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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 GWC-100 采集器使用说明 

一、国网 GWC-100 型采集器概述 

国网 GWC-100 型采集器主要完成载波信号与 RS485 信号的相互转换功能。

GWC-100 采集器具有独立的 MAC 载波通讯地址，可以完成载波信道网络层规约格式

解析及中继管理。负责载波接收、发送、中继转发应答；GWC-100 采集器为单独 CPU

方式，主 CPU 通过 RS485 端口接收数据，继而向电力线载波转发相应通信规约的载波

信号协议帧数据；亦可通过载波线路上接收直抄帧数据，向 RS485 接口向上转发数据

给控制终端。管理的 RS485 电表数量设定为最大 32 块。 

 

二、技术参数及指标： 

 

项  目 主要技术参数及规格 

参比频率 50Hz 

载波通讯 中心频率 120K，带宽 15/30KHz  

功耗 静态小于 0.5W，载波发射时小于 3W 

电源电压 220V±20％ 

环境温、湿度 温度：－４０～８５℃   湿度：ＲＨ１０％～８５％ 

红外通讯 ≤2 米，支持 DL/T645-2007 

显示 LED 

红色运行 LED 灯：0.5Hz 频率闪烁，表示采集器正在运行，常灭表

示未上电 

状态灯：红绿双色灯，红灯闪烁，表示 485 数据正在通信，绿灯闪

烁，表示载波数据正在通信 

中继功能 载波 N12 协议，支持载波通讯时中继链路功能（可达 7 级中继） 

存储和运输

温度 
-25℃～+75℃ 

 

三、功能说明： 

（1）GWC-100 采集器具有独立的 MAC 载波通讯地址，可以完成载波信道网络层规约

格式解析及中继管理。负责载波接收、发送、中继转发应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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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WC-100 采集器为单独 CPU 方式，主 CPU 通过 RS485 端口接收数据，继而向电

力线载波转发相应通信规约的载波信号协议帧数据；亦可通过载波线路上接收直抄

帧数据，向 RS485 接口向上转发数据给控制终端。 

（2）红外通讯功能： 

通信协议：DLT645—1997/2007； 

通信方式：异步通信，1200bps，偶校验，1个起始位，8个数据位，1个校验位，

1个停止位 ,最大数据长度 L<250 字节. 

（3）载波通讯功能 

通讯协议：晓程 N12 规约； 

载波 MAC地址之间通信：同步通信，500bps，09H AFH为同步帧头，CRC16校验最

大数据长度 L<250 字节 

（4）RS485 通信协议： 

通信协议：DLT645—1997/2007；   

通信方式： 异步通信，1200/2400bps，偶校验，1个起始位，8个数据位，1个校

验位，1个停止位 ，最大数据长度 L<250字节 

四、外形图： 

 

  

                     采集器整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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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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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网 GWC-100 型采集器示意图 

 

黄色线：RS485 通信线 A； 

绿色线：RS485 通信线 B； 

红色线：交流 220V 电源 L 相输入； 

黑色线：交流 220V 电源 N 相输入。 

六、状态灯说明 

       

运行灯（红色） 状态灯（红绿双色） 

                                

     采集器上电后，运行灯以 0.5Hz 闪烁；状态灯为红绿双色灯，红灯闪烁表示 485

正在通讯，绿灯闪烁表示载波数据正在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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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国网 GWC-100 型采集器抄读数据标识 

符合 DL/T645-1997 和 DL/T645-2007 协议帧格式的数据标识均可透传。 

八、国网 GWC-100 采集器和 RS485 安装及接线方法 

接线示意图： 

 

安装方法： 

8.1 将 RS485 电表之间的 485A、B 线用导线分别将 A 线和 A 线连接，B 线和 B 线连接。 

8.2 将Ⅱ型采集器的黄（A 线）线、绿（B 线）线对应连接到底下任何一只 485 电表的

A、B 线上。 

8.3 把Ⅱ型采集器和电表的电源线接到 220V 的电力线上并上电。 

九、验证 GWC-100 采集器和 RS485 电表二者之间 485 线的导通

性 

9.1 红外方式 

9.1.1 选择兰德 PDA（M73E）中的“CJQ2.EXE”程序，进入界面在“红外通讯”项中

选择“二型采集器”，设置国网Ⅱ型采集器的 MAC 地址（如设置Ⅱ型采集器 MAC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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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000000000001），设置 MAC 地址可以和电表通信地址重复。 

9.1.2 选取任何一只 485 电表的通讯地址作为目标地址，用障碍物把 485 电表的红外接

收管遮挡住，PDA 靠近国网Ⅱ型采集器的红外接收管，读取所选 485 电表的电表数据

（如电能量）。 

9.1.3 若 PDA 能读到所选 485 电表的实际数据，则说明Ⅱ型采集器和 RS485 电表二者之

间 485 线是通讯正常的。 

9.2 载波通讯方式 

9.2.1 选择兰德 PDA（M73E）中的“CJQ2.EXE”程序，进入界面在“红外通讯”项中

选择“二型采集器”，设置国网Ⅱ型采集器的 MAC 地址（如设置Ⅱ型采集器 MAC 地址

为 000000000001），设置 MAC 地址可以和电表通信地址重复。 

9.2.2 通过“DemoN12_2007.exe”载波测试软件，选取任何一只 485 电表的通讯地址为

目的地址，读取电表数据（如电能量）。 

9.2.3II 采载波应答电表的实际数据，则说明Ⅱ型采集器和 RS485 电表二者之间 485 线

通讯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