面（图 3-2），此时按  键便进入切换模式界面；

方法 2：仪器已经开机处于测温状态或休眠状态，此时按  键仪器

进入仪表信息界面，再按  键进入切换模式界面。

单机模式：在切换模式界面按  使切换模式后方括号内显示从机状

态，按  键，仪器进入单机模式，如图 3-5：

主从模式：2 台以上 ( 包含 2 台 ) 采集器编组才有意义，需先选择主机。

将仪器进入切换模式界面，通过  键使其切换模式后方括号内显示

【主机】状态，信息栏显示主机编号信息，如图 3-6；然后再设置其

他仪器，将其他仪器设置为从机，此时主机和从机界面上会显示出所

有组网仪器的仪器编号，主机在前，从机在后依编号从小到大排列，

如图 3-4，此模式下允许最多 4 台从机一台主机。注意主 / 从机的频

段要一样，若不同可通过  和  切换成与主机一样的频段。

图 3-5 图 3-6

第三章.仪器操作说明

433 中继工作模式：此模式设置方法与主从工作模式相同，只是主机

由无线测温中继担当，适用于测温地点没有移动信号网络的区域。

3.5.2 参数的设置

首先通过  和  查找到“参数设置”选项，再按  键进入密码输

入界面，如图 3-9。输入密码 1111 进入参数设置界面如图 3-10。根据显

示参数通过  和  改变参数的大小，按  键进入下一个参数，按 
 键选择上一个参数。参数设置完成后，按  键退出参数设置。

3.5 参数的设置

3.5.1 参数说明

间隔 ：两次温度采集的间隔时间。

零点：仪表在零测量点的修正系数。

满度：仪表在高测量点的修正系数。

第三章.仪器操作说明

3.4.3 主从模式通信测试

将采集器设置成主从模式后，我们需要对主机和从机的通信距离进行测

试，以保证通信的稳定性。在采集界面，长按  键进入通信测试界面，

如图 3-7 和图 3-8，在从机界面，按  键发射测试数据，若主机收到

会显示从机编号并回应，从机收到回应会显示 OK，表明通信正常。

图 3-7 图 3-8

GPRS 中继工作模式和记录仪工作模式的设置方法与单机模式设置方

法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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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和  查找到“数据浏览”选项，再按  键进入浏览界面，

如图 3-11。其中依次显示出 8 个通道的温度值，数据上传状态，测温

仪器的编号，正在浏览的数据编号，测温总数和测温的时间。

3.6 数据浏览

第三章.仪器操作说明

温度界面

测量日期

数据上传状态

测温仪器编号 浏览条数 存储温度总数

图 3-9 图 3-10

图 3-11

该测温仪每次测完数据后会自动保存数

据到存储器中，可以存储温度数据条数

达 16000 条，建议每测量一个工地开始

前删除一次仪表中的温度数据，确保存

储数据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数据删除： 通过  和  键查找到数据

删除选项，按  键进入数据删除界面，

显示“数据删除  全部删除？”如图 3-12；
此时按  键将数据全部删除，删除完成

后提示数据删除成功，如图 3-13 所示。

图 3-12

图 3-13

3.8 时间设置

TW 系列测温仪具有时间设置功能，并且时间在设备关机后能够一直运

行，不必每次都对时间进行设置。仪器在每次数据上传时都会自动更新

时间，以保证与服务器的时间一致，也可手动设置时间。

3.7 数据删除

第三章.仪器操作说明

OK：表明该温度数据经 GPRS 发送成功；

#OK：表明该温度数据经 433M 模块发送成功；

XOK：表明该温度数据由从机所测得，通过主机经 GPRS 发送成功；

*OK：表明是无效数据（未插测温线），数据不上传；

Err：表明该条数据上传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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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数据上传状态有 6 种，分别为——，OK，XOK，#OK，*OK 和 Err。
——：表明该温度数据还未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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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时间设置：通过  和  查找到时间

设置选项，再按  键进入时间设置

界面，如图 3-14。根据显示参数通过 
 和  改变参数的大小，按  键

进入下一个参数，按  键选择上一

个参数。参数设置完成后，按  键
退出参数设置。 图 3-14

3.9 温度检测界面介绍

仪器大多数时间处于睡眠状态，每次退出睡眠状态后首先进入温度检测

界面，此界面中显示有很多有用信息，请用户关注！如图 3-15 所示：

第三章.仪器操作说明

1. 温度采集界面：定时采集温度并显示。

2. 电池电量信息显示：仪器当前电池电量。

3. 时间信息：显示当前温度值的采集时间。

4. 上传数据状态信息：OK: 已上传（--：未上传）。

5. 采集时间：表名距离下次采集温度需要等待的时间，单位秒。

6. 测温包数：表名所测温度总包数（包含本机和从机所有测温包数）。

7. 模式显示：表名该机的工作模式，很重要，有以下几种情况：单机、

主机、从机、记录。

3.10 快捷按键说明

图 3-16

图 3-17

第三章.仪器操作说明

 ：在温度采集状态按此键执行数据

上传操作，如图 3-16 和图 3-17。

 ：在测量界面按此按键进入到仪表

信息界面（图 3-2）。

 ：除左移功能外，此按键还是进入

参数设置、数据浏览等界面的“确定”键。

23.8 23 .6

23 .8 23 .9 23 .7

24 .0 23 .7

23 .7
年份 Year=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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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 端分析软件操作说明

第四章.PC 端分析软件操作说明

4.1 软件简介及特点

HC-TW 系列混凝土无线测温分析软件是由北京海创高科科技有限公司

自主开发，为 TW 系列测温仪专门定制的测温分析软件，通过该软件

可以快速的查看各个时间段内的温度曲线，可以导出数据报表。

4.2 安装环境要求

HC-TW 系列混凝土无线测温分析软件对计算机的要求为：CPU 主频

不低于 133MHZ、内存不小于 16M、工作平台为简体中文版 Window 95 
及以上版本、用户应熟悉 WINDOWS 平台的基本操作与概念。

4.3 安装与卸载

双击安装程序“HC-TW 系列混凝土无线

测温分析软件 .EXE”, 弹出如图 4-1 的

软件安装界面。

图 4-1

点击“浏览”按钮可以更改安装路径，

当确认安装路径后点击“下一步”出现

显示安装进度条后开始安装，见图 4-2：

图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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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完成后弹出如图 4-3 界面，表示

HC-TW 系列混凝土无线测温仪分析

软件已安装完成。

若卸载该软件，只需在开始菜单中找

到该软件，点击卸载即可。

图 4-3

4.4 仪器注册、管理

当成功安装软件后，需要先注册仪器，才能将云端数据下载到本地，注

册方法如下：点击功能按钮区中的“仪器管理”，出现仪器管理界面如

图 4-4 所示。点击“注册”按钮，出现仪器注册界面，如图 4-5 所示，

输入仪器编号和云注册码，点击确定即完成注册。

图 4-4 图 4-5

点击 " 工程管理 " 进入工程管理界面，如图 4-6 所示：工程管理界面包

括工程的新增、修改、删除，测位的新增、修改、删除等操作。

工程操作：点击“新增”会弹出新增工程的界面如图 4-7 所示；点击“修

改”会弹出修改工程的界面，如图 4-8 所示。新增工程时，默认结束日

期是每次打开软件的日期，显示为“--”；点击修改工程可以修改开始

和结束日期，开始日期不能大于结束日期。

4.5 工程、测位管理

图 4-7

测位操作：点击“新增”会弹出创建测

位的界面；点击“修改”会弹出修改测

位的界面；新增和修改测位界面一样，

用户可以单独对通道重命名，便于现场

操作。如图 4-9 所示：

图 4-6 图 4-8

图 4-9

注意事项：每个测位最多只能选择 32 个

通道 (测点 )，且测点不能重复，“--”除外。

4.6 数据浏览、统计

工程、测位创建完成后，点击“确定 " 按钮，进入到主界面浏览查看数

据，如图 4-10 所示：

图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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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点选择区：如图 4-12 所示，该区域用于选择需要显示温度的测位或

测位的测点，与曲线显示区颜色具有对应关系。

图 4-12

峰值温度统计区：峰值温度统计区用于统计当前工程所有测位的峰值温

度差，如果存在则显示温度，不存在则显示“--”，包括 ( 峰值时间、

测位名称、中下、中部、中上、表层、环境、表里温差、环里温差 ) 等，

如图 4-13 所示：

云操作选项：仪器注册完后 , 点击功能按钮区中的 " 云操作选项 " 出现

云操作管理界面 , 通过云操作选项可以实现云数据的下载、删除等，云

数据为服务器上的数据，删除后无法恢复，如图 4-11 所示：

图 4-11

曲线显示区：该区域显示选中测位每个测点的温度曲线；如果测点中包

含 ( 中上、中、中下 ) 其中的一个、表面和环境温度，还会有表里温差

和环里温差两条曲线。在温度显示区，通过按住鼠标左键可以左右查看

曲线走势。当需要调整曲线范围时，进入系统设置界面，把温度显示范

围改为“手动”，自行设置温度显示上下限。通过鼠标的左右移动和按

下选中可以在右边的通道 ( 测点 ) 显示区查看各个通道各个温度点的温

度，如图 4-12 所示：
图 4-13

状态指示栏：该信息栏用于显示每次操作的详细信息，例如点击“导

出 Excel 报表”后，此栏会显示 Excel 报表导出状态信息或者上传数

据的提示信息，如图 4-15 所示：

图 4-15

功能按钮区：按钮区中有保存图片、导出数据、数据库管理、仪器管理、

云操作选项、系统设置等选项。

查看天数：可以快速查看当前测位最近 1、2、5、10、15、20、30 天

的数据，以及浏览工程、测位时，屏幕固定显示的天数，如图 4-14所示：

图 4-14

导出数据：点击“导出数据”进入导出数据界面如图 4-16 所示，选择

要导出的数据格式 (目前包括二种格式：原始温度数据、测位峰值统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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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9

系统设置：用于设置数据传输方式、

报警界限等功能。如图 4-19 所示：

433M 中继传输：用于监控室无宽带无

移动信号的工况，与仪器 433M 中继

工作模式下配合使用。

然后点击确定，输入要导出的数据文件名，点击保存完成数据报表的导

出，导出的数据格式如图 4-17( 原始温度数据表 )，4-18( 测位峰值统计

表 ) 所示，导出数据格式可以定制。

图 4-17 图 4-18

图 4-16

GPRS 中继传输：用于监控室无宽带

但有移动信号的工况，与 GPRS 中继

工作模式配合使用。

温度显示设置：自动：自动模式下自

动计算温度上下限；手动：手动模式

下自己设置温度上下限。

报警设置：用于设置温度上下限报警。

清除信息：用于删除状态信息栏中的所有信息。

图 4-21

关于：点击“关于”按钮可以查看软件的版本信息，可以检查更新用于

检测最新的软件版本。如图 4-21 所示。

数据库管理：点击“数据库管理”进入数据库管理界面如图 4-20 所示，

包括 ( 导出数据库、导入数据库、清空数据库）等；

图 4-20

在 433M 中继传输中，软件实时开启网络

工作模式，若有宽带连接，则软件会自动

从网络云端拉取温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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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端分析软件操作说明

5.1 仪器注册、管理

第五章.手机端分析软件操作说明

点击系统设置中的【注册仪器】按钮即可进入仪器注册界面。注册仪器

后边的括号里边显示当前已注册的仪器数量，仪器注册成功后，默认加

入“演示工程”，测位名为仪器编号。如图 5-1 所示：

点击仪器注册对话框中【管理】按钮，弹出仪器管理对话框，选中仪器

编号后点击【删除】按钮，即可删除仪器 . 注意：同时该仪器的数据也

将被删除。如图 5-2 所示：

图 5-1

图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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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工程、测位管理

点击主界面的【温度曲线】即可进入温度曲线界面。 如图 5-3 所示：

图 5-3

图 5-4

1. 工程管理

点击【工程管理】按钮，进入工程管理界面，包括工程和测位的新增，

修改，删除。如图 5-4 所示：

第五章.手机端分析软件操作说明 第五章.手机端分析软件操作说明

图 5-5

图 5-6

点击工程的【新增】按钮，弹出新增工程对话框，包括工程名称，工程

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工程结束日期默认是每次打开软件的日期）。

如图 5-5 所示： 

点击工程的【修改】按钮，弹出对话框。如图 5-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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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

2. 测位管理

工程创建完成后，选中需要创建测位的工程，点击测位中的【新增】按

钮或【修改】按钮，弹出测位对话框通道选择可以给每一个仪器通道设

置测点位置，包括（--，表面，中上，中部，中下，底部，环境，除 -- 外，

其他位置在测位中不可重复）其中 -- 代表没有设置位置。

用户可以单独对通道重命名，便于现场操作。如图 5-7 所示：

图 5-7

  5.3 曲线浏览、统计

1. 曲线浏览

工程管理界面，当工程和测位创建完成后，选中一个想要浏览的工程，

点击【返回】后进入数据浏览界面。当测位中有内部，表面，环境位置

时，曲线图上将会出现多出“表里温差曲线”，“环里温差曲线”。其

中点击【工程选择】按钮可以弹出工程选择列表。如图 5-8 所示：

点击【屏幕显示】按钮，可以选择当前屏幕内显示多少天的数据。如图

5-9 所示：

图 5-9

第五章.手机端分析软件操作说明 第五章.手机端分析软件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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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显示设置】按钮，弹出显示设置对话框，可以设置曲线图的温度

显示上下限，断点时间间隔，以及异常温度上下限。如图 5-10 所示：

图 5-10

点击【测位名称】按钮，显示当前工程中所有测位，点击可切换测位显

示。如图 5-11 所示：

图 5-11

若需要观察某一条通道的走势，可点击右侧通道列表，选中后，当前通

道曲线加粗；若需要观看某一时间的温度值，可长按温度曲线图，出现

红色提示线和【左移】【右移】按钮，左右移动提示线可查看提示线附

图 5-12

2. 测位峰值统计

点击【测位峰值统计】按钮，弹出温度统计对话框，统计在工程开始时

间与结束时间内，内部达到最大值时，测位内部温度，表里温差和环里

温差的值。如图 5-13 所示：

图 5-13

近的温度值，温度值显示在右侧通道列表中，当需要查询指定时间温度，

可移动提示线到指定时间附近，在通过【左移】或【右移】按钮进行调

整，即可得到温度值。如图 5-12 所示：

第五章.手机端分析软件操作说明 第五章.手机端分析软件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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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台自动联网加载服务器最新数据，当温度曲线在最末端时，接收新数

据曲线图自动前移，并显示最末端数据。

若最新数据超出温度报警限制时，弹出温度报警界面，如图 5-14 所示，

并震动播放报警提示音，系统将根据对话框报警设置（报警设置如图5-15
所示），来确定下一次异常数据是否报警。如果没有确定报警对话框提

示，则每过三分钟报警一次。

图 5-14

图 5-15

当工程测位中部（中上，中部，中下）通道降温速率大于 2.0℃ /d 或每

4 小时降温大于 1℃时，弹出警报对话框。如图 5-16 所示：

图 5-16

仪器的电池电量可在标题栏中查看，包含整个工程所有仪器的电池电

量，电量低时，仪器编号显示蓝色。如图 5-17 所示：

图 5-17

5.4 数据加载和报警

第五章.手机端分析软件操作说明 第五章.手机端分析软件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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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注册仪器

点击【注册仪器】按钮即可进入仪器注册界面，如图 5-1 所示。注册仪

器后边的括号里边显示当前已注册的仪器数量。

点击仪器注册对话框中【管理】按钮，弹出仪器管理对话框，选中仪器

编号所在行点击删除，即可删除仪器。如图 5-2 所示：

2. 温度显示设置

可以手动设置温度曲线图的温度显示上下限值和断点时间间隔，也可以

不做处理，自动根据数据的最大温度和最小温度来显示温度上下限值和

断点间隔。温度曲线图两点之间的时间超过设定的值时不再连线。如图

5-19 所示，此界面设置与数据浏览界面中温度范围设置相同。

图 5-19

主界面点击【参数设置】按钮即可进入参数设置界面，如图 5-18 所示。

此界面包括注册仪器、温度显示设置、温度报警设置、检查更新、关于

我们等功能。

5.5 参数设置界面

图 5-18

第五章.手机端分析软件操作说明 第五章.手机端分析软件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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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温度报警设置

点击【温度显示设置】按钮进入温度报警设置界面，如图 5-20 所示。

可以关闭或打开报警开关，开启报警开关时可设置报警的上下限温度。

开启报警开关时，当接收到最新数据大于温度报警上限或者低于温度报

警下限时会进行震动并播放报警提示音，关闭时不会提示。

4. 检查更新

点击【检查更新】按钮即可弹出选择联网方式的界面，连接互联网成功

后自动检查软件最新版本并更新，选择联网方式。如图 5-21 所示：

图 5-21

注意：选择 GPRS 联网方式会产生一定的数据流量费用，请选择合适的联网方式。

正常联网后弹出检查更新界面，如图 5-22 所示，点击【更新】即可更

新到最新版本。

5. 关于我们

点击【关于我们】按钮弹出关于我们界面，如图 5-23 所示。

此界面介绍本公司的名称，官网地址，联系电话。

图 5-22

图 5-23

图 5-20

第五章.手机端分析软件操作说明 第五章.手机端分析软件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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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现场测试

1、检查采集器电池电量，确保电量充足。

2、选择合适的工作模式：测温仪器所在场地的移动信号强弱，是否能

将数据稳定的上传到网络云端，用于确定仪器工作模式。若可以直接上

传数据则采用单机工作模式；若检测地下室等无移动信号而室外有信号

的工况则采用主从工作模式；若检测工地有移动信号但监测室没有宽带

则需要使用 GSM 中继工作模式；若无移动信号且监测中心也无宽带则

需要使用 433M 中继工作模式。

3、采集器安装：采集器的安装位置应放在手机信号良好并且不会被雨

水浸没的地方。

4、传感器布置（以单采集器为例）：测温点的平面布置按浇筑前后顺序、

不同混凝土厚度等共布置 8 个测温点。测温点在竖向测试 3 个深度处

的温度：混凝土表层温度 ( 距混凝土表面 10cm 高度处的温度 )、混凝

土中心温度 ( 即 1/2 高度处的温度 ) 和混凝土底部的温度 ( 距混凝土底

面 20cm 高度处的温度 )。对厚度小于 1000mm 的测点只监测其内部温

度即可。

6.1.1 检测前准备工作

6.1.2 工作模式的介绍

第六章.快速操作指南

TW 系列混凝土无线测温仪有 5 种工作模式：单机工作模式 (M1)、主

从工作模式 (M2)、433 中继工作模式 (M3)、GPRS 中继工作模式 (M4)
和记录仪工作模式 (M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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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通过  键和  键进入工作模式设置界面，在设置界面进行工作

模式的设置。

6.1.3 工作模式的设置

第六章.快速操作指南 第六章.快速操作指南

1、注册：点击功能菜单中栏中的“仪器管理”，出现仪器管理界面，

点击“注册”按钮，出现仪器注册界面，输入采集器的仪器编号和其所

带的云注册码点击确定即完成注册。

2、数据的下载与查看：仪器注册完成后点击“开始获取云数据”即可

将云端的数据下载到本地的数据库中，并在曲线显示区、温度信息栏以

及数据统计区分别显示出各个时间的温度和统计信息。

3、数据报表的生成：若需要生成温度数据表表可点击功能菜单栏中的

“导出 Excel 报表”按钮，点击后出现保存界面，选择保存路径并为报

表命名，点击保存完成报表的导出。

6.2 分析软件的使用

主从工作模式：首先将信号优良的仪器通过  键使其切换模式后，方

括号内显示【主机】；然后再设置其他仪器，将其他仪器设置为从机，

此时主机和从机界面上会显示出所有组网仪器的仪器编号，主机在前，

从机在后依编号从小到大排列，此模式下允许最多 4 台从机一台主机。

注意主 / 从机的频段要一样，若不同可通过  和  切换成与主机一样

的频段。

433 中继工作模式：此模式设置方法与主从工作模式相同，只是主机由

无线测温中继担当，适用于测量处没有移动信号网络的区域；

GPRS 中继工作模式：此模式设置方法与单机模式设置方法相同，将

测量仪器设为单机模式，用无线测温中继作为网络中转站将数据从云端

下载到设备端，用于办公区域有移动信号但电脑没有联网的工况下。

记录仪工作模式：与单机模式设置方法一样。

单机模式：在切换模式界面按  使切换模式后方括号内显示单机状态，

按  键，仪器进入单机模式。

单机模式 (M1)：采集器通过 GPRS 自行

上传数据，模块数无上限。
主从模式 (M2)：移动信号优良的采集器

做主机，信号差的仪器做从机，从机通过

433M 将数据传给主机，主机再把数据通

过 GPRS 上传到云端。

433中继工作模式 (M3)：采集器作“从机”，

无线测温中继做主机，从机将数据传送给

中继，再由中继通过232串口传送到PC上。

GPRS 中继工作模式 (M4)：通过无线测

温中继连接服务器从云端下载数据。用于

监控室无网络的工况。

记录仪工作模式 (M5)：测温仪只是记录

数据，不主动上传数据，用于无需对温度

实时监控的工况。

从机
从机 从机

主机

单机

433M

GPRS

GPRS

GPRS 中继

433M
433M

云服务器

移动信号强的
采集器做主机

移动信号强，可
直接上传到云端

移动信号差或
没有，此时采
集器做从机

移动信号强，
但没有宽带，
用中继器下
载云端数据
到 PC 端，
有线传输

从机

主机

从机 从机

433M

433M 433M

云服务器

移动信号强的

采集器做主机移动信号差或
没有，此时采
集器做从机

从机

从机

从机

从机

433M

433 中继

433M

433M

433M

区域内移动信号差或者没
有并且监控室无宽带，此
时采集器做从机；用中继
器做主机，中继将从机数
据通过 232 串口直接传输
到电脑

单机

单机 单机

GPRS

GPRS

GPRS

云服务器

只记录温度，不上传

记 录 温 度

GPRS

433M

云服务器
若需上传数据，可通过GPRS
和 433M两种方式上传

上 传 温 度

1

2

M1M1

M3

M2

M4

M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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