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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智慧园区多参数环

境监测一体化系统，包括环境监测终端装置、数

据处理单元、综合监控单元和调控输出单元。空

气监测终端装置可对环境的温度、湿度、噪声、光

照度、PM2.5及降水量自动捕获，采用DOAS技术检

测空气中甲醛、TVOC、臭氧、氮氧化物、硫氧化物

等有害气体含量，采用TDLAS技术检测空气中一

氧化碳、二氧化碳及氨气含量。本实用新型通过

无线通讯单元将外界环境多参数数据传输到数

据采集处理单元，利用综合监控单元的分析功能

将空气质量反馈到调控输出单元，进而控制室内

新风系统与空调系统，实现一体化、科学化及智

能化的室外环境监测与室内空气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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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慧园区多参数环境监测一体化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环境监测终端装置

(15)、数据处理单元(16)、综合监控单元(17)和调控输出单元(18)；

所述环境监测终端装置(15)包括气体检测收发一体望远系统(1)、PM2.5传感器(2)、温

湿度传感器(3)、噪声测试仪(4)、风速风向仪(5)、光照度传感器(6)、跟踪式光伏发电板

(7)、数据传输天线(8)、工控箱(9)、雨量计(10)、支撑柱(11)、上层安装板(12)、下层安装板

(13)和旋转套管(14)；

所述工控箱(9)通过螺栓安装在支撑柱(11)上；所述上层安装板(12)、所述下层安装板

(13)与支撑柱(11)垂直焊接，所述上层安装板(12)位于支撑柱(11)顶端；所述跟踪式光伏

发电板(7)安装在上层安装板(12)上方，所述跟踪式光伏发电板(7)与工控箱(9)电性连接；

所述噪声测试仪(4)安装在上层安装板(12)，所述噪声测试仪(4)与工控箱(9)电性连接；所

述风速风向仪(5)安装在上层安装板(12)，所述风速风向仪(5)与工控箱(9)电性连接；所述

光照度传感器(6)安装在上层安装板(12)，所述光照度传感器(6)与工控箱(9)电性连接；所

述数据传输天线(8)安装在上层安装板(12)，所述数据传输天线(8)与工控箱(9)电性连接；

所述PM2.5传感器(2)安装在下层安装板(13)，所述PM2.5传感器(2)与工控箱(9)电性连接；

所述温湿度传感器(3)安装在下层安装板(13)，所述温湿度传感器(3)与工控箱(9)电性连

接；所述气体检测收发一体望远系统(1)的上部与下部连接旋转套管(14)，所述气体检测收

发一体望远系统(1)与工控箱(9)电性连接；所述旋转套管(14)通过齿轮连接嵌套在支撑柱

(11)外壁面，所述旋转套管(14)与工控箱(9)电性连接；所述雨量计(10)通过卡套固定在支

撑柱(11)下部，所述雨量计(10)与工控箱(9)电性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慧园区多参数环境监测一体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数据传输天线(8)将环境监测信号传送至数据处理单元(16)；所述数据处理单元(16)将环

境多参数数据输送到综合监控单元(17)；所述综合监控单元(17)分析环境质量数据并输出

指令反馈到环境监测终端装置(15)及调控输出单元(18)。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慧园区多参数环境监测一体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气体检测收发一体望远系统(1)采用卡塞格林式结构，所述气体检测收发一体望远系统(1)

由DOAS光源模块(1-1)、TDLAS光源模块(1-2)及气体监测信号接收模块(1-3)组成，所述

DOAS光源模块(1-1)为氙灯(1-4)，所述TDLAS光源模块(1-2)由1567nm  DFB激光器(1-6)、

2004nm  DFB激光器(1-7)和1512nm  DFB激光器(1-8)构成，所述气体监测信号接收模块(1-

3)内置光电探测器(1-16)、微型光栅光谱仪(1-18)及CCD传感器(1-19)。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智慧园区多参数环境监测一体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气体检测收发一体望远系统(1)还包括氙灯发射光纤(1-5)、光纤耦合器(1-9)、准直扩束器

(1-10)、保护镜(1-11)、主镜(1-12)、次镜(1-13)、分光镜(1-14)、第一光纤接收透镜(1-15)

和第二光纤接收透镜(1-17)；

紫外光线经复合抛物面聚光器汇聚至氙灯发射光纤(1-5)，所述TDLAS光源模块(1-2)

发射的近红外激光通光光线经光纤耦合器(1-9)进行合束，紫外光线及近红外激光通光光

线耦合进入准直扩束器(1-10)进行发射，检测光束经角反射器后向反射作用到达保护镜

(1-11)，并经过主镜(1-12)和次镜(1-13)的反射作用进入气体监测信号接收模块(1-3)，带

有气体吸收信号的光线由分光镜(1-14)进行光束分离，近红外波段的光束被第一光纤接收

透镜(1-15)聚焦接收进入光电探测器(1-16)，将光信号转换为电信号输送至工控箱(9)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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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TDLAS控制模块，紫外波段的光束被第二光纤接收透镜(1-17)聚焦接收进入微型光栅光

谱仪(1-18)，并被CCD传感器(1-19)将光信号转换为电信号输送至工控箱(9)中的DOAS控制

模块。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智慧园区多参数环境监测一体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氙灯(1-4)波段为200nm-600n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慧园区多参数环境监测一体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工控箱(9)包括蓄电池、TDLAS控制模块、DOAS控制模块、数据采集模块、光伏板调节模块

及气体检测望远镜旋转控制模块。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慧园区多参数环境监测一体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支撑柱(11)、所述上层安装板(12)及所述下层安装板(13)为中空结构。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慧园区多参数环境监测一体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工控箱(9)通过铰链设有维修门，并设有防水、防盗、防爆结构。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慧园区多参数环境监测一体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跟踪式光伏发电板(7)为聚光光伏发电板。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慧园区多参数环境监测一体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气体检测收发一体望远系统(1)设有外遮光罩与内遮光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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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慧园区多参数环境监测一体化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环境监测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智慧园区多参数环境监测一体化系

统。

背景技术

[0002] 当前，我国环境保护处于负重前行、补齐短板的关键期，必须加大力度、全力攻坚。

空气质量监测是大气质量控制和对大气质科学评价的基础，需要一系列真实准确的监测数

据作为环境治理保护工程的支撑与保障。而对于一些污染源较多的工业园区、产业园区、创

业园区等区域，更需要精准度高的环境监测系统，以提高环境治理的效率。

[0003] 通过在主要污染区域、重点监测区域、人流量密集或者大型社区内部等区域安装

相关环境监测仪器，将环境数据经无线网络或有线网络实时传送到云服务器，给用户提供

PC端的实时查询、报警提醒、远程查看、远程取证管理等，帮助管理部门实现全方位、全时段

的信息化管理；为环境污染源数据分析和环境预警预报系统建设奠定基础。目前，环境检测

仪器功能比较单一，不能满足实时、精准、全面的有害气体、气象参数及环境参数的监测，并

缺乏室内空气调节反馈功能。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为了弥补现有技术的缺陷，提出一种智慧园区多参数环境监

测一体化系统，可实现系统化、科学化及智能化室外环境监测与室内空气调节功能，具有数

据采集与传输完整、准确、可靠的优势。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智慧园区多参数环境监测一体化系统，包括环境监测终端装置、数据处理单

元、综合监控单元和调控输出单元。环境监测终端装置包括气体检测收发一体望远系统、

PM2.5传感器、温湿度传感器、噪声测试仪、风速风向仪、光照度传感器、跟踪式光伏发电板、

数据传输天线、工控箱、雨量计、支撑柱、上层安装板、下层安装板和旋转套管；工控箱通过

螺栓安装在支撑柱上；上层安装板、下层安装板与支撑柱垂直焊接，上层安装板位于支撑柱

顶端；跟踪式光伏发电板安装在上层安装板上方，跟踪式光伏发电板与工控箱电性连接；噪

声测试仪安装在上层安装板，噪声测试仪与工控箱电性连接；风速风向仪安装在上层安装

板，风速风向仪与工控箱电性连接；光照度传感器安装在上层安装板，光照度传感器与工控

箱电性连接；数据传输天线安装在上层安装板，数据传输天线与工控箱电性连接；PM2.5传

感器安装在下层安装板，PM2.5传感器与工控箱电性连接；温湿度传感器安装在下层安装

板，温湿度传感器与工控箱电性连接；气体检测收发一体望远系统的上部与下部连接旋转

套管，气体检测收发一体望远系统与工控箱电性连接；旋转套管通过齿轮连接嵌套在支撑

柱外壁面，旋转套管与工控箱电性连接；雨量计通过卡套固定在支撑柱下部，雨量计与工控

箱电性连接；数据传输天线将环境监测信号传送至数据处理单元；数据处理单元将环境多

参数数据输送到综合监控单元；综合监控单元分析环境质量数据并输出指令反馈到环境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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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终端装置及调控输出单元。

[0007] 进一步地，气体检测收发一体望远系统采用卡塞格林式结构，由DOAS光源模块、

TDLAS光源模块及气体监测信号接收模块组成，DOAS光源模块为氙灯，  TDLAS光源模块由

1567nm  DFB激光器、2004nm  DFB激光器和1512nm  DFB激光器构成，气体监测信号接收模块

内置光电探测器、微型光栅光谱仪及CCD传感器。

[0008] 进一步地，氙灯波段为200nm-600nm。

[0009] 进一步地，工控箱包括蓄电池、TDLAS控制模块、DOAS控制模块、数据采集模块、光

伏板调节模块和气体检测望远镜旋转控制模块。

[0010] 进一步地，跟踪式光伏电池板可自动调节太阳辐射接收角度及方向，跟踪式光伏

电池板将电能储存在工控箱中的蓄电池内，并为环境监测终端装置提供电力。

[001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2] 本实用新型能够通过环境监测终端装置获取室外环境中温度、湿度、噪声、光照

度、PM2.5、降水量及空气中甲醛、TVOC、臭氧、氮氧化物、硫氧化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和氨

气的含量，实现对环境的多参数监测，为环境控制提供全面的数据支撑。

[0013] 本实用新型能够基于差分吸收光谱与可调谐半导体激光吸收光谱技术对空气中

有害气体及温室气体进行含量检测，具有灵敏度高、响应速度快、覆盖范围广等优势。

[0014] 本实用新型利用综合监控单元将室外环境监测数据实时反馈至调控输出单元，对

室内新风系统与空调系统进行智能化管理。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系统运行流程图。

[0016]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环境监测终端装置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气体检测收发一体望远系统结构示意图。

[0018] 附图标记：1.气体检测收发一体望远系统，1-1.DOAS光源模块，1-2.TDLAS  光源模

块，1-3.气体监测信号接收模块，1-4.氙灯，1-5.氙灯发射光纤，  1-6.1567nmDFB激光器，1-

7.2004nmDFB激光器，1-8.1512nm  DFB激光器，1-9.  光纤耦合器，1-10.准直扩束器，1-11.

保护镜，1-12.主镜，1-13.次镜，1-14.  分光镜，1-15.第一光纤接收透镜，1-16.光电探测

器，1-17.第二光纤接收透镜，  1-18.微型光栅光谱仪，1-19.CCD传感器，2.PM2.5传感器，3.

温湿度传感器，4.  噪声测试仪，5.风速风向仪，6.光照度传感器，7.跟踪式光伏发电板，8.

数据传输天线，9.工控箱，10.雨量计，11.支撑柱，12.上层安装板，13.下层安装板，  14.旋

转套管，15.环境监测终端装置，16.数据处理单元，17.综合监控单元，18.  调控输出单元，

19.CCD传感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地详细阐述。附图均为简化

的示意图用以说明本实用新型的基本结构、关键模块和主要用途，因此本实用新型的实施

方式不限于此。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

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0] 如图1所示，一种智慧园区多参数环境监测一体化系统，包括环境监测终端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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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数据处理单元16、综合监控单元17、调控输出单元18、新风系统和空调系统。环境监测终

端装置15中将环境监测信号传送至数据处理单元16；数据处理单元16将环境多参数数据输

送到综合监控单元17；综合监控单元17分析环境质量数据并输出指令反馈到调控输出单元

18。如空气质量差，自动关闭新风系统，防止低质量空气进入办公区域，影响办公室空气质

量。根据温湿度情况调节新风系统及空调系统，提供冷量及湿空气。

[0021] 如图2所示，环境监测终端装置15包括气体检测收发一体望远系统1、PM2.5  传感

器2、温湿度传感器3、噪声测试仪4、风速风向仪5、光照度传感器6、跟踪式光伏发电板7、数

据传输天线8、工控箱9、雨量计10、支撑柱11、上层安装板12、下层安装板13、旋转套管14；工

控箱9通过螺栓安装在支撑柱11上；上层安装板12、下层安装板13与支撑柱11垂直焊接，上

层安装板12位于支撑柱11顶端；跟踪式光伏发电板7安装在上层安装板12上方，将太阳能转

化为电能存储在工控箱9中的蓄电池中，并由工控箱9中光伏板调节模块控制其光照接收角

度及方向，跟踪式光伏发电板7与工控箱9电性连接；噪声测试仪4安装在上层安装板12上，

并将环境噪声参数通过串口输出至工控箱9中的的数据采集模块，噪声测试仪4与工控箱9

电性连接；风速风向仪5安装在上层安装板12  上，将环境风速风向参数通过串口输出至工

控箱9中的数据采集模块，风速风向仪5与工控箱9电性连接；光照度传感器6安装在上层安

装板12上，将环境光照度参数通过串口输出至工控箱9中的数据采集模块，光照度传感器6

与工控箱  9电性连接；PM2.5传感器2安装在下层安装板13上，并将环境PM2.5参数通过串口

输出至工控箱9中的数据采集模块，PM2.5传感器与工控箱9电性连接；温湿度传感器3安装

在下层安装板13，将环境温度和湿度参数通过串口输出至工控箱9中的数据采集模块，温湿

度传感器与工控箱9电性连接；气体检测收发一体望远系统1的上部、下部与旋转套管14连

接，将环境空气中有害气体及温室气体含量参数通过BNC接线输出至工控箱9中TDLAS控制

模块和DOAS控制模块，并进一步将气体含量信息传输至数据采集模块，气体检测收发一体

望远系统1  与工控箱9电性连接；旋转套管14通过齿轮连接嵌套在支撑柱11的外壁面，由工

控箱9中的气体检测望远镜旋转控制模块定时调节检测方向，旋转套管与工控箱9电性连

接；雨量计10通过卡套固定在支撑柱下部，并将环境降水量参数通过串口输出至工控箱9中

的数据采集模块，雨量计与工控箱9电性连接；数据传输天线8安装在上层安装板12上，与工

控箱9中的数据采集模块电性连接。

[0022] 作为本实施方式的一种技术优化方案，支撑柱11、上层安装板12及下层安装板13

采用中空结构，方便线路敷设。

[0023] 作为本实施方式的一种技术优化方案，支撑柱11高度在4-5m之间。

[0024] 作为本实施方式的一种技术优化方案，工控箱9通过铰链设有维修门，并进行防

水、防盗、防爆优化设计。

[0025] 作为本实施方式的一种技术优化方案，跟踪式光伏发电板7优先考虑聚光光伏技

术以满足环境监测终端装置15的耗电量，并优化跟踪式光伏发电板7的背板散热设计。

[0026] 作为本实施方式的一种技术优化方案，为了保证环境监测信号有效及时的发射传

输，数据传输天线8不被跟踪式光伏发电板7的遮挡。

[0027] 如图3所示，气体检测收发一体望远系统1由DOAS光源模块1-1、TDLAS  光源模块1-

2及气体监测信号接收模块1-3组成，DOAS光源模块1-1与TDLAS  光源模块1-2分别由工控箱

9中的TDLAS控制模块与DOAS控制模块驱动；DOAS  光源模块1-1的灯源为氙灯1-4，波段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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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200-400nm，紫外光线经复合抛物面聚光器汇聚至氙灯发射光纤1-5，用于检测环境空气

中甲醛、TVOC、臭氧、氮氧化物、硫氧化物等有害气体的含量；TDLAS光源模块1-2由1567nm 

DFB激光器1-6、2004nm  DFB激光器1-7和1512nm  DFB激光器1-8构成，利用光纤耦合器1-9进

行合束，分别对环境空气中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及氨气进行检测；紫外光线及近红外激光通

光光线耦合进入准直扩束器1-10进行发射；检测光束经角反射器后向反射作用到达保护镜

1-11，并经过主镜1-12和次镜1-13的反射作用进入气体监测信号接收模块1-3，带有气体吸

收信号的光线由分光镜1-14进行光束分离，近红外波段的光束被第一光纤接收透镜1-15聚

焦接收进入光电探测器1-16，将光信号转换为电信号输送至工控箱9中的TDLAS控制模块，

紫外波段的光束被第二光纤接收透镜1-17聚焦接收进入微型光栅光谱仪1-18，并被  CCD传

感器1-19将光信号转换为电信号输送至工控箱9中的DOAS控制模块。

[0028] 作为本实施方式的一种技术优化方案，保护镜1-11采用对紫外波段及近红外波段

高透过率的熔融石英，外表面镀非亲水膜。

[0029] 作为本实施方式的一种技术优化方案，气体检测收发一体望远系统1带有外遮光

罩与内遮光罩，抑制背景光辐射对检测信号的干扰，以提高系统信噪比。

[0030] 作为本实施方式的一种技术优化方案，气体检测收发一体望远系统1进行气体检

测时配合角反射器，二者之间距离不应超过200m。

[0031]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

局限于此，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实用

新型的技术方案及其实用新型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

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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