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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使用指南

本指南主要为用户提供详细的平台使用操作，保障用户能够熟练掌握《重庆市地质

灾害群测群防智能化监测预警设备接入测试模块》的功能，并能够熟练的对设备进行添

加，以及其它操作。

1.1. 简介

《重庆市地质灾害群测群防智能化监测预警设备接入测试模块》是根据《重庆市地

质灾害群测群防智能化监测预警设备接入测试模块开发委托协议》以及《重庆市地质灾

害群测群防智能化监测预警技术要求（试行）》进行设计和开发。

1.2. 使用对象

设备厂商。

1.3. 智能化监测预警设备接入测试模块介绍

《重庆市地质灾害群测群防智能化监测预警设备接入测试模块》主要包含以下五大

区域：

1 设备导航区：地表裂缝监测仪、墙裂缝监测仪、地面倾斜监测仪、降雨量监测

仪、泥位监测仪、智能报警器、含水率仪、普适型 GNSS、运营报告

2 操作功能区：查询、重置、新增、修改、删除、升级、升级进程、监测历史查

询、心跳历史查询

3 设备列表区：IMEI、设备品牌、安装地址、设备类型、厂商名称、版本号、上

传间隔、采样间隔、GPS、北斗定位、设备状态、当前线路

功能为：详情、鉴权信息、状态详情

4 指令发送区：选择指令发类型、提交

5 运营测试区：开始测试、停止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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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地质灾害群测群防智能化监测预警设备接入测试模块》

1.4. 基本操作介绍

《重庆市地质灾害群测群防智能化监测预警设备接入测试模块》能够对设备提供接

入测试的能力。其功能介绍如下：

查询：对系统所存在的设备进行快速查找。

重置：用户对界面进行操作后，将界面进行重置。

新增：对设备进行添加。

修改：对添加的设备的属性进行修改。

删除：对系统内所存在的设备进行删除。

升级：对设备进行远程升级。

升级进程：查询升级进程

监测历史查询：通过列表的方式对系统接收到的数据进行展示。

心跳历史查询：对设备的心跳数据进行展示。

提交：对设备提交指令。

开始测试：开始设备运营测试（注：测试时间必须≥72小时）。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

9

停止测试：停止设备运营测试。

1.5. 警告和注意提示

用户在通过重庆市地质灾害群测群防智能化监测预警设备接入测试模块对设备进

行测试时，需要注意以下内容：

1) 用户在注册时，所上传的企业营业执照必须为真实有效。

2) 设备运营测试必须满足“地表裂缝监测仪、墙裂缝监测仪、地面倾斜监测仪、

降雨量监测仪、泥位监测仪、智能报警器、含水率仪、普适型 GNSS”的各种指令调试

通过，且设备状态从红灯变为绿灯即可进行设备运营测试。

3) 设备运营测试时间必须达到或超过 72 小时，否则系统将自动视为无效操作。

二、 智能化监测预警设备接入测试模块操作手册

智能化监测预警设备接入测试模块操作手册主要内容包含了新用户的注册、新用户

的登录、设备的操作、设备的运营测试。

1.1. 新用户注册

未拥有账号的厂家，点击“用户登录”界面中的“注册账号”，如图 1.1.1 中的红

色选中区域，即可进入图 1.1.2 的界面中填写相应的内容，再点击“注册”。

用户注册相关注意事项：

1 用户名：厂商可根据实际情况填写用户名

2 厂商名称：厂商名称需与企业营业执照上的名称一致

3 手机：需填写厂商相关负责人的手机号码，便于后续沟通及反馈

4 密码：厂商需对账号设置密码，保障账号的安全

5 确认密码：厂商对所设置的密码进行确认

6 企业认证信息预览区：厂商上传真实且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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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 用户登录界面

图 1.1.2 用户注册界面

1.2. 用户登录

在用户登录界面，厂商在图 1.2.1 中的①②中填写，厂商所注册的“用户名”和“密

码”，然后点击“登录”即可进入“重庆市地质灾害群测群防智能化监测预警设备接入

测试模块”的主界面，如图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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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 用户登录

图 1.2.2 重庆市地质灾害群测群防智能化监测预警设备接入测试模块主界面

1.3. 地表裂缝监测仪

1.3.1. 查询

在地表裂缝监测仪界面，厂商可通过设备的编号和设备的型号对所录入的大量专业

监测设备进行精确查询，其步骤如下:

1 输入设备 IMEI 或厂商名称。

2 点击“查询按钮”即可进行查询。

3 点击设备查询结果后，在“设备列表区”即可看到系统所查找到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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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1 设备查询

1.3.2. 重置

在通过查询功能对设备进行查询后的情况下，厂商可以通过“重置”按钮，重置设

备列表区。

1.3.3. 新增

点击“导航区”的地表裂缝监测仪，使界面处于“地表裂缝监测仪”的设备列表界

面，并点击功能操作区的“新增”功能按钮，即可弹出如图 1.3.3.2 的界面，厂商将设

备的相关信息如实填写，再点击“新增”按钮即可完成设备的添加。

设备新增所需填写内容如下：

序号 填写内容 是否必填 备注

1 设备 IMEI（Nb-Iot） 是

2 设备 IMSI（Nb-Iot） 是

3 设备 IMEI（MQTT） 是

4 设备 IMSI（MQTT） 是

5 设备安装坐标 X 是

6 设备安装坐标 y 是

7 设备类型 是

8 设备品牌 是

9 设备型号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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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设备安装地址 是

11 默认线路 是

12 设备安装认证信息-图片 否
可后续将图片及视频进行补

充完善
13 设备安装认证信息-视频 否

14 设备安装认证信息-文档 否

图 1.3.3.1 设备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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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3.2 设备信息填写

1.3.4. 修改

在地表裂缝监测仪界面，厂商可通过设备信息“修改”功能，对原设备信息进行修

改和调整，其步骤如下:

1 点击“修改”按钮

2 对设备信息进行修改

3 点击“保存”按钮即可完成修改

设备修改说明：

序号 填写内容 是否可修改 备注

1 设备 IMEI（Nb-Iot） 否

2 设备 IMSI（Nb-Iot） 否

3 设备 IMEI（MQTT） 否

4 设备 IMSI（MQTT） 否

5 设备安装坐标 X 是

6 设备安装坐标 y 是

7 设备类型 否

8 设备品牌 是

9 设备型号 是

10 设备安装地址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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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默认线路 否

12 设备安装认证信息-图片 是
可后续将图片及视频进行补

充完善
13 设备安装认证信息-视频 是

14 设备安装认证信息-文档 是

图 1.3.4.1 设备信息修改

1.3.5. 删除

在地表裂缝监测仪界面，厂商可通过设备信息“删除”功能，对厂商所录入的设备

进行删除，其步骤如下:

1 选择所需删除的设备，点击“删除”按钮

2 点击弹框中的“是”，即可删除设备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

16

图 1.3.5.1 设备删除

1.3.6. 升级

在地表裂缝监测仪界面，厂商可通过设备信息“升级”功能，对厂商所录入的设备

进行升级，其步骤如下:

1 选择所需要升级的设备，点击“升级”按钮

2 弹出设备升级框

3 根据要求填写设备更新版本号

4 点击“点击上传”

5 选择升级所需要的升级包

6 填写备注

7 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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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6.1 设备升级

图 1.3.6.2 设备升级进程

1.3.7. 监测历史查询

对设备的历史监测数据进行查询，并能够查看到监测历史数据的上传时间、裂缝值、

X轴倾角、Y轴倾角、Z轴倾角、加速度 X、加速度 Y、加速度 Z。

监测历史数据查询步骤如下：

1 在“地表裂缝监测仪”界面选中所需要查看的设备

2 点击“监测历史查询”按钮，即可弹出“设备历史数据详情”界面，如图 1.3.7.1

3 在“设备历史数据详情”中可查看设备数据曲线图，如图 1.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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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7.1 设备历史数据详情界面

图 1.3.7.2 设备数据曲线图

1.3.8. 心跳历史查询

对设备的心跳历史数据进行查询，并能够查看到心跳历史数据的序号、时间、设备

编号。并提供设备心跳历史数据的查询和数据导出功能。

心跳历史数据查询步骤如下：

1 在“地表裂缝监测仪”界面选中所需要查看的设备

2 点击“心跳历史查询”按钮，即可弹出“设备心跳历史数据详情”界面，如图

1.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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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厂商可在“设备心跳历史数据详情”选择时间段对设备所采集的数据进行分段

查询，并提供数据导出功能。

图 1.3.8.1 心跳历史查询

1.3.9. 指令提交

地表裂缝监测仪的指令主要包括上传间隔、采样间隔、通讯模式设置三种。

指令下发步骤如下：

1 在“地表裂缝监测仪”界面选中所需要下发指令的设备

2 选择任意一种所需要下发的指令，并填写数据值

3 点击“提交”按钮，并等待下发成功

4 点击所选中设备的“查看”按钮，即可查看下发是否成功

图 1.3.9.1 指令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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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9.2 指令下发状态查看

1.4. 墙裂缝监测仪

1.4.1. 查询

在墙裂缝监测仪界面，厂商可通过设备的编号和设备的型号对所录入的大量专业监

测设备进行精确查询，其步骤如下:

1 输入设备编号或设备型号。

2 点击“查询按钮”即可进行查询。

3 点击设备查询结果后，在“设备列表区”即可看到系统所查找到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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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1.1 设备查询

1.4.2. 重置

在通过查询功能对设备进行查询后的情况下，厂商可以通过“重置”按钮，重置设

备列表区。

1.4.3. 新增

点击“导航区”的墙裂缝监测仪，使界面处于“墙裂缝监测仪”的设备列表界面，

并点击功能操作区的“新增”功能按钮，即可弹出如图 1.4.3.1 的界面，厂商将设备的

相关信息如实填写，再点击“新增”按钮即可完成设备的添加。

设备新增所需填写内容如下：

序号 填写内容 是否必填 备注

1 设备 IMEI（Nb-Iot） 是

2 设备 IMSI（Nb-Iot） 是

3 设备 IMEI（MQTT） 是

4 设备 IMSI（MQTT） 是

5 设备安装坐标 X 是

6 设备安装坐标 y 是

7 设备类型 是

8 设备品牌 是

9 设备型号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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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设备安装地址 是

11 默认线路 是

12 设备安装认证信息-图片 否
可后续将图片及视频进行补

充完善
13 设备安装认证信息-视频 否

14 设备安装认证信息-文档 否

图 1.3.3.1 设备新增

1.4.4. 修改

在墙裂缝监测仪界面，厂商可通过设备信息“修改”功能，对原设备信息进行修改

和调整，其步骤如下:

1 点击“修改”按钮

2 对设备信息尽心修改

3 点击“保存”按钮即可完成修改

设备修改说明：

序号 填写内容 是否可修改 备注

1 设备 IMEI（Nb-Iot） 否

2 设备 IMSI（Nb-Iot） 否

3 设备 IMEI（MQTT） 否

4 设备 IMSI（MQTT） 否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

23

5 设备安装坐标 X 是

6 设备安装坐标 y 是

7 设备类型 否

8 设备品牌 是

9 设备型号 是

10 设备安装地址 是

11 默认线路 否

12 设备安装认证信息-图片 是
可后续将图片及视频进行补

充完善
13 设备安装认证信息-视频 是

14 设备安装认证信息-文档 是

图 1.4.4.1 设备信息修改

1.4.5. 删除

在墙裂缝监测仪界面，厂商可通过设备信息“删除”功能，对厂商所录入的设备进

行删除，其步骤如下:

1 选择所需删除的设备，点击“删除”按钮

2 点击弹框中的“是”，即可删除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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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5.1 设备删除

1.4.6. 升级

在墙裂缝监测仪界面，厂商可通过设备信息“升级”功能，对厂商所录入的设备进

行升级，其步骤如下:

1 选择所需要升级的设备，点击“升级”按钮

2 弹出设备升级框

3 根据要求填写设备更新版本号

4 点击“点击上传”

5 选择升级所需要的升级包

6 填写备注

7 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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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6.1 设备升级

图 1.4.6.2 设备升级进程查看

1.4.7. 监测历史查询

对设备的历史监测数据进行查询，并能够查看到监测历史数据的上传时间、裂缝值、

X轴倾角、Y轴倾角、Z轴倾角、加速度 X、加速度 Y、加速度 Z。

监测历史数据查询步骤如下：

1 在“墙裂缝监测仪”界面选中所需要查看的设备

2 点击“监测历史查询”按钮，即可弹出“设备历史数据详情”界面，如图 1.4.7.1

3 在“设备历史数据详情”中可查看设备数据曲线图，如图 1.4.7.2

4 厂商可选择时间段对设备所采集的数据进行分段查询，并提供导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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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7.1 设备历史数据详情界面

图 1.4.7.2 设备数据曲线图

1.4.8. 心跳历史查询

对设备的心跳历史数据进行查询，并能够查看到心跳历史数据的上传时间、设备编

号、电量、信号强度、GPS、北斗定位。并提供设备心跳历史数据的自定义时间段的查

询和数据导出功能。

心跳历史数据查询步骤如下：

1 在“墙裂缝监测仪”界面选中所需要查看的设备

2 点击“心跳历史查询”按钮，即可弹出“设备心跳历史数据详情”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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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1。

3 厂商可在“设备心跳历史数据详情”选择时间段对设备所采集的数据进行分段

查询，并提供数据导出功能。

图 1.4.8.1 心跳历史查询

1.4.9. 指令提交

墙裂缝监测仪的指令主要包括拉线阈值、角度阈值、上传间隔、采样间隔四种。

指令下发步骤如下：

1 在“墙裂缝监测仪”界面选中所需要下发指令的设备

2 选择任意一种所需要下发的指令，并填写数据值

3 点击“提交”按钮，并等待下发成功

4 点击所选中设备的“查看”按钮，即可查看下发是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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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9.1 指令下发

图 1.4.9.2 指令下发状态查看

1.5. 地面倾斜监测仪

1.5.1. 查询

可参考 1.3.地表裂缝监测仪中的“1.3.1 查询”

可参考 1.4.墙裂缝监测仪中的“1.4.1 查询”

1.5.2. 重置

可参考 1.3.地表裂缝监测仪中的“1.3.2 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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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参考 1.4.墙裂缝监测仪中的“1.4.2 重置”

1.5.3. 新增

可参考 1.3.地表裂缝监测仪中的“1.3.3 新增”

可参考 1.4.墙裂缝监测仪中的“1.4.3 新增”

1.5.4. 修改

可参考 1.3.地表裂缝监测仪中的“1.3.4 修改”

可参考 1.4.墙裂缝监测仪中的“1.4.4 修改”

1.5.5. 删除

可参考 1.3.地表裂缝监测仪中的“1.3.5 删除”

可参考 1.4.墙裂缝监测仪中的“1.4.5 删除”

1.5.6. 升级

可参考 1.3.地表裂缝监测仪中的“1.3.6 升级”

可参考 1.4.墙裂缝监测仪中的“1.4.6 升级”

1.5.7. 监测历史查询

可参考 1.3.地表裂缝监测仪中的“1.3.7 监测历史查询”

可参考 1.4.墙裂缝监测仪中的“1.4.7 监测历史查询”

1.5.8. 心跳历史查询

可参考 1.3.地表裂缝监测仪中的“1.3.8 心跳历史查询”

可参考 1.4.墙裂缝监测仪中的“1.4.8 心跳历史查询”

1.5.9. 指令提交

可参考 1.3.地表裂缝监测仪中的“1.3.9 指令提交”

可参考 1.4.墙裂缝监测仪中的“1.4.9 指令提交”

1.6. 降雨量监测仪

1.6.1. 查询

可参考 1.3.地表裂缝监测仪中的“1.3.1 查询”

可参考 1.4.墙裂缝监测仪中的“1.4.1 查询”

1.6.2. 重置

可参考 1.3.地表裂缝监测仪中的“1.3.2 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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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参考 1.4.墙裂缝监测仪中的“1.4.2 重置”

1.6.3. 新增

可参考 1.3.地表裂缝监测仪中的“1.3.3 新增”

可参考 1.4.墙裂缝监测仪中的“1.4.3 新增”

1.6.4. 修改

可参考 1.3.地表裂缝监测仪中的“1.3.4 修改”

可参考 1.4.墙裂缝监测仪中的“1.4.4 修改”

1.6.5. 删除

可参考 1.3.地表裂缝监测仪中的“1.3.5 删除”

可参考 1.4.墙裂缝监测仪中的“1.4.5 删除”

1.6.6. 升级

可参考 1.3.地表裂缝监测仪中的“1.3.6 升级”

可参考 1.4.墙裂缝监测仪中的“1.4.6 升级”

1.6.7. 监测历史查询

可参考 1.3.地表裂缝监测仪中的“1.3.7 监测历史查询”

可参考 1.4.墙裂缝监测仪中的“1.4.7 监测历史查询”

1.6.8. 心跳历史查询

可参考 1.3.地表裂缝监测仪中的“1.3.8 心跳历史查询”

可参考 1.4.墙裂缝监测仪中的“1.4.8 心跳历史查询”

1.6.9. 指令提交

可参考 1.3.地表裂缝监测仪中的“1.3.9 指令提交”

可参考 1.4.墙裂缝监测仪中的“1.4.9 指令提交”

1.7. 泥位监测仪

1.7.1. 查询

可参考 1.3.地表裂缝监测仪中的“1.3.1 查询”

可参考 1.4.墙裂缝监测仪中的“1.4.1 查询”

1.7.2. 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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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参考 1.3.地表裂缝监测仪中的“1.3.2 重置”

可参考 1.4.墙裂缝监测仪中的“1.4.2 重置”

1.7.3. 新增

可参考 1.3.地表裂缝监测仪中的“1.3.3 新增”

可参考 1.4.墙裂缝监测仪中的“1.4.3 新增”

1.7.4. 修改

可参考 1.3.地表裂缝监测仪中的“1.3.4 修改”

可参考 1.4.墙裂缝监测仪中的“1.4.4 修改”

1.7.5. 删除

可参考 1.3.地表裂缝监测仪中的“1.3.5 删除”

可参考 1.4.墙裂缝监测仪中的“1.4.5 删除”

1.7.6. 升级

可参考 1.3.地表裂缝监测仪中的“1.3.6 升级”

可参考 1.4.墙裂缝监测仪中的“1.4.6 升级”

1.7.7. 监测历史查询

可参考 1.3.地表裂缝监测仪中的“1.3.7 监测历史查询”

可参考 1.4.墙裂缝监测仪中的“1.4.7 监测历史查询”

1.7.8. 心跳历史查询

可参考 1.3.地表裂缝监测仪中的“1.3.8 心跳历史查询”

可参考 1.4.墙裂缝监测仪中的“1.4.8 心跳历史查询”

1.7.9. 指令提交

可参考 1.3.地表裂缝监测仪中的“1.3.9 指令提交”

可参考 1.4.墙裂缝监测仪中的“1.4.9 指令提交”

1.8. 智能报警器

1.8.1. 查询

可参考 1.3.地表裂缝监测仪中的“1.3.1 查询”

可参考 1.4.墙裂缝监测仪中的“1.4.1 查询”

1.8.2. 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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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参考 1.3.地表裂缝监测仪中的“1.3.2 重置”

可参考 1.4.墙裂缝监测仪中的“1.4.2 重置”

1.8.3. 新增

可参考 1.3.地表裂缝监测仪中的“1.3.3 新增”

可参考 1.4.墙裂缝监测仪中的“1.4.3 新增”

1.8.4. 修改

可参考 1.3.地表裂缝监测仪中的“1.3.4 修改”

可参考 1.4.墙裂缝监测仪中的“1.4.4 修改”

1.8.5. 删除

可参考 1.3.地表裂缝监测仪中的“1.3.5 删除”

可参考 1.4.墙裂缝监测仪中的“1.4.5 删除”

1.8.6. 升级

可参考 1.3.地表裂缝监测仪中的“1.3.6 升级”

可参考 1.4.墙裂缝监测仪中的“1.4.6 升级”

1.8.7. 监测历史查询

可参考 1.3.地表裂缝监测仪中的“1.3.7 监测历史查询”

可参考 1.4.墙裂缝监测仪中的“1.4.7 监测历史查询”

1.8.8. 心跳历史查询

可参考 1.3.地表裂缝监测仪中的“1.3.8 心跳历史查询”

可参考 1.4.墙裂缝监测仪中的“1.4.8 心跳历史查询”

1.8.9. 指令提交

智能报警器的指令主要包括报警语音、通讯模式设置三种。

指令下发步骤如下：

5 在“智能报警器”界面选中所需要下发指令的设备

6 选择任意一种所需要下发的指令，并填写数据值

7 点击“提交”按钮，并等待下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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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9.1 指令下发

1.9. 含水率仪

1.9.1. 查询

可参考 1.3.地表裂缝监测仪中的“1.3.1 查询”

可参考 1.4.墙裂缝监测仪中的“1.4.1 查询”

1.9.2. 重置

可参考 1.3.地表裂缝监测仪中的“1.3.2 重置”

可参考 1.4.墙裂缝监测仪中的“1.4.2 重置”

1.9.3. 新增

可参考 1.3.地表裂缝监测仪中的“1.3.3 新增”

可参考 1.4.墙裂缝监测仪中的“1.4.3 新增”

1.9.4. 修改

可参考 1.3.地表裂缝监测仪中的“1.3.4 修改”

可参考 1.4.墙裂缝监测仪中的“1.4.4 修改”

1.9.5. 删除

可参考 1.3.地表裂缝监测仪中的“1.3.5 删除”

可参考 1.4.墙裂缝监测仪中的“1.4.5 删除”

1.9.6. 升级

可参考 1.3.地表裂缝监测仪中的“1.3.6 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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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参考 1.4.墙裂缝监测仪中的“1.4.6 升级”

1.9.7. 监测历史查询

可参考 1.3.地表裂缝监测仪中的“1.3.7 监测历史查询”

可参考 1.4.墙裂缝监测仪中的“1.4.7 监测历史查询”

1.9.8. 心跳历史查询

可参考 1.3.地表裂缝监测仪中的“1.3.8 心跳历史查询”

可参考 1.4.墙裂缝监测仪中的“1.4.8 心跳历史查询”

1.9.9. 指令提交

可参考 1.3.地表裂缝监测仪中的“1.3.9 指令提交”

可参考 1.4.墙裂缝监测仪中的“1.4.9 指令提交”

1.10. 普适型 GNSS

1.10.1. 查询

可参考 1.3.地表裂缝监测仪中的“1.3.1 查询”

可参考 1.4.墙裂缝监测仪中的“1.4.1 查询”

1.10.2. 重置

可参考 1.3.地表裂缝监测仪中的“1.3.2 重置”

可参考 1.4.墙裂缝监测仪中的“1.4.2 重置”

1.10.3. 新增

可参考 1.3.地表裂缝监测仪中的“1.3.3 新增”

可参考 1.4.墙裂缝监测仪中的“1.4.3 新增”

1.10.4. 修改

可参考 1.3.地表裂缝监测仪中的“1.3.4 修改”

可参考 1.4.墙裂缝监测仪中的“1.4.4 修改”

1.10.5. 删除

可参考 1.3.地表裂缝监测仪中的“1.3.5 删除”

可参考 1.4.墙裂缝监测仪中的“1.4.5 删除”

1.10.6. 升级

可参考 1.3.地表裂缝监测仪中的“1.3.6 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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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参考 1.4.墙裂缝监测仪中的“1.4.6 升级”

1.10.7. 监测历史查询

可参考 1.3.地表裂缝监测仪中的“1.3.7 监测历史查询”

可参考 1.4.墙裂缝监测仪中的“1.4.7 监测历史查询”

1.10.8. 心跳历史查询

可参考 1.3.地表裂缝监测仪中的“1.3.8 心跳历史查询”

可参考 1.4.墙裂缝监测仪中的“1.4.8 心跳历史查询”

1.10.9. 指令提交

可参考 1.3.地表裂缝监测仪中的“1.3.9 指令提交”

可参考 1.4.墙裂缝监测仪中的“1.4.9 指令提交”

1.11. 运营报告

1.11.1. 测试说明

运营报告是通过“运营测试区”的“开始测试”，测试时间达到 72 小时及以上即可

生成运营报告，其运营报告的测试前提条件是所接入测试模块的“地表裂缝监测仪、墙

裂缝监测仪、地面倾斜监测仪、降雨量监测仪、泥位监测仪、智能报警器、含水率仪、

普适型 GNSS”各项指令均测试通过，而且“设备状态”从红色切换为了绿色，即可点

击开始测试。

所需测试成功内容如下：

序号 设备类型 测试项 测试要求结果 备注

1

地表裂缝监测仪

上传间隔 测试成功

2 采样间隔 测试成功

3 通讯模式设置 测试成功

4

墙裂缝监测仪

上传间隔 测试成功

5 采样间隔 测试成功

6 通讯模式设置 测试成功

7

地面倾斜监测仪

上传间隔 测试成功

8 采样间隔 测试成功

9 通讯模式设置 测试成功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

36

10

降雨量监测仪

上传间隔 测试成功

11 采样间隔 测试成功

12 通讯模式设置 测试成功

13

泥位监测仪

上传间隔 测试成功

14 采样间隔 测试成功

15 通讯模式设置 测试成功

16
智能报警器

报警语音 测试成功

17 通讯模式设置 测试成功

18

含水率仪

上传间隔 测试成功

19 采样间隔 测试成功

20 通讯模式设置 测试成功

21

普适型 GNSS

上传间隔 测试成功

22 采样间隔 测试成功

23 通讯模式设置 测试成功

注：在点击“开始测试”前，所接入的设备，最低保留一台设备测试成功即可进入 72 小

时测试环节。

1.11.2. 报告下载

在测试完毕后，厂家能够在运营报告功能中提交测试时间段（该时间段为 72 小时）

并下载运营报告。

1.11.3. 报告验证

支持运营报告的验证功能，该功能主要是对设备已存在的历史测试数据进行重新测

试和计算，并重新生成运营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