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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车载移动式公路建设大气环境监测系

统，其特征是该系统包括车载系统，粉尘监测装

置（1），PM2.5监测装置（2），CO2监测装置（3），风

速风向监测装置（4），温度湿度监测装置（5），数

据采集存储装置（6），数据传输装置（7），供电系

统，数据展示系统。该系统仪器制造简单，测量精

度高，满足粉尘、PM2.5、CO2等重污染条件下设备

的自清洁功能。可以进行独立量测大气环境气体

浓度与气象信息，也可以进行车载移动式大气浓

度与气象信息量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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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车载移动式公路建设大气环境监测系统，其特征是该系统包括车载系统，粉尘

监测装置（1），PM2.5监测装置（2），CO2监测装置（3），风速风向监测装置（4），温度湿度监测

装置（5），数据采集存储装置（6），数据传输装置（7），供电系统，数据展示系统，粉尘监测装

置（1），PM2.5监测装置（2），CO2监测装置（3），风速风向监测装置（4）和温度湿度监测装置

（5）均与数据采集存储装置（6）连接，数据采集存储装置（6）连接数据传输装置（7），数据传

输装置（7）将采集存储的数据经无线网传递给数据展示系统，供电系统采用太阳能电池板

或蓄电池供电，车载系统包括机动车（8），监测设备固定框架（9），减震台（10），避雷针（11），

地线装置（12），机动车（8）顶部连接减震台（10），减震台（10）顶部连接监测设备固定框架

（9），监测设备固定框架（9）内放置粉尘监测装置（1），PM2.5监测装置（2），CO2监测装置（3），

风速风向监测装置（4），温度湿度监测装置（5），数据采集存储装置（6）和数据传输装置（7），

监测设备固定框架（9）连接避雷针（11），监测设备固定框架（9）通过机动车（8）连接地线装

置（12），粉尘监测装置（1）包括粉尘设备箱（13），第一受光元件（14），第一接收板（15），散射

板（16），第一发光元件（17），第一排气管路（18），第二排气管路（19），第一风扇电机（20），第

二风扇电机（21），第一排气口（22），第二排气口（23），第一排气通道（24），第二排气通道

（25），第一进气口（26），第二进气口（27），第一采气口（28），第二排气管路（19）具有自动过

滤功能，粉尘设备箱（13）连接第一进气口（26），第二进气口（27），第一采气口（28），第一受

光元件（14）和第一发光元件（17），第一采气口（28）连接散射板（16），第一受光元件（14）连

接第一接收板（15），粉尘设备箱（13）内气体通过第一排气通道（24）和第二排气通道（25）排

出，第一排气通道（24）连接第一排气管路（18），第一排气管路（18）内安装有第一风扇电机

（20），第一排气管路（18）连接第一排气口（22），第二排气通道（25）连接第二排气管路（19），

第二排气管路（19）内安装有第二风扇电机（21），第二排气管路（19）连接第二排气口（23），

第二排气口（23）连接第一进气口（26）和第二进气口（27），PM2.5监测装置（2）包括粉尘设备

箱（13），第一受光元件（14），第一接收板（15），散射板（16），第一发光元件（17），第一排气管

路（18），第二排气管路（19），第一风扇电机（20），第二风扇电机（21），第一排气口（22），第二

排气口（23），第一排气通道（24），第二排气通道（25），第一进气口（26），第二进气口（27），第

一采气口（28），送气通道（29），第二采气口（30），分气通道（31），粒子滞留器（32），第二排气

管路（19）具有自动过滤功能，粉尘设备箱（13）连接第一进气口（26），第二进气口（27），第一

采气口（28），第一受光元件（14）和第一发光元件（17），第一采气口（28）连接散射板（16），第

一受光元件（14）连接第一接收板（15），粉尘设备箱（13）内气体通过第一排气通道（24）和第

二排气通道（25）排出，第一排气通道（24）连接第一排气管路（18），第一排气管路（18）内安

装有第一风扇电机（20），第一排气管路（18）连接第一排气口（22），第二排气通道（25）连接

第二排气管路（19），第二排气管路（19）内安装有第二风扇电机（21），第二排气管路（19）连

接第二排气口（23），第二排气口（23）连接第一进气口（26）和第二进气口（27），第一采气口

（28）连接送气通道（29），送气通道（29）连接分气通道（31），分气通道（31）分别连接第二采

气口（30）和粒子滞留器（32），粒子滞留器（32）可手动拆开，CO2监测装置（3）包括第三采气

口（33），第三进气口（34），CO2设备箱（35），第二受光元件（36），第三排气口（37），第三风扇

电机（38），第三排气管路（39），第四排气管路（40），第四风扇电机（41），第四排气口（42），第

二发光元件（43），第二接收板（44），第三排气通道（45），第四排气通道（46），第三排气管路

（39）具有自动过滤功能，CO2设备箱（35）连接第三采气口（33），第三进气口（34），第二受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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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件（36）和第二发光元件（43），第二受光元件（36）连接第二接收板（44），CO2设备箱（35）内

气体通过第三排气通道（45）和第四排气通道（46）排出，第四排气通道（46）连接第四排气管

路（40），第四排气管路（40）内安装有第四风扇电机（41），第四排气管路（40）连接第四排气

口（42），第三排气通道（45）连接第三排气管路（39），第三排气管路（39）内安装有第三风扇

电机（38），第三排气管路（39）连接第三排气口（37），第三排气口（37）连接第三进气口（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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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车载移动式公路建设大气环境监测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工程建设领域，尤其是公路工程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车载移动式公路

建设大气环境监测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高速公路建设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对环境造成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特别是它

改变了现有自然环境的连续性和整体性，破坏了自然环境保护的生态平衡。通过在工程建

设过程中安装各类大气环境监测探头与系统的方式，可以有效监督工程建设对环境的污

染。但对于像公路工程或铁路工程这样的线性工程，长达几百米远，显然全线覆盖大气环境

监测点，不仅造价高，维护成本非常昂贵，如何能够研发一套车载移动装置，可以根据环境

污染的度与需求进行移动式环境监测，将极大程度上降低大气环境监测的成本。

[0003] 本发明就是一种车载移动式公路建设大气环境监测系统。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目的是提供一种车载移动式公路建设大气环境监测系统，用于解决线性工

程大气环境监测。

[0005] 发明的技术解决方案，其特征是一种车载移动式公路建设大气环境监测系统，该

系统包括车载系统，粉尘监测装置1，PM2.5监测装置2，CO2监测装置3，风速风向监测装置4，

温度湿度监测装置5，数据采集存储装置6，数据传输装置7，供电系统，数据展示系统。粉尘

监测装置1，PM2.5监测装置2，CO2监测装置3，风速风向监测装置4和温度湿度监测装置5均

与数据采集存储装置6连接，数据采集存储装置6连接数据传输装置7，数据传输装置7将采

集存储的数据经无线网传递给数据展示系统，供电系统采用太阳能电池板或蓄电池供电。

[0006] 车载系统包括机动车8，监测设备固定框架9，减震台10，避雷针11，地线装置12。机

动车8顶部连接减震台10，减震台10顶部连接监测设备固定框架9，监测设备固定框架9内放

置粉尘监测装置1，PM2.5监测装置2，CO2监测装置3，风速风向监测装置4，温度湿度监测装

置5，数据采集存储装置6和数据传输装置7，监测设备固定框架9连接避雷针11，监测设备固

定框架9通过机动车8连接地线装置12。

[0007] 粉尘监测装置1包括粉尘设备箱13，第一受光元件14，第一接收板15，散射板16，第

一发光元件17，第一排气管路18，第二排气管路19，第一风扇电机20，第二风扇电机21，第一

排气口22，第二排气口23，第一排气通道24，第二排气通道25，第一进气口26，第二进气口

27，第一采气口28，第二排气管路19具有自动过滤功能。粉尘设备箱13连接第一进气口26，

第二进气口27，第一采气口28，第一受光元件14和第一发光元件17，第一采气口28连接散射

板16，第一受光元件14连接第一接收板15，粉尘设备箱13内气体通过第一排气通道24和第

二排气通道25排出，第一排气通道24连接第一排气管路18，第一排气管路18内安装有第一

风扇电机20，第一排气管路18连接第一排气口22，第二排气通道25连接第二排气管路19，第

二排气管路19内安装有第二风扇电机21，第二排气管路19连接第二排气口23，第二排气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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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连接第一进气口26和第二进气口27。

[0008] PM2.5监测装置2包括粉尘设备箱13，第一受光元件14，第一接收板15，散射板16，

第一发光元件17，第一排气管路18，第二排气管路19，第一风扇电机20，第二风扇电机21，第

一排气口22，第二排气口23，第一排气通道24，第二排气通道25，第一进气口26，第二进气口

27，第一采气口28，送气通道29，第二采气口30，分气通道31，粒子滞留器32，第二排气管路

19具有自动过滤功能。粉尘设备箱13连接第一进气口26，第二进气口27，第一采气口28，第

一受光元件14和第一发光元件17，第一采气口28连接散射板16，第一受光元件14连接第一

接收板15，粉尘设备箱13内气体通过第一排气通道24和第二排气通道25排出，第一排气通

道24连接第一排气管路18，第一排气管路18内安装有第一风扇电机20，第一排气管路18连

接第一排气口22，第二排气通道25连接第二排气管路19，第二排气管路19内安装有第二风

扇电机21，第二排气管路19连接第二排气口23，第二排气口23连接第一进气口26和第二进

气口27。第一采气口28连接送气通道29，送气通道29连接分气通道31，分气通道31分别连接

第二采气口30和粒子滞留器32，粒子滞留器32可手动拆开，便于清洗。

[0009] CO2监测装置3包括第三采气口33，第三进气口34，CO2设备箱35，第二受光元件36，

第三排气口37，第三风扇电机38，第三排气管路39，第四排气管路40，第四风扇电机41，第四

排气口42，第二发光元件43，第二接收板44，第三排气通道45，第四排气通道46，第三排气管

路39具有自动过滤功能。CO2设备箱35连接第三采气口33，第三进气口34，第二受光元件36

和第二发光元件43，第二受光元件36连接第二接收板44，CO2设备箱35内气体通过第三排气

通道45和第四排气通道46排出，第四排气通道46连接第四排气管路40，第四排气管路40内

安装有第四风扇电机41，第四排气管路40连接第四排气口42，第三排气通道45连接第三排

气管路39，第三排气管路39内安装有第三风扇电机38，第三排气管路39连接第三排气口37，

第三排气口37连接第三进气口34。

[0010] 一种车载移动式公路建设大气环境监测系统的粉尘监测装置监测方法如下：

（1）将机动车8开到需要监测大气环境的位置，进行粉尘监测时，关闭第一排气通道24，

第二排气通道25，第一进气口26，第二进气口27，第一排气口22和第二排气口23。

[0011] （2）打开数据采集系统与供电系统。

[0012] （3）打开第一采气口28，使得要采集的粉尘气体进入粉尘设备箱13，散射板16将粉

尘气体分散，第一发光元件17发光后使得粉尘气体发生光散射，经第一接收板15，由第一受

光元件14接收光散射气体的浓度信息，将数据储存在数据采集存储装置6，经数据传输装置

7传输给数据展示系统进行数据展示。

[0013] （4）数据采集完毕后，关闭第一采气口28，打开第二排气通道25，第一进气口26和

第二进气口27，粉尘气体进入第二排气通道25，经过第二风扇电机21，由第二排气管路19自

动过滤，清洁后的气体经过第二排气口23，进入第一进气口26和第二进气口27，打开第一排

气通道24，将粉尘设备箱13内的粉尘气体经第一风扇电机20，由第一排气口22排出。

[0014] （5）往复3个循环后，粉尘设备箱13内的粉尘气体被自动清洁。

[0015] （6）关闭第一排气通道24，第二排气通道25，第一进气口26，第二进气口27，第一排

气口22和第二排气口23，打开第一采气口28，再次进行粉尘气体浓度量测。

[0016] 一种车载移动式公路建设大气环境监测系统的PM2.5监测装置监测方法如下：

（1）将机动车8开到需要监测大气环境的位置，进行PM2.5监测时，关闭第一排气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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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第二排气通道25，第一进气口26，第二进气口27，第一排气口22和第二排气口23。

[0017] （2）打开数据采集系统与供电系统。

[0018] （3）打开第一采气口28和第二采气口30，使得气体通过第二采气口30进入分气通

道31，分气通道31经离心分离，将去除PM2.5后的气体筛分至粒子滞留器32，将PM2.5气体筛

分至送气通道29，通过第一采气口28送至粉尘设备箱13；散射板16将PM2.5气体分散，第一

发光元件17发光后使得PM2.5气体发生光散射，经第一接收板15，由第一受光元件14接收光

散射气体的浓度信息，将数据储存在数据采集存储装置6，经数据传输装置7传输给数据展

示系统进行数据展示。

[0019] （4）数据采集完毕后，关闭第一采气口28，打开第二排气通道25，第一进气口26和

第二进气口27，PM2.5气体进入第二排气通道25，经过第二风扇电机21，由第二排气管路19

自动过滤，清洁后的气体经过第二排气口23，进入第一进气口26和第二进气口27，打开第一

排气通道24，将粉尘设备箱13内的粉尘气体经第一风扇电机20，由第一排气口22排出。

[0020] （5）往复3个循环后，粉尘设备箱13内的PM2.5气体被自动清洁。

[0021] （6）关闭第一排气通道24，第二排气通道25，第一进气口26，第二进气口27，第一排

气口22和第二排气口23，打开第一采气口28和第二采气口30，再次进行PM2.5气体浓度监

测。

[0022] 一种车载移动式公路建设大气环境监测系统的CO2监测装置监测方法如下：

（1）将机动车8开到需要监测大气环境的位置，进行CO2监测时，关闭第三排气通道45，

第四排气通道46，第三进气口34，第三排气口37和第四排气口42。

[0023] （2）打开数据采集系统与供电系统。

[0024] （3）打开第三采气口33，使得气体进入CO2设备机箱35，第二发光元件43发出红外

光后使得CO2气体发生光散射，经第二接收板44，由第二接收板44接收光散射气体的浓度信

息，将数据储存在数据采集存储装置6，经数据传输装置7传输给数据展示系统进行数据展

示。

[0025] （4）数据采集完毕后，关闭第三采气口33，打开第三排气通道45，第三进气口34，

CO2气体进入第三排气通道45，经过第三风扇电机38，由第三排气管路39自动过滤，清洁后

的气体经过第三排气口37，进入第三进气口34，打开第四排气通道46，将CO2设备箱35内的

CO2气体经第二风扇电机41，通过第四排气口42排出。

[0026] （5）往复3个循环后，CO2设备机箱35内的CO2气体被自动清洁。

[0027] （6）关闭第三排气通道45，第四排气通道46，第三进气口34，第三排气口37和第四

排气口42，打开第三采气口33，可以再次进行CO2气体浓度量测。

[0028] 本发明优点：

该系统仪器制造简单，测量精度高，满足粉尘、PM2.5、CO2等重污染条件下，设备的自清

洁功能。可以进行独立量测大气环境气体浓度与气象信息，也可以进行车载移动式大气浓

度与气象信息量测。

[0029] 本发明适用范围：

适用于土木工程、公路工程、铁路工程等各类工程建设中，由于施工造成的粉尘污染，

实时监测大气环境气体浓度和气象信息变化。

[0030] 附图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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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是监测设备固定框架9平面示意图。其中有：粉尘监测装置1，PM2.5监测装置2，CO2

监测装置3，风速风向监测装置4，温度湿度监测装置5，数据采集存储装置6，数据传输装置

7。

[0031] 图2是一种车载移动式公路建设大气环境监测系统示意图。其中有：机动车8，监测

设备固定框架9，减震台10，避雷针11，地线装置12。

[0032] 图3是粉尘监测装置1示意图。其中有：粉尘设备箱13，第一受光元件14，第一接收

板15，散射板16，第一发光元件17，第一排气管路18，第二排气管路19，第一风扇电机20，第

二风扇电机21，第一排气口22，第二排气口23，第一排气通道24，第二排气通道25，第一进气

口26，第二进气口27，第一采气口28。

[0033] 图4是PM2.5监测装置示意图。其中有：粉尘设备箱13，第一受光元件14，第一接收

板15，散射板16，第一发光元件17，第一排气管路18，第二排气管路19，第一风扇电机20，第

二风扇电机21，第一排气口22，第二排气口23，第一排气通道24，第二排气通道25，第一进气

口26，第二进气口27，第一采气口28，送气通道29，第二采气口30，分气通道31，粒子滞留器

32。

[0034] 图5是CO2监测装置示意图。其中有：第三采气口33，第三进气口34，CO2设备箱35，第

二受光元件36，第三排气口37，第三风扇电机38，第三排气管路39，第四排气管路40，第四风

扇电机41，第四排气口42，第二发光元件43，第二接收板44，第三排气通道45，第四排气通道

46。

[0035] 具体实施方式：

实施例：一种车载移动式公路建设大气环境监测系统粉尘浓度监测方法如下，

（1）将机动车8开到需要监测大气环境的位置，进行粉尘监测时，关闭第一排气通道24，

第二排气通道25，第一进气口26，第二进气口27，第一排气口22和第二排气口23。

[0036] （2）打开数据采集系统与供电系统。

[0037] （3）打开第一采气口28，使得要采集的粉尘气体进入粉尘设备箱13，散射板16将粉

尘气体分散，第一发光元件17发光后使得粉尘气体发生光散射，经第一接收板15，由第一受

光元件14接收光散射气体的浓度信息，将数据储存在数据采集存储装置6，经数据传输装置

7传输给数据展示系统进行数据展示。

[0038] （4）数据采集完毕后，关闭第一采气口28，打开第二排气通道25，第一进气口26和

第二进气口27，粉尘气体进入第二排气通道25，经过第二风扇电机21，由第二排气管路19自

动过滤，清洁后的气体经过第二排气口23，进入第一进气口26和第二进气口27，打开第一排

气通道24，将粉尘设备箱13内的粉尘气体经第一风扇电机20，由第一排气口22排出。

[0039] （5）往复3个循环后，粉尘设备箱13内的粉尘气体被自动清洁，待监测数据稳定即

可停止。

[0040] （6）关闭第一排气通道24，第二排气通道25，第一进气口26，第二进气口27，第一排

气口22和第二排气口23，打开第一采气口28，再次进行粉尘气体浓度量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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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2

说　明　书　附　图 1/4 页

8

CN 109239272 A

8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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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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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说　明　书　附　图 4/4 页

11

CN 109239272 A

11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RA
	DRA00008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