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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欢迎您使用北京瑞祺皓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地震烈度仪，在您第一次安装和使用

地震烈度仪之前，请务必仔细阅读随产品配送的所有资料，这会有助于您更好地使用

地震烈度仪。如果您未按本使用手册的要求操作而由此引起的任何损失，北京瑞祺皓

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将不承担任何责任。 

版权说明 

本使用手册版权属北京瑞祺皓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所有，其任何部分未经北京瑞

祺皓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书面许可，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对说明书进行复

制、摘录或翻译。 

本书约定 

 

本书采用醒目标志表示在操作过程中应特别注意的地方。 

 

 



 

安 全 警 告  

 请保证仪器工作在允许的环境中，温度范围-20～60℃，湿度范围 0～98%RH。 

 仪器为精密测量仪器，为保证其输出数据的质量，最好工作在温差相对小、气流

扰动小的环境。 

 请勿撞击、跌落仪器，以避免损坏。 

 请勿将任何液体泼洒到仪器上，避免损坏或引起燃烧；请勿在阳光下、高温物体

旁或靠近火源的地方放置仪器。 

 使用中确保电源线上没有放置任何物品，而且电缆没有放在容易绊倒人或被人踩

踏的位置。 

 请勿自行拆卸仪器，未经本公司许可的改装和拆卸将不享受保修服务。在使用过

程中如出现非常见故障和问题，请先与我们的工程师联系。 

 在温度或湿度范围差距很大的环境之间移动仪器时，仪器表面或内部可能会结露。

为避免损害仪器，在使用之前应等待足够时间以便湿气蒸发。 

 请使用按我公司提供的标准制作的电缆线及符合本公司要求的电源设备为设备供

电。 

 在安装及接线过程中，请断开设备的电源连接器，接线完成后请仔细检查接线是

否正确以及正负是否接反，确认无误后接上电源连接器给设备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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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选址、安装、环境及供电要求 

1、 台站选择应具备不小于 48小时后备供电能力，推荐安装在地面上，若建在

建筑物上，建筑物宜为二层或者以下小型建筑且地基处无 1m以上回填； 

2、 台站地面脉动在 1Hz-20Hz频带范围内的最大背景振动加速度噪声均方根值

应不大于 0.01m/s2，宜小于 0.001m/s2； 

3、 工作温度：－20℃ ～ 60℃，相对湿度：10% ～ 98%（最好小于 80%） 

4、 安装烈度仪的台基的表面应平整无尘； 

5、 防止或减少气流扰动，防止环境温度剧烈变化，避开人为振动冲击和大的

声波冲击的影响。 

6、 无扬尘环境，粉尘环境（易产生静电，烧坏仪器）。 

7、 机房 48V通过隔离转换电源后得到的稳压直流 12V  2A隔离供电电源，后

备供电不应低于 24 小时。 

8、 地线一定要直接接到机房接地柱或保护地排上(MET)。开关电源的接地排上

不能作为烈度仪的接地点。2个以上烈度仪禁止级联接地，应分别引接地线

到接地排。 

9、 室内地面应将烈度仪安装在浇筑地面，备选站点场地不具备浇筑地面的，

须单独建设观测墩用于烈度仪安装，观测墩依据 DB/T 60-2015 中第 7 节

中对一般站的规定制作。 

10、 观测墩应高出地面 0.2m ～ 0.3m，观测墩的平整度不应大于 3mm； 

11、 观测墩的应先除去表层腐殖土或者回填土，在土层中插入钢筋，现场浇

筑观测墩，观测墩混凝土浇筑时应一次性浇筑，振捣密实后抹平，表面不

应有裂纹、蜂窝和麻面； 

12、 观测墩应采用强度等级不低于 C30的素混凝土，有渗水的基岩，应采用

强度等级不低于 C30的防渗素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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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安装前准备工作 

地震仪设备安装前，除烈度仪设备以外，还需要准备安装工具，用于施工

过程中使用，具体如下： 

注：施工工具，需视具体站点实际情况而定，以下供参考。 

序号 工具 数量 序号 工具 数量 

1 48V 转 12V 隔离电源 1 13 中小型塑料三角尺 1 

2 寻北仪/罗盘等寻北设备 1 14 万用表 1 

3 水平尺 1 15 电脑 1 

4 FSU 网卡 1 16 红色喷漆 1 

5 网线 1 17 扎带 1 

6 水晶头 1 18 标签打印机 1 

7 宽度 4CM 线槽 1 19 指北针模型 1 

8 电钻 1 20 隔离胶带 1 

9 砂轮 1 21 卷尺 1 

10 小型切割机 1 22 十字改刀 1 

11 水泥少许 1 23 美工刀 1 

12 榔头锤 1 24 红色水墨笔 1 

笔记本电脑需预安装好设备 IP 查询软件，以及设备连接设置软件，并且使

用 Firefox 网页浏览器。 

打印好台站安装信息表，依据此表选择台站安装方式，地面或挂墙。 

上站之前，建议提前联系好 FSU 厂家对基站网络进行配置和调试，并提前

对烈度仪进行参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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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开箱检验 

开箱检查地震烈度仪包装有无受潮、破损、变形等现象；开箱后按照装箱

清单逐一核对箱内设备、配件及文件。核对设备机身的名牌、规格型号是否与

包装箱及装箱单相符，之后填写开箱验货单。（示例表格如下） 

项目名称  

台站名称  

验货时间  验货地点  

设备名称   说  明 

数量（台）  □ 符合 

□ 不符合 
   

品牌、型号  
□ 符合 

□ 不符合 
 

设备外包装 原厂包装 
□  符合 

□  不符合 

包装完好     □  

已拆装       □  

装箱单  
有      □ 

无      □ 
 

装箱单内容

与实际到货 
 

□   符合 

□   不符合 
 

设备外观 
产品外观完好无损,无擦痕挂

痕。 

□   符合 

□   不符合 
 

产品合格证  
□   符合 

□   不符合 
 

说明书、保

修单 
 

□   符合 

□   不符合 
 

验货结论 □ 合格 □ 不合格  

验货人（签字） 
备注 

注：路程偏远的站点，建议将地震烈度仪设备在区域驻地就近站点（与目

标站点同型号 FSU）联调通了之后再带往较远站点的目的地，提前确认地震设

备状态正常，以避免出现到目的现场调试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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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地震烈度仪安装 

烈度仪支持两种安装方式，分别为地面安装和挂墙安装。以下会根据不同

的安装方式进行简单地安装调试流程说明。 

注：地面安装与挂墙安装，软件参数配置方式不完全相同。 

1、 室内地面安装 

1) 安装过程 

      ①安装前，将新的无线上网卡插入 FSU 设备，并通知后台依据站点名称进

行升级工作。 

在机房内按照 FSU 安装位置，并尽可能远离机房中震动或噪声较大的主设

备（空调、风扇等）。选定 60*60cm 的设备安装区域。 

②首先在地面划出 60*60cm 的设备安装区域，用瓷砖切割工具对地砖进

行切割（尽可能沿瓷砖接缝处切割）。切割完成之后用穿心一字改锥尽可能完

整的撬起瓷砖，并尽可能不破坏原平整地面。建渣清理完毕后，使用榔头轻敲

瓷砖下面的水泥地面，确认无空鼓的情况。如有空鼓需对下面水泥进行破碎并

清除。 

对设备安装区域进行场地平整（用砂轮磨平或用水泥砂浆填平凹处）。拍

照（要求数量 1 张，要求地面平整。无凹凸不平和建渣，卷尺显示尺寸合格。

见下图） 

 

③用寻北设备进行精确寻北，在地面画出指北标识（等边三角形箭头，边

长 5cm，红色填充.南北指向的延长线长度为 30cm，黑色细线条，正北方向用

大写的“N”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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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烈度仪背面安装调平螺丝，用于调平烈度仪呈水平状态。如果设备中未

配有平衡螺丝，需要通过打磨等手段让安装面平整、水平。可通过水平尺进行

校正。 

⑤ 烈度仪 X 轴箭头向东、Y 轴箭头向北、Z 轴垂直于地面。可用寻北仪/罗

盘等设备对方向进行校正，确保设备 Y 轴箭头指向正北。 

⑥ 用接地线将其中一侧设备安装膨胀螺栓连接至机房接地排，如下图所示。 

⑦确定烈度仪设备放置水平、安装方向无误后，用膨胀螺栓固定。  

⑧将烈度仪和机箱接地线连接至机房接地排。 

⑨安装烈度仪的隔离供电模块。烈度仪设备采用 48V 转 12V （≥2A）隔

离直流供电，安装过程中请确认电源线接线正确后再给设备上电。 

⑩将烈度仪的电源线+网线复合线的航空连接器插头与烈度仪设备航空连

接器插座进行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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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软件参数配置 

从现场常用手册里解压 07 VRICH-LD-SMS.rar 将解压文件夹存到到 D盘里（注意：

存放软件的路径必须是英文！）如果电脑没有安装过 .Net Framework 4.5软件，请安

装该软件。 

②  通过烈度仪的液晶屏，查看设备的当前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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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设置电脑 IP 成与烈度仪的 IP 同网段的 IP 地址。如：烈度仪的 IP 为

192.168.26.226，则电脑可设置为 192.168.26.50。 

 

③  打开 SMS 软件，点击【管理】按钮。在地址中输入烈度仪的 IP，点击【连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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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连接成功后，在菜单【设置】→【通信参数】→【网络地址】中，设置烈度

仪的 IP 地址、子网掩码、网关等信息，设置完成后点击确认。 

注 1：烈度仪的 IP 地址要和现场 FSU 设备的 IP 地址为同一网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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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烈度仪的网关需要由 FSU 厂家提供，请提前咨询 FSU 厂家。 

 

⑤ 设置完成后，通过 SMS 软件重新连接烈度仪设备（重复步骤 1~3）。 

⑥ 在菜单【设置】→【站台参数】中，设置站点的站台标识、站台编号、站台

名称、经纬度等信息。 

 

        注意：台站名称和台站缩写处填写台站编号。 

⑦在菜单【设置】→【加速度计参数】中，设置角度校正参数。 

(1) “垂直向角度（度）”中填写 0。 

(2) 地面安装时请确保设备 Y 箭头标识指向正北，因此不需要进行方位角调整，

“方位角（度）”中填写 0。 

 

      注意：设备出厂默认参数为地面安装，垂直向角度默认为 0，方位角

默认为 0，用户请仔细核对参数是否正确，如果参数正确，点击取消即可，如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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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参数需要修改，请将垂直向角度和方位角配置成 0，并点击确认按键，加速

度计参数重新设置之后，烈度仪会重新启动。 

⑧ 在菜单【设置】→【通信参数】→【JOPEN 通信参数】中，设置实时流服

务器 IP、触发流服务器 IP。 

注意：第一期和第二期烈度仪此处参数设置不一样 

第一期烈度仪参数设置如下： 

(1) 选中“接收服务器 1”，在“IP 地址”中输入接入信息表中各省对应的

实时流服务器 IP，“参数”中勾选启用，“数据类型”中选择“连续波形”，

“数据帧长度 1 秒/帧”，设置完成后点【确定】。 

 

(2) 选中“接收服务器 2”，在“IP 地址”中输入接入信息表中各省对应的触发

流服务器 IP，“参数”中勾选启用，“数据类型”中选择“触发、烈度仪信

息”， “数据帧长度 1 秒/帧”，设置完成后点【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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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烈度仪参数设置如下： 

(1) 选中“接收服务器 1”，在“IP 地址”中输入接入信息表中各省对应的

实时流服务器 IP，“参数”中勾选启用，“数据类型”中选择“连续

波形”，“数据帧长度 0.5 秒/帧”，设置完成后点【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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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中“接收服务器 2”，在“IP 地址”中输入接入信息表中各省对应

的触发流服务器 IP，“参数”中勾选启用，“数据类型”中选择“事

件波形”， “数据帧长度 0.5 秒/帧”，设置完成后点【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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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在菜单【管理】→【网络收视服务器】中，设置 NTP 校时服务器 IP。假如

有备用服务器 IP,备用 IP 也需填写。 

 

      注意：设置网络时间服务器后，系统会提醒用户是否重启设备，选择

“确定”设备重新启动，点击取消设备不重新启动；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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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全部设置完成后，将烈度仪的网线接到 FSU 上。 

⑪断电重启后，烈度仪的时间会重置为 1970-01-01。 

 

如果重启后，时间能够自动校时，则说明烈度仪设置没有问题，并且自动

校时动能没有问题。 

 

⑫查看平台上的数据，如果可以查看到该基站烈度仪的数据，则说明通信正常。

如果自己查看不了，可联系地震局人员帮忙查看。 

2、 室内挂墙安装 

1） 安装过程 

①  检查北侧墙面是否平整、有无掉灰、裂缝、渗水情况，并用塑料三角尺在

墙面画出 50*50cm 安装区域,（保证四边与墙体四边平行，安装区域底边与

地面高度小于 30cm）。如果墙面不平整，需要通过打磨等手段让安装面平

整、垂直；机房墙壁需要保证垂直于地面，可用水平尺测量墙壁垂直情况。 

注意：假如北侧墙面外挂有空调室外机或其它大功率设备，需重新选

择墙面安装。 

②烈度仪安装时必须完全贴合墙壁，并保证设备上下边沿保持水平。可用水平

尺进行校正。如果设备中为配有平衡螺丝，则可通过水平尺进行校正。 

③烈度仪 X 轴箭头沿着墙面、Y 轴箭头垂直于地面、Z 轴指向墙内。并用寻北

仪/罗盘等设备测量出烈度仪与正北方向的角度偏差θ（顺时针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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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北方向用大写的“N”标识，设备的 X 指向沿着墙面，在地面画一条平

行于墙面的线 X，找到平行线 X 与正北指向 N 的交点，并沿着交点画一条垂直

于 X 的指向墙面的线，即为设备的 Z 指向，并测量 Z 指向与正北指向 N 沿顺

时针方向的夹角θ，θ的范围为 0≤θ<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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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确认烈度仪上端面水平、安装方向无误后，用接地线将设备一侧的膨胀螺栓

连接至机房接地排，然后用膨胀螺栓固定。 

 

⑤安装烈度仪的隔离供电模块。烈度仪设备采用 48V 转 12V （≥2A）隔离直

流供电，安装过程中请确认电源线接线正确后再给设备上电。 

 ⑥将烈度仪的电源线+网线复合线与烈度仪设备连接。 

接

地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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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烈度仪防护 

为了防止烈度仪遭到撞击、踩踏、磕碰等意外事件，故需加装防护箱用于保护，

防护箱外部要求如下： 

1）尺寸：400×350×300mm  

2）材质工艺：烤漆（浅灰色）+喷字（即：机箱主体采用优质冷轧钢板，板材厚

度 1.5mm，阴极电泳底漆工艺防腐处理，静电喷塑）。  

3）结构要求：左右两侧上部有三层百叶窗，左侧下方一卡槽（放置一般站信息）。 

4）右边侧中间关门锁为内锁，三角形或四边形结构锁，通用型。  

5）箱体无背板。  

6）机箱两侧各有两个壁挂或地面摆墩水平安装耳朵（Φ10mm 腰孔），下侧有 3

个孔（Φ12mm），用于线缆接入。 

3） 软件参数配置 

① 通过烈度仪的液晶屏，查看设备的当前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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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设置电脑 IP 成与烈度仪的 IP 同网段的 IP 地址。如：烈度仪的 IP 为

192.168.26.226，则电脑可设置为 192.168.26.50。 

② 打开 SMS 软件，点击【管理】按钮。在地址中输入烈度仪的 IP，点击【连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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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连接成功后，在菜单【设置】→【通信参数】→【网络地址】中，设置烈度

仪的 IP 地址、子网掩码、网关等信息。 

注 1：烈度仪的 IP 地址要和现场 FSU 设备的 IP 地址位同一网段。 

注 2：烈度仪的网管需要由 FSU 厂家提供。 

 

⑤ 设置完成后，通过 SMS 软件重新连接烈度仪设备（重复步骤 1~3）。 

⑥ 在菜单【设置】→【站台参数】中，设置站点的站台标识、站台编号、站台

名称、经纬度等信息。 

 

注意：台站名称和台站缩写处填写台站编号。 

⑦ 在菜单【设置】→【通信参数】→【JOPEN 通信参数】中，设置实时流服

务器 IP、触发流服务器 IP。 

注意：第一期和第二期烈度仪此处参数设置不一样 

第一期烈度仪参数设置如下： 

(1) 选中“接收服务器 1”，在“IP 地址”中输入接入信息表中各省对应的

实时流服务器 IP，“参数”中勾选启用，“数据类型”中选择“连续波形”，

“数据帧长度 1 秒/帧”，设置完成后点【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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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中“接收服务器 2”，在“IP 地址”中输入接入信息表中各省对应的触发

流服务器 IP，“参数”中勾选启用，“数据类型”中选择“触发、烈度仪信

息”， “数据帧长度 1 秒/帧”，设置完成后点【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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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烈度仪参数设置如下： 

(1) 选中“接收服务器 1”，在“IP 地址”中输入接入信息表中各省对应的

实时流服务器 IP，“参数”中勾选启用，“数据类型”中选择“连续

波形”，“数据帧长度 0.5 秒/帧”，设置完成后点【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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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中“接收服务器 2”，在“IP 地址”中输入接入信息表中各省对应

的触发流服务器 IP，“参数”中勾选启用，“数据类型”中选择“事

件波形”， “数据帧长度 0.5 秒/帧”，设置完成后点【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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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在菜单【管理】→【网络收视服务器】中，设置 NTP 校时服务器 IP。假如

有备用服务器 IP,备用 IP 也需填写。 

 

备注：设置网络时间服务器后，系统会提醒用户是否重启设备，选择

“确定”设备重新启动，点击取消设备不重新启动； 

3 

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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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在菜单【设置】→【加速度计参数】中，设置角度校正参数。 

(1) “垂直向角度（度）”中填写 90。 

(2)“方位角（度）”中填写烈度仪垂直墙面指向墙体方向与正北方向的角度偏

差（顺时针角度）。 

 

      注意：加速度计参数重新设置之后，烈度仪会重新启动。 

⑩ 全部设置完成后，将烈度仪的网线接到 FSU 上。 

⑪ 烈度仪断电重启后，烈度仪的时间会重置为 1970-01-01。 

 
如果重启后，时间能够自动校时，则说明烈度仪设置没有问题，并且自动

校时动能没有问题。 

 

⑫ 查看平台上的数据，如果可以查看到该基站烈度仪的数据，则说明通信正常。

如果自己查看不了，可联系地震局人员帮忙查看。 

  

1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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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验收检查 

当设备安装完成后，全部清理安装区，检查接线质量、绑定线缆标签（含

下电端、设备电源线与网线两端标签、设备标签，每个标签拍照备查）设备安

装牢固程度、并做好防尘防潮处理、仪器设备有足够的散热空间。 

1、设备加电后，地震烈度仪指示灯正常，证明设备正常运行； 

2、填写设备安装调试检查表 

3、画出安装示意图（要求表明安装位置方位、南北偏离度数） 

挂墙 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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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工程开工报告 

项目名称  

台站名称  施工人员  

建设单位  监理人员  

计划开工期  计划竣工期  

主要工程内容： 

1、  

遗留问题及解决措施： 

 

 

建设单位：（签章）                                        

 

 

日期 

 

 

安装工程师：（签章）                          监理工程师：（签章）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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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安装现场条件检查表 

市县名称  台站名称  

设备安装单位  自检人员  

安装人员  检查时间  

控制要点 质量控制目标 检查结果 

台址

条件 

（1）一般站宜安装在地面上，安装在浇筑地面或修建基墩； 

（2）若安装在建筑物承重墙或承重柱，则建筑物为不超过两层的小型建

筑；且地基处回填土不超过 1 米； 

 

基础 

设施 

稳定直流供电 隔离直流 12V，供电功率≥15W，后备供电≥48 小时；  

稳定通信条件 
4G 或光纤专线传输方式，通信速率应该高于 56kbps，

通信误码率不高于 10-6；应具备双向通信能力 

 

防雷 

以防感应雷为主，兼顾防直击雷； 

应对电源线、通讯线、传感器引线采取防雷措施； 

满足 DB/T 60-2015 中 6.2 的要求； 

 

数据接入 
提供准实时站点机房动力环境监控数据及接口，包括但

不限于温度、湿度、供电电压等，并可根据需要调整采

样率。协助采购人将监控数据接入指定服务器； 

 

设备 防护机箱 机箱外观形象、尺寸、标识及结构等符合甲方要求；  

烈度仪 能进行甲方可控的本地或远程升级；  

设备

安装

调试 

设备安装位置 

（1）室内地面安装：在浇筑地面或单独建设基墩上； 

（2）室外地面安装：在单独修建的基墩上安装，并安装

户外用防护罩； 

（3）室内壁挂安装：安装在砌体墙面，≤地面 30cm 

 

仪器设备 

安装调试 

仪器设备按要求固定牢固；  

仪器线路连接可靠，做好防尘防潮处理；  

设备摆放整齐，布线规范；  

烈度仪敲击信号是否正常。  

信号 信号传输 信号是否传送到台网中心  

自检意见： 

自检单位盖章： 

监理意见： 

监理机构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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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通信设备 

项目名称  
设备名

称 
 

台站名称  

VPN地址  

无线网络强度  

备注： 

 

测试结论： 

 

  



29 

 

六、 需拍照环节及要求 

安装方式 拍照环节 拍照要求 

 机房全貌与机房地基细节 能看出机房整体外观以及机房所处的地基（1 至 2 张） 

地面安装 

地面平整后 无凹凸不平和建渣，照片上有卷尺显示安装区域尺寸合格 

测方位角 
用手机靠墙，需清晰看到指北标志，需清晰看到指北针方

位、能看清南北偏离度 

底板固定 水平尺测试底板水平，保证水平并拍照 

安装地震烈度仪 拍照保证水平即设备气泡处于正中间 

设备安装完成后 
设备正上方，能明显看出地面平整，指北标志清晰准确，

地震烈度仪二维码清晰可见 

整体完工照片 能看出安装后全貌、能看清隔离带、线缆布设情况 

标签标示 
标签信息包括：地震局名称、设备名称、地震台名称、安

装时间等 

 烈度仪敲击测试 在笔记本电脑屏幕上拍摄敲击后出现的波形图 

挂墙安装 

离地高度 安装区域底边与地面高度＜30cm 

测方位角 
用手机靠墙，需清晰看到指北标志，需清晰看到指北针方

位、能看清南北偏离度 

安装地震烈度仪 设备二维码、偏离方向及度数；上端水平、侧边垂直 

线槽距离烈度仪高度 10cm 

整体完工照片 能看出安装后全貌、能看清隔离带 

标签标示 
标签信息包括：地震局名称、设备名称、地震台名称、安

装时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