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室内环境监测系统产品方案

产品简介

壁挂式室内环境气体监测系统：OSEN-LCD200 智能空气环境监测仪配备了 2.4 寸 TFT 液晶屏幕，实时显示浓

度值，并有可参考的小时平均值，按键可设置通讯模式，报警值，报警回差（蜂鸣报警器），整体外观方

正却不失大气，正面亚克力面板使设备的美观度迅速上升。



详细介绍

仪器概述

OSEN-LCD200 壁挂式室内环境气体监测系统在国家空气环境污染现状、智能家居、楼宇自控、智能建

筑、节能、健康行业快速发展的形势下，已然成为了大趋势。在大环境空气污染中多种污染物，其存

在的量、性质及时间会伤害到人类、植物及动物的生命，损害财物、或干扰舒适的生活环境。如甲醛、

PM2.5(可入肺颗粒物)、CO2（2000ppm 以上令人头痛、嗜睡，同时伴有精力不集中、注意力下降、心

跳加速的现象）、CO（停车场、车库尤其突出）、温湿度（人体感知最明显的空气环境参数）。



传输方式

壁挂式室内环境气体监测系统可以同时配备的模拟 4-20MA 输出、0-10V、RS485 信号输出，标准

MODBUS-RTU 通信协议，通信距离最大可 1500 米（实测）输出，支持多台组网式环境监控系统安装，

组网数量最大可达 254 个，并可定制 Zigbee、Wifi 等输出方式

使用范围

OSEN-LCD200 系列智能空气环境监测仪壁挂式室内环境气体监测系统广泛应用于新风空调、智能家居，

楼宇自控，地下通风电子化工、卫生医疗系统、服务器机房和科研实验室等行业的生产车间、实验室、

机房、仓库、洁净室等环境，24 小时监测空气环境的数据。在建筑节能行业，该产品已被我国多上市

企业列为经过认证的智能环境监测仪，并认可我司的通讯协议，采集器的数据能及时的上传到各监控

系统指定的数据集中服务器，为节能提供有力的考核数据和保障。

功能特点

1、采用原装进口红外 CO2、激光颗粒、电化学甲醛检测单元，测量精度高、抗干扰能力强。

2、可通过面板按键进行各种报警参数、通信等参数设定。

3、液晶实时显示温度、湿度、PM2.5、CO2、甲醛、CO 等。

4、单独参数可显示小时平均值，报警值

5、内置峰鸣报警功能，可进行各单独参数的报警的上下限及回差设置。

6、配置 1 路开关量（常开）信号输出，可任意设置报警值及输出。

7、RS485 信号输出，最远通信距离可达 1500 米，采用防雷设计，安全可靠。

8、DC12~24V 宽电源输入。

主要参数

型号 GNxx-OSEN-LCD200xxx

电源 12-24VDC

功率 <12V 150mA

检测参数 甲醛、PM2.5/PM10、CO2、CO、VOC、温湿度等可选

CO2 探测元件 进口红外二氧化碳传感器

CO2 测量范围 400~2000、4000ppm

分辨率 1ppm

相对误差 ≦5%

一氧化碳探测元件 日本电化学传感器

CO 测量范围 0~500ppm

分辨率 1ppm



相对误差 ≦5%

甲醛探测元件 英国甲醛传感器

测量范围 0~3ppm

分辨率 0.01ppm

相对误差 ≦±5%

VOC 探测元件 电化学 VOC 传感器

测量范围 0~5ppm

分辨率 0.01ppm

相对误差 ≦±5%

PM2.5 探测元件 激光 pm2.5 传感器

测量范围 0~1000ug/m3

分辨率 1ug/m3

相对误差 ≦±5%

温湿度探测元件 瑞士温湿度一体传感器

温度测量范围 -20~80℃

分辨率 0.01℃

相对误差 ≦±0.35℃

湿度测量范围 0-100%RH

分辨率 0.01%RH

相对误差 ≦ ±2%

湿度测量范围 0-100%RH

分辨率 0.01%RH

相对误差 ≦ ±2%

重量 200g

通讯方式 RS485、4-20MA、0-10V、Zigbee、WIFI 等可选

使用寿命 >5 年

操作环境 0~50℃(32~122℉); 20~95%RH

壳体材料 纯 PC

防护等级 IP20

存储条件 -40~70℃(-40~158℉)

设备尺寸 86*128*34.5mm (W H D)

预热时间 3分钟

稳定性 使用周期内小于 2%

安装方式 壁挂、墙装式\\标准 86 盒



产品简介

OSEN-XD100室内气体环境检测仪 综合环境在线监测系统 支持RS485，WIFI,RJ485等主流数据传输方式；通

过 客户端，可进行远程监控和管理； ●原装进口传感器，反应迅速，数据准确； ●环境温度变化自动补

偿灵敏度； ●安装方式灵活、方便



详细介绍

仪器概述

深圳奥斯恩研发的 OSEN-XD100 室内吸顶式气体环境检测仪，机关大楼会议室综合环境在线监

测系统 支持 RS485，WIFI,RJ485 等主流数据传输方式； 通过 客户端，可进行远程监控和管

理；



仪器优势

室内吸顶式气体环境检测仪具有 ：

●原装进口传感器，反应迅速，数据准确；

●环境温度变化自动补偿灵敏度；

●安装方式灵活、方便，科学的气路设计，探测范围广、且抗干扰能力强；

产品参数

仪器检测内容

名称 量程 精度 分辨率

二氧化碳 0-2000PPM 3% 1

通信协议 HJ212

WIFI/RJ45/RS485

探测范围 直径为 6 米的圆周

（高度为 3 米）

探测灵敏度 参考各参数内容

响应速度 5S 以内

工作电流 12V 300MA

高度范围（m） 2.3-5

电源参数 12V-24V

外形尺寸（长宽 × 厚

度 ,mm）
130*28

净重（g） 240

材质颜色 PC+ABS，白色

阻燃等级 UL 94V-2

工作环境温度 -10℃～ 55℃

工作环境湿度 ≤95%RH ( 不凝结 )



PM2.5 0-6000ug/m3 15% 1

甲醛 0-3PPM 3% 0.01

VOC 0-3PPM 3% 0.01

温度 -20~60℃ ±0.5℃ 0.1

湿度 0-100% 7% 0.1

奥斯恩室内环境监测系统云平台说明书
为方便客户查看室内环境监测设备监测到的数据，奥斯恩新推出网页版在线管理云平台。

用户登录账号后，可在线查看室内环境检测仪实时在线状态，实时数据（PM2.5、PM10、二氧

化碳、甲醛、VOC、温度、湿度）、历史数据、数据曲线分析图、健康指数提示。具备设备管

理、用户管理、生成数据报表等功能。

*奥斯恩室内空气质量监测平台登录界面



*查看室内环境检测仪在线状态，异常状态

*设备管理页面：可显示设备的总数量，编辑设备信息等功能

*设备管理：可查看实时数据、历史数据等信息

*实时数据查看：显示各项参数指标（PM2.5、PM10、二氧化碳、甲醛、VOC、温度、湿度）



*请选择设备监测日期：可选择要查询的历史记录

*历史记录查询：可查看数值变化，显示 24小时的变化图，数据曲线分析图



*健康指数提醒及出行建议

奥斯恩室内空气质量监测平台登录链接：http://testwx.hygsolar.com/

测试帐号：test

密码：任意输入

http://testwx.hygsolar.com/


室内空气质量监测设备手机微信客户端说明书

奥斯恩推出微信客户端，更加快捷方便查看环境监测设备数值。具备实时数值、历史数值，

天气预报等功能。

*关注微信公众号：奥斯恩 Air ， 点击我的设备进入系统输入账号密码即可查看数据



*该页面可显示温度、湿度、CO2、PM2.5、PM10、VOC、甲醛、空气质量、天气预报等信息

*点击任意一参数，可显示参数变化曲线图

PM2.5曲线图 PM10 曲线图



甲醛曲线图 VOC 曲线图

二氧化碳曲线图 温度曲线图



湿度曲线图

*点击日期，可选择要查看的日期，显示历史数据



*生成数据报表，可以不同文件格式进行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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