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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安装配置软件连接 RTU： 

1. 下载安装配置软件： 
北京天同创新通信有限公司研发生产的 RTU 水文遥测终端（以下简称 RTU），需下载配置软

件安装于计算机，可以通过网口、WIFI 和串口连接 RTU, 如下图所示： 

 

2. 网口连接： 
RTU 具有以太网接口，出厂缺省 IP:192.168.1.251, 直接网线接入局域网，计算机的网口 IP

设置在相同的网口，配置软件即可连接 RTU, 如下图所示。 

 

http://www.comway.com.cn/software/ComWayDtuConfig.exe
http://www.comway.com.cn/software/ComWayDtuConfig.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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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ifi 连接： 
RTU 具有 WIFI 通信功能，出厂缺省是 AP 热点模式，IP 地址：192.168.1.251，连接密码：

comway666。RTU 通电后，笔记本电脑的 wifi 网卡即可搜索到以 RTU 的设备 ID 为名称的热点，

如下图所示。 

 
电脑连接此热点成功后，即可如前图同样的方式输入缺省 ip 地址：192.168.1.251，连接 RTU。 

4. 串口连接： 
如下图所示，RTU 的串口 0 为配置端口，是 RS-232 接口，通过串口线连接电脑。其缺省串

口参数：波特率 115200，数据位 8，校验位无，停止位 1。 
 

 
 

在配置软件中，正确选择串口号和串口参数，点击连接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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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配置软件操作流程： 
 
 
 
 

二、 连接 internet 或者 APN 专网的方式： 

1. RTU 连接 INTERNET 或者 APN 专网的联网方式。 

 

2. 4G 连接 INTERNET 或 APN 专网: 
插入 SIM 卡，通电后 RTU 的 PWR 灯常亮，即实现连接 INTERNET。接入 APN 专网时，需要

在“高级选项”设置专网卡的 APN 地址，如下图所示。 

 

连接 RTU 
(网口、WIFI、串口) 

读取 RTU 现

有参数 
设置参数，写

入指令 
保存配置，重

启 R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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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RTU 需要同时连接 2 个 APN 专网时，还可以外挂 DTU，插入另外一个专网卡，实现数据

通信。 

3. 通过本地路由器连接 INTERNET 或私有专网: 
RTU 具有网口和 WIFI，可以连接到局域网或者 WIFI，通过宽带路由器连接 INTERNET。 
 
当通过网口连接 INTERNET 时，如路由器的 IP 地址为：192.168.1.1，设置如下图： 

 
当通过 WIFI 连接 INTERNET 时，在“WIFI 设置”页面，设置“开启 WIFI 终端”，设置连接的

热点的名称和密码以及认证加密方式，再设置正确的 IP 地址，具体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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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设置 WRC-820 水文参数 

如下图所示，在如下界面设置 RTU 水文参数。水文参数遵循水文和水资源通信规约，涉及

多种工作模式和传感器参数，在此无法尽述，只能基于常用的河道工作类型及常用的雨量、水

位等传感器给以简要说明。 
 

1. 设置 RTU 连接的服务器： 
首先设置服务器地址和通信端口，格式为：122.11.11.11:9999。RTU 可以设置最多 4 个服务

器地址，而且可以设置上传到各个服务器的数据报文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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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TU 的工作模式和休眠模式： 

1) RTU 的休眠模式： 

RTU 支持微功耗休眠工作模式，可以配合高能锂电池长期工作。 
0：正常功耗模式（出厂缺省）； 
1：微功耗休眠模式  

 

2) RTU 的工作模式： 

工作模式 描述 
1：自报模式 主要用于定时报，RTU 定时主动上传报文 
2：自报确认模式 功能与模式 1 一致，需要服务器返回确认帧，否则继

续重发报文直到收到确认帧 
3：查询/应答模式 被动等待服务器的查询报文，并给与回复 
4：调试或维修模式 发送测试报，多用于设备调试时 

 
 自报工作模式及自报确认工作模式 
 
 事件触发（被测要素值发生一定变化）时，RTU 主动发送数据；  
 定时触发时，RTU 应按规定的时间主动上报发送数据；  
 自报工作优先级依次为：告警自报，要素值变化自报，特定条件自报，定时自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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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报式又分为无确认自报和确认自报。无确认自报表示 RTU 发出数据，服务器端无需响应。

确认自报表示 RTU 发出的数据报文，服务器端需要发出“数据正确”或“数据出错”的确

认帧。 
 
 
 查询/应答工作状态 
 
 服务器端发出指令对 RTU 进行数据查询、参数（状态）设置或设备控制；RTU 应响应指令

发送所查询的数据或状态、设置参数或执行控制设备指令并返回执行结果。（服务器端发出

的校时指令就是一种参数设置指令） 
 

 服务器端查询的方式有定时查询，顺序查询和随机查询（随机查询的优先级高于定时查询

和顺序查询）。  
 
 
 调试或维修状态： 
    主要用于 RTU 外接水位、雨量、摄像头等设备的安装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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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数据只做检查用，不存储。 

 

3. 设备地址和终端类型 
中心组地址：需要水文监测系统平台分配。 
 
终端地址：可以设置 10 位 HEX 码，多用于填写水文平台分配的终端识别 ID。 
 
终端类型编码，可以查询附件遥测站分类码 
 

4. 数据上传类型及报文确认方式： 

1) 多包确认模式： 

0：只确认最后一个报文--- 
1：确认每个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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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包传输响应： 
 
    适合于某些特定的通信信道，这种信道资源一般比较拥挤，不适合采用一问一答的通信握

手方式。这种情况下，发送方将要发送的数据分包依次发完，接收方只给一次“确认”应答，

告知发送方数据全部正确；若某个包数据有错误或未收到，则发送带错误数据包号的“否认”

响应帧。  
 另一情况是，当报文较长，数据量相对较大时，为提高传输效率，应将报文分隔成若干个

数据包，所有数据包一次顺序发完，可以减少通信“握手”时间。 
 

 

2) RTU 上传服务器数据格式： 
 
    在水文监测系统设计与建设时，应根据采用的数据传输信道类型及其特性和项目需求，选

择 ASCⅡ字符编码或 HEX/BCD 编码帧结构，报文应采用同一种编码结构，不得交叉使用。  
 

 

5. 数据报文类型： 
RTU 主动上传的报文类型：测试报、定时报（ 定时报最小单位是 1 小时）、 均匀时段报 、

小时报、 加报。 
其中测试报，只有在 RTU 在测试工作模式下，才能发出。 
加报，只有在设置了报警阀值且实际测量值达到了报警阀值时，才会发出。加报的发出以

满足报警条件为准，实时发送。  
 

1)  RTU 采样时间间隔：  

    处理器扫描各个输入输出端口的时间间隔。 

2) 保存记录时间间隔： 

    按设置的时间间隔存储雨量和水位数据。 

3) 定时报时间间隔：  

设置 RTU间隔几个小时上报雨量和水位的参数。   

取值范围：1、2 、3、6、8、12、24     

缺省值：1   

单位：小时 

4) 加报时间间隔： 

加报的时间间隔。即，每次整点上报后每隔多长时间进行一次加报  

取值范围：5，10，15，20 ，30   

缺省值：30  

单位：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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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设置雨量传感器参数和报警阀值： 

1) 雨量计分辨率 

取值范围：0.1、0.2、0.5、1~999 
缺省值：0.5   
单位 mm 
 

2) 雨量阀值 

如果雨量超过“雨量加报阀值”，则将当前的雨量数据上报 
取值范围：1～99 
单位：mm   
 

3) 雨量起始时间 

取值范围：0:00-23:00 
缺省值： 8:00  
单位：小时   
 

7. 设置水位传感器参数和报警阀值  

1) 水位计分辨率 

取值范围：0.1/0.2/0.5/1~99 等其它整数 
缺省值：46   
单位：厘米   
 

2) 水位基值    
 
水文监测系统中用于水位监测的假定基面，它的取值是低于历史最低水位或河床最低点的高程

值。对于水文测站，该值可采用测站基面   
 
取值范围：0.1/0.2/0.5/1~999 等其它整数，可以是负数 
缺省值：0   
单位：厘米     
说明： 

如果水位计采用的是类似超声波水位计/雷达水位计，则当前水位值读数取水位基值与实际

测量读数之差。 
例如，水位基值设为 500(CM)，水位计实际测量读数为 347(CM)，则当前实际水位值应为

8.47（M） 
如果水位计采用的是类似浮子水位计/气泡式水位计，则当前水位值读数取水位基值与实际

测量读数之和。 
例如，水位基值设为 100(CM)，水位计实际测量读数为 247(CM)，则当前实际水位值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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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M） 

3) 水位修正值 
 
是指相对水位与传感器采集水位值之间的差值。  
注：它与水位真值之间的关系是：水位修正值=水位真值-水位基值-传感器采集水位值。 
 
取值范围：0.1/0.2/0.5/1~9999 等其它整数，可以是负数 
缺省值：0   
单位：厘米     
 

4) 水位阀值   

当水位高于加报水位的预警阀值。 
取值范围：1～9999 整数 
缺省值：125   
单位：厘米   
 

5) 水位以上加报阀值   

当水位高于加报水位的预警阀值。 
取值范围：1～99999 整数 
缺省值：1   
单位：厘米   
 

6) 水位以下加报阀值 

当水位低于加报水位的预警阀值。 
取值范围：1～99999 整数 
缺省值：50   
单位：厘米   

 

四、 设置 WRC-820 的传感器参数： 
 
在如下界面，可以设置雨量、水位、流量等传感器的查询指令和解析方式。 
 
传感器类型选项栏可以选择： 

0：关闭传感器 
1： RTU 管脚采样-----外部传感器直接连接到 RTU 的模拟量输入（AI1,4-20ma）、和脉冲

量输入（PI1,常接翻斗雨量计）。 
 
2：485 接口 modbus 协议----外部 modbus 协议传感器接在 RTU 的 RS-485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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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设置 WRC-820 的控制指令 

在如下界面，用户可以读取 RTU 软件版本信息。可以设置 RTU 的内部时钟。还能直接实现

人工置数，直接输入数据（HEX 码），点击写入即可。具体报文需要遵循水文规约，例如：水文 
"QA 12.345" 代表累计流量为 1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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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功能包括：主动发送水文报文（设置报文类型）、设置 RTU 进入软件升级模式、重启复

位、清空 flash 内部历史记录。 
 

六、 RTU 按钮设置参数 

详见 WRC-820 LCD 液晶屏按钮设置框图。（另附 PDF 文件） 
 

七、 RTU 远程维护的启用 

在线远程网管是帮助用户更高效的进行项目后期维护有力工具。RTU 具备以下两种方式来

实现在线网管。 
 

1. 加入 comway 网管平台： 
如下图所示，可以在“高级选项”配置页启用网管（必须能够连接公网），下载 NETVIEW 网

管软件，即可实现远程在线维护。 

 
 

2. 建立 vpn 通信，使用配置软件来实现在线网管 
当 RTU 设置加入 VPN 网络后（VPN SERVER 可以安装在公网或者 APN 专网内），在电脑端运

行 DC-VPN 软件加入 VPN 网络后，配置软件即可如下图所示输入 VPN IP 连接 RTU。 

http://www.comway.com.cn/2018-solution-netview.html
http://www.comway.com.cn/2018-solution-netview.html


                        

14 

 
 
 
 
 
 
 

附录一：遥测站分类码 

序号 遥测站类别 遥测站分类

码(HEX 码) 
遥测站分类

码(ASCII 码) 
信息 

1 降水 50H P 降水、蒸发、气象 
2 河道 48H H 降水、蒸发、河道水情、气象、水质 
3 水库（湖泊） 4BH K 降水、蒸发、水库水情、气象、水质 
4 闸坝 5AH Z 降水、蒸发、闸坝水情、气象、水质 
5 泵站 44H D 降水、蒸发、泵站水情、气象、水质 
6 潮汐 54H T 降水、蒸发、潮汐水情、气象 
7 墒情 4DH M 降水、蒸发、墒情 
8 地下水 47H G 埋深、水质、开采量 
9 水质 51H Q 水质、流量、水位 

10 取水口 49H I 水位、水质、水量、水压 
11 排水口 4FH O 水位、水质、水量、水压 
12 其他 自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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