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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定期检查智能水表运行情况，冬季注意防冻。

 已安装于管道但未交付使用的或长期（一周以上）不用水的请关闭智能水表前后阀

门，本公司不承担由此造成的后果。

 智能水表故障或出现电子显示与字轮不相符的情况时，以字轮计量为准。

 请妥善保管 IC卡，避免折弯、弄断。

 智能水表的上游和下游需要安装直径（D）和水表相同、长度分别是 10D和 5D的

直管段，否则会引起较大的误差。

 一个系统中，智能水表的地址不得重复。

 清零卡、检查卡分为专用卡和广播卡，专用卡需输入表地址，只对地址相同的智能

水表有效，广播卡对一个智能网关下的所有智能水表均有效，使用时请谨防误操作。

 智能水表与管道连接时用力不宜过大，以免损坏智能水表。将接头套入接头螺母后

安装到管道上，然后扭转接头螺母将智能水表安装到管道上，期间保持智能水表水

平。智能水表以及接头不应受过大的折弯力，禁止出现如下图所示的安装方式：

关于电池：

 当电池电量不足时，请及时更换电池，否则会造成计量数据误差较大或预付费控制

功能失效。更换电池时，请注意电池正负极性，切勿装反。

 必须由供水单位更换电池并重新打上铅封或者由本公司代为处理。

 更换电池时务必注意极性，必须使用和原装电池同样型号的电池，请勿用其它型号

电池替代。

 更换下的电池请勿随意放置，避免其与其他金属物品或电池接触，以免引起火灾或

爆炸。更换下的废旧电池应做环境处理，或交给本公司统一进行回收处理。

 请勿对电池进行加热、焊接、充电或私自改装。请勿使电池靠近火焰。

 请勿使电池短路, 请勿使电池过热，请勿使电池受到剧烈的物理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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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述

FS-Z智能水表与智能网关配套使用，实现阶梯水价预付费功能和远程抄表功能。一个智能网关可带多

块智能水表，之间通过M-BUS总线连接通讯，建议将智能网关安装在用户容易刷卡操作的地方。

本智能水表具有预付费功能，预交水费并将数据输入智能水表后，智能水表自动开阀供水。所购金额

用尽，智能水表自动关阀停水，用户需重新购水方能再次开阀供水。购水金额输入智能水表有两种数据传

输途径：IC卡刷卡或者 GPRS通讯，两者可混合使用。

通过 IC 卡刷卡传输数据时，供水单位通过管理机将购水金额写入 IC 卡中，然后用户在智能网关的卡

感应区刷卡，IC 卡中信息通过智能网关输入到智能水表，同时通过用户卡回写信息可以查看用户的本结算

周期使用量、本结算周期使用金额、智能水表总使用量以及 12个月的结算数据等信息。

通过 GPRS通讯传输数据时，购水金额通过“管理软件-GPRS-智能网关-智能水表”传输到水表。

本智能水表根据结算周期内不同的用水量自动判定合适的水价核减金额，可实现月阶梯或者年阶梯。

本智能水表可设定 5个分界点、6种阶梯水价，本周期内使用水量不超过分界点 1时按单价 1核减金额，

当大于分界点 1小于等于分界点 2时按单价 2核减金额，以此类推，当大于分界点 5时按单价 6核减金额。

同时本智能水表兼容少于 5 的阶梯、单一水价、后付费功能。

二、 品质保证

 执行标准：

GB/T778-2007《封闭满管道中水流量的测量 饮用冷水水表和热水水表》

CJ/T133-2012《IC 卡冷水水表》

 企业认证：

ISO9001:2008 GB/T1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ISO14001:2004 GB/T24001-2004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OHSAS18001:2007 GB/T28001-201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三、 关键技术

（一）非接触卡（射频卡）技术：采用我公司的专利射频卡技术，应用无线方式传输数据，防水、防潮、

防攻击性能良好。

（二）M-BUS远程通讯技术：只需要 2条信号线，节约成本，稳定可靠。

（三）电动悬浮球阀技术：采用电动悬浮球阀技术，工作可靠，压损小。

（四）全密封设计，所有线路全部用高性能灌封胶密封，无任何外露电极，适合潮湿环境下使用。

（五）防外电、磁攻击技术：当外部进行强电、磁攻击时，智能水表会自动关阀并指示。

（六）小数点浮动显示功能。

四、 主要技术参数

口径（DN） 15mm 20mm 25mm
过载流量(Q4) 3.125 m³/h 5 m³/h 7.875 m³/h
常用流量(Q3) 2.5 m³/h 4 m³/h 6.3 m³/h
分界流量(Q2) 0.05 m³/h 0.08 m³/h 0.126 m³/h
最小流量(Q1) 0.0313 m³/h 0.05 m³/h 0.0788 m³/h

测量范围（Q3/Q1） 80
最小扣费水量 0.1m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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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读数 0.0001m³
最大读数 99999m³
报警金额 0.01～655.35元可设置，出厂默认为 10.00元
报警方式 关阀报警

工作温度 冷水水表:0.1～30℃； 热水水表:0.1～90℃
最低允许工作压力 0.03 MPa
最高允许工作压力 1 MPa

压损等级 Δp63
流动剖面敏感度等级 U10,D5

气候和机械环境安全等级 B级

电磁兼容性等级 E1
最大允许误差 冷水水表:Q1≤Q＜Q2 时误差≤±5%，Q2≤Q≤Q4 时误差≤±2%

热水水表:Q1≤Q＜Q2 时误差≤±5%，Q2≤Q≤Q4 时误差≤±3%

五、 外形尺寸

D

L3

W

H

L1

L2

口径 L1(mm) L2(mm) L3(mm) H(mm) W(mm) D(mm)
DN15 165 255 14 129 105 R1/2
DN20 195 295 16 129 105 R3/4
DN25 225 341 18 129 105 R1

注：L1---智能水表长度 H---智能水表高度

L2---智能水表两端增加接管后的长度 W---智能水表宽度

L3---连接螺纹的有效长度 D---连接螺纹规格

六、 安装

（一）智能水表的安装必须符合 GB/T 778.2 的安装要求。

（二）智能水表的口径应根据安装管道的口径和经常使用的流量小于或接近智能水表的常用流量为宜而

定，安装位置应避免曝晒、水淹、冰冻和污染，方便拆装、读数和刷卡。

（三）智能水表应水平（显示面向上）安装。

（四）新装水表前应先清除管道内的砂石，麻丝等杂物，以免造成水表故障。

（五）智能水表所示的箭头方向应与管道水流方向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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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智能水表若装在锅炉进水端时，要防止锅炉热水及蒸汽回流而损坏水表内部机件，最好在智能水表

出水口处加装止回阀。

七、 系统组成

智能水表的两条通讯线不区分正负极，分别连接到两条M-BUS通讯线上，智能水表的地址不得重复。

智能网关的M-BUS总线最多带 16台智能水表。系统组成如右上图所示：

用户刷卡集中到智能网关上操作，实现对智能水表的操作如设置、开户、充值、查询等。

通过 GPRS以及智能网关可抄取智能水表累计水量、用户购买信息、阶梯水价信息、月冻结信息等数

据。

八、 使用

（一）设置

设置卡可通过智能网关对智能水表进行分界点、单价、报警金额、透支水量、结算日、调价时间等参

数设置，同时可设置智能网关的使用卡区。将设置卡贴近智能网关卡感应区，智能水表依次显示：

“******表号”（表地址）

“阀关/阀开

累计 购入P=*.**元”（总购买金额，元）

“阀关/阀开

购入d=*.**元”（本次购买金额，元）

“阀关/阀开

阶梯U*=*.*m³”（分界点，m3）

“阀关/阀开

阶梯 J*=*.**元”（单价，元/m3）

“C1=金额***.**”（报警金额，元）

“C2=**”、“**-**”（结算方式：月阶梯 C2=01、结算日 00-**日；年阶梯 C2=12、结算日**月-**日）

“C3=****.*m³”（本周期累计用量，m3）

“C4=***.**元”（本周期累计使用金额，元）

“C5=累计****.*m³”（总累计用量，m3）

“C7=***m³”（透支水量，m3）

“Y1=**-**-**”（调价生效时间：年-月-日）

“Y2=**-**-**”、“**：**：** ”（当前时间：年-月-日、时：分：秒）

（二）清零

智能水表出厂时有 10.00 元金额供用户校验和试通水用，正式使用前可用清零卡通过智能网关将智能

水表内数据清零。

（三）启动（开户）

1、用户可以通过用户卡到供水单位进行购水，供水单位可以通过用户卡设置智能水表的分界点、单价、

报警金额、透支值、结算日、调价时间等参数；通过智能网关将以上参数信息写入智能水表中。将写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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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信息的用户卡贴近智能网关卡感应区，智能水表依次显示：

“******表号”（表地址）

“阀关/阀开

累计 购入P=*.**元”（总购买金额，元）

“阀关/阀开

购入d=*.**元”（本次购买金额，元）

“阀关/阀开

阶梯U*=*.*m³”（分界点，m3）

“阀关/阀开

阶梯 J*=*.**元”（单价，元/m3）

“C1=金额***.**”（报警金额，元）

“C2=**”、“**-**”（结算方式：月阶梯 C2=01、结算日 00-**日；年阶梯 C2=12、结算日**月-**日）

“C3=****.*m³”（本周期累计用量，m3）

“C4=***.**元”（本周期累计使用金额，元）

“C5=累计****.*m³”（总累计用量，m3）

“C7=***m³”（透支水量，m3）

“Y1=**-**-**”（调价生效时间：年-月-日）

“Y2=**-**-**”、“**：**：** ”（当前时间：年-月-日、时：分：秒）

2、开户后此卡即成为该表的专用购水卡，不能在其他表上使用。开过户的智能水表必须用清零卡清零后

才能重新开户。

（四）购水

1、用户持用户卡交费写卡后，将用户卡贴近智能网关卡感应区，智能水表显示信息同开户显示。

2、每次购水后，卡中购水金额需通过智能网关输入智能水表中，方能再次购水。

（五）调价

供水单位可对智能水表进行调价或预调价，将最新的分界点、单价、调价日期信息输入到智能水表。

可通过刷设置卡将上述调价信息设置到智能水表上，也可在用户卡购水时将上述调价信息同购买金额一起

输入智能水表，到达调价时间后智能水表自动根据最新的分界点和单价执行阶梯扣费。

（六）数据结算

智能水表具有结算存储 12 个月的当月用水量。可通过设置卡或用户卡设置智能水表的结算日期，有

效结算日期为 01日～28日，默认为 01日，到达结算日后自动结算。可通过检查卡数据回写查询月用水量

数据信息。

（七）供水单位查水

检查卡可检查智能水表的剩余金额、用水量、分界点、单价、报警值、结算日、调价时间、12个月的

当月用水量、用水金额等信息以及开关阀功能。刷广播检查卡时智能网关不显示智能水表的信息，只能到

智能水表处查看显示数据。刷专用检查卡时智能网关可显示智能水表的参数信息。

检查卡将检查卡靠近智能网关卡感应区, 智能水表或智能网关显示相关参数信息，随后智能水表进行

关阀、开阀各一次（或开阀、关阀各一次）。显示信息同智能水表设置卡此部分显示。

“******表号”（表地址）

“累计 购入P=*.**元”（总购买金额，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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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2=**-**-**”、“**：**：** ”（当前时间：年-月-日、时：分：秒）

“OFF”（智能水表关阀动作）

“ON”（智能水表开阀动作）

（八）补卡

当用户卡丢失，可到供水单位申请补卡，补卡使用与用户卡一样。补卡金额通过智能网关输入到智能

水表后，补卡自动成为用户卡，原丢失的 IC 卡自动作废。

（九）余额报警

智能水表具有剩余金额不足报警的功能，当智能水表内剩余金额减少到报警金额时智能水表关阀停

水，需刷用户卡才能开阀继续用水，以提醒用户余额不足请及时购水。可通过用户卡在购买水量时或通过

设置卡设置相应的报警值（精确到 0.01元），不设置或者设置为 0时为默认报警值 10.00元。

（十）透支功能

智能水表具有透支功能，可通过用户卡在购买水量时设置或通过设置卡、应急卡设置相应的透支值（精

确到 m3）。若设置有透支值时，当剩余金额减少到 0时智能水表关阀停水，此时刷用户卡可开阀继续用水，

透支水量用完时智能水表再次关阀停水，此时必须重新购水后方可恢复供水，购水后智能水表自动核减透

支部分的用水金额。此功能是为了满足用户在紧急情况下使用的需要，在余额使用到 0时请及时购水，以

免影响您的正常使用。

（十一）校时

智能水表内部具有高精准时钟，可以通过校时卡设置智能水表的时间，刷校时卡，智能水表依次显示：

“**-**-**”（当前时间：年-月-日）、“**：**：**”（当前时间：时：分：秒）。

九、指示

（一）智能水表基表字轮计数机构指示用户的累计用水量。

（二）智能水表液晶显示器显示的含义：

显示项 含义

“剩余*****.**” 智能水表剩余金额（元）

“******表号” 智能水表表号，分两屏显示

“累计 购入P=*.**元” 智能水表总购买金额（元）

“购入d=*.**元” 智能水表本次购买金额（元）

“阶梯U*=*.*m³” 分界点（m3）

“阶梯 J*=*.**元” 阶梯单价（元/m3）

“C1=***.**元” 智能水表报警金额（元）

“C2=**” 结算方式，00为月阶梯，12 为年阶梯

“**-**” 结算月-结算日

“C3=****.* m3” 智能水表本月使用量（m3）

“C4=***.**元” 智能水表本月使用金额（元）

“C5=累计****.* m3” 智能水表累计总使用量（m3）

“C6=0*” 应急次数

“C7=***m3” 设定透支水量（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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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1=” 智能水表调价生效时间

“**-**-**” 智能水表调价生效时间：年-月-日

“y2=” 智能水表当前时间

“**-**-**” 智能水表当前时间：年-月-日
“**:**:**” 智能水表当前时间：时：分：秒

“CLEr” 清零

“ON/OFF” 正在开阀/关阀

“OFF 磁干扰” 攻击关阀

“OFF 换电池” 电池电压低关阀

“E--P” 卡总购买量错

“E—L” 表中剩余金额溢出

“E--C” 应急开阀无效

注：本说明书仅供参考，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