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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缺水的国家，水资源总量不足确定了我国必走节水的
社会发展道路，用经济杠杆调节用水，用阶梯计价促进节水是我国
的基本国策。

随着国家“一户一表、阶梯计价”政策的深入推广，减少抄表成
本、提高抄表数据准确性、实时分析水量数据和统计输差、降低漏
失率、避免抄表扰民等已成为供水企业急待解决的问题。

近年来，供水计量装备行业从供水企业和用户的实际需求出发，
推出了自动远传抄表系统（AMR）。

系统从数据采集到收费结算、数据分析、输差统计等，全部由计
算机自动完成，解除了供水管理部门推行“户表工程”的后顾之忧
。自动远传抄表系统的有效运行既依赖于远传水表、数据通信设备
和应用软件的技术性能，也极大地依赖于自动远传抄表系统集成的
工程质量。

从我国水务计量市场应用的统计规律来看，影响远传自动抄表系
统运行效果的主要因素是自动远传抄表系统的工程质量。

必要性—-1

背景

城镇供水背景



我国城域化有线自动抄表系统从无到有，由小至大
，既有发展中的烦恼，也收获了成功的喜悦。

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建筑形态复杂，加上水务管理的地方法规多样化，
必然形成水务计量信息化系统建设技术标准宽严不一
，没有国内统一的工程施工、验收规范也必然的影响
到各级水务运营商的计量信息系统的工作质量和投资
效率。

缺乏工程规范，一哄而起的市场局面，严重的透支
了自动远传抄表系统市场。

水务计量装备企业、系统集成商、供水运营商强烈
呼吁：远传水表自动抄表抄系统的工程建设和验收应
具有行业技术规范。

必要性—-2

背景

AMR的市场现状



通过制定《有线远传水表自动抄表系统工程施工、

验收规范》标准，在行业内规范和统一远传水表自动

抄表系统——
工程施工、验收的术语、定义；

系统结构形式及现场查勘、远传水表自动抄表系统安

装；

工程项目验收等作业要求；

提升远传水表及抄表系统安装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水平。

必要性—-3 实现目标



本规范制定遵循的原则是：以目前行业内工程施工
要求为基础，加以规范统一充分考虑其必要性和可执
行性，结合我国国情，以促进水务计量管理走信息化
发展道路。

本规范结构按GB/T 1.1 ---2009编写。

必要性—-4 遵循原则



 我国城镇供水计量自动抄表（AMR）应用规模较大，但尚处于幼稚

阶段；

 行业主管部门牵头也制定了一些法规和相关标准，但总的来看与发

达国家相比应用缺乏系统性，自动抄表（AMR）系统中的各种终端

产品和传输设备的系统集成没有标准化体系支撑，系统集成商缺乏

统一的工程管理规范，水务运营商也没有规范的工程验收平台，这

极大地阻碍了（AMR）技术在我国供水计量中的推广应用，延缓了

户表工程的实施；

 编制《远传水表自动抄表系统工程施工、验收技术规范》是非常必

要的，对促进我国城镇供水计量信息化的发展，实现创建节水社会

的基本战略目标具有重大意义。

必要性—-5 意义



规范的编制过程—立项、编制

2013年9月23日

中国水表工作委

员会智能水表工

作组下达规范编

写任务。

2013年10月

规范编写组织
工作由智能水
表工作组承担，
以重庆智能水
表公司牵头成
立规范编制工
作组。

2013年10月
在编制组内部讨论
确定了标准范围和
要求。参会人员有：
行业专家、用户代
表、软件开发、数
据中心建设管理、
工程监理、售后服
务、技术综合管理
等相关专业人员。

2014年元月

完成标准草案
稿编写，主要
执笔人员有：
魏庆华、朱先
禄、杨雪梅、
龚小燕、王欣
欣。



规范的编制过程—征求意见、公示

2014年2月
行业内部及水司客

户范围内广泛征求

意见并进行草案稿

修订。征求意见范

围为参与讨论确定

规范主要内容的行

业参编单位、行业

主管部门及重庆市

自来水公司、中法

水务、重庆二次供

水公司等数十家供

水公司。

2014年3至7月

在行业协会内征
求意见并进行征
求意见稿修订。
累计3次在行业协
会各企业征求意
见。

2014年7月

完成规范征求
意见稿，编写
编制说明，整
理相关附件。

2014年10至12月

形成规范征求意
见稿，并交有关
科研、检测机构、
用户等广泛征求
意见。上网公示



规范的主要内容

内容

计量终端
安装

系统
架构

范围、
规范性引用

线路铺设
设备安装

工程监理
查勘

系统调试
系统验收



范围

本工程规范规定了城镇供水管网区域内有线远传水

表自动集抄系统工程施工、验收要求，适用于居民

小区或区域有线远传水表自动抄表系统工程。

初稿题头没有‘有线’限定词，有不少参编单位提

出有线与无线自动抄表在系统集成、工程验收两个

方面均有较大差异，建议规范涉及的远传水表自动

集抄系统限定为有线远传水表自动抄表系统，编制

组采纳其意见。



规范性引用

本规范引用了行业比较熟悉的4个标准性文件：

GB/T 778.2-2007 封闭满管道中水流量的测量饮用

冷水水表和热水水表第2部分：安装要求

CJ/T 188-2004 户用计量仪表数据传输技术条件

CJ/T 224-2012 电子远传水表

JG/T 162-2009 住宅远传抄表系统 数据专线传输

但实际上本规范还涉及其他行业相近工程实践的相关
标准，由于分布较广，也符合工程常理和习惯，故采
用直接列用，以便提高规范执行效率。



系统架构

远传水表 远传水表

主站采集器和/或集中器
上行信道有线下行信道

本规范采用以下技术架构：

这里的‘有线’主要指表具的上行信道，数
据通信设备（集中器、采集器、中继器）的上、下
行信道是有线还是无线根据需要选择。



*说明*：

此原理图中A、B小区管网安装数字远传
（网络）结算大表为优选方案，可实现对

输差的实时统计分析、管网供水监测等重
要功能，建议实际运用中选用此方案。

集 抄 系 统 原 理 图



查勘

查勘工作的严谨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直接关系到工
程的造价、现场作业展开，对最终工程质量、和售后
服务便捷性有较大影响，本规程规定下属查勘工作的
作业条款。
 水表需求数量、型号统计（小区户数）；
 水表配件需求数量、型号统计；
 小区/区域水表安装方式以及小区安装性质查勘（已

确定表间布线）；
 小区/区域消防表需求数量、型号统计（安装标准为8

楼以上加设消防表具）；
 小区/区域布线路由查勘（包括弱电桥架以及电缆地

沟的路由情况）；
 小区/区域GSM信号或CDMA信号查勘（信号强度三

格或以上，以确定集中器位置）；



查勘

小区/区域楼栋信息查勘（了解小区楼栋分布情况，
以确定网络拓扑架构。是旧城改造查勘重点）；



网络布线的体系构架网络布线的体系构架C(C(适用于旧城改造适用于旧城改造))

B片区

lAN/GPRS GPRS LAN/GPRS

M-bus总线

集抄箱
N个采集器
一个集中器

电信汇接箱
最小2200
最大20000

A        片 区 分 解

独楼独楼 散户 小区

电
信
电
话
线

供水管理部门供水管理部门



查勘

小区/区域单元信息查勘（了解小区单元分布情况）；



查勘

小区/区域楼层电源分布信息查勘（以便设备箱用电接入）；

确定新建小区的整体验收具体日期、交房日期（以便制定工
程进度计划）；

了解目前小区/区域施工详细情况和进度；

获得小区/区域平面图以及弱电路由图等相应设计文件（电
子档案）。



有线 远传水表及通信线路安装—表具安装

符合GB/T 778.2-2007第6.1条。
远传水表主要附件的安装

15mm

户管

表接头

立式水表

表前球阀

表后球阀

A

表前球阀 水表

户管

表后球阀

水平安装 立式安装

图 1

表接头

A



有线 远传水表及通信线路安装—表具安装

符合GB/T 778.2-2007第6.1条。
远传水表主要附件的安装

15mm

户管

表接头

立式水表

表前球阀

表后球阀

A

表前球阀 水表

户管

表后球阀

水平安装 立式安装

图 1

表接头

A
15mm

止回阀

水平安装 立式安装

图 3

止回阀



有线 远传水表及通信线路安装—表具安装

符合GB/T 778.2-2007第6.1条。
远传水表主要附件的安装

图 11

表箱和分水管安装
表间错层非对称水平安装方式（多户型）；底层离地20厘米，层与层
的距离22厘米，层数可到6层，（见下图）



有线 远传水表及通信线路安装—表具安装

符合GB/T 778.2-2007第6.1条。

户外集中错层对称水平安装方式；底层离地30厘米，层与层的距离22厘米，层数可到6层。下层表连接顶楼，上表连接底楼，以此类推。

户外集中错层对称水平安装方式；底层离地30厘米，层与层的距离22
厘米，层数可到6层。下层表连接顶楼，上表连接底楼，以此类推。有
条件的地方可加装柜式表箱，

图  14



有线 远传水表及通信线路安装—表具安装

安装环境
气候环境符合CJ/T 224-2012中的相关条款。
电磁环境符合CJ/T 224-2012中的相关条款。
远传水表的安装符合GB/T 778.2-2007-6.2中的相关条款。



有线通信线路安装

自动抄表系统布线要求
管线路检查、管线路由提出7个方面共计29子项要求，以保证工
程实现的质量的规范性、方便性、可靠性和售后服务可执行性。

线束规范
RS-485接线

（RVVP4×0.5）按下述颜色接线

M-BUS接线
RVVP2×0.75（无极性要求）。

 电源线正极 —— 红色；  电源线负极 —— 黑色；

 RS485-A信号线 —— 黄色；  RS485-B信号线 —— 蓝色。



有线 远传水表抄表系统—设备安装

采集器、集中器安装
安装环境
采集器、集中器安装于室内.
工作环境温度：－10～40℃
工作环境相对湿度：≤75%。
电磁环境满足JG/162-2009中相关条款。
若自动抄表系统涉及公网信道，应确认信
道的有效性，以保证数据传输的定。
安装位置
采集器、集中器采用壁挂或嵌入箱体安装，
采用膨胀螺栓固定于墙壁。下端面距地面
高度1.3～1.5m为宜。

采集器、集中器线路接入
安装完毕后，再次对连接采集器、集中器
的线路进行通断测试，确定所有线路畅通
后方可依照使用说明书规定的接线顺序接
入。 金属箱体必须接地。



有线远传水表及通信线路安装—系统调试

系统调试
系统调试分为登记注册和通讯调试两部分。

登记注册
远传水表自动抄表系统安装完毕后，进行相应的登记设置
（包括片区设置、小区设置、楼栋设置、数据集中器设置、
数据采集器设置、水表设置、水表编号注册等等），登记

的信息必须正确有效。
3.5.2通讯调试

完成所需的登记设置后，在主站进行调试工作。在执行调
试工作时，必须有现场人员协助。调试完成后，即可在主
站对表具实时抄读。必须完成小区所有水表的抄读，并确

认无误。调试完成后，进行1周以上的系统试运行。

。



有线 远传水表及通信线路安装—电源安装

电源要求
外接AC工作电源

AC电源规格
电源频率：（50 ±2.5）Hz 

电源电压：AC 单相（220±22）V 
AC电源线敷设

应外加塑料或金属套管保护。采用金属管时，
应有良好安全接地，接地电阻＜4Ω。

集中器工作电源线规格
线材品质：耐压：500V；绝缘电阻 ＞ 5MΩ；

耐温：70℃，阻燃。
安装处拥有永久性电源，如安装时尚未接通永久性电源，可协调

借用临时电源，待永久性电源开通后立即连接。
强烈建议系统用电装表计量。



远传水表自动抄表系统工程内部验收记录

小区信息 小区情况介绍

小区简介

XXXX小区位于重庆市XXXX区XXXX路，小区共分为X栋，分

别为X栋、X栋、X栋，其中每栋各X个单元。

小区内共安装MBUS数字远传（网络）水表XXX只，口径均为

DNXX。

施工时间 XXXX年XX月XX日至XXXX年XX月XX日

施工监理负责人 XXX电话：XXXXXXXXXXXX

开发商或物业联系人 XXX电话：XXXXXXXXXXXX



远传水表自动抄表系统工程内部验收记录

验收项目 总线布线验收

项目简介

小区共计铺设M-BUS总线 根，长度不超过 米；

RS485总线 XX根，长度不超过 米;接头共计

XXX个，总线路由详见竣工图。

验收结果
[1]总线路由 合格[ ]不合格[ ]

[2]线路编号 合格[ ]不合格[ ]

备注
签名：



远传水表自动抄表系统工程内部验收记录

验收项目 表具安装验收

项目简介

本小区共计安装数字远传水表DN15型号 只；其中 栋 只

,

栋 只。

验收结果

[1]数量验收； 合格[ ]不合格[ ]

[2]水表线路连接验收 合格[ ]不合格[ ]

[3]水表编号核对 合格[ ]不合格[ ]

备注
签名：



远传水表自动抄表系统工程内部验收记录

验收项目 集抄箱验收

项目简介

1、小区共安装集抄箱 只，型号为 ；2、安装位置：

安装于 栋 单元 楼 处。

验收结果

[1]安装位置 合格[ ]不合格[ ]

[2]采集器及集中器编号核对 合格[ ]不合格[ ]

[3]集抄箱接地 合格[ ]不合格[ ]

[4]集抄箱电源 正式[ ] 临时[ ]

备注 签名：



远传水表自动抄表系统工程内部验收记录

验收项目 抄表测试验收

项目简介 抄表时间： 年 月 日

验收结果 [1]抄表测试； 合格[ ]不合格[ ]

备注
签名：

验收人 验收意见

工程施工监理（署名）

日期：

工程监理部（署名）

日期：

服务部（署名）

日期：



远传水表自动抄表系统工程内部验收记录

该验收报告属于内部验收，仅限于工程监理部与
服务部移交时使用；
验收时应确定持有以下资料：施工布线图，施工
接线图、水表安装清单、设备清单；
请验收人员在仔细检查上述每一项后填写验收意
见，并署名；
验收报告一式两份，并应分别由两个部门妥善保
存；
门牌号核对由于时间滞后，将另行验收以及交接，
特此说明。

注意事项



远传水表自动抄表系统工程验收记录

项目名称 XXX市XXX区XXXXXX小区 远传水表自动抄表系统工程

工程地址 XXX区XXX路XXX号

项目性质 新装/旧城改造

水表安装 XXX市XXXXXXXX公司

系统安装 XXX市XXXXXXXX公司

联 系 人 XXX 联系电话

开工日期 XXXX-XX-XX 竣工日期 XXXX-XX-XX



远传水表自动抄表系统工程用户验收记录

验收项目 验收依据（标准） 验收结果

1 

水

表

安装

水表安装位置 符合本规范6.1 合格［］不合格［］

附件、表箱及分水管 符合本规范6.1.1 合格［］不合格［］

2
系统

布线

布线质量
符合本规范6.2.1、7.4.1、

7.4.2
合格［］不合格［］

线路通讯 符合本规范7.5 合格［］不合格［］

3
系统

设备

采集器

符合本规范规范6.3、7.4.3

合格［］不合格［］

集中器 合格［］不合格［］

4
系统

性能

远传水表自动抄表系统功能 符合CJ/T188-2004相关规定 合格［］不合格［］

一次抄读成功率 99% 合格［］不合格［］

系统抄读正确率 99% 合格［］不合格［］

6 资料 完整性 符合本规范7.4 合格［］不合格［］



远传水表自动抄表系统工程用户验收记录

验收意见：

验收日期 年 月 日

验收单位
验收人

XXX（签名）

水表安装

XXX

（签名）

水表安装 XXX（签名） 系统安装
XXX （ 签

名）



标准性质

本规范为行业内部推荐性标准。
本规范的建设是水务计量装备企业、系统集成商
和水务运营商的重要课题，由水计量装备行业协
会牵头，依据JG/T 162-2009《住宅远传抄表系
统》、CJ/T 188-2004《 户用计量仪表数据传输
技术条件》、CJ/T 224-2012 《电子远传水表》
等标准，充分结合远传水表自动抄表系统工程施
工、验收的管理需求和应用经验编制而成，以便
远传水表自动抄表系统集成和工程验收有统一的
技术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