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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说明书内容在产品改进时，有可能未经预告而有所更改。 

本公司拥有该使用说明书的最终解释权。 

物 联 网 膜 式 燃 气 表  

技术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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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系 统 应 用 方 案  

1.1. 系统组成 

本系统主要由数据服务器、WEB 服务器、工作站、管理信息化综合平台和物联网膜式燃

气表等组成。整个系统的示意框图见下图： 

 

 

 

 

 

 

 

 

 

 

 

 

 

 

 

 

 

 

数据服务器是一个包含用户信息数据、价格组成数据、用户缴费交易数据以

及根据管理部门的需要所设计的各种查询统计数据在内的数据库系统。它除了与

WEB 服务器、物联网膜式燃气表进行数据交换外，还具有数据完整性检查、数据

的备份与恢复、数据库用户权限及安全性的管理。 

物联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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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服务器是一台在 Internet 上具有独立 IP 地址的计算机，可以向

Internet 上的客户机提供各种 Internet 服务。在本系统中，WEB 服务器给客户

端提供用户管理、抄表计划管理、抄表记录查询、收费管理、报表管理等界面功

能。 

管理信息化综合平台：通过该平台可直接与物联网膜式燃气表通讯，通过

NB-IOT 网络方式完成对表具的计量数据抄读、状态检测、阀门控制等功能。 

物联网膜式燃气表是系统的计量和控制部分，它完成对用户所用情况的计量

工作。同时，接收管理信息化综合平台，响应或返回指定数据、执行特定动作（如

关阀或开阀）。 

1.2. 系统特点 

 远程控制：可有效实现对表具的远程控制，进行数据读取、参数调整、开关阀控

制等操作； 

 集抄范围广： NB-IOT 覆盖范围广，扩容无限制，接入地点无限制。能满足山区、

乡镇和跨地区的接入需求； 

 NB-IOT 传输具有很高的数据安全性和准确性，不作专门布线，无须安装集中抄表

设备；前期投资少、见效快，后期升级、维护成本低；而且表具安装方式与普通

表基本相同、维护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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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物 联 网 主 板 特 点  

2.1. 功耗评估 

物联网膜式燃气表因自身功耗比较高，不能满足实时在线需求，仅能通过定时在线上传

方式进行数据传输，一般推荐最快联网频率不超过一天一次。 

物联网气表功耗评估 

技术指标 典型值 年平均功耗 备注 

休眠电流 
7uA 61.32mAh 无液晶 

10uA 87.6mAh 液晶常显 

开关阀电流 40mA 1.15mAh 每周开关阀门一次，每次 2秒。 

运行电流 5mA 35mAh 每秒唤醒需要占用 800us 

脉冲采样 5mA 2.5mAh 每天5m³，100个脉冲，单次采样时间50ms 

抄读  730mAh 
联网注册约需要 90秒，平均电流 80mA，

每天上传一次数据。 

    一年最多消耗 856mAh，四节南孚电池容量为 2500mAh，考虑到电池的自放电，不同电流

下容值差异，温度等影响，四节南孚电池可满足二年使用需求。 

2.2. 通讯模组介绍 

M6310 是中国移动推出的一款工业级 GSM 通信模组，支持贴片式 SIM 卡，具有小尺寸、低功

耗、温度范围宽、抗干扰能力强的特点，同时内嵌丰富、稳定、可靠的网络协议，可向无线

抄表、无线 POS、车载等行业客户提供无线通信功能。另有 M5310-A（移动 NB）、BC95-B5（电

信 NB）等移动通讯运营商物联网通讯模组可供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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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数据上传方式 

2.3.1. 定时上传方式 

    当物联网智能表内部时钟运行达到系统设置要求数据上传的时间点时，表具主动上传表

具相关实时数据，并获取相关命令，可设置为每天、每周、每月上传，并可进行组合设置为

每 1 天、每 1 周、每 1月等。 

2.3.2. 人工上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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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任何时间点，用户可通过按物联网膜式燃气表具中的功能按钮，使表具上传实时数据，

并获取相关系统指令。 

2.4. 数据上传错峰 

    由于网络环境和基站容量限制，表具支持上报错峰设置，可设置随机错峰、编号错峰等，

增加网络适应能力，并结合实际运用经验，不同地域网络参数可能发生改变，并可支持设置

相关的参数来适应当地网络环境功能。 

 

2.5. 远程升级 

    当物联网膜式燃气表需求发生改变时，可通过远程升级服务器对主板功能进行升级，满

足不同的使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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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主 要 技 术 参 数  

3.1. 硬件参数 

3.1.1. 双通道脉冲采样 

计量表具的指示装置输出信号为机械信号，要实现无线抄表需首先应将机械

信号转换为电子信号。远传表采用的是磁敏组件组成的脉冲发生器，在机械指示

器 0.01m
3
字轮上安装一永磁铁，两只磁敏组件呈 180°夹角安装其附近，字轮每

旋状一周，每只磁敏组件被吸合至少一次，由此产生一个计数脉冲，表示一个脉

冲体积当量 0.1 m
3
。在电源不间断的情况下，机械、电子记录的累积流量是一致

的。机电转换误差：小于 0.1 m
3
。 

 

 

3.1.2. 双电源供电技术 

物联网膜式燃气表采用内置锂电池加外置碱性电池的双电源供电方案，两种

电源自动切换。 

当外置电池被取出时，控制阀将关闭，表具自动转由内置锂电池供电。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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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未装外置电池，管理人员仍可以抄读表具的状态或发出控制指令。 

锂电池仅提供无线通讯、液晶显示等用电（不负责开关阀等）。在完全没有

外置电池时，一节 ER14505 锂电池也能至少保证五年以上的可靠运行。 

当外置电池安装后，内置锂电池自动切断，不再耗电。同时，控制阀将打开，

恢复使用。 

当锂电池故障时（开路、短路、电量不足等），电路自动隔离，不影响整表

功能。 

3.1.3. 内部实时时钟 

内部采用±10ppm 精度的时钟晶振，一年的误差不超过 10 分钟。另外，抄表

器、集中器抄表时，会自动同步表具当前时钟。保证每个表具的时钟准确无误，

满足实际使用的要求。 

3.1.4. 掉电关阀保护 

    检测到主电源被拔出时，主动关闭阀门，立即停止使用。 

3.2. 软件参数 

3.2.1. 电压检测参数 

一级电压检测点为 4.8V，每秒检测一次，连续检测 2次。 

二级电压检测点为 4.2V，每秒检测一次，连续检测 5次。 

截止电压检测点为 2.5V，每秒检测一次，连续检测 2次。 

3.2.2. 运行参数 

    默认不限购，提示10m³/元，报警0m³/元，透支0m³/元，各项参数可进行软

件配置。 

3.2.3. 干预开阀 

阀门打开需要人为干预打开。 

不需要人为干预，满足条件即可打开。 

3.2.4. 基表故障参数 

    默认按照20天、2天、2天、2天设定，可后期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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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脉冲传感器故障检测 

    默认单脉冲产生次数为30次，间隔为60秒。 

3.2.6. 脉冲计数当量 

    脉冲当量0.1方，双脉冲计数。 

    脉冲当量1方，双脉冲计数。 

    脉冲当量0.01方，双脉冲计数。 

3.2.7. 液晶显示方式 

    非常显，触发显示方式。 

    常显，低电压时触发显示方式。 

    常显，低电压时依然常显。 

3.2.8. 联网供电方式 

    主电6V供电，备电不支持联网。 

    主电6V供电，备电支持联网。 

    主电3.6V供电。 

3.2.9. 主板供电方式 

    仅需外电有电就开阀。 

    仅需锂电池有电就开阀。 

    外置电池、锂电池两者均有电才开阀。 

3.2.10. 上电时间 

    为了给超级电容充满电，默认上电时间为5秒。 

3.2.11. 阀门参数 

    两线制阀门，开阀时间1500ms，关阀时间1000ms。 

    四线制阀门，最大开阀时间2000ms，开阀到位检测，关阀时间1000ms。 

    两线制阀门，堵转电流检测，堵转到位电流90mA，开阀时间2000ms，关阀时

间2000ms。 



智能计量 智慧中威                                             江苏中威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中威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江阴市申港街道申南村张家桥 297-2 号 

0510-68975517  jszwiot@jszwiot.com     

4 .  主 要 功 能  

4.1. 常规功能 

4.1.1. 二级电压检测 

物联网膜式燃气表对电池电压实时检测，当连续检测到电池电压低于一级电

压时，提示用户更换电池，当连续检测到电池电压低于二级电压时，将关闭阀门，

需更换电池后才能继续使用。 

4.1.2. 提示功能 

 按“查询”键可显示表中当前表中剩余量（按键选装）； 

 当主电源电池电压不足时，显示“换电池”； 

 当剩余量小于 5m
3
/元（此值可设定）后，每用 0.1m

3
，蜂鸣五声，按“查

询”时显示“请缴费”； 

 当剩余量达到设定值时，将关闭控制阀提示，用户按“查询”键或反插卡

可打开阀门继续使用； 

 当剩余量为 0 时，关闭阀门，停止使用，按“查询”时显示“请速缴费”。 

4.1.3. 磁干扰检测 

由于采用磁性传感器累积计量，当外界有磁干扰时，有可能会使用累积量产

生误差。本方案设计有外界磁场检测功能，当检测到外置磁干扰时，会关闭控制

阀，停止用户使用。只有当外界磁干扰撤出，用户按功能按钮后，才会恢复继续

使用。故障提示代码“E-6”，磁干扰消失后手动解除。 

4.1.4. 阀门故障判断 

阀门出现故障，表具会继续正常计数，且会多次（默认为 4 次）尝试继续

关闭控制阀。当超过 4 次，阀门仍未关闭，即记录“阀门故障”。抄表器或集中

器抄表时，会反应在表具状态中。故障提示代码“E-8”，排除故障后用手持机或

抄表器发送开阀命令解除。 

4.1.5. 故障异常记录 

针对表端一些故障、异常、特殊事件发生时，用户有了解特定事件产生日期

的需求。表内记录最近 60 次特殊事件发生的时间。包括： 

 强磁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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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流量 

 控制阀故障 

 脉冲传感器故障 

 基表故障 

 电池上电 

 电池下电 

4.1.6. 过流量检测 

当两次有效脉冲的时间间隔小于设置值，即判断为“过流量”，同时关闭控

制阀，此功能默认关闭，需软件设置打开，发生“过流量”保护关阀时需取出电

池，然后在安装上去来解除报警。故障提示代码“E-11”。 

4.1.7. 历史月用量信息记录 

表具可记录最近 10 年每个月的用量信息。（每个月保存数据的日期，可设

置） 

4.1.8. 历史日用量信息记录 

表具可记录最近 60 天 的每天用量信息。 

4.1.9. 阶梯计费 

阶梯气价是指居民每年或每月超过天然气基本消费量后，执行阶梯气价。  

阶梯气价常分为三档，各档气价实行超额累进加价，第一档气量应覆盖 80%

的家庭。无论是后付费模式还是预付费模式，阶梯气价的最基础数据都是一定周

期内用户的累计使用量。阶梯气价对燃气用户用气信息的及时、准确获取，提出

了更高要求，可以预测，具有远程数据抄读功能的燃气表将会占有越来越重要的

位置。 

 可设置 4 阶阶梯气价； 

 可实时调价，也可定时调整阶梯价格； 

 阶梯气价周期灵活可设置。（按每月、双月、每季、每半年、每年等） 

 可设置任一月中的任一天为结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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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0. 液晶显示 

LCD 液晶显示方式分为三种，分别为非常显（按键触发显示方式）、常显（一直显示，

欠压时触发显示）、一直常显（无论是否欠压均保持一直显示），使用时根据需求进行选取，

常显状态时功耗会略高，一般推荐有按钮的外壳采用触发显示方式，无按钮的外壳采用常显.  

4.1.11. 低于提示量报警 

当预付费模式时，低于设定的提示参数时有如下方式可选： 

 液晶提示，液晶提示“请缴费”字样； 

 蜂鸣提示，每用 1 个脉冲当量（此参数可出厂前配置），蜂鸣器提示一次； 

4.1.12. 远程阀控 

物联网膜式燃气表可以接收并响应燃气管理系统平台、手持抄表器或集中器

发出的关闭控制阀指令，阀门关闭后，用户不能自行打开阀门。 

物联网膜式燃气表可以接收燃气管理系统平台、手持抄表器或集中器发出的

打开控制阀指令，用户通过按功能按钮（无人工干预需求时阀门自动打开），可

打开阀门恢复使用。 

4.1.13. 远程数据抄读 

物联网膜式燃气表可以接收并响应燃气管理系统平台、手持抄表器或集中器

发出的抄读数据指令，包括： 

 读控制阀状态（开、关或异常）； 

 读电池电压状态（正常、欠压、电压值）； 

 读外磁场攻击状态（有或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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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累积流量（总用量）； 

 实时价格（表具当前执行单价）； 

4.2. 特殊功能 

4.2.1. 上电显示编号[软件功能] 

    主板上电过程结束之后，主动显示表具编号，一屏显示不完全时分两屏显示，

先显示高位，后显示低位，方便进行编号核对，一般适用于无按钮的模具。 

4.2.2. 干预保护开阀[软件功能] 

    从安全角度考虑，表具所有的开阀操作必须有人为参与，不可自动开阀，可

通过按键或反插卡进行激活开阀。 

4.2.3. 上电动作开阀[软件功能] 

    当定义有干预开阀时，可通过更换电池动作方式实现人为参与激活开阀。 

4.2.4. 基表故障检测[软件功能] 

由于脉冲信号取自于基表计数器，当基表发生故障停止工作后，表具将取不

到脉冲信号，这样用户就可能长期使用而无从计量，给管理部门带来损失。 

本产品可以监控基表的工况。当基表发生故障或其他原因（如用户出外旅行，

确实没有使用），控制器在一段时间内（M 天，可设置）没有采集到脉冲信号，

即警告性关阀，用户按功能键后，可恢复；接下来控制器将继续检测是否有脉冲

信号，一段时间（N 天，可设置）会关一次控制阀，如果连续三次开启控制阀而

仍然没有采集到脉冲信号，可判定基表已发生故障，表具将关阀等待检修。从基

表发生故障到被准确判定采取措施，最长时间为 M+3*N 天，可保证管理部门的

利益损失及用户使用安全。 

故障提示代码“E-9”，解除方法：手持抄表器、管理系统发送开阀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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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表坏判断流程 可能原因 备   注 

 

 正常使用。  

1、基表/脉冲发生器

坏； 

2、电子计数部分故障； 

3、未使用； 

保护性关阀。 

外界触发后打开阀门。 
进行下一次判

断。 

1、用户触发开阀后两

天内有使用； 
计时器清零。 

2、用户触发开阀后两

天内仍无计数脉冲； 
保护性关阀。 

1、基表/脉冲发生器

坏； 
更换表具。 

2、电子计数部分故障； 更换主板。 

3、误判（M+3*N天内未

用到0.1m3）。 

用抄表器打开阀

门，计时器清零。 

 

4.2.5. 脉冲传感器故障检测[软件功能] 

本方案采用双通道脉冲采样，当任一个传感器出现故障。检测到另一个传感

器连续工作动作超过设定次数（默认 30 次），即判断脉冲传感器出现故障，立

即关闭控制阀。为了降低误判概率，结合流量时间，间隔至少为 60 秒。故障提

示代码“E-10”，排除故障后用手持机或集中器发送开阀命令解除。 

4.2.6. 读卡显示编号[软件功能] 

为了便于生产过程中核对表具编号，当 IC 卡中指令数量为 5 条或 6 条时主动显示表具

编号。 

4.2.7. 读卡显示购入[软件功能] 

为了便于生产过程中核对表具编号，当 IC 卡中指令数量为 5 条或 6 条时优先显示购入

有 

无 

正常计数 
计时器清零 

 
有 

无 

是 

否 

保护性 
关  阀 

插卡、按查询 
后打开阀门 

M 天内计数？ 

 N 天内计数？ 

 第三次？ 

关阀 
提示基表故障 

等待 
用户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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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4.2.8. 最小脉冲时间间隔[软件功能] 

两个计量脉冲之间的最小间隔时间，主要用于型式试验测试强磁不计数功能，正常主板

不使用此参数，计数间隔为零。 

4.2.9. 累计用量超限 [软件功能] 

    当基表用量达到设定限值时永久性关闭阀门，停止使用，必须联系管理部门

更换表具，相关故障代码为“E-18”。 

4.2.10. 阀门故障提示 [软件功能] 

    出现阀门故障后蜂鸣器一直鸣叫提示。 

4.2.11. 显示内外电电压 [软件功能] 

    按键查询，进入第二功能屏可查看内外电电压。 

4.2.12. IC卡口保护 [软件功能] 

    当IC卡口插入铁片时阀门主动关闭，插入非铁片时解除。 

4.2.13. 一级电压提示 [软件功能] 

    电池电压达到一级电压时，说明电池即将用尽，用户需尽快更换电池，防止

低于二级电压时阀门关闭停止使用，一级电压提示有如下方式可选： 

 液晶提示，低于一级电压时液晶显示“换电池”。 

 关阀提示，低于一级电压时关闭一次阀门，按键或插卡可打开阀门。 

 蜂鸣提示，低于一级电压时每用一个计量单位蜂鸣提示一次。 

4.2.14. 主板故障提示 [软件功能] 

    当检测到主板故障，如存储器故障、无线模块等故障时关闭阀门。 

4.2.15. 异常流量检测 [软件功能] 

4.2.15.1. 异常流量项脉冲间隔区间 

5 组异常流量项，其脉冲间隔区间由小到大（即流量由大到小）排列，各区

间之间连续，且第 1、5 区间为开区间。第 1 区间无下限，代表超大切断流量；

第 5 区间无上限，代表超小切断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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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5.2. 异常流量确定 

智能表应对任意一个脉冲与前次脉冲的间隔时间记录。 
当脉冲间隔数值在 MinDPi 与 MaxDPi 之间，且偏差不超过脉冲间隔允差

DDPi 时，开始连续记录脉冲数，当连续记录到的脉冲数达到 PNi 个，或持续时

长达到 Ti 分时，确认出现异常流量 i。当脉冲间隔超出允许偏差时，重新开始记

录。 
脉冲间隔偏差按以下方法计算： 

%100
0

0 



DP

DPDPn  

式中：Δ——脉冲间隔偏差； 
DPn——当前脉冲间隔，单位（秒/个）； 
DP0——首个符合条件的脉冲间隔，单位（秒/个）。 

4.2.15.3. 异常流量切断 

当达到异常流量 i时，且满足脉冲持续个数及切断时间（即按 5.3 确定了异

常流量 i），内置阀门应立即关闭。 
    智能表应有液晶显示功能，液晶应按以下代码进行提示： 

E-11 
4.2.15.4. 异常流量切断的解除 

    当发生异常流量，智能表执行了内置阀门切断后，用户可通过长按查询的方

式，燃气表自行打开内置阀门、解除报警。 

4.2.16. 低电压不计量 [软件功能] 

    当电池电压欠压时不进行计量。 

4.2.17. LED提示功能[硬件功能] 

物联网膜式燃气表通过 LED 指示灯与用户交互，可在不同状态下，对用户进

行提示。 

 无线模块工作时，LED 灯自动点亮。 

 用户按功能钮时，LED 短亮一次表示阀门处于打开状态，LED 长亮一次

表示阀门处于判断状态； 

区间 1 区间 2 区间 3 区间 4 区间 5 

分界点 1 分界点 2 

MaxDP1 

MinDP2  

 

MaxDP2 

MinDP3  

MaxDP3 

MinDP4  

MaxDP4 

MinDP5  

分界点 3 分界点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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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到违规操作或表具故障时，且根据不同情况，在上条指示完阀门状

态 2 秒后，通过 LED 闪烁，指示故障类型： 

 LED 闪烁 1 次：电池电压不足。 

 LED 闪烁 2 次：表具收到了关阀指令。 

 LED 闪烁 3 次：有强磁干扰。 

 LED 闪烁 4 次：脉冲传感器故障。 

 LED 闪烁 5 次：基表故障。 

 

4.2.18. 拆卸检测[硬件功能] 

检测到表具外壳被拆卸，或为震动开关时检测到表具切斜移动，阀门主动关闭，关闭后

用户不能自行打开，相关故障代码为“E-13”。为了降低震动等误判断，每秒检测一次，连

续检测到 3 次被拆除信号时判断为拆卸。 

4.2.19. 泄漏报警检测[硬件功能] 

检测到燃气泄漏报警时，阀门主动关闭，当排除隐患后需拔出电池，然后重新给表具上

电来判断报警是否解除，相关故障代码为“E-12”。 

4.2.20. 红外通讯接口[硬件功能] 

具有红外通信功能，可通过红外对表具进行控制与设置。 

4.2.21. 阀门开到位检测[硬件功能] 

阀门检测开到位通过开关到位进行检测，在设定时间内检测到到位开关信号立即停止阀

门动作。 

4.2.22. 开关阀到位电流检测[硬件功能] 

阀门开关到位通过检测电流方式，阀门为到位堵转阀门，当阀门到位之后电流会迅速增

加，一般大于 90mA，连续检测 30ms 判断为阀门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