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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产品简介

1.1 概述

该产品为微功耗、防水型监测装置，采用高性能锂电池供电，集压力检测、采集、存储、

无线远传等功能于一体，特别适用于不具备供电条件、环境恶劣的监测现场，广泛应用于供

水、排水、水利、农业等行业。

1.2 产品特点

 压力数据检测、采集、存储、传输一体化设计。

 休眠+唤醒的微功耗设计。

 高性能锂电池供电。

 防护等级 IP68，防水、防潮、防浸泡，极端恶劣环境依旧正常工作。

 电池包外置，SIM卡卡托外置，现场无需开壳，操作简便，防止进水。

 支持远程、蓝牙、液晶面板设置工作参数，现场查看数据。

 支持各家组态软件和用户自行开发软件系统。

1.3 产品功能

 通信功能：支持 4G通讯；支持与多中心进行数据通信；

 工作模式：支持定时唤醒、实时在线两种工作模式。

 采集功能：1路标准的 RS485采集接口，用于采集串口仪表；

1路可扩展 RS485通讯接口，用于扩展 AI、PI等接口

 对外供电功能：可对外提供 14.4V直流电源，为仪表供电。

 近距离调试功能：支持液晶按键调试设备、蓝牙无线调试设备。

 远程管理功能：支持远程参数设置、程序升级。

 报警功能：监测数据越限，立即上报告警信息。

 存储功能：本机循环存储监测数据，掉电不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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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技术参数

硬件配置

1路 RS485 标准的 RS485 采集接口；

1路 RS485 扩展接口；

2路对外接口；

1路唤醒按键；

1个液晶显示屏、配 2 个操作按键；

1路蓝牙无线通讯；

1路远程无线通讯。

通信误码 ≤10
-6

电池容量 可选：19AH（14.4V）、38AH（14.4V）、76Ah（14.4V）

电池寿命 1～10 年（与数据发送频率、通信方式有关）

供电电源 10V～30V DC，默认电池供电：14.4V

休眠电流 ≤30uA

单次采集平均电流 ≤10mA/14.4V

单次通信平均电流 ≤60mA/14.4V（4G 模块）

防护等级 IP68

工作制式 主动上报（空闲休眠、定时唤醒）

设参方式 远程设参，蓝牙设参，按键设参

CPU 32 位处理器

MTBF ≥25000h

存储容量
4M（默认容量）

8M，16M（更大容量可定制）

工作环境 温度：-40～+85℃；湿度：≤95%RH

产品尺寸 298×145×1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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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产品外观

可拆卸电池包

主机

变送器航插

1.6 按键及液晶显示说明

1.6.1按键使用方法及说明

设备包含两种按键：

 唤醒按键：用于唤醒设备以及使能触发按键

 触摸按键：用于操作液晶显示

注：只有触发唤醒按键后，才能使用触摸按键。

面板共有 2个触摸按键，从左至右依次为：

1）左键：短按——右移键；长按（按下时间>3S）——确定键；

2）右键：短按——上移键；长按（按下时间>3S）——取消键；

其按键的作用如下：

 通用功能：

 监测终端处于休眠状态时，点击唤醒按键，设备唤醒，液晶屏亮，并显示相关内容。

 同时按下 2个触摸按键(按下时间>3S)，立即执行一次采集、存储、上报操作。

天线航插

SIM 卡卡托

唤醒按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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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按键功能：

 确定键（长按左键）：

在参数显示界面，长按 3s此键，进入此参数编辑界面；

在参数编辑界面，长按 3s此键，存储所修改的参数。

 右移键（短按左键）：

在参数修改界面，点击此键，光标向右移动，进入下一个数字的编辑。

 上移键（短按右键）：

在普通显示界面，点击此键，显示页面的内容向上滚动 1项；

在参数编辑界面，点击此键，编辑当前光标位置的数值。

 取消键（长按右键）：

在参数编辑界面，长按 3s此键，可退出参数编辑界面，进入显示界面。

在参数显示界面，长按 3s此键，进入主界面。

1.6.2液晶显示说明

显示界面效果

图 1.6.2 界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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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液晶首行字符及图标说明

类别 图标 说明 条件

1
当前

页标题

DAT 数据页：显示各种数据

单击“ ”键可以在各页之间切换PAR 参数页：显示各种参数

ERR 报警页：显示报警信息

2
打开

维护口

维护口打开，可以进行维护 长按“ ”键 5秒可打开维护口

维护口关闭 空闲 30秒，维护口关闭

3
蓝牙

通讯

蓝牙通讯中 手机通过蓝牙维护设备时显示该标识

蓝牙空闲 无蓝牙通讯时该标识消失

4
按键

锁定

按键锁定，此时按键无效 空闲 30秒，按键锁定

解锁后才可操作按键 上下波动侧面按键可解锁

5
报警

提示

提示报警，可在 ERR页查看详

情
产生任何报警信息都会显示该标识

无报警 无报警时该标识消失

6
电池

电量

电池亏电 电池电量<20%
电池电量等级：低 电池电量 20%~40%
电池电量等级：中 电池电量 40%~80%
电池电量等级：高 电池电量 80%~100%

7
采集

提示

提示正在采集 设备执行采集任务时显示该标识

无采集任务 无采集任务时该标识消失

8
上报

步骤

开始上报 有上报任务，上网模块开机

检测 sim卡 正在检测 sim 卡状态

配置网络 正在注网，获取 4G/2G/运营商等信息

上网 正在拨号，获取 IP，信号质量等

无上报任务 无上报任务时标识消失

9 上报

状态

错误状态：硬件故障 步骤 时：模块通讯故障

错误状态：未找到 sim卡 步骤 时：未插卡或接触不良

错误状态：网络故障
步骤 或 时：注网或协商 IP失败

(需排查卡欠费、卡服务不匹配、无网络环境等）

当前是 4G网络

步骤 或 时：会显示当前网络制式
当前是 3G网络

当前是 2G网路

当前是 NB网络

错误状态：中心 1无回应 步骤 时：中心未开或协议错误

上报状态：全部上报任务完成 全部上报任务完成

无状态指示

10
信号

质量

网络信号等级：差 信号质量：1~16
网络信号等级：良 信号质量：17~24
网络信号等级：优 信号质量：25~31
无网络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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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产品安装步骤

2.1 概述

DATA-6217 微功耗测控终端必须正确安装和配置方可达到设计的功能，为保证正确安

装，请用户仔细阅读本说明书。

注意事项：

请确认安装现场有正常的网络信号，参考 1.6.1中触发采存报的方法，观察液晶屏“信

号图标”判断现场信号质量。

2.2 开箱

为了安全运输，产品通常需要合理的包装，当您开箱时请保管好包装材料，以便日后需

要时使用。

包装盒内包括下列组成部分：

 终端主机（含电池组） 1个

 防水天线 1条

 固定底板 1个

 膨胀螺栓 2个

 接线盒和密封胶 1套

 防水天线固定架（选配） 1个

开箱后请用户清点物品数量，具体的数量与用户订货合同一致，若发现破损、丢失、

配件不符，请及时与厂家联系。

2.3 配件组装

配件组装分为两步：①防水天线与终端主机安装→②SIM 卡安装。组装好后，方可带到

现场。

2.3.1 防水接线盒与终端主机安装

核查两者的航插接头内是否存在异物，如有及时清理完后在进行组装。主机左侧第一个

航插孔位为变送器航插孔（对应上方文字标记为采集 1）。航插为两组定位结构。对齐固定

口后向内水平推去即可。如下图 2.3.1-1,、图 2.3.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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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1-1 变送器航插 图 2.3.1-2 插拔接口结构

然后将防水接线盒打开，按照如下线序进行接线，灌胶后再将上盖装好即可。

电路板编号 信号

1 V+

2 V-

3 RS485-A

4 RS485-B

组装完成后，可灌入密封胶防护。

2.3.2 防水天线与终端主机安装

防水天线为 SMB接口，主机的正面从左向右数，第三个航插接口为天线接口（对应上

方文字标记为天线）。插入前请检查是否有异物，以防止接触不良，影响数据上报。接口与

安装示意如下图 2.3.2-1、2.3.2-2。

图 2.3.1-3 变送器 图 2.3.1-4 变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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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2-1天线接口结构 图 2.3.2-2安装示意

2.3.3 SIM卡安装

SIM卡安装在主机正面最右侧（对应上方文字标记为 SIM）。

取下防水帽，拔出 SIM卡卡托。

图 2.3.3-1 防水帽取下

安装 SIM 卡，SIM 卡为标准 micro SIM 卡（中号尺寸卡）。将带有芯片的向外，卡片

缺口向内方向安装。如图 2.3.3-2。

图 2.3.3-2 SIM卡安装示意

SIM卡安装好后，将 SIM卡卡托安装到主机上，对齐固定卡槽。拧紧防水帽。

图 2.3.3-3 卡托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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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接口安装好效果如下图 2.3.3-4所示。

图 2.3.3-4 安装效果

2.4 设备的安装

2.4.1固定底板在墙体上的安装

1、 固定底板各安装孔功能如下：

2、 用 12mm 钻头在墙体上钻出两个深度 8cm 的安装孔，孔的位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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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膨胀螺栓放到安装孔中，用扳手拧紧螺栓。

4、 感觉膨胀螺栓比较紧且在孔内不松动的情况下，拆下螺栓及垫片，把固定底板的安

装孔对准墙体上的膨胀螺栓，用垫片及螺栓固定，用 16mm 套筒紧固螺栓。

注意：螺栓不能高出底板的主平面。

2.4.2主壳在固定底板上的安装

1、 用主壳上安装的 4 个螺钉将主壳固定到底板上，如下图所示。

螺钉

螺钉

螺钉

螺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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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电池组安装

1、 电池组从上往下插入主壳的接头内，紧固电池组个 4个螺钉，固定到底板上。

注：可事先在主壳插头的 O 型圈上涂抹少量润滑硅脂。

2.5 天线支架的安装

将天线安装到天线支架上，并将支架固定到墙体上。

其步骤如下：

螺钉

螺钉

螺钉

螺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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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电池组更换

1、 松开电池组四角的安装螺钉，旋出高度 1cm 左右。

2、 用小号一字螺丝刀沿主壳与电池组的接缝，轻轻向上撬动电池组，待电池组与主壳

逐渐分离后，用手轻轻拔出电池组，直到完全脱离主壳，拆卸过程中注意手扶住电

池组，不要让电池组自由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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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基本操作及使用

3.1 数据采集及处理

DATA-6217 微功耗测控终端为微功耗监测设备，定时采集，并定时存储、上报数据。

以采集压力变送器为例：

变送器的报警状态包含：

 变送器通讯报警

 压力数据上限报警

 压力数据下限报警

 压力数据变幅报警

根据变送器的状态，存在 3种设备运行方式：

1) 变送器通讯正常，压力数据正常，无上下限、变幅报警时：

设备按照正常状态下的采集、存储、上报时间间隔运行。

2) 变送器通讯报警时：

设备按照正常状态下的采集、存储、上报时间间隔运行。

3) 变送器通讯正常，压力数据上限报警、下限报警或者变幅报警时：

设备按照报警状态下的采集、存储、上报时间间隔运行，直到

 连续 3次采集压力数据，无报警，设备恢复正常状态下的采集、存储、上报时

间间隔运行。

 报警状态持续时间≥3*正常状态下采集间隔时间，设备恢复正常状态下的采

集、存储、上报时间间隔运行。

3.2 液晶面板显示及参数设置

产品包含了 1个液晶显示屏和 2个触摸按键，可显示产品的数据、参数以及报警信息，

亦可通过液晶和按键给产品设置参数。

2个按键，根据按下时间长短，实现 4个功能：

左键：短按——右移键；

长按（按下时间>3S）——确定键；

右键：短按——上移键；

长按（按下时间>3S）——取消键；

注：按键操作前，需用外壳右端的唤醒按键触发(按键“向上”再“向下”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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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是液晶显示项：

由上图可知，液晶显示主要分为 3部分：

 数据区：显示所采集数据等

 数据区共包含 6个显示量。默认显示压力值。

 通过“上移键”，可翻看这 6个显示。

 在选中参数设置量时，通过“确定键”，进入参数显示区。

 在选中报警信息量时，通过“确定键”，进入报警状态显示区。

 参数区：显示产品主要参数，并支持设置参数

 在参数区，分为两级：I级-参数分类名称、II级-参数显示编辑量。

 显示在 I级-参数分类名称时，按“上移键”，可翻看此级显示项；

按“确定键”，进入对应 II级显示；

按“取消键”，进入数据区显示。

 显示在 II级-参数显示编辑量时，按“上移键”，可翻看此级显示项；

按“确定键”，进入此项编辑修改模式；

按“取消键”，进入参数 I级显示区。

注：进入项编辑模式前，需要输入设备密码“1234”，若密码输入错误，则无

法进行参数编辑修改。

 在参数编辑修改状态下，按“上移键”，编辑光标所在位置的数据；

按“向右键”，移动光标到下一个数，进行编辑修改；

按“确定键”，确认此项数据修改；

按“取消键”，取消此项数据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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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警区：显示产品报警信息

 在数据区，选中报警信息量时，通过“确定键”，进入报警状态显示区。通

过“取消键”，退出报警区到数据区。

 产品报警，自动跳转到报警界面，此时。通过“确定键”，退出报警区到跳转

之前的显示位置。

3.3 手机蓝牙 APP 使用

3.3.1设参软件的安装环境

工具软件需安装在 Android 操作系统环境下。

3.3.2设参软件的安装

手机上点击安装包“设备维护.apk”文件，安装软件。

3.3.3设备连接

 打开手机蓝牙，点击手机桌面的“ ”进入 APP 主界面将自动进行设备扫描，

可输入产品型号“6217”，点击过滤，选择连接的设备进行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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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参数设置

在连接界面，点击参数设置，进入设备参数维护界面。若失败，提示程序版本问题，

可参考程序升级功能操作，在中心下载对应程序编号，即可成功进入参数维护界面。

每一项里，都有多个参数：

 基本参数：设置蓝牙识别名称

 中心网络通讯惨：设置 4G网络参数，包含 4个上报中心以及 1个维护中心的参数；

 时间参数：设备采集、存储、上报以及加报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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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力变送器参数：设置变送器串口参数、报警阈值以及标准大气压参数等；

在参数维护界面，点击读产品，读取产品参数；点击写产品，保存修改的设备参数。

点击手机上的返回键（◁），APP退出参数维护界面，返回到设备连接界面。

3.3.5实时数据

在连接界面，点击实时数据，进入设备数据调试界面。

点击读产品数据，读取设备数据。

由上图可知，产品数据分为 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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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状态：

 电池电压：

 压力数据：

通过读产品，可不断更新产品数据。

点击手机上的返回键（◁），APP退出数据调试界面，返回到设备连接界面。

3.3.6程序升级

在连接界面，点击程序升级，进入程序升级界面。

支持从中心下载对应程序，并烧写到设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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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其它功能

手机蓝牙 APP还具有校时、清空记录以及恢复出厂、产品重启功能。

在连接界面，点击更多，可显示出更多的操作界面。

1. 校准时钟：可以选中“使用系统时间”或自定义日期时间，然后单击“校时”即可

实现校准设备时钟的操作。

2. 清空记录：点击确认执行操作。

3. 恢复出厂：恢复出厂前的产品参数，点击确认执行操作。

4. 产品重启：点击确认执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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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常见问题解决方法

常见故障分析与处理措如下表所示：

序号 故障现象 可能原因 处理措施

1 未定时启机

◆电池未安装好 ◆检查电池是否安装完好。

◆采集存储上报间隔设置

有误
◆检查采集存储上报间隔设置是否正确。

◆时间基准设置有误 ◆检查时间基准设置是否正确。

2

不上网

(根据液晶显

示查看上网

状态)

◆ + 报警，硬件故障 ◆需要返厂检测

◆ + 报警，

未插卡或接触不良

◆重新插入 SIM 卡，再次测试

◆SIM卡质量有问题：将 SIM卡插入手机

中，检查 SIM 卡质量

◆需要返厂检测

◆ 或 + 报警，

网络连接失败

◆查看监测终端接入点、网络传输方式设

置是否正确。

◆检查 SIM 卡是否欠费。

◆与移动公司确认卡是否开通相关业务。

◆信号质量差

◆需要返厂检测

◆ + 报警，

连接中心失败
◆中心未开或协议错误

◆ 报警，电池电量不足 ◆更换符合要求的电池。

3 按键无反应
◆液晶显示有 标志，

按键处于锁定状态

◆需用触发唤醒按键，在显示屏看到无锁

定标志后，再进行按键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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