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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表低功耗LoRa无线抄表模块YL-801UG规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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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产品概述 

YL-801UG是一款气表专用无线抄表模块，模块的主MCU采用强大的STM8L单

片机和LoRaTM无线扩频芯片组成，模块集成了LCD显示，阀控电路，触发按键，

磁感应，主副电压控制，超级电容补偿电路，主电压检测电路和气表采集电路。

各个功能的实现都是依据行业内多年形成的标准。在气表采集电路方面，可设置

为光电采集、单干簧管采集和双干簧管采集，并且双干簧管子有强磁干扰保护。 

 

二、 产品特点 

 基于 LoRaTM 扩频调制技术。 

 470~510MHz 计量频段。 

 无线发射功率最大 100mW，7 级可调。 

 接收灵敏度高达-148dBm，最大发射功率+20dBm。 

 采用高效前向纠错编码技术和跳频机制，抗干扰能力强，误码率低。  

 CAD 检测 LoRaTM 信号，防止误唤醒。 

 可以设置休眠时间和呼吸时间，来适应不同的功耗。 

 支持空中无线设置参数。 

 支持空中无线升级功能。 

 可以任意设置气表表号，表号为 4 个字节。 

 可以设置用气量的采集方式。 

 可以设置用气量的采集精度（只适合干簧管采集）。 

 LCD 显示，可用按键触发显示当前用气量。 

 多种抄表命令，抄总用气或当月用气。 

 设置表底数，方便机械和电子采集模块同步计数。 

 支持空中强制关阀和开阀 

 支持自动检测气表内状态进行开阀和关阀 

 支持掌机抄表和组网抄表。 

 支持版本号的读取方便管理维护 

 支持无线数据加密功能。 

 可支持，总脉冲数据获取（适合干簧管采集）。 

 内置看门狗，保证长期可靠稳定运行。 

 开阔地有效通讯距离可达 3~5 公里。 

 

三、 技术参数 

调制方式：  LoRaTM扩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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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频率：  470~510MHz计量频段 

发射功率：  20dBm 

接收灵敏度： -148dBm 

主工作电压： 4v-6v（4节干电池） 

备工作电压： 2.1-3.6V(一次性锂电池)   

瞬间发射电流：≤120mA（发射功率20dBm） 

休眠模式：  ≤4.9uA 

平均待机电流：≤20uA 

休眠时间：     2S，4S，6S，8S，10S 

呼吸时间：  2ms， 4ms， 8ms， 16ms， 32ms， 64ms 

工作温度：  -40～+80℃ （工业级别） 

工作湿度：  10%～90%相对湿度，无冷凝 

 

四、 接口定义 

 
 

五、 功耗计算 

模块功耗取决于用户抄表次数，此处我们仅计算模块纯待机状态下的功耗。

模块在待机状态下是间歇性休眠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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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器状态 无线接收 休眠电流 呼吸电流 休眠时间 呼吸时间 休眠条件 

间歇唤醒 间隙 CAD 检测 4.5uA 11.5mA 可以设置 可以设置 自动休眠 

 

计算公式： 

 

如果用户配置休眠时间 T1=4s，呼吸时间 T2=8ms，按上面的公式算可以得出

平均电流 I=27uA。其他配置计算方法类似。 

那么，3600mAh 电池的使用寿命为：（3600mAh*1000）/（27uA*24h*365d）

=15（年） 

 

六、 LCD 显示说明 

YL-801UG 模块带有专用的 LCD，主要用来显示故障类型和用气量。LCD平时为

了低功耗是不显示的，只有触发轻触按键时才启动显示。如果触发显示后，模块

先检查气表有无故障，如果有故障就显示故障类型，如果没故障就直接显示用气

量。故障类型分别有强磁干扰，主电压欠压，强制关阀。 

 

图例 说明 

 

强制关阀，是抄表人员强制关掉气表阀门，用来催

促用户缴费，或检测漏气后关阀出来。 

 

检测主电压过低时模块会关掉进气阀门，来提醒

用户更换主电池。主电池是 4节 1.5V的干电池，串

联出来是 6V，如果检测到电池的电压低于 4V，就会

认为主电池没电，需要更换。 

注：在读数据时返回的电压值是实际电压的一半，因为

内部有分压处理。 

 

强磁干扰这个功能只有在双干簧管的时才使能，模

块在识别到两个干簧管都吸合的情况下，认为这是

强磁干扰，并且关闭阀门，直到这个状态解除，才

会自动打开阀门。 

 

显示当月用气，每次抄表后，这个数值自动清零，

然而根据后面的用气进行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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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上位机软件界面介绍 

（一） 参数配置界面 

 

 

 

A.选择端口号   B.选择串口速率   C.选择串口检验位   

D. 打开/关闭串口  E/F/G.切换界面：参数配置/干簧管/光电读头   

H.设置表模块频率  I.设置表模块功率   J.设置表地址 ID     

L.设置表模块网络 ID M.设置表模块采集模式 N.干簧管模式下采集精度  

O.设置表模块的休眠时间      P.设置表模块呼吸时间   

Q.设置表模块串口速率       R.设置表模块串口检验位 

A1.设置阀门检测使能  A2.设置阀门最大开阀时间  A3.设置阀门最大关阀时间  

S.800T模块进入配置模式       T. 800T模块退出配置模式  

U.写入要配置的参数        V.读取模块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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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干簧管采集界面 

 

W.设置操作的表地址 X.显示返回表状态 Y.读总用气量 Z.读当月用气量 

1.设置表底数 2.读版本号 3.强制开/关阀门 B1.显示阀门工作状态。 

 

（三） 光电采集界面 

 

4.设置操作的表地址  5.显示返回表状态  6.显示返回电压值 

7.光电读头时返回的数据 8.设置光电读头命令 9.光电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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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参数功能一览表 

参数名称 图例 使用说明 

载波频率 
 

设置模块在发射和接收时的中心频率。设置

次参数要避开 32M 的倍数频率，如果设置为

32M 的倍数频率模块的接收灵敏度就会很

低，会影响距离。 

设置表地址 
 

设置模块的表地址，气表的唯一身份标识，

以后对表的操作都需要用到这个 ID。 

设置表发射

功率  

7 级可调，默认最大。在同等条件下，发射

功率越大距离越远。0-6 级分别是： 

4，7，10，13，14，17，20（dBm） 

设置表模块

网络 ID  

设置发送时的网络编号。网络 ID 相同的模块

之间可以相互通讯，可作为分组通讯的依据。 

休眠时间 
 

设置节点模块从睡眠到唤醒的时间。并且同

一个网络，要设置休眠时间一样，通信才稳

定。休眠时间设置越长模块就越省电，但是

抄表数据所需要的时间也就越长。 

呼吸时间 
 

设置模块从唤醒后的持续时间。并且同一个

网络，要设置呼吸时间一样，才可以通信。

呼吸时间越小，模块就会越省电，但是抄表

的通信距离就越短。 

采集模式 
 

表模块有 3 种采集模式，分别是双干簧管子，

单干簧管子，光电模块。用哪种采集模式只

要是依据基表支持那种采集。 

采集精度 
 

采集精度主要是基表采集数据是干簧管的时

候才有用，一个脉冲代表多少升气。 

阀门检测 
 

主要是用来使能阀门检测，一般是五线阀门。 

开阀时间 
 

开阀时间和关阀时间，都是控制阀门的最长

时间。如果打开阀门检测，那么就以实际开

阀时间为准。 关阀时间 
 

串口波特率 

 

串口参数包括串口速率和校验位，依据基表

的光电模块串口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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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口校验 
 

用光电模块采集时有用，并且要一致，才有

用。 

表地址 
 

设置要采集的表地址 

阀控状态 

 

显示阀控状态，只有当阀控检测打开后，才

可以有效。 

总用气量  读取表的总用气量和电池参数。 

近期用气  读取表从上次抄表到现在抄表的用气量 

设置表底数 
 

设置表底数，设置好之后就在这个底数上累

加计数 

阀门控制 
 
抄表人员可以对用户的气表进行阀门控制。 

 

九、 参数配置方法 

气表模块可以通过我司上位机软件修改参数，或者直接通过客户的抄表工具

来修改，参考《通讯协议手册》。准备以下工具： 

 一个 800T 无线模块，版本在 2.7 版本以上； 

 一台电脑，有串口或可接 USB 转串口； 

 一块强力的磁铁石，用来设置表的状态； 

 参数配置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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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电脑串口用转换器转成 TTL 电平后和 YL-800T 模块连接。 

（二）、给表模块上电，把磁铁放在表模块 LED 灯上面，让 LED 长亮，使之进去

配置模式。 

（三）、打开表模块设置软件，点击设置软件的“进配置模式”按键（主要是使

800T 模块进入配置模式）。 

（四）、配置软件上输入你需要设置表端的参数，点击“写入”按键。 

（五）、模块参数设置好后点击退出设置模式，使 800T 进入正常状态，并且把

800T 的参数配置成和表模块配备的参数，表模块拿开磁铁，让表模块恢复到正

常状态，这时 800T 模块可以进行对表模块进行抄表。 

 

十、 AT 命令介绍 

 用户可根据 AT 命令协议编写上位机软件通过 800T 模块来修改参数或控制

表模块。此处为默认命令，客户可以直接拿去测试。如果批量应用可以定制私有

协议，以便商业保密。 

AT 命令结构： 

 

同步头 数据流向 表地址 命令码 数据长 数据 CRC 

5A 
上行 00 

下行 80 
xx xx xx xx XX 

LEN 

（数据个数） 
XX，YY CS 

 

LEN：数据长度是 LEN 到 CS 之间的数据个数，不包括 LEN 和 CS 本身。 

CS：是验证码，CS 前面所有数据之和取低八位。 

命令码： 

 

命令码 命令码功能说明 

E1 
读取总用量命令，主要是把模块采集到的总和读出来。（只适合

干簧管采集） 

E2 读当月用量，是把模块上次采集后计的用量（只适合干簧管采集） 

E3 
设置表底数，使和机械表读数一致，设置好表底数后，表在这个

基础上开始累加。（只适合干簧管采集） 

E4 强制开阀和关阀 

E5 设置表的基本参数。 

E6 读取表的基本参数 

E7 读取软件版本号 

E8 读取表模块的采集总脉冲数量，（只适合干簧管采集） 

E9 广播唤醒所有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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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 广播休眠所有模块 

EB 读取光电模块的数据。（适合光电模块） 

EE 设置光电读头的命令 

EF 读取光电读头的命令 

F1 启动无线模块自动按 ID 随机上报数据。 

 

命令码为E5或E6时，设置/读取表基本参数的数据说明： 

 

发射频率 

网

络 

ID 

表地址 

发

射 

功

率 

休

眠 

时

间 

呼

吸 

时

间 

采

集 

模

式 

串

口 

速

率 

校

验

位 

采

集 

精

度 

阀

控 

使

能 

开 

时

间 

关 

时

间 

XX YY NN RR ZZ YY UU II TT UU AA LL FF YY HH MM UU RR 

 

发射频率： 如：433M， 433000000/61.035等于的值就是三个数值  

网络ID：   00到FD可以任意定义，不要设置FE和FF 

表地址：  四个字节任意设置，但不要设置为00 00 00 00或FF FF FF FF 

发射功率：共分 7 个级别，有效值 0-6 分别对应 4/7/10/13/14/17/20dBm 

休眠时间：0=2S，1=4S，2=6S，3=8S，4=10S 

呼吸时间：0=2mS，1=4mS，2=8mS，3=16mS，4=32mS，5=64mS 

采集模式： 0=双干簧管，1=单干簧管，2=光电模块 

串口速率： 0=1200，1=2400，2=4800，3=9600，4=19200，5=38400，6=57600 

校验：     0=无 ，1=奇校验，2=偶校验 

采集精度：采集方式为干簧管时一个脉冲表示的精度 0=0.001升， 1=0.01升，

2=0.1升 

检测阀门：如果这个值为AA ， 阀门检测使能，如果为其他的，阀门检测不使

能。 

开阀时间：开阀的最大时间。 

关阀时间：关阀的最大时间。 

注：在用软件设置频率时，会出现你设置是434M，但读出来是434.012…。这是

正常现象，因为软件通过计算出来的数据可能四舍五入的写进模块。所以在设置

频率时候读出来的频率不要直接写进去，要写参数时最好手动写入频率。 

 

读取总用量（E1）和当月用量（E2）命令说明： 

 

总用量读取或当月用量读取 主电池电压 状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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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YY NN KK ZZ YY UU II HH 

浮点型数据，高位在前，单位（升） 浮点型数据，高位在前，单位（伏）  

 

状态字 HH： 

Bit0 Bit1 Bit2 Bit3 Bit4 Bit5 Bit6 Bit7 

RF 故障 控阀故障 强磁干扰 主电压低 强制关阀 保留 保留 保留 

 

设置表底数： 

数据中只含表底数数据： 

表底数 

XX YY NN KK 

 

表底数 当月用量 主电池电压 状态字 

XX YY NN KK MM UU II ZZ ZZ YY UU II HH 

浮点型数据，高位在前，单位（升） 浮点型数据，高位在前，单位（伏）  

 

状态字 HH： 

Bit0 Bit1 Bit2 Bit3 Bit4 Bit5 Bit6 Bit7 

RF 故障 控阀故障 强磁干扰 主电压低 强制关阀 保留 保留 保留 

 

强控阀门数据命令： 

数据部分为一个字节，55表示解除强制关闭阀门，AA 表示强制关闭阀门，

其他是无效数据。 

返回的数据里面只有一个状态字。 

状态字 HH： 

Bit0 Bit1 Bit2 Bit3 Bit4 Bit5 Bit6 Bit7 

RF 故障 控阀故障 强磁干扰 主电压低 强制关阀 保留 保留 保留 

 

读取表模块的采集总脉冲数量 

如果客户不希望模块这边计算，也可以直接读取脉冲。然后再自己根据基表的

脉冲和精度的关系进行计算。 

 

广播唤醒（E9）和广播休眠（EA）： 

这两个命令主要是用来唤醒表模块进行集中快速抄表的。 

如：800T模块SET脚置高，发一个广播命令唤醒模块，然后把800T模块的SET脚接



                        YL-801UG 

 
 12 / 16 

深圳南山科技园园西工业区 23 栋南 602  深圳捷迅易联科技有限公司  0755-26031631  www.rf-module.cn 

地，再常发送抄表命令进行快速抄表，这样在抄表过程中就不是每抄一个表都会

发送长前导。抄表完成后，再发一个休眠命令进入休眠。释放SET脚，置高。 

读取光电模块的数据（EB） 

这个只适合接光电模块基表。 

下发读取命令的数据就是光电读头的命令。如光电读头读取命令是12 45 34 56

那么读取命令就是：5A 80 00 00 00 00 EB 04 12 45 34 56 AA 0D 

返回命令数据格式： 

主电池电压 状态字 光电读头返回数据 

ZZ YY UU II HH N DATA 

浮点型数据，高位在前，单位（伏）   

 

状态字 HH： 

Bit0 Bit1 Bit2 Bit3 Bit4 Bit5 Bit6 Bit7 

RF 故障 控阀故障 强磁干扰 主电压低 强制关阀 保留 保留 保留 

 

设置和读取光电模块的命令，就是把光电读头的读取命令设置到模块内部

去，如果启动模块自动上报数据功能，并且在光电读头模式，模块就直接调用设

置的命令请求光电读头的数据，并随机传。 

 

一、 在线升级程序 

 YL-801UG 无线表模块，内置了无线 IAP 程序，模块可以通过无线进行应用

程序升级。不需要拆表壳进行烧录，这样方便客户测试和调整。在线升级过程中

我公司有专门的升级工具，方便客户操作，操作过程如下。 

1：把磁铁放在气表的磁感应开关上面，让指示灯亮起。 

2：把 YL-800T 模块通过 USB 转串口线，连接电脑。 

3：打开升级程序并选择好串口号（刚才800T接电脑的串口号）和表的ID号（要

升级的表ID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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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打开串口打开要烧录的BIN文件，选择复位目标设备，点击升级。这时候就不

要动800T和表模块，直到升级完成。 

5：如果升级到一半有突然断电或其他原因导致升级不成功，也可以重新接好硬

件后，点击不复位目标设备，然后点击升级。 

 

十一、 LCD 技术文档 

（一） LCD 尺寸管脚对应图 

 
  

以上图是 LCD 管脚定义和尺寸，客户可以保持管脚定义和管脚对照表不变的

情况下，可以对屏幕的尺寸进行调整，方便适合客户的显示窗口。 

 

（二） LCD 全显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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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使用须知 

考虑到空中传输的复杂性和无线气表低功耗固有的一些特点，应注意以下几

个问题。 

（一） 数据延迟 

由于气表是电池供电，低功耗运行，所以模块在休眠和唤醒交替进行，来实

现低功耗。这样就使得抄数据有很大的延迟性。在抄气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点，

不可以乱发数据给YL-800T模块，来乱唤醒 

（二） 流量控制 

为了确保数据完整性，请尽量压缩单次发送的数据包大小，一包数据最大不

要超过200个字节，这里可以是是对光电模块，其他的命令是固定。  

（三） 差错控制 

YL-801UG模块虽具有很强的抗干扰能力，但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时，难免出

现接收不佳或丢包的状况。此时客户可增加对系统的链路层协议的开发，如增加

丢包重发功能，可提高无线网络的可靠性和灵活性。 

十三、注意事项 

（1）安装模块时，要注意LCD屏幕的挤压，以免显示不正常。 

（2）正常工作时，请勿触摸模块及天线部分，以便达到最佳传输效果。 

（3）安装是注意按键位置，别压住按键，使模块进不了低功耗。 

（4）注意安装主副电池的接口，使表强制阀控。 

（5）注意安装主副电池电压别过高或欠压。 

 

十二、 抄表应用 

（一）掌机单点抄表 

 YL-801UG 支持单点抄表，不组网也可以对每个表单独抄数据。在掌机里面

集成一个 YL-800T 模块（版本在 2.7 版本以上），把模块设置成中心模块，参数

和表参数一致。按协议发送数据，进行抄表和表的控制。 

 

（二）集中器远程抄表 

 集中器抄表，可以利用 3G/4G 和小无线低功耗 MAC 网络进行远程抄表，

在第一次抄表前，最好让集中器进行组网，组网需要时间，组网完成，建立路由

表后，远程服务器就可以得到节点数量和网络路径，也可以进行无线抄表，如果

有少量的表没有网络路径，也可以进行抄表，只是会强制寻找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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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集中器和掌机混合抄表 

 YL-801UG 里面协议支持单点和网络命令，所以混合抄表也是可以实现，这

样就方便没网络的时候也可以用掌机进行抄表。 

 

 

十四、故障排除 

故障现

象 
故障原因 解决方法 

传输距

离 

不远 

环境复杂，障碍物多。 
在空旷环境使用，架高天线或引到室

外。 

天气恶劣，如雾霾、雨雪、沙

尘等 

避免在恶劣天气使用，或更换高功率

模块。 

天线不匹配，天线增益小。 
选择匹配的天线，尽量用高增益天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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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如果偶然 LED 灯常亮，这个不必理会，因为模块有保护程序，会自动恢复。

如果经常就要查找原因。LED 灯常亮数据的收发肯定不正常，客户需要重新发送

数据。 

 

 

 

声明：本公司保留未经通知随时更新本产品使用手册的最终解释权和修改权！ 

可能存在同频或强磁或电源

干扰 
更换信道或远离干扰源 

无法正

常通讯 

接线不正确 参照说明书接线图正确接线 

接触不良 
重新接好电源线、信号线，尽可能焊

死 

模块与设备参数不匹配 重新配置参数，波特率、校验等 

收发模块之间的参数不匹配 
重新配置参数，频率、信道、空中速

率等 

模块主体已损坏 更换新的模块 

用户设备损坏 
用有线测试通讯成功后再换成无线

模块 

误码率 

太高 

附近有同频信号干扰 远离干扰源或者修改频率、信道避开 

天馈系统匹配不好 更换良好的天馈系统 

通讯速率过大 尽可能低速通讯，特别是空中速率 

电源纹波大 更换稳定的电源 

接口电缆线过长 更换好的电缆线或者缩短电缆长度 

模块发

送和接

收时

LED 灯

常亮 

模块发送的数据的时候电源

欠压 
提高电源性能 

模块 RF 芯片损坏 更换模块 

天线不好驻波比高 更换天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