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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产品概述  

    Comway WRC-820是一款4G通信和水文遥测功能一体化的终端机，适用于水文水情遥测，

具备数据采集、显示、存储和远程上报，管理功能。 
     

Comway WRC-820 支持低功耗工作模式，具有多路传感器接口，支持多数据中心通信，并

具备大容量数据存储能力。 
 

 
 

1. 功能简介   

WRC-820 包含如下功能： 
 
数据采集 
 定时采集水位数据   
 触发采集雨量数据   
 电池电压上报功能   
 连接高清监控摄像头，定时拍照   
数据上报 
 定时上报   
 加报  
 远程召测  
 远程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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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置数 
 测试报 
RTU 工作模式 
 自报式 
 自报确认式 
 查询/应答式 
 调试或维修状态 
 数据存储 
 RTU 本地配置  
 串口工具配置 
 液晶屏按键配置 
 

2. 产品标准 

遵循标准 
 SLT 180-1996 水文自动测报系统设备遥测终端机 
 SLT 102-1995 水文自动测报系统设备基本技术条件 
 SL61-2003 水文自动测报系统技术规范 
 SL651-2014  水文监测数据通信规约 
 SZY203-2012 水资源监测设备技术要求 
 SZY205-2012 水资源监测设备质量检验 
 
符合规约 
 《水文监测数据通信规约》 
 《水资源监测数据传输规约》 
 

3. 产品规格  

模拟量输入  

通道数量    4 

模拟量输入方式   可选择 4～20mA 电流或 0～5V 电压 

分辨率  12bit 

测量精度  0.005 

开关量输入  

通道数量  4 

脉冲量输入  

通道数量    6 

开关量输出  

通道数量    3 

断电记忆    自动恢复到设置的初始值 

数据存储  

存储方式    16M Byte flash，循环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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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钟  

工业时钟      网络自动校时,上位机规约报文校时 

通讯接口  

网口 1 个，可以外接高清网络摄像头（支持海康，大华等） 

串口  4 个，可以跳线设置 RS-232 或 RS-485 

无线数据通信  

4G 全网通 Cat4 支持 LTE-FDD, LTE-TDD 

 支持 WCDMA、CDMA2000、TD-CDMA 

 支持 GPRS、CDMA 

短信 SMS  支持 

SIM 卡座  抽屉式 

数据通信协议  水文监测数据通信规约，水资源监测数据传输规约 

VPN 通信 基于 COMWAY VPN软件在公网或者专网搭建私有 VPN通信 

参数设置  本地及短信息远程配置 

电源输入  

输入电压  6～24V DC 

工作电流   20~40mA @12V 

待机电流  10mA @12V 

低功耗工作电流   2-5mA @12V 

微功耗工作电流 200ua@7.2V(2 节锂电池供电) 

峰值电流   1A 12V DC 

电源输出  

数量  2 路 

输出电压  12V DC 

环境参数  

工作温度    -30°C～+70°C 

湿度范围    0－95%，非冷凝 

 
 

二、 产品功能 

1. 数据采集 

1) 定时采集水位数据   
 
    WRC-820 支持模拟量 4～20mA 或者 RS485 接口水位计。如：浮子式水位计，雷达水位

计，压力水位计，气泡水位计。  
    依据设定的时间间隔，如 5 分钟， 读取一次水位计的值。   
 
2) 触发采集雨量数据   
 

mailto:200ua@7.2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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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RC-820 目前支持翻斗式雨量计。 
    通过记录开关量变化的累计数，呈现雨量数据。  
 
3) 电池电压   
 
   在电池供电的工作环境中，WRC-820 可以读取输入电源的电压值，并在每次的传输中都  
将该值发送给水利综合信息监测系统，帮助用户实时监控现场电池的能量状态。 
     
4) 图片拍照和连接视频摄像头  
 
    WRC-820 可以连接串口照相机，并能定时或接受前置机软件的命令控制数字摄像头的  
供电、拍摄动作，完成对监视目标的图片拍照功能。图片可以通过 4G 网络上传。   
 
 
报送遥测站摄像头拍摄的静态图片，通常采用 JPG 格式 
 
 

WRC-820 具有网口，可以外接视频摄像头，通过公网或者 VPN 网络传输实时的现场视频

图像。 
 

2. 数据上报 

1) 定时报 
 
遥测站以时间为触发事件，按设定的时间间隔向中心站报送实时水文信息。定时报兼具有“平

安报”功能，同时上报遥测站电源电压及报警等遥测站工作状态信 
 
2) 加报 
 
    在某些天气环境下，某一较小的时间段内可能会有较大的降水量，或者会有较大水位变  
化，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设置变化阈值来检测。当变量达到设定的阈值时，就将该变  
量数据马上发送给水利综合信息监测系统，从而使中心能及时了解当地雨水情在短时间  
内的细节变化。   
 
 
被测要素达到设定加报阈值，遥测站向中心站报送实时信息、遥测站状态及报警信息等 
 
 
3) 远程召测   
    WRC-820 可以接收短信召测命令，然后通过 4G 网络上线将数据上报。 
 
中心站查询遥测站所有要素最新实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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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远程查询 
    远程查询的作用主要是对缺失的某时段数据进行读取，或者校对水利综合信息监测系统  
的数据正确性。   
 
中心站查询遥测站实时数据 
中心站查询遥测站时段数据 
中心站查询遥测站状态和报警信息  
 
 
5) 人工置数   
    WRC-820 可以对雨量、水位数据进行人工置数，主要用于对遗漏的、错误的数据进行  
处理。人工置数写入的数据将作为正确的数据对待，并保持到存储器中。 
 
 
遥测站报送人工观测、人工置入的水文信息 
 
6) 测试报 
 
 
测试报用于遥测站安装或检修时的数据传输测试。 
测试报的作用有：一是测试通信线路是否正常，二是用于验证遥测站采集传输的正确性，并告

诉中心站测试数据只做检查用，不能写入数据库。  
 
 

3. RTU 工作模式 

自报、自报确认、查询应答以及调试或维修状态四种工作模式。  
 
● 自报式，RTU 在事件触发，定时上报和加报时上线，完成数据传输后又自动下线。 
● 自报确认式，遥测站发出数据，中心站会对数据是否正确做确认。 
● 查询应答式，RTU 保持在线，如果出现网络故障就会自动重新连接。 
● 调试或维修状态，用于现场设备安装和故障处理。 
 

4. 数据存储 

    WRC-820 会将所有整点数据和加报数据都记录到本地固态存储器中，按照目前的数据  
格式，至少可以存储两年的历史数据。   
    历史数据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获取，一种是本地下载，另外一种是远程查询。   
    本地下载需要 PC 通过配置串口接入 WRC-820，然后通过配置软件将数据读取出来作  
为文件存储到 PC 中。   
 

5. 2.5 RTU 本地配置   

    WRC-820 可以通过配置软件，设备上的键盘两种方式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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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盘主要用在简单参数配置、安装测试、人工置数等。   
 

三、 RTU 的管脚定义 

 

1. 包装 

设备包括下列组成部分： 
 设备主机 1 台(根据用户订货情况包装) 
 天线(SMA 阳头) 1 根 
 12VDC/1.5A 电源 1 个 
 RS232 三芯线 1 条 
 

2. 天线及 SIM 卡安装 

（1）将配套天线与设备的天线接口连接好。 
（2）使用尖锐的物品将 SIM 卡槽取出来。 
（3）将 SIM 卡放入卡槽中。 
（4）将卡槽装入设备。 
 

3. 功耗拨键开关 

如下图，设备侧面 10/100MB 以太网口可以连接高清网口监控摄像头，如海康，大华，可

以支持 800 万像素，支持远距离拍照水尺图片，并定时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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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侧的拨键开关，用于切换 WRC-820 的工作模式：正常功耗或微功耗，微功耗工作模式拨

键远离网口。 
    

 

 

 

4. 指示灯说明 
   
    设备提供三个指示灯：PWR、LNK、DATA。指示状态说明如下表： 
   

指示灯状态 说明 

PWR 灯闪烁   正在进行网络注册中 

PWR 灯常亮   完成网络注册 

LINK 灯闪烁   正在连接服务器 

LINK 灯常亮   已连接到服务器 

DATA 灯闪烁 收发数据 

PWR 、 LINK 灯同时闪烁 无 SIM 卡 

DATA 、LINK 灯同时闪烁 可能是 SIM 卡欠费 

 

5. RTU 管脚定义 

VIN 电源供电引脚  VEXT1 对外供电输出 1 

GND 地  AICOM 模拟量输入公共端 

VEXT2 对外供电输出 2  AI-4 模拟量输入端 4 

URX3 （照相机）串口 3 接收  AI-3 模拟量输入端 3 

UTX3 （照相机）串口 3 发送  AI-2 模拟量输入端 2 

DO-3 开关量输出 3  AI-1 模拟量输入端 1 

DO-2 开关量输出 2  DICOM 开关量输入公共端 

DO-1 开关量输出 1  DI-4 开关量输入 4 

DOCOM 开关量供电引脚  DI-3 开关量输入 3 

GND 地  DI-2 开关量输入 2 

工作模式拨键 



                        

9 

TX2/A2 （232/485)串口 2 发送/A  DI-1 开关量输入 1 

RX2/B2 （232/485)串口 2 接收/B  PI-6 脉冲量输入端 6 

GND 地  PI-5 脉冲量输入端 5 

TX1/A1 （232/485)串口 1 发送/A  PI-4 脉冲量输入端 4 

RX1/B1 （232/485)串口 1 接收/B  PI-3 脉冲量输入端 3 

GND 地  PI-2 脉冲量输入端 2 

TX （配置）串口发送  PI-1 脉冲量输入端 1 

RX （配置）串口接收  PICOM 脉冲量输入公共端 

 
 

    说明：用户可根据需要选择串口类型或模拟量类型 

    方法： 拧下产品上盖四角处的螺丝，将上盖取下，通过电路板上的跳线进行选择 

   （1）串口 1、2可以通过跳线设置为 RS232 或 RS485，如下图 

 
   （2）根据变送器输出的是电流还是电压信号，对模拟量端子 AI-1 ~ AI-4 相应进行跳线，如

下图 

 

 

6. 端子接线方式 

1) 供电 
    WRC-820 支持宽电源输入，DC 6~24V，电源接口内置反相保护和过压保护，随设备提供

了标配的 DC12V，1A 电源，如用户采用其他电源给设备供电时，必须保证电源的稳定性（纹 
波小于 300mV，瞬间电压不超过 24V）。 
 

 
 
2) 串口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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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模拟量输入 
    0-5V 或者 0-20mA 变送器，与 RTU 的连线方式： 
    变送器外部供电 

 
 
    RTU 给变送器供电 

 

  
4) 脉冲量输入 
    雨量计的两根线连接至 RTU 的 PI-1 和 PICOM，不分正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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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开关量输入 
    注意：DICOM 必须与 GND 短接 

 
6) 开关量输出   
    开关量输出回路技术指标： 
 输出开关量类型： 继电器输出 
 输出电压范围： DC 0~ 30 V 
 输出电流范围： 最大 200mA 

 
    开关量输出接线方式： 
   （1）继电器外部供电 

 
 
    （2）RTU 为继电器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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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附录-RTU 尺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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