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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品背景

     温室大棚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受到温度的影响，因此在农作物的整个生长过程中，要随

时监测温度的变化，以便做出对应的操作对温度进行合理的控制，从而保证农作物所处的环

境温度符合其生长发育的要求，时刻处在最适宜的生长环境中，继而达到提高作物产量的目

的。通过控制温室大棚风口的开合，是控制温室大棚温度简单而有效的方式，所以风口控制

器应运而生。

07 08

序言

    尊敬的用户：

    您好！

    感谢您选择河北大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服务。

    为了确保您更好的使用本产品，请您在安装、使

用产品前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将其放到您随时可以查

阅的地方，以便在将来的使用过程中进行查阅。

    欢迎您提出宝贵意见以改善我们的产品及服务质

量。

3.适用范围

2.产品介绍

     风口控制器适用于已安装通用版主控的温室大棚使用，用于控制棚室风口的开合，用

433MHz无线通讯或者RS485总线与通用版主控连接进行数据传输，再由通用版主控通过网络

传输到后台。用户通过风口控制器或者手机APP/电脑客户端，均可实时查看棚室内的环境

参数，直接控制风口的开合，设置自动排湿和自动控制任务，从而实现对棚内温度的自动化

控制。

二、产品参数

三、产品尺寸

七、运输、贮存

故障现象 排除方法 备注

温度显示为零

或异常

传感器接线故障

或传感器损坏

电机烧毁

控制器显示有

电、开和关电

机均不转

显示屏不亮
控制器损坏或显

示屏损坏

名称 产品参数

供电电压 DC 24V

最大电流 3.5A

通讯方式 RS485、433MHz无线网络

显示 2.2英寸

外形尺寸 150*150*60mm

防护等级 IP54

运行环境温度 -30℃~70℃

运行环境湿度 0~100%RH 

表1 产品参数表

1.1、安装方式

1.1.1、采用壁挂的方式固定外壳，在设备外壳的两侧分别设置了两个耳朵用来固定设备，

安装位置需要通风良好。

1.1.2、接线时严格按照端子接线示意图进行接线，切不可随意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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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按照说明书

指导接线

河北大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大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大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大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大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大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大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大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大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大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图1  系统框图

广泛适用于温室大棚环境。

4.使用环境

风口控制器要求使用环境中无强电磁干扰，环境温度范围在-30℃至70℃内。

5.产品特点

        该风口控制器具有以下特点：

1.数据实时采集上报，屏幕直观显示。

2.控制方式多种，可本地面板操控，也可网络远程操控。

3.自动化控制策略设置灵活自由，可满足多种现场环境。

4.无线/有线通讯可切换，安装调试便捷，节约成本。

5. 外观轻巧，运输携带方便。

 产品参数如下表所列：

外壳材质 ABS

外形尺寸如下图所示：

图2 外形与尺寸

1.风口控制：风口控制可以通过面板手动控制，也可以通过手机APP和电脑PC端远程操作。

2.温度自动控制：设备可通过手机APP、电脑端和控制器面板进行参数设置，实现风口的自

动开合。

3.除湿功能：可以设定时间段实现自动除湿，也可实现在突发的恶劣环境条件下自行闭合风

口。

图3 端子接线示意图

1.2、按键及指示灯说明

          风口控制器上电后，“电源灯”常亮，“运行灯”在正常运行状态下闪烁。“设置键”

上下的是“上下键”，左右的是“加减键”，其他按键如外壳文字所显示。

图4 风口控制器操作面板

1.3、界面显示

          风口控制器上电后开机，屏幕首先会显示“河北大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Logo界面，

此界面会显示1.5s，如图5所示。

图5 风口控制器开机界面

          开机界面显示后，会自动跳转到参数显示界面，如图6所示，在该界面分为两部分，菜单

栏部分（即屏幕周围四个方框）和参数轮显部分（即中间四行参数）。

          菜单栏区域显示的是常显示参数，即在参数轮显过程中也不会改变，它会将这几个参数

进行实时的显示，分别是“控制状态”、“除湿状态”（“除湿剩余时长”（正在除湿时会

显示该参数））、“地址”（此处是产品地址）、“开度”（显示百分比）。

          屏幕中间的四行参数是屏幕的参数轮显部分，即在这一部分数据会四条四条的变换显示，

参数轮显部分的显示内容有“开膜温度”、“关膜温度”、“当前温度”、“当前时间”、

以及中心设置的传感器的参数，显示分为两种切换方式，一种是自动切换方式，当屏幕无操

作时，每隔2s会自动改变一次参数的显示，另一种是手动切换方式，当屏幕处于参数显示界

面时，通过“上下键”来切换参数的显示。若5分钟内没有任何按键操作，会自动进入睡眠模

式，将屏幕熄灭。如果进入睡眠模式前正处在设置界面，便会执行取消保存操作后返回参数

显示界面，再进入睡眠模式。

图6 参数显示界面

1、安装与调试

2、用户使用

2.1、快捷操作
           按下“开膜键”，风口控制器执行卷膜打开操作，按下“关膜键”，执行
卷膜关闭操作，开膜和关膜的过程中，按下“停止键”，停止当前操作。
2.2、卷膜总行程设定
           按下风口控制器上“设置键”，进入设置页面，使用“上下键”选择“卷
膜总行程设定”，设置的内容有“上卷总行程”、“下卷总行程”、“反转耗
时”，如图7所示。通过“上下键”来选择参数，通过“加减键”来调整参数的
大小，短按“加减键”微调数值，长按“加减键”快速调整数值。按下“取消
键”会在屏幕右上角显示“取消保存”，如图8所示，然后返回到参数显示页
面，按下“确认键”会将设置的参数进行保存，若保存成功将会在屏幕右上角
显示“保存成功”，如图9所示，否则显示“保存失败”，如图10所示，然后
均会返回参数显示界面。

图7 卷膜总行程设定页面 图8 取消保存效果

图9 保存成功效果图 图10 保存失败效果图

2.3、强制放风（除湿）设定

          按下风口控制器上“设置键”，进入设置页面，使用“上下键”选择“强制放风（除湿

）设定”，设置的内容有“放风开度”、“放风时长”、“定时放风功能”、“定时放风时

间”、“低温关闭卷膜”、“低温关闭温度”，如图11所示。通过“上下键”来选择参数，

通过“加减键”来调整参数的大小，短按“加减键”微调数值，长按“加减键”快速调整数

值。按下“确认键”会将设置的参数进行保存，或按下“取消键”取消保存。

图11 强制放风（除湿）设定页面

           长按“开膜键”，听到蜂鸣器长鸣一声后，开始除湿任务，再次长按“开膜键”，听到

蜂鸣器长鸣一声后，关闭除湿任务。自动除湿时，不要操作设备。

2.4、自动温控设定  

            按下风口控制器上“设置键”，进入设置页面，使用“上下键”选择“自动温控设定”

，设置的内容有“起始时间”、“结束时间”、“开膜温度”、“关膜温度”、“上卷大小”

、“上卷间隔”、“下卷大小”、“下卷间隔”、“卷膜重叠部分”，如图12所示。通过“

上下键”来选择参数，通过“加减键”来调整参数的大小，短按“加减键”调整微调数值，

长按“加减键”快速调整数值。按下“确认键”会将设置的参数进行保存，或按下“取消键”

取消保存。

           长按“手/自动键”进行“控制状态”的切换，可选择自动启用、自动停用、特定时间

启用三种方式。

大沃产品说明书

河北大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支持：4008922336
地址：唐山市丰南区朝阳大街88号

河北大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本产品改进的同时，资料可能有所变动，恕不另行通知。

河北大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图12 自动温控设置

2.5、产品信息设定

           按下风口控制器上“设置键”，进入设置页面，再次长按“设置键”5.5s左右，出现

“产品信息设定”，使用“上下键”选择，设置的内容有“产品地址”、“无线地址”，

这两个参数的设置通过“上下键”进行切换，如图13和图14所示。通过“上下键”来选择

参数，通过“加减键”来调整参数的大小，短按“加减键”调整微调数值，长按“加减键

”快速调整数值。按下“确认键”会将设置的参数进行保存，或按下“取消键”取消保存

。

          产品信息设定只能通过风口控制器按键设定，app及客户端暂无此功能。

图13 产品地址设置 图14 无线地址设置

河北大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大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3、通过农业智控APP操作

3.1、扫描二维码

          扫描上方二维码或打开下载链接：http://appdownload.haisencloud.com/，进入本公司APP

产品下载页面，下载正式大棚-fengkou APP，配合本产品使用。

3.2、操作APP

           打开APP，登录（账号密码与公司运维人员联系），进入设备信息界面，此界面显示了所

登录账号下的大棚列表，点击进入需要操作的大棚，显示的界面即为大棚详细信息界面，如图

15所示，上方可上传大棚照片或者连接大棚监测摄像头，中间显示外接传感器的参数，点开后

可查看详细的数据变化，再下方点击“卷膜”出现“上卷”、“下放”、“停止”、“设置”

“开始除湿”、“停止除湿”，点击“上卷”、“下放”、“停止”直接快捷操作风口控制器

，点击“开始除湿”、“停止除湿”进行除湿任务的开始关闭，点击“设置”后可进入卷膜的

设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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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操作界面

进入设置页面，如图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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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大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大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图16 设置界面

         上方显示卷膜的当前开度，下方依次是“总行程设定”、“卷膜除湿功能”、“自动控制

功能”，点击“读取”，可以返回当前设备的设置参数，选择好参数点击“设置”，给设备下

发设置。

          总行程设定时，选择“上卷总行程”、“下卷总行程”、“反转耗时”进行设置，选择“

下卷总行程”时，如图17所示，拖动白色圆点可快速调整数值大小，点击加减号精准调整数值

大小，选定后点击“确定”，固定设置，点击“？”处可看到关于当前参数的解释说明，如图

18所示。

 图17设置 图18 释义

           卷膜除湿功能设定时，选择“放风开度”、“放风时长”、“定时放风功能”、“定时放

风时间”、“低温关闭卷膜”、“低温关闭温度”进行设置，点击“定时放风功能”右侧按钮

（由白色变为绿色）开启除湿任务，此时可点击选择开启时间，滑动时间框进行时间选择，同

时开启低温关闭卷膜功能时低温关闭温度设置有效。

         自动控制功能设定时，选择“自动控制功能”、“自动控制时间设置”、“起始时间”、

“结束时间”、“开膜温度”、“关膜温度”、“上卷大小”、“上卷间隔”、“下卷大小”、

“下卷间隔”、“卷膜重叠部分”进行设置，“自动控制功能”右侧按钮为白色，自动控制功

能设置为停用，点击后由白色变为绿色，自动控制功能设置为启用，“自动控制时间设置”，

点击后由白色变为绿色，自动控制功能设定为特定时间启用，三种方式只能选择一种，比如自

动控制启用，特定时间启用就无法生效（同时“自动控制时间设置”选项隐藏）。

4、通过温室大棚智能监控系统客户端操作

4.1、登录

点击网址链接：http://ivyweb.haisencloud.com，

进入客户端（账号密码与公司运维人员联系），配合本产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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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操作客户端

          进入网站后点击“远程控制”-“设备控制”，选择对应大棚后点击查询，界面显示

如图所示，“上卷”、“下放”、“停止”、“开始除湿”、“停止除湿”、“设置”，

点击“上卷”、“下放”、“停止”直接快捷操作风口控制器，点击“开始除湿”、“停

止除湿”进行除湿任务的开始关闭，点击“设置”后可进入卷膜的设置页面，如图19所示

。

图19 电脑端操作界面

          进入网站后点击“远程控制”-“设备控制”，选择对应大棚后点击查询，界面显示

如图所示，“上卷”、“下放”、“停止”、“开始除湿”、“停止除湿”、“设置”，

点击“上卷”、“下放”、“停止”直接快捷操作风口控制器，点击“开始除湿”、“停

止除湿”进行除湿任务的开始关闭，点击“设置”后可进入卷膜的设置页面，部分显示如

图20所示，读取或设置“总行程设定”、“卷膜除湿功能”、“卷膜自动控制”时，在要

设置的功能前打勾，再点击“读取”或“设置”，配置生效。

河北大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大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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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设置界面

故障分析与排除如下表所示：

原因分析

检查传感器接线是否正常，检查

传感器是否有烧焦痕迹

按开膜按键后用万用表测量输出

电压是否为24V，若为24V，则电

机烧毁

用万用表测量电源输入端是否为

24V，若是24V，则控制器损坏，

若不是则电源损坏。

风口自动开合 预设了自动控制 清除预设策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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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故障说明表

          用泡沫包裹采集器，装入纸箱内，箱内填充泡沫等物，在搬运时小心轻放，不允许

野蛮装卸。存放地点应满足以下条件：

1、防雨防潮。

2、不受机械震动或冲击。

3、温度范围：-30℃~70℃。

4、湿度范围：0-75%RH。

5、环境中不含腐蚀性气体。

           我公司郑重承诺,自用户从我公司购买产品之日起,用户享有如下产品售后保修服务:

           (1)本产品自用户从我公司购买之日起,实行为期12个月的免费保修。

           (2)本产品自用户从我公司购买之日起一个月内发生质量问题,我公司包退、包换、包

修。

           (3)本产品自用户从我公司购买之日起三个月内发生质量问题,我公司包换、包修。

           (4)本产品自用户从我公司购买之日起,享有有偿终生服务。

           (5)免责条款:因下列原因造成的产品故障不在我公司12个月免费保修服务承诺范围之

内:

           用户不依照《产品使用说明书》中所述进行正确的操作;

           产品遭人为破坏:

          用户超过产品的标准使用范围使用产品引发产品故障;

          因用户使用环境不良导致产品器件异常老化或引发故障;

          由于地震、火灾、风水灾害、雷击、异常电压或其它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原因造成

的产品损坏;

          (6)在下列情况下,我公司有权不予提供保修服务:

          我公司在产品中标示的品牌、商标、名牌等标识损毁或无法辨认时:

          用户未按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付清货款时:

          用户对我公司的售后服务提供单位故意隐瞒产品在安装、调试、使用、维护或其它过

程中的不良使用情况时。

          以上内容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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