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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尘在线监测系统案例分享
———全国领先的扬尘在线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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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智易时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由南开大学博士创建的高科技公

司，2014年注册于天津市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公司自成立以来，

一直本着为客户创造价值的理念，一步一个脚印不断探索、 开拓创

新，努力研发客户需要的产品推向社会。

■智易时代核心团队，有着多年的互联网开发、软件开发经验。同时，

公司与南开大学软件学院、信息学院、天津大学信息学院始终保持着

良好的合作关系，形成优势互补。

■历经几载，不忘初心。如今，智易时代主要服务于环保监测领域，

致力于各类环境要素的在线监测，始终坚持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给客

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专业的解决方案，不断为客户创造价值。

智 易 时 代

公司简介 Enterprise Introduction



主营业务

 智易时代以大气网格化精准决策支持管理系统为基础，不断深入，逐步

细化，研发了：扬尘（视频）在线监测管理平台、VOCs在线监测平台、

油烟在线监测平台、污染源在线监控中心平台和移动执法监管系统平台。

同时研发了激光散射法（ZWIN-YC06系列）和β射线法（ZWIN-

YCB06）扬尘在线监测仪、泵吸式（ZWIN-AQMS06）和扩散式

（ZWIN-AQMS08）空气质量监测微型站、PID法（ZWIN-PVOCs）和

FID法（ZWIN-FVOCs）VOC在线监测仪、油烟在线监测仪（ZWIN-

YY06/08/10系列）、烟气在线监测仪、水质在线监测仪、机动车尾气监

测系统等一系列配套监测设备，形成了完善的智慧环保产品体系。

扬尘 空气 油烟 VOC 污染源 尾气



我们的团队

敢于“亮剑”的团队才是最有力的市场竞争者，每一天，我们都憧憬更高更远的未来，斗志昂扬、勇敢前

行；我们团队的每位成员在各自的领域中都是翘楚，用热情与诚挚感染客户的营销团队；不断学习、进取

创新的技术团队；精益求精，质量为先的生产、质检团队；服务至上、及时高效的售后团队……我们的理

念是为客户创造价值，我们知道Out of many,we are one！

35岁以下  |  80%

技术人员  |  50%

研发经费  |  60%

本科以上  |  70%



公司资质

天津智易时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由南开大学博士创建的高科技公司，公司2013年注册于天津市

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获得了扬尘、空气质量计量器具型式认证、环保产品认证、天津市科技型

中小企业认证、天津市市级高新技术企业认证、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证以及软件企业认证等。



产品资质

荣誉时刻 Honor Time

认证（ISO9001、ISO14001、CPA、CEP等）5 项

专利证书（涵盖扬尘、空气、VOC、水质等方面）6 项

软件产品证书（涵盖扬尘、空气、油烟、VOC、污染源等方面）13 项

软件著作权（涵盖扬尘、空气、油烟、VOC、水质、污染源等方面）21 项



产品资质

环境保护产品认证证书 β射线法颗粒物在线监测嵌入式系统 智易时代扬尘在线监测系统 智易时代颗粒物监测仪系统

智易时代扬尘在线监测系统软件产品登记证书

扬尘在线监测仪CPA监测报告

扬尘在线监测仪CPA证书

扬尘在线监测平台专利

智易时代β射线法颗粒物在线监测嵌入式软件系统 扬尘在线监测仪CEP检测报告 扬尘在线监测仪校准报告



产品背景 产品简介



环境现状
国务院发布《大气污染防治法行动计划》十条措施力促空气质量改

善，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行动指南。《行动计

划》确定了十项具体措施，首条既提出综合整治城市扬尘和餐饮油烟污染。

在我们生活周围，存在众多的污染源，造成大气环境恶劣，PM2.5

急剧上升，主要的污染源来 源于工业粉尘、燃煤、机动车尾气、扬尘等

几方面，其中扬尘就占据污染源的28%，是当前大气污染的主要因素之一。

扬尘也分为多个种类，主要有道路扬尘、施工扬尘、堆场扬尘等，

而且根据相关介绍扬尘属于无组织污染源，防治系数较大，是国家环保部

十三五规划的重点课题，因此扬尘治疗是很有必要的，而精细化监控和管

理扬尘就成了突破口，因此“24小时在线扬尘监测系统”应运而生。

*要做：

1、扬尘造成污染日益严重，必

须采取相应措施

2、综合整治，改善空气质量

*面临问题：

1、监测设备繁多，选型困难，参数多样 

2、监测标准不同，安装复杂

3、是否能与监测平台无缝对接

*如何做：

1、以相关标准为建设基础 

2、多平台实时监测，保障数据准确性 

3、降低成本，最大化利用已有资源 



系统结构

更透彻的感知

--感知层

更全面的互联
互通

--传输层

更深入的智能
化

--应用层



扬尘在线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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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WIN-YC06扬尘在线监测终端，是集成颗粒物在线监测仪、噪声监测仪、气

象参数传感器、数据采集板及信息平台等技术为一体的开放式污染源在线监测

终端，主要应用于建筑扬尘、沙石场、堆煤场、秸秆焚烧等无组织烟尘污染源

排放及居民区、商业区、道路交通、施工区域等的环境空气质量的在线实时的

自动监控。

ZWIN－YC06系列扬尘在线监测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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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WIN-YCB06β射线法扬尘在线监测仪采用了β射线衰减的原理对粒子进行监测，

可以实时监测环境大气中PM2.5/PM10/TSP颗粒物的浓度水平。该仪器长期广泛

适用于环境空气颗粒物的浓度监测，如PM10/PM2.5/TSP（选配不同的采样切割

头）等，该仪器是目前国内各地使用最成功的一套监测平台系统。

ZWIN－YCB06 β射线法扬尘在线监测仪



扬尘在线监测

ZWIN-YC06系列扬
尘在线监测仪

ZWIN-YCB06β射
线法扬尘在线监测仪

ZWIN-YCC06扬尘
视频在线监测车

ZWIN-YCC08环境
监测车

ZWIN-YCF06无人
机环境监测仪

ZWIN-YCA06扬尘
在线监测一体机

1 2

3 4

6

5



扬尘在线监测平台系统

数据查询

扬尘在线监测管理系统平台为我司自主研发改善空气质量对颗粒物污染程度实时监控的解决方案，通过远程数据监测系统对污染区

域实现实时有效的监管，将污染区域所采集的数据进行分析、整理，以报告、报表的形式展示，支持导出留存凭证及提供数据基础，

清晰明了，将监测区域纳入监管范围，真正实现有效管理和标准化执法。

数据分析 设备管理 系统管理 数据修约 实时监测



扬尘在线监测平台系统—核心功能

实时地图展示：系统内所有监测点位按所属行政区域进行归类

和展示，电子地图确切的知道每个设备所在位置，通过点击电

子地图上的设备图标就可以查看设备所带各项传感器采集的实

时监测因子，方便用户直观查看区域内所有监测点的部署情况

和环境质量状况。。

实时数据：用户点击监测点位图标后系统自动显示站点名称、

安装位置、点位负责人、发布时间、各项监测因子实时数据

等信息，数值通过折线图与表示颜色搭配显示，直观展示站

点当前污染情况，监测因子可以按照不同需求进行定制，显

示时间段分为实时状态值、最近一小时值、最近24小时值等。



扬尘在线监测平台系统—核心功能

监测因子图形展示：数据展示支持折线图、柱状图、表格等多

种形式，展示的内容为各项监测因子浓度的实时与历史分钟值、

小时值，方便用户查看时间段内各项监测因子变化趋势，同时

可以进行监测点位之间的各项参数的对比分析，用户可以自主

设定展示的时间区间，导出打印时支持选用JPG图片、PDF、

EXCEL、WORD文档多种格式。

历史数据查询：系统提供历史数据查询功能，用户通过设置

时间类型、站点、查询时间选项后，即可查看到所选择站点

的历史数据信息，包括各项监测因子、数据更新时间等，查

询结果支持选用EXCEL文档形式导出。



扬尘在线监测平台系统—核心功能

污染排名：系统是根据类型选择小时，对应日期及所要查询的

监测因子，查看污染排名，排名参与所有监测点位，以报表形

式展示，显示排名顺序、点位名称、发布时间、各个监测因子

数值。

站点管理：用户在此模块可以实现监测点位信息的增、改、

查、删等基本操作，点位信息包括监测点位名称、地址、经

纬度、站点ID、所在区域名称等内容，实现点位信息的动态

管理，区域与编号为锁定状态，可自行配置名称、经纬度、

排名、公开、掉线预警等选项。



扬尘在线监测平台系统—核心功能

设备监控：系统可以实现实时监视在线监测仪器是否正常工作，

数据上传是否正常，从而清楚设备的运行状况及运行进度，当

前端数据采集设备或仪器出现故障时，系统自动提供报警信息

方便站点负责人及时知晓，并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保证系统

的正常、稳定运行。

污染物浓度预警：一旦各项监测因子浓度出现异常波动时，

系统启动超标报警。此功能中分数据上下限与预警上下限，

数据上下限为数据有效性判定标准值，超过界限的则被判定

为无效。预警上下限为当监测因子不在设定值范围内一定时

间之后，则会发送预警短信。

选择站点便捷，将预警上下限设定临界值，即可使用预警功

能（0为默认）。





扬尘在线监测系统

优势
◆ 最早
2014年扬尘在线监测解决方案广泛推广，国内最早专业从事道路、工地扬尘在线监
控的企业，并已获得该领域内CPA证书、CCEP证书，6项专利，21项软件著作权。
 ◆最多
扬尘监测方案已进入全国15个省份，唯一一家进入四大直辖市的企业。

◆最大
国内最大规模的扬尘平台，接入设备超过3000台，自有设备超过2000台。
 ◆最全
国内稀缺的扬尘监控全方案提供商、覆盖设备、平台、APP、运维全流程，完全自主研发生产。
 ◆最开放
统一开放易用的扬尘监控平台，已成功接入10家以上设备厂商，利于监管人员使用。
 ◆最丰富
设备种类齐全，包括一体式、固定式、车载式、联动式、无人机搭载式等；平台方案支持各类终端，
包括PC端、手机端、大屏端等；功能完全按需定制，可快速响应。



扬尘在线监测平台系统

1.整体实施采取政府主导，

市场运作方式，坚持“立

足实际、注重民生”原则，

依托政府云平台，结合。

2.通过传感网、无线网、因特网这

三大网络传输数据，快速便捷地更

新实时监测数据。

4.环境保护立体监测系统体系。根

据XX市的发展特点，产业结构规划

布局和环保工作重心，建设从市、县、

乡三级联动的纵向和全市承担环保职

责的部门行业横向的监管体系

6.视频优势：扬尘视频在线监测

仪的优势就在于其具有实时、自

动、智能的抓拍、存储功能，而

且还具有视频扬尘叠加功能。

5.基于云计算的数据中心平台汇集了不同区域、不同

时段的监测数据、视频记录，具有海量存储空间，可

进行多维度、多时空的数据统计分析，便于管理部门

有序开展工作，同时也为建立工地环境污染控制标准

积累数据，以推动对空气污染的长效管理。

3.监测终端系统集成了总悬浮颗粒

物、PM10、PM2.5、温度、湿度、

风向和风速等多个环境参数，24小

时在线连续监测，全天候提供工地

的空气质量数据、图像、视频记录，

具有多参数、实时性、智能化等特

性。



扬尘在线监测仪

硬件

02

u 实时监控施工现场，杜绝“作假”现象；

u 及时抓拍扬尘浓度超标图像，强化施工场地扬尘的防治；

u 采用插拔式支架固定风速、风向传感器，安装灵活、拆卸方便、不易破损、便于运输；

u 分层配置各监测单元，集成颗粒物，温湿度、风速风向、噪声及大气压监测，数据传输，视频采集传输等为

一体；

u 移动式热插拔SD卡，随时更新替换升级程序，支持本地查看数据，无需插拔SD卡，可远程升级程序；

u 实时监测：各项监测指标传感器精准测量，快速输出，快速响应；

u 集中监测：可实现多项监测指标同时进行；

u 数据查看：采用液晶屏显示，可直观动态显示各项监测数据、仪器工作状态，提供全中文菜单和友好的人机对话界面；

u 模块化设计，各部件独立运行，系统可靠性高；

u 一键式开机运行，触摸屏显示，面板显示有监测种类、浓度、温度、IP地址、流量、时间等；

u 防水防尘设计，壁挂式或落地式部署；

u 环境使用范围广，风沙、雨雪及扬尘等恶劣天气均可；

u 无线传输数据设计，标准配置智能除湿系统、自动排污系统；

u 集成GPRS无线通讯技术，实时监测大气环境数据，成本低，适合网格化布点；

u 可选配GPS定位，实现设备跟踪功能；

u 可选配太阳能供电，实现太阳能、市电互补。



———国内领先的扬尘在线监测产品供应商



产品案例

德州



产品案例

山东



产品案例

济宁



客户案例

威海



产品案例

西安



产品案例

张家口



产品案例

山西



产品案例

广州



产品案例

成都



产品案例

宁波

新疆



产品案例

南宁



产品案例

滨海新区



产品案例

北辰区



产品案例

静海



产品案例

郑州



产品案例

信阳



产品案例

许昌



产品案例

南京



产品案例

甘肃 庆阳



产品案例

甘肃

武威



产品案例

宁夏 固原



产品案例

青海

西宁



产品案例

苏州



平台案例

河北某区网格化项目车载式空气站监测项目

山东某县建筑工程平台项目 河北网格化项目

山西污染源项目

河南某县网格化项目



平台案例

河南某县网格化在线监测管理系统 天津市某开发区大气网格化监测管理APP



平台案例

河北某经济开发区智慧蓝天管理平台 空气质量网格化监测系统（英文版）



平台案例

河南某区空气质量大数据平台 广东某区大气网格化管理系统



全国市场



联系我们

天津智易时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Tianjin Zwinsoft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天津市华苑产业园区（环外）海泰发展六道海泰

绿色产业基地K1-5-602

电话：022-23778895

         13803026441（陈经理）

邮箱：13803026441@126.com

CONTACT US



关注我们

智易时代

https://weibo.com/5654440658

www.zwinsof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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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智易时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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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companies  will no longer remain in the hard stage 
and they are also promoting a culture Chinese  compan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