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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本企业生产制造的 JYDZ101-Y 远传电子水表,采用独特的微功耗技术，具有计量精度高、

始动流量小、抗干扰性强、整机寿命长、安装方便等优点。产品符合并优于国家标准 GB/T 

778-2007《封闭满管道中水流量的测量 饮用冷水水表和热水水表》和建设部标准 CJ/T 

224-2012《电子远传水表》标准。主要用于企事业单位及居民小区用水、农村水网改造等计

量与管理工作，并为其合理收费提供科学的、定量的依据。 

2. 功能特点 

1) 采用高灵敏度水表，计量精度高、始动流量小、计量范围宽。 

2) 双电池供电技术，计量电池、通讯电池独立供电，确保水表计量数据的准确性和

可靠性；微功耗设计，水表计量电池可确保水表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工作 8 年以上。 

3) 远传方式为无线，调制方式为 LORA 扩频，频点范围 470MHz~510MHz，空中速率

1Kbps，发送功率小于等于 50mW，接收灵敏度-132 dBm；  

4) 远传通讯方式采用主动上报模式，通讯协议遵循 CJ/T 188-2004 标准。 

5) 液晶显示：通过 LCD 显示已用累积水量。 

6) 数据保存与恢复：累计水量、日冻结、月冻结、年冻结等数据；以及掉电、欠

压、总清零、校时、充值等事件记录。 

7) 数据存储管理：采用数据多芯片循环存储及备份方式，保证数据的可靠性，表

内数据永久存储。 

3. 主要技术参数 

项目 参数 

公称口径（mm） 15 20 25 

长度（mm） 165 195 225 

常用流量 Q3（m
3
/h） 2.5 4.0 4.0/6.3 

量程比 Q3/ Q1 80,100 

准确度等级 2 级 

显示方式 液晶显示 

显示范围 0.0000～99999.9999 m
3
 

流速剖面场等级 U10/D5 

压力等级 MAP10 

温度等级 T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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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从包括最小流量在内至不包括分界流量的低区：±5%；    

从包括分界流量在内至包括过载流量的高区：±2%；  

4. 工作原理简介 

3.1 控制部件框图 

 

 

 

 

 

 3.2 组成说明 

JYDZ101-Y 远传电子水表由基表部件、表头部件两个部分组成。表头部件通过内部的采

样电路直接采集基表叶轮转速、方向等数据信息，经过处理器处理后，把数据存储到内部和

外部的存储器中，并可通过无线远传通讯方式把数据传到主站系统。 

 

5. 液晶显示及说明 

1. 液晶显示总用水量界面 

压力损失等级 Δp63 

气候及电磁环境等级 E1，B 

工作环境 
环境温度：5℃～55℃； 

湿度：≤ 93% R.H. 

安装方式 水平 

供电电压 2.7V～3.6V 

静态电流 <10μ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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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装尺寸及说明 

 

7. 安装与使用 

1) 选择水表口径，应根据用水量的大小以接近常用流量为宜，不能单纯以管道口

径确定水表。工作条件: a)流量范围 Q1～Q4、b)环境温度:5℃～55℃、c)计量介

质温度：0.1℃～30℃、d)水压:0.03MPa～1.0MPa、d）水表禁止通入带有腐蚀性

的液体。 

2) 水表应避免曝晒、冰冻、污染和水淹，且安装位置应方便拆装。在有冰冻期间，

应将水表和水管保温材料包扎，同时将进水端阀门关闭，出水端阀门和水龙头

打开，这样可防止水表因冰冻膨胀而损坏。 

3) 应根据水表标示进行安装（“H”为水平安装，“V”为垂直安装），且表壳箭头与

管道水流方向一致。水表上游端应安装控制阀，便于水表维修。 

4) 水表不应直接与管道连接，水表与管道间应有活动接口（如管接头、螺母、密

封垫圈等。) 。安装水表时,不应受由管子和管件引起的过度应力，以免损坏水

表。 

5) 水表不使用时，电子叶轮如有微小转动，是由于管道中的水压不够稳定或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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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引起的，建议在水表不使用时关闭水表上游的控制阀门以及在水表进水端

装止回阀。 

6) 安装具有节水功能的水表时，在进水口一定要用配套专用管接头，以减少水压

波动引起的水表自转现象。 

7) 新装管道务必将管道内沙子、泥沙、麻丝等杂物冲洗干净后方可装表，以免造

成水表故障。水表安装时，注意水表的连接长度，当两端管路间距超过水表连

接长度时，应修正管路间距，满足水表连接长度，否则间距过大强行安装将造

成水表连接螺纹端断裂或管接头断裂以及连接螺母的损坏；若水表的两端管路

不在同一轴线上，应通过其它途径来修正使之与管路在同一轴线上。 

8) 为计量准确，水龙头应高于水表。 

9) 为保证计量精度，表前应保留 10D（D 为管道口径）以上直管段，表后应保留

5D 以上直管段，同时尽量避免弯头、三通、锥管、泵的干扰。若进水口管道有

缩径管时，表前直管段在 15D 以上；进水口管道有 90o 弯头时，表前直管段在

20D 以上；进水口管道有半开的阀门时，表前直管段在 50D 以上。 

10) 为使水表能长期正常工作，水表内应始终充满水。如果空气有可能进入水表，

应在水表上游安装放气阀。 

11) 应防止安装场所周围环境的冲击或振动导致水表损坏，还应避免水表承受由管

道和管件造成的过度应力，必要时须将水表安装在底座或托架上。 

12) 应采取措施防止不利的水力条件（空化、浪涌、水锤）。 

13) 上下游水管应适当固定，以保证在拆除水表或断开一侧连接时，任何部分都不

会因水的推力而移位。 

14) 由于未严格按照安装注意事项进行安装，造成水表或其配件的损坏，一切损失

由安装者自负。 

8. 常见故障及排除方法 

序号 故障描述 排除方法 

1 
水流很小 

或者无水 

水表在长期使用过程中，若管道内有杂物、

铁锈等沉积物难免会堵塞滤水网而影响供水

和准确计量，如出现上述情况应与当地自来

水公司取得联系并予以解决，不得自行拆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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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常显低电压符号      
电池欠压或者失压，请及时与自来水公司或

物业公司取得联系。 

 

9. 运输存储 

1) 水表运输和拆封不应受到剧烈冲击，应根据 GB/T 13384-2008《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

条件》的规定运输和储存。水表按规定装入箱后，可用无强烈震动交通工具运输。运

输途中不应受雨、霜、雾直接影响，按标志向上放置并不受挤压撞击等损伤。 

2) 水表应贮存在干燥、通风好，且在空气中不含有腐蚀性介质的场所。保存在原包装内，

保存地环境温度为 5℃～55℃，相对湿度不超过 70%。  

3) 水表在仓库里保存，应放在台架上，叠放高度不超过 5 层，贮存时间不应超过 6 个月，

超过 6 个月的应重新进行性能检查。 

10. 产品保证期限 

我公司智能水表自售出日起一年内，凡安装合理，用户遵守说明书规定要求正常使用，

确因制造质量引起的内部机件损坏或故障（冻坏除外），并确保制造厂铅封封帽完整且无人为

损坏的情况下，制造厂给予修理或更换。 

11. 配件及声明 

使用前请仔细阅读本使用说明书。随同每只水表有管接头、螺母及橡胶密封圈各两件,

说明书一份。 

本公司的使用说明书并无任何明确或隐含的保证，本公司有对使用说明书进行更改和修

订的权利，产品型号规格及技术指标如有改动，厂家具有最终解释权，一切以实际产品为主。 

 

 

 

   地    址：中国浙江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龙潭路 9 号 

   电    话：（+86）571-89935888 

   传    真：（+86）571-89935899 

   服务电话：400-690-0768 

   网    址：http://www.sunrisemete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