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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水表的电子采样模块

        EDC通讯模块(Electronic Data Capture)可以无磁

采样所有配备了无磁钢片的ZENNER水表，适用于远

传抄读，并将水表融入了现代的智能计量系统。

典型应用：

■  使用步行/车行方式远传抄读水表

■  水表数据远传至定点或者移动接收者

■  水表远传抄读通过MBus系统

■  水表远传抄读通过GSM模块

■  工业/商业中的液体定量

■  通过测量变换器显示流量和用量

EDC模块确保了水表的当前数值被远传至接收

者。对计数器中无磁钢片的采样通过电子且无磁的方

式进行。EDC内部可以识别水流逆向的情况，因此使

用EDC可以将水表最实时的流量远传抄读。

EDC模块有四种版本：

■  无线：无线MBus模块基于OMS标准（868 MHz） 

    EN13757-4

■  MBus：有线MBus模块基于EN13757-3

■  脉冲模块：高精度脉冲模块检查水流逆向

■  MBus/脉冲模块：MBus联合脉冲模块

EDC模块都只用一节电池供电，可工作时间因

版本而异，最多可持续15年。

产品清单

EDC模块，安装手册，铅封螺钉，铅封贴纸和水表表

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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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数据

电池
 最大15年

(因产品版本而异)

电池状态监测 有

工作温度 -15 ... +55°C

防护等级 IP 68

内部数据存储：

年历史值: 最多16个

月值 18个外加18个半月值

天值 96个

每15分钟值 96个

2. 技术数据

3. 安装EDC至水表

ZENNER的EDC模块是为ZENNER水表计数器

中的无磁钢片量身打造的(图1)。计数器根据水表类

型或者是8位字轮或者是6位字轮。

图1：ZENNER配无磁钢片的计数器

根据计数器的结构(传统的干式计数器或者铜/玻

璃计数器)设计了两种不同的EDC外壳：

图2：环型EDC(EDC-C)

图3：螺锁EDC(EDC-S)配备铜封计数器(I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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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在铜封计数器
(IP68)上安装EDC-S

图4：安装EDC-C

4. .配置参数

 

 

3.1 环型EDC的安装方法

将图4的EDC扣在擦拭干净的计数器上方并用力

按紧。需要注意的是，需要对齐双方的螺钉孔。最后

使用安全螺钉将其固定。然后在螺钉上方加上黄色铅

封贴。可以直接使用产品包装中的水表表盖合上水

表。

3.2 螺锁EDC的安装方法

如图5所示，将EDC扣在擦拭干净的计数器上方

并使用2个安全螺钉固定。然后在螺钉上方加上黄色

铅封贴。可以直接使用产品包装中的水表表盖合上水

表。

现场的参数设置只针对为现场的水表加装EDC

模块时必需。非此情况的参数设置已经在出厂时完

成。

可配置的参数：

■  计数器的当前值

■  EDC对应的水表号

■  无磁钢片的脉冲值

■  漏水识别

■  识别水表在当前流量下口径过大或过小

■  识别管道破裂

■  重置状态码(防人为影响，错误)

自动激活，只要EDC模块采样到计数器的脉

冲。字轮计数器的当前状态可以使用红外光电头通过

EDC的红外接口进行编程。编程将使用ZENNER的

PC端软件GlobalMeterManager(GMM)。可以使用有

GMM序列号授权的笔记本电脑和红外光电头(IrDA)编

程。或者也可以使用有GMM序列号授权的笔记本电

脑配合MinoConnect的蓝牙接口与ZENNER的红外光

电头IrCombiHead。



EDC的wMBus无线模块分为T模式(标准)，S模

式或者C模式(可选)。不同模式的数据报文会略有不

同。

模块是单向通信的，每20秒发送数据。特殊设

置为每30秒发送。

数据内容(wMBus， MBus)

EDC可以提供不同的数据报文类型：

EDC的MBs模块可以把水表集成到有线的MBus

网络中。配合加装的EDC之MBus模块使得水表在总

线网络中的抄读变得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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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轮数量 脉冲值

8位字轮带无磁钢片 1转=1升

6位字轮带无磁钢片(DN50-DN125) 1转=10升

6位字轮带无磁钢片(DN150-DN200) 1转=100升

6位字轮带无磁钢片(DN300起) 1转=1000升
不同无磁钢片水表种类的脉冲值

 

数据报文                         A型       B型       C型

当前读数 x x x

当前日期 x x

抄表日读数 x x x

本月及上月读数 x x x

更多的十个月读数 x

状态信息1 x x x

状态信息2 x x

5. 无线模块

-

  
 

EDC的无线技术数据：

传输模式
单向无线MBus，
T1(标准)，可选S1，C1

AES-128，参照OMS
(表计指定)，可根据客户需求订制

当前读数，抄表日，当前月读数，

月历史读数，状态信息

标准20秒，自定义可能

编码方式

数据包内容

传输间隔

传输功率 16 mW

6. M-Bus 模块



脉冲模块分成三种，P1为标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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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线(无极性)：

棕色 M-Bus 1

白色 M-Bus 2

7. 脉冲模块

EDC-脉冲 P1型:

输出 1: 净脉冲 正向脉冲 正向和反向脉冲

输出 2: 无模块 反向脉冲 流向 (打开为正向)

* 净脉冲 = 正向脉冲 - 反向脉冲

布线

绿 输出 1

黄 输出 2

灰 地 (GND)

EDC M-Bus 的技术数据:

线芯数量 2

线长 1,5 米

电磁兼容性 符合欧洲标准
89/336/EWG

P2型: P3型:



MBus脉冲联合模块是为了满足两个不同使用者

同时抄读水表而特制的。出厂时脉冲设置即被定义为

P1型。

重要提示

使用EDC同时使用脉冲输出和MBus接口的时

候，只能电池供电或者将隔电的脉冲模块和脉冲输出

连接。否则EDC模块会因为两个不同的连接设备压差

而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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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模块的技术数据

线芯数量 3

线长 1,5 米

N型输出 开漏(等效于开集)

标准输出电压 24 VDC

标称输出电流 50 mA

Impulslänge ≥ 10 ms

输出电阻  
(开路) 110 Ώ

输出电容
(闭合) 1 nF

电磁兼容性
符合欧洲标准
89/336 EWG

标准脉冲值
DN 15-40 1  
L/Imp.

DN 50-125 10 
L/Imp.

DN 150-200 100 
L/Imp

ab DN 300 1000 
L/Imp

EDC M-Bus 脉冲联合模块的技术数据:

线芯数量 5

线长 1,5 米

电磁兼容性 
符合欧洲标准 
89/336/EWG

脉冲输出功能 P1型，净脉冲

8. MBus 脉冲联合模块
 



EDC模块的数据包是加密的(AES-128参照

OMS；可根据客户需求定制)。

为了接收和处理数据包必须使用对应的AES密

钥。ZENNER通过电子单据或者客户指定的文件为每

个模块提供相应的AES密钥。

EDC模块有内部的数据存储。读取一些未被用

作报文传输的数据是通过红外光电头和GMM软件进

行的。

自检功能：

模块拥有集成的电池自检功能。

人为干扰识别：

当EDC模块的采样线圈被磁铁干扰时，给事件

会被识别和存储。在事件存储器中会将发生的日期和

时间一并记录，并可利用红外光电头读出。

在识别人为干扰后如下的字节将被置于数据包中一

同发送：

■  状态字节A的Bit7：填充字节表示即时的人为干扰

已识别或者字节在上次重置后又被识别。

■  状态字节B的Bit8：填充字节表示即时的人为干扰

和/或者拆表状态被识别。

在人为干扰识别后状态字节A的Bit7可以通过红

外接口再次删除。

11. 智能表功能

  

9. AES-密钥

 
 

10. 读取内部数据存储

 

数据存储:

年抄表日值: 最多 16 个

月值 16个附加18个半月值

日值 96

15分钟值 96
EDC数据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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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Bit：状态字节A的Bit8， 2.Bit：状态字节B的

Bit8)：

漏水识别：

在24小时(96个15分钟)之内，如果流量的值从

来没有被出现过零值，即判定为漏水。EDC模块填充

相应的字节。当任何一个15分钟的区间内出现过零

(在漏水识别的96个15分钟之内)，算法将重新计算。

在96个15分钟识别漏水后，将有8个15分钟的

等待时间，如果流量仍然保持零，则事件存储器里面

会将事件的日期和时间记录并用光电读写头读取。

当漏水被识别后，无线数据包中的下列字节将被填

充：

■  状态字节A的Bit6：填充字节表示即时的漏水被识

    别或者字节在上次重置后又被识别。

■  状态字节B的Bit6：填充字节表示即时的漏水被识

    别。

在漏水识别后状态字节A的Bit6可以通过红外接

口再次删除。

00 上一次重置后没有发现人为干扰

10 上一次重置后出现过人为干扰，但非即时

01 无

11 即时识别人为干扰

00 上一次重置后没有发现卸载

10 上一次重置后出现过卸载，但非即时

01 无

11 即时识别卸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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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Bit：状态字节A的Bit7， 2.Bit：状态字节B的

Bit8)：

将模块从水表上卸下的识别：

所有水表都可以通过灰色的计数器罩识别出。

一旦EDC模块被从计数器上取下，霍尔传感器可以立

即识别。事件存储器里面会将事件的日期和时间记录

方便日后使用光电读写头读取。

卸载被识别后，无线数据包中的下列字节将被填充：

■  状态字节A的Bit8：填充字节表示即时的卸载被识

    别或者字节在上次重置后又被识别。

■  状态字节B的Bit8：填充字节表示即时的人为影响

    和/或者拆表状态被识别。

在人为干扰识别后状态字节A的Bit7可以通过红

外接口再次删除。



说明：

(1.Bit：状态字节B的Bit3， 2.Bit：状态字节B的

Bit2)：

水表DN选型过大识别

当水表工作时，经过水的流量从来没有超过

10%的Q3时，水表被怀疑DN选型过大。

以每15分钟计量，会记录流量达不到10%的Q3

的情况次数。当流量在30天后仍然没有到达该流量，

那么就被识别成水表DN选型过大。

当流量在之后的15分钟内出现>10%的Q3情况，

该识别功能将被永久性的关闭且水表DN选型过大的

识别立即被取消。算法可以使用光电读写头重新激

活。

00 上一次重置后没有发现漏水

10 上一次重置后出现过漏水，但非即时

01 无

11 即时识别漏水

00 上一次重置后没有发现管道破裂

10 上一次重置后出现过管道破裂，但非即时

01 无

11 即时识别管道破裂

说明：

(1.Bit：状态字节A的Bit6， 2.Bit：状态字节B的

Bit6)：

表计静止(管道破裂)识别：

当4周内EDC模块没有发现表计的数值在累积，

将被识别成表计静止（管道破裂）。

当接下来某个15分钟之内表计的数值变化>10升

时，管道破裂状态被解除。

当管道破裂被识别后，无线数据包中的下列字节将

被填充：

■  状态字节B的Bit3：填充字节表示即时的管道破裂

    被识别或者字节在上次重置后又被识别。

■  状态字节B的Bit2：填充字节表示即时的管道破裂

    被识别。

在管道破裂识别后状态字节A的Bit3可以通过红

外接口再次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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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漏水被识别后，数据包中状态字节B的Bit7

将一直被填充。

当管道漏水被识别后，状态字节B的Bit7可以使

用光电读写头重置并重新激活算法。

事件存储器里面会将事件的日期和时间记录并

用光电读写头读取。

12. 处理和回收信息

由于EDC模块含有电子组件和电池，所以EDC

模块必须和家庭垃圾分开处理。当EDC模块达到其使

用寿命时，请根据当地的法律和法规正确处理或者联

系ZENNER以了解处理和回收方式。

本产品的最新信息和说明书的最新版本请访问

www.zenner.de。

水表DN选型过大状态被识别后，数据包中状态

字节B的Bit1将一直被填充。事件存储器里面会将事

件的日期和时间记录并用光电读写头读取。

水表DN选型过小识别

当流量在持续的6小时内一直大于Q3（常用流

量），水表将被识别成水表DN选型过小。

水表DN选型过小状态被识别后，数据包中状态

字节的Bit7将一直被填充。

当水表DN选型过小状态首次被识别后，状态字

节B的Bit7可以使用光电读写头重置并重新激活算

法。

事件存储器里面会将事件的日期和时间记录并

用光电读写头读取。

识别管道漏水

EDC-MBus和脉冲模块可以识别管道漏水，当

流量在30分钟的相关周期内超出了Q3的30每15分钟

记录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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