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空气质量实时监测网络，让呼吸更轻松

空气质量始终影响着人类的健康和我们生活的世界。为了有效地监控和最

小化环境中的污染物，我们需要对其进行准确、即时、现场的检测。我们需

要更好地了解污染物的来源，以作出更明智的决定，并采取更有效的措施。

这一切都将始于Elm空气质量实时监测网络。

Elm是什么？它是如何工作的？

通过一系列专用的纳米技术传感器，Elm被专门设计用于监测室外空气质量。

Elm可实时测量当地污染物浓度水平，并将数据无线传送至基于云服务器

的系统进行数据存储，分析及处理。全套“端到端”的硬件和软件解决方案

可无缝集成于市政分析平台，安装简单、运用快捷，后续运营容易。

让世界为之改变

作为一个可高密度地安装在城市中的传感器网络，Elm能够轻而易举地在

一个小范围内确定污染物来源，能够弥合现有的空气监测点位和传统的、

离散分布的监测站数据之间的空白。城市装备了这一工具，可为空气质量提

供更清晰，更有针对性的见解，并更有益于居民和环境的健康。

空气污染

每年导致

约240万人死亡

好空气 
好生活

空气质量实时监测网络

补充并增强您的空气监测能力

无论当前您用什么系统来监测您所在

城市的空气，Elm将填补那些可能存

在的空白，让您对空气质量有更完整，

也更详尽的了解。通过对每条街、每分

钟、每一天的环境数据进行监测，Elm

将带给您前所未有的、对环境的深入

洞悉。

无缝融合、更高质量、

更为全面的信息

Elm能够与您现有的空气监测技术

网络实现完美融合，可为传统监测

系统及法规数据监测站提供补充信

息。Elm的主要差异在于其可高密度

布控及高度本地化的精密传感器，允

许您了解特定场所的信息，甚至获取

对于社区每个角落的、细节性的信息，

可更好地让所在地的人们参与进来，

更好地制订公共政策。

请设想一下，借助Elm您能够迅速鉴定

污染物热点，在环境事件发生时就能

够即时了解它的影响。例如化工厂排

放的VOCs突然增加，卡车尾气中排放

的NO2水平的提高，这些就是您借助

Elm弹指间即能获取的、既有广度又

有深度的信息。

更健康的城市

更健康的市民

您的城市应该适于生活和呼吸。街道

上的行人，公园的树荫，河川中的水

流，每一个城市的小环境——都是大

环境的一部分。它需要持之以恒的关

注和保护，以确保其健康、安全和可

持续发展。

因此，请将您的空气监测技术带入全

新的阶段。对污染物排放源分析得更

深入，更精确及更区域化。是时候改

变您以往的方式了，亲身体验您所在

社区因此而产生的变化。用您的努力，

切实地改善人类和环境健康。

看到

您所忽视的 

更详细了解Elm及您所在城市的相关信息,请浏览动态地图网址：

http://elm.china.perkinelm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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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否关注所在城市里某个特殊区域的空气质量？或者只

是简单地想知道有关于城市规划、交通方式、法规实施、

公共健康或其它市政规划的依据，Elm为任何场所提供理

想的监测解决方案：

• 公园     • 学校      • 办公区域

• 道路     • 工业园区    • 废气排放限制区

是什么，在哪里  
什么时候

以及如何运作      

近距离了解Elm技术及其应用

紧凑、耐用，能够经受任何天气变化考验的Elm可以很容易地安装

在任何地方，仅需有限的或极少的维护。安装点位可以选择在任何

可挂载及供电的物体表面，每隔20秒采集一份数据,并通过无线数

据传输（wi - fi或GSM）至安全的云服务器。

守护您的城市，关爱您的市民。

Elm 空气质量实时监测网络，可测量大量的环境影响因子及不同浓度的污染物，

主要包括：

此系统可提供准确及精密的数据信息。这些数据非常明了地以时间进行标注或按其他时间单位（如小时、天、周

或月）以叠加方式显示，用于测量及评价特定事件的影响情况。

哪里可以植入Elm?

目标物 技术

二氧化氮 (NO2) 金属氧化物传感器

Ozone (O3) 金属氧化物传感器

Particulate Matter 光散射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VOCs) 金属氧化物传感器

Noise 传声器

Temperature 界电薄膜

Humidity 界电薄膜

仅仅需要3天
污染物就能

改变您的DNA

在这里
整个城市
尽收眼底

直观的软件，无价的见解

每一个监测网络都由一个安全的，可远程登录的云服务器提供支

持，该服务器可用来收集、存储、备份及处理数据。我们可以通过

多种用户界面从这里获取并分享相关信息，包括以地图方式展示每

一个Elm布置点位的实时污染物浓度水平。

基于网页的可视化数据展现方式使我们可以非常容易地去浏览

并且完成一系列原始数据及已处理数据的深度分析报告。除此之

外，Elm提供的丰富信息也可进行动态演示。

从街道到屏幕的

数据传送

与社区交流
Elm报告易于让一般公众及市民

能更好地理解小区潜在的问题，

从而能以一种开放的交流方式让

大家参与进来，以达到改善空气

质量，提高其日常生活的品质的

目的。

传感器监测点位

网络

API

GSM Wi-Fi

网站 状态指示表 报告即时服务

用户界面

云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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