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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BW191系列无线温湿度监测终端说明书

目录

一、安全指南..................................................................................... 2

二、声明............................................................................................. 3

三、产品介绍..................................................................................... 3
3.1产品外观...............................................................................................................................3
3.2规格参数...............................................................................................................................3
3.3产品优势...............................................................................................................................4

四、产品硬件操作说明.....................................................................4
4.1按键功能说明.......................................................................................................................4
4.2指示灯功能说明...................................................................................................................4
4.3设备操作及显示...................................................................................................................4

4.3.1开关机操作及显示....................................................................................................4
4.3.2主屏界面操作及显示................................................................................................5
4.3.3菜单操作及显示设置................................................................................................5

五、配网方式..................................................................................... 8
5.1配置WIFI方法一................................................................................................................8
步骤一：手机连接WIFI。.......................................................................................................8
步骤二：扫码关注龙邦科技公众号。.....................................................................................8
5.2配置WIFI方法二................................................................................................................9
步骤一：手机连接WIFI。.......................................................................................................9

六、 平台相关操作说明.................................................................10
6.1平台添加库房信息.............................................................................................................10
6.2平台添加设备信息.............................................................................................................10

6.2.1添加主机信息..........................................................................................................10
6.2.2添加仪表信息..........................................................................................................11

6.3平台修改设备信息.............................................................................................................12
6.3.1修改主机参数..........................................................................................................12
6.3.2修改仪表参数..........................................................................................................13

6.4平台短信/微信报警相关设置........................................................................................... 13
6.4.1微信报警设置..........................................................................................................13
6.4.2短信报警设置..........................................................................................................14
6.4.3设备报警与恢复信息示例..................................................................................... 15

七、疑难排除................................................................................... 17



2

一、安全指南

使用前请仔细阅读此安全说明，并请您遵守。

警告

表示存在着造成死亡

或者严重伤害的可能

·禁止用湿手插拔充电器，以免造成人员触电危险。

·禁止使用未经我司认可的电源适配器、电线或电池，以免引发

火灾、爆炸或其它危险。

·禁止将设备暴露在高温或者发热设备的周围，如日照、取暖器、

微波炉、烤箱和热水器等。防止设备过热而引起爆炸或者火灾。

·禁止将电池扔入火中，防止电池过热而引起爆炸或者火灾。

·禁止拆解、挤压和改装电池，以免引起电池漏液、起火或爆炸。

·禁止用异物插入、穿刺设备或将设备浸入水中或其它液体中，

避免设备遭受外部冲击和压力引发爆炸或其它危险。

·禁止压迫或缠绕电源线，防止电源线破损而导致触电或火灾

·清洁本产品前，请务必拔下电源插头，请使用略湿抹布清洁，

清洁时请勿使用液体清洁剂或喷雾清洁剂，以免造成触电等危

险。

禁止

表示存在对设备损坏

的可能

·请勿自行拆卸维修产品，本产品需要更换配件时，请向维修人

员确认使用的配件类型和制造商，配件使用不当会导致设备损

坏、触电、火灾等危险。

·请在温度-10~+40℃范围内使用或存放本设备及配件，当环境

温度过高或过低时，可能会引起设备故障或损坏。

·禁止将设备投入到水中或长期放置在潮湿环境下。避免设备出

现出现参数失灵或其他损坏。

·禁止将设备放置在有腐蚀性的物品附近，防止设备出现参数失

灵或其他损坏。

·请勿在设备上放置过重物品，防止设备出现损坏等情况。

·避免设备长时间放置不使用

·设备长时间放置不使用时，需保持电池电量在 50%左右，并放

在干燥环境保存，防止电池损坏导致设备不能使用。

·请按当地规定处理本设备、电池及其它配件，不可将它们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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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处理。若设备处置不当可能会导致污染或其他危险。

二、声明

本说明书内容为北京龙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本说明书及产品规格如有更新恕不另行通知，本公司保留在不另行通知的情况下，对其

中所包含的产品规格和材料进行更改的权利，同时由于信任所引用的材料造成的损害（包括

结果性损害），包括但不限于印刷的错误和其他与此出版物相关的错误，本公司将不承担责

任。

在使用或安装前请仔细阅读本说明书，并妥善保存。

同时，非常感谢您购买本公司的设备，如果您在使用产品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您可以：

拨打售后服务热线：400-877-6388。

或登录官方网站：www.longwatch.com.cn获取相应帮助。

三、产品介绍

3.1产品外观

LBW191-F LBW191-FD

3.2规格参数

型号 LBW191-F LBW191-FD

测量范围
温度：-40~+60℃

湿度：0-99.9%RH非凝结
温度：-199℃~+60℃

探头 可插拔，线长 2米 可插拔，线长约 1.5米

精度范围
温度：±0.2℃（0℃～+60℃）

湿度：±2.0%RH（10%～90%）
温度：±0.5℃

http://www.longwatch.com.cn获取相应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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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 114*75.5*21mm 本地存储 80000组

屏幕 2.0寸断码 LCD屏 升级方式 远程自动升级

按键 4个 通讯方式 WIFI 通讯

蜂鸣器 内置 供电方式 1100mAh*2 节可充电电池

续航能力 报警状态 5天 报警方式 声光报警

充电时间 4小时 安装方式 可吸附磁铁式背夹

3.3产品优势

☆对接云平台，支持云平台控制，可通过云平台远程设置参数。

☆支持 AirKiss技术，微信配置设备入网，方便快捷，操作简单。

☆通过WIFI传输数据，部署灵活，避免大量排线布线，节省人力物力。

☆大容量存储 80000组，支持断点续传，数据不怕丢失。

☆支持远程自动升级，连接无线网络后自动检测程序版本，升级程序。

四、产品硬件操作说明

4.1按键功能说明

本产品包含菜单键、上键、下键、取消键 4个按键，功能参考如下：

菜单键 跳转选项/确认

上键 上翻页/数字加

下键 下翻页/数字减

取消键 开关机/返回上一层

4.2指示灯功能说明

红灯
优先级最高，亮起后其它指示灯将不会点亮

间隔 4S连续闪 3次 温度或湿度超标/断电/探头故障

绿灯
慢闪 1S/次 已连接WiFi获取 IP地址

慢闪 10S/次 已建立 TCP 或 UDP连接

蓝灯
慢闪 2S/次 WiFi热点未连接，网络已断开

急速闪烁 设备升级中或模块初始化中

4.3设备操作及显示

4.3.1开关机操作及显示

关机状态下，【取消键】长按 3秒，设备开机；开机状态下，【取消键】长按 3秒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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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机倒计时，如果平台应答直接关机。

设备开机后，第一画面显示软件版本号，持续 1s。

第二画面显示程序编译日期，持续 2~3s。

4.3.2主屏界面操作及显示

开机界面显示完毕后，设备进入主屏显示界面。

1、探头未连接情况下，设备显示电池电量不显示温湿度数据。

2、探头连接情况下，设备间隔 15S采集温湿度，并显示数据。（左侧为 LBW191-F，右侧

为 LBW191-FD）

3、按设备【下键】翻页，设备屏幕依次显示信号强度（单位 dbM）、设备时钟日期（年

/月/日）、设备时钟时间（时/分/秒）和电池电压（单位 V，满电状态 4.2V）。

注：任意界面不操作，60s后自动跳回温湿度显示界面。

设备连上WIFI后会自动校时。

4.3.3菜单操作及显示设置

注：以下界面示例均为按【下键】向下翻页结果显示。

任意主屏界面下点击【菜单键】进入菜单浏览状态。

1）用户密码：PAS。点击【菜单键】和【上/下键】输入用户配置密码：0311。输入完

成点击【菜单键】确认后,可设置 IP地址、报警开关和蜂鸣器开关状态等。

2）服务器地址：IP。输入用户密码确认后，按【下键】进入 IP设置界面，点击【菜单

键】和【上/下键】可选择服务器地址，完成后【菜单键】确认。默认服务器地址为 SEr.1。
（SEr.1为正式服务器地址，SEr.2为测试服务器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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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探头采集间隔：SOC。默认 15s的采集时间，只能通过平台进行设置。

4）报警间隔：ALC。默认 2min，可设置范围 1~255min，只能通过平台进行设置。

5）报警开关：ALA。默认开，“ON”表示报警开，“OFF”表示报警关。输入用户密

码后可直接在设备上修改。

6）湿度下限：Hd %。默认 0%RH，可设置范围 0~99.9%RH，只能通过平台进行设置。

7）湿度上限：HU %。默认 90.0%RH，可设置范围 0~99.9%RH，只能通过平台进行

设置。

8）温度下限：td。默认 0℃，可设置范围-40~100℃，只能通过平台进行设置。

9）温度上限：tU。默认 40.0℃，可设置范围-40~100℃，只能通过平台进行设置。

10）设备 ID后 4位：id3、设备 ID中间 4位：id2和设备 ID前 4位：id1。只读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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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示例设备 ID：519100800036）

11）设备类型：dty。默认 0612，只读参数。

12）软件版本：Pro。软件版本升级，数据会自动加 1，只读参数。

13）连接状态：tcp。“On”表示设备正常连接平台。“Off”表示和平台没有建立连接，

只读参数。

14）清除历史：CLr。

15）历史数据条数低四位：HiL和高四位：HiH。只读参数。

16）省电模式上报间隔：src。默认为 60min，可设置范围 30-480min，只能通过平台进

行设置。

17）存储间隔：ret。默认为 5min，只能通过平台进行设置。

18）记录模式：rem。默认为正常模式 norm，norm为正常模式，显示 save表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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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模式。

五、配网方式

5.1配置WIFI方法一

步骤一：手机连接WIFI。

步骤二：扫码关注龙邦科技公众号。

步骤三：在龙邦科技公众号中选择龙邦服务中的WIFI配置，点击开始配置。

步骤四：先按设备【上键】不要松手再按设备上的【菜单键】，长按 4S，蜂鸣器长鸣

1S设备进入配网模式。

步骤五：在手机上输入WIFI密码。

步骤六：手机上点击“连接”，设备连接WIFI成功手机显示配网成功。



9

步骤七：设备界面显示信号标示，按设备【下键】可查看信号强度值。

5.2配置WIFI方法二

步骤一：手机连接WIFI。

步骤二：微信扫描WIFI配置二维码进入配置页面。

步骤三：点击“配置设备上网”。

步骤四：先按设备【上键】不要松手再按设备上的【菜单键】，长按 4S，蜂鸣器长鸣

1S设备进入配网模式。

步骤五：在手机上输入WIFI密码。

步骤六：手机上点击“连接”，设备连接WIFI成功手机上显示配网成功。

步骤七：设备关机再开机重启，界面显示信号标示，按设备【下键】可查看信号强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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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平台相关操作说明

平台网址：http://www.vcc5s.com。

填写正确的用户名、密码、验证码即可点击“登陆”进入平台操作。

注：客户账号密码的获取请联系售后：4008776388。

6.1平台添加库房信息

点击【系统管理】→【库房及平面图管理】→【添加库房】，弹出“添加库房”页面，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填写，完成后点击【保存】。

6.2平台添加设备信息

6.2.1添加主机信息

点击【系统管理】→【管理主机管理】，选择【新建】，设备类型中选择“W191”，

点击【确定】进入到新建管理主机界面。

http://www.vcc5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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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到新建管理主机界面添加所需主机信息后，点击【保存】即可。

注：管理主机编号为设备背面标签上的 12位数字 ID。

6.2.2添加仪表信息

点击【系统管理】→【管理主机管理】，找到新建的W191主机，点击【仪表管理】跳

转到仪表管理界面。

在【仪表管理】中，点击【新建】，所属主机填写为新建的管理主机编号，点击【确定】，

进入新建测点终端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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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建测点终端】界面添加设备相关配置参数后，点击【保存/更新】即可。

注：仪表编号必须添“00”。

6.3平台修改设备信息

6.3.1修改主机参数

登录 5S平台以后，点击【系统管理】→【管理主机管理】，找到要修改的主机，点击

【修改】进入【新建管理主机】界面。

在【新建管理主机】界面修改所需主机信息后，点击【更新】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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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修改仪表参数

登录 5S平台后，在【系统管理】→【管理主机管理】中找到要修改的主机，点击【仪

表管理】（或者直接进入【系统管理】→【仪表管理】找到要修改的仪表)，点击【修改】，

进入【新建测点终端】界面。

在【新建测点终端】界面中可修改仪表名称、温湿度上/下限、存储间隔、报警间隔等

参数，完成后点击【保存/更新】。

6.4平台短信/微信报警相关设置

6.4.1微信报警设置

在【报警管理】→【报警配置】中新建监控人员，填写姓名和电话信息。完成后点击【保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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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建监控人员的【报警配置】界面中找到“微信报警”，点击【新建配置】进入微信

配置界面。

在【微信设置】界面勾选相关报警参数、要监控的设备等，完成后点击【保存】。

6.4.2短信报警设置

点击【报警管理】→【报警配置】，找到需要接收短信报警的人员，在短信报警选项下

点击【新建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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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信设置】界面设置报警参数、勾选要监控的设备，完成后点击【保存】。

6.4.3设备报警与恢复信息示例

微信信息 短信信息

温度报警

湿度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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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电报警

温度报警解除

湿度报警解除

断电报警解除

断链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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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疑难排除

在安装发生故障后或要求维修之前，请检查以下项目，可能使您节省时间和费用。这些

项目包含了非产品缺陷导致的一般性问题。

问题 原因分析及解决方法

无法开机 ·检查设备电量是否充足，尝试充电 30分钟左右开机。

不记录 ·检查设备是否校时成功，设备需连上WIFI才能校时。

温湿度显示

“ERR”

·检查设备探头耳机孔处是否插紧，无松动。

·检查探头与设备型号是否匹配。

温湿度异常

·检查探头芯片上是否有异物，尝试将芯片上的异物去除。

·检查探头是否进水，尝试将探头放置在干燥通风处 12小时或用

吹风机打到凉风档吹至 30分钟左右。

设备重启
·设备执行远程升级后，自动重启。

·设备执行远程重启命令，自动重启。

配网不成功

·设备配网下的 WIFI 名称不可以有中文，尝试将WIFI 名称更改

为全英文或英文+数字。

·检查当前配网的路由器连接的设备是否过多。

·检查当前配网的WIFI信号。

·检查当前配网手机连接WIFI 时，手机连接网络是否通畅，网络

较慢时，请换台手机再次尝试。

平台不上数

·检查设备信号是否良好，信号差或无信号的话尝试将设备放置在

信号较好的环境下。

·检查平台添加时，设备编号、仪表编号是否填写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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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龙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总部：北京市大兴区金星西路绿地兴贸中心 2-2-12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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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过程免费服务热线：400-877-6388

官方网站：www.longwatch.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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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众号 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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