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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付费热量表热量表说明

一、帐户

采用《预付费卡表管理平台》 下的一卡通热量表（YC）账户或暖控阀帐户

热量表账户：

刷预付费热表设置卡和用户卡，计热量（kWh）
可设置报警，透支，囤积限额功能

暖控阀帐户：

刷暖控阀设置卡（不刷用户卡），计天数

刷暖控阀设置卡和用户卡，计关阀日期

到期关阀，无报警，透支，防囤积功能

二、按键&显示

 短按：在当前显示模式下切换显示内容(A2 模式下切换历史月份)

 长按：普通屏显下，长按按键可以切换到 A1~A3 显示模式。

A1 模式第 1 屏显下，长按按键可切换到 A7 模式。

A1 模式第 3, 4 屏显下，长按按键可切换到 A4 模式。

A4 模式下，长按按键可切换到 A5 模式。

 长按释放：长按过程中，屏幕每秒刷新一次轮流显示 A1~A?模式，此时松开按键，即进

入当前显示的模式。

 靠卡成功后显示“good”2 秒，然后按帐户类型分别显示：

热量表账户：“剩余热量”

暖控阀帐户：“剩余天数”或“关阀日期”

1. 上电显示：全显 -> 程序版本号 -> 剩余热量/剩余天数/关阀日期（按帐户类型）

2. 常规显示：

显示模式 分屏 显示内容 最大显示精度/单位格式

A1(用户模式)
无按键情况下显示

10 秒后息屏

1
剩余热量/剩余天数/
关阀日期（按帐户类

型）

整数 热量（kWh）

2 累积热量 1 位小数 Kw.h/MJ/GJ 可设

3 累积流量 2 位小数 m³

4 （瞬时）流量 3 位小数 m³/h
5 功率 3 位小数 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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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进水（温度） 2 位小数 ℃

7 回水（温度） 2 位小数 ℃

8 温差 2 位小数 ℃

9 累积冷量 1 位小数 Kw.h/MJ/GJ 可设

A2(历史用量查询)
无按键情况下自动轮

显 1~4 屏信息 3 遍后

息屏

1 年－月 YYYY－MM
2 累计热量 3 位小数 Kw.h/MJ/GJ 可设

3 累计流量 3 位小数 Kw.h/MJ/GJ 可设

4 累计冷量 3 位小数 Kw.h/MJ/GJ 可设

A3(表信息)
无按键情况下显示

10 秒后息屏

1 表地址(H) XXXXXXX (高 7 位)
2 表地址(L) XXXXXXX (低 7 位)
3 表口径 + 进/回水 dn – 20(口径) 进(回)水
4 年月日 YY.MM.DD
5 时分秒 hh.mm.ss
6 累计(工作)时间 7 位整数 h(小时)
7 故障信息 Err – XX (故障代码)
8 程序版本号 561－20.2

A4(检定非温补模式)
A5(检定温补模式)

无按键情况下显示 1
小时后息屏。

A4 模式”检定”常显

A5 模式”检定”闪烁

1
剩余热量/剩余天数/
关阀日期（按帐户类

型）

整数 热量（kWh）

2 检定累积热量 5 位小数 Kw.h/MJ/GJ 可设

3 检定累积流量 5 位小数 m³

4 检定(瞬时)流量 3 位小数 m³/h
5 检定进水(温度) 2 位小数 ℃

6 检定回水(温度) 2 位小数 ℃

7 检定温差 2 位小数 ℃

8 检定累积冷量 5 位小数 Kw.h/MJ/GJ 可设

A7（预付费信息） 用户累积热量 整数 热量（kWh）

充值次数 0－255

系统维护码 XXXX

透支限额 整数 热量（kWh）

报警量 整数 热量（kWh）

囤积限额 整数 热量（kWh）

3. 热量单位说明

 可以通过上位机设置 MJ、GJ或 kw.h等 3 种显示单位，默认热量显示单位为 kw.h.
 当设置管段口径大于 50 时，自动切换单位为 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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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最大显示数值的说明

 累积热量、冷量正常显示 6 位整数 1 位小数。当累积量数值大于 999999.9 时，系统默

认调整为 7 位整数显示模式。

 累积流量正常显示 5 位整数 2 位小数，数值大于 99999.99 时显示 6 位整数 1 位小数，

数值大于 999999.9 时显示 7 位整数

5. 故障代码（A3 模式）

故障代码 代码含义

Err-00 换能器和铂电阻正常

Err-01 换能器故障/管段里面无水

Err-02 铂电阻故障（未接/开路）

Err-03 换能器故障/管段里面无水及铂电阻故障

Err-04 铂电阻短路

Err-05 换能器故障及铂电阻短路

Err-06 铂电阻一个短路一个开路(未接）

Err-07 换能器故障及铂电阻一个短路一个开路

6. 欠压

休眠、动阀、掉电监测到电源异常均会报欠压；

休眠 < 3.2V
动阀 < 2.8V
掉电 < 2.5V

具体参数见电源、阀门部分

电压恢复后不会主动清除，必须刷故障清除卡

7. 故障

主要为阀门故障：小电流，大电流（堵转），超时

若正反方向活动阀门一周各项参数均正常，可自动清除阀门故障；否则只能刷故障清除

卡强行清故障标志。

故障具体原因见阀门部分。

三、阀门

1、开关阀：
开关阀到位以限位开关为准，限位开关坏则已堵转电流为准。

注：

A. 动阀时间超过≥40s，停阀，判阀门故障;
B. 动阀期间电压≤2.8V，报低电 1 级欠压

C. 动阀期间电流小于 10mA，停阀，报阀门故障；

D. 动阀 5s 后，电流大于 180mA，则判断阀门动作 OK；
E. 动阀 5s 内，电流大于 180mA，停止 1s，反转 1s，再恢复正转。反复三次则判断为堵

转故障；堵转后计 9 次仍无法恢复正常则相应方向不再动阀。

F. 堵转分为开阀堵转和关阀堵转，分别独立判断，下次如果动作 OK 清除相应标志；

G. 如果阀门故障或电池欠压，导致阀门无法正常动作，请在故障解除或更换电池后，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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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清除卡。

2、定期活阀：

每月 14、28号 3 点活动阀门一次。

注：当系统低电故障时，不活阀。

3. 动阀检测低电：

动阀过程中检测低电，如果检测到电压≤2.8V时关阀，报一级低电，刷

卡可以开阀，四天后关死。

四、提示功能

1：当剩余热量小于等于提示报警量时，关阀提醒，刷卡打开；

2：当剩余热量小于等于零时（没有超出透支限额），关阀提醒，刷卡打开；

3：当透支热量超出透支限额时，关阀，用户刷卡不开阀（若阀门出现故障，

仍能记录用热信息；部分工具卡可开阀，计一个用热单位后仍会关阀）

备注：提示报警量，最大透支量等 参考设置卡功能

五、数据保存

1：每天 0 点保存一次数据，保存系统时间（年月日），剩余热量或剩余天数或

关阀日期，用户累积热量，当月流量，当月热量，当月冷量，累积流量，累计

热量，累积冷量。

2：刷卡成功后保存相关信息

（1）：刷设置卡

立刻保存 维护码、系统密钥、维护码、预存量（KWH）或剩余天数、

表类型，透支量、限购量、报警量设置卡标志。

（2）用户卡

立刻保存 表号、充值序号、关阀日期或剩余热量

3：扣热量保存：用热量大于 10KWH 保存

4：每月 0 点保存一次月使用量。

共 24 月历史用量（累计热量 ，累计流量， 累计冷量）

5：整点保存：当月流量，当月热量，当月冷量，累积流量，累计热量，累积

冷量。

热表帐户还保存：剩余热量，用户累积热量。

6：掉电保存（不动阀情况下），内容同整点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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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卡片

采用自寻卡方式(卡片配置 32 分频)

1.设置卡

(1)一卡通热量表

对模块各种参数进行设置、修改：维护码、子表号、系统密钥、预存量

（KWH）、表类型、透支量、限购量、报警量。

(2)一卡通暖空阀

对模块各种参数进行设置、修改：维护码、子表号、系统密钥、预存量

（天数）、表类型、透支量、限购量、报警量。

刷设置卡后可刷时间卡、阀门卡、检查卡、清状态卡、用户卡、清空卡、累

积卡。

2.清空卡

清空数据并开阀

能将模块中除时间和 25个月的历史用量外的各种用户数据清空，使模块

回复至初始状态（预付费超声波模式）。

清空剩余热量，用户累计热量，透支限额，报警量，表号，充值次数，

开户和设置卡标志，系统密钥，维护码。

注：只清用户数据信息，不会清除基表数据（需使用软件指令清除）

3.检查卡

阀门活动一周，并置或清阀门故障标志。

4.阀门卡
反向动阀，改变当前阀门状态。

5.时间卡
设置模块的内部时间；包含年月日、时分秒。

6.故障清除卡
可清除低电，阀门故障标志。

7.(1)预付费超声波 用户卡
①第一次刷表为开户卡，给模块带入：表号（表 ID）、充值序号、本次充值热量；

②第一次刷表后为用户卡，用户卡可对模块进行再次充值、参数修改，并在刷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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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模块中的数据记录带给上位机，返回数据包含：表号、剩余量、模块的其他状态（透

支状态，阀门状态、欠压状态、表状态）；

③充值后模块剩余量小于报警量时，计一个数后，屏显 “请充值”并关阀。

④刷完设置卡后再开户，用户卡对设置卡内的剩余量进行累加，未开户前的累积量

也计入当月累积量中

(2)暖空阀用户卡
①第一次刷表为开户卡，给模块带入：表号（表 ID）、充值序号、关阀日期；

②第一次刷表后为用户卡，用户卡可对模块进行再次充值、参数修改，并在刷表后

将模块中的数据记录带给上位机，返回数据包含：表号、剩余量、模块的其他状态（阀

门状态、欠压状态、表状态）；

8.累积卡
能设置、修改用户累积热量

七．计量

采用压电式超声波换能器

1. 用户模式：每 8 秒测量一次流速和水温

2. 检定模式：每 200ms 测量一次流速，每 8 秒测量一次水温

3. 始动量：0.004（L/s）--14.4L/H
4. 管径范围：DN15－－DN25
5. 流量范围：0.03－－7（m3/h）
6. 测温范围：－25℃－－130℃

相关功能说明：

管段设置：会改变管段流量特征参数；默认为支架。

设置口径：改变口径系数；默认为 DN20；默认计量单位为 kWh，DN50 及以上口

径默认计量单位为 GJ；自动清除流量校准系数。

清流量系数：清除流量校准系数

清温度系数：清除温度校准系数

清检定数据：进入检定模式，并将检定数据清零

A. 分量检：对流量，温度分别进行检定。

B. 总量检：对热量值进行检定。参照行业内常用方法：在计算流速，流量，

质量时采用恒温 50℃进行计算，而计算热量值采用高低温进回水铂电阻实测温度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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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检定过程中所产生的数据会计入用户模式下

D. 检定停水超过 10 秒，再次走水会自动清零上次检定数据，重新计算

校表：将流量校准系数写入表内

校温：将温度校准系数写入表内

温度（流量）补偿：用于高低温流量偏差补偿。50℃校表后，若高低温复核超差，

可使用该功能进行补偿。设定为 3 点进行校正，分别为小流，分界，常用流，误差必

须在±12%以内，小于 35℃为低温补偿，大于 70℃为高温补偿，连同校表时的水温（通

常为 50℃）作为参数一起写入表内。

退出检定：将表内检定数据，用户数据，历史数据清零，退出检定模式，进入用户

模式。

模拟流速：以设定的流速和时间，模拟计算流量，冷/热量，温度为进回水铂电阻

实测值。必须在检定模式，停水状态下进行，数据不计入用户模式。

退出模拟：结束模拟流速

设置进回水端：设置热量表安装位置（进水端或回水端，影响流量，冷/热量计算）；

默认为进水端。

写表冷/热/流量：设置相应累积用量值，以 kWh 为单位写入表内。

单位设置：设置能量数据的单位，kWh/MJ/GJ，系统会自动进行换算。

出厂启用：设置后写表号不再响应

八．通讯

支持 M-BUS 和红外（非调制）接口，采用主－从结构异步半双工通迅方式，2400bps
波特率，协议部分遵循 CJ/T 188-2004 的规定，具体见通迅协议文档。

M-BUS 通讯：
可以读写表中的相关数据，如 表号读写，热量 流量 等。可校表；

强制开，强制关，取消强制

见暖空阀测试工具

红外通讯：可以读写表中的相关数据，如 表号读写，热量 流量 等。可校表；

在检定模式下开启红外。

九．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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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预付费超声波部分：GP2 测出的热量大于等于 1KW.H，作为扣热标准。

2：暖空阀部分

（1）计天数：每天 0 点减 1 天并且保存，到期关阀，不会再减。

（2）计关阀日期：每天 0 点系统时间和关阀日期比较，到期关阀。

十．电源

1. 休眠检电：

每分钟检测一次低电，连续三次电压检测≤3.2V则为低电，报低电 1 级

故障，关阀，刷卡开阀，4天后报低电 2 级故障，阀门关死，刷卡不开阀。

2. 掉电检测：

电压低于 2.5V认为掉电，保存累计流量，累计热量，累计冷量，当月流

量，当月热量，当月冷量。

热量表帐户还保存：剩余热量，用户累积热量。

3. 静态电流

10—17uA

十一．电器参数

1. 工作电压
CPU：2.2~3.6V
读卡：2.5~3.6V
电机：2.2~3.6V
低电：≤3.2V（报欠压）

整表正常工作电压：3.2~3.6V

2. 各模块工作电流
屏显：15~20uA （LCD 模块刷新显示）

息显：10~12uA
读卡：16mA
阀门：20~50mA（正常），180~300mA（堵转）

3. 耗电量评估
1 小时耗电量：3.5mA * 0.0012s * 3600 + 3.93mA * 0.030 * 3600/8

+ 0.013mA * 3600 + 6.25mA * 0.000075s * 3600 = 0.03240625

1 天耗电量：0.03240625mAh * 24 = 0.77775mAh
1 月耗电量：0.77775mAh * 31 + 25mA * 8s * 4 = 24.3325mAh
1 年耗电量：24.3325mAh * 12 = 291.99mAh
(以上计算均为用户模式下的理论值)

按年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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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静态：15uA*3600*24*365=131.4mAh
2.测温/流速：3.93Ma*0.03S*3600*2/8*24*365=106.11mAh
3.刷卡：（假设 1 天刷 1 次用户卡）：16mA*0.2S/3600*365=0.325mAh
4.动阀：（1 个月固定活动 2 次）：25mA*8S*4/3600*12=2.667mAh

合计：131.4mAh+106.11mAh+0.325mAh+2.667mAh=240.50mAh
以一块 3500mAh 锂亚电池来计算，在不考虑电池容量偏差与自放电情况：使用年

数为 3500mAh / 240.50mAh =14.55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