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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6600G 

GPRS 无线电缆温度远程数据记录仪 

说明书 

 

http://www.sonbest.com/


SR6600G 无线电缆测温远程数据记录仪            上海搜博实业有限公司           021-51083595 

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 198 号 19 楼 网址：http://www.sonbest.com/  第 2 页 共 14 页 

产品介绍 

SR6600G 温度数据采集模块，支持 1-4 个通道，共支持 64 个温度传感器，基于工业用

MODBUS-RTU 协议，实现低成本基于 GPRS 的温度状态在线监测和记录双重需求的实用

型一体化模块。在数据远传的同时，备份一份数据在记录仪，重要的数据掉电也不会丢失。 

上海搜博实业有限公司(www.sonbest.com) GPRS DTU，只需要一张开通 GPRS 的 SIM

卡，简单设置参数，就可以将外接串口设备的数据透明传输到公网固定 IP 或者域名的主机

上，并可以接受服务器的反馈命令。特别适合中心对多点、点多分散、不方便布线、数据

有实时要求的传输。 

使用或测试本产品必须具备如下条件： 

1. 能上网、开通 GPRS 流量功能 的 SIM 手机卡（标准 SIM 卡大小） 

2. 能收发远程数据的服务器或能上外网的电脑（要求网络管理员将外网 IP 通过端口映射

的方式转到测试的电脑上）！因产品具有一定的技术性，没有动手能力或条件的用户建

议咨询后购买。 

技术参数 

参数 技术指标 

供电电源 DC12-24V,2节 18650 锂电池组 

工作环境 -10℃~85℃ 

存储温度 -20℃~70℃ 

显示测温范围 -40℃~+123.8℃ 

支持传感器个数 64个内置 DS18B20的传感器，最多 4通道 

存储空间 512000bit 

传感器标称测温精度 ±0.5℃（由传感器决定） 

平均功耗 工作时：100mA，休眠时：3mA 

外形尺寸 179mm×120mm×30mm 

发送模式 透明传输或指令格式 

通讯端口 GPRS(USB用于本地测试与参数配置) 

波特率范围 9600 

最大发射功率 GSM900 class4（2W），DCS1800 class1（1W） 

工作频段 GSM850/900,DCS1800/1900,全球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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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1. GPRS 远传 

2. OLED 液晶显示 

3. 内置大容量锂电池 

4. 自带数据记录功能 

5. 支持 4 通道，最多达 64 个温度传感器 

接口说明 

1. 拨码开关 

   

GPRS SET     System RUN     Config SET 

标拔开关拔向 ON 位置，为启用该功能。6 段拔码同时只能启用一个功能，即拔 2 位。 

功能标识 拨码方式 说明 

GPRS SET 1,2拔向 ON位置 GPRS 配置 

System RUN 3,4拔向 ON位置 系统运行 

Config SET 5,6拔向 ON位置 系统参数配置 

2. 端子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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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共带 4 路传感器接口。 

引脚定义 建议引线颜色 引线说明 

B+、B- / 备用电池电源接口 

VCC 红色 传感器总线供电电源正 

CH1,CH2,CH3,CH4 兰色 接传感器信号线（DQ） 

GND 黑色 供电电源负 

3. 开关接口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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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标识 说明 功能 

RESTART 重启按钮 系统重启 

SWITCH 总电源按钮 开关按钮 

USB USB 接口 USB接口与电脑通讯 

SIM SIM 卡槽 放置 GPRS卡 

ANT 天线连接接口 连接外置天线 

 

设备基本参数配置 

在使用本功能前，请将拔码开关拔到

Config SET 功能指定位置。此时的拨码开

关 5、6 拨到 ON 位置。 

 

打开软件如图，将软件界面切换到【设备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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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钟参数设置 

【读时钟】将设备的时间读取出来，以检查时间是否准确。 

【电脑时间】将电脑上的时钟提取到软件，通过【写时钟】写入后，即可实现设备时

钟与电脑时钟同步。 

 

重要参数设默 

【运行模式】0 为主从模式：模式 0 时采用定时记录的方式，通讯及显示电源都会开启，

可以实时查询数据，此方案常用于长期供电电源实时采集要求较高同时需要记录的应用需

求。1 为主动上传模式：模式 1 时采用定时休眠的方式，休眠后将处于高度节能状态，定

时醒来后设备自动快速采集并保存记录，此模式常用语长期无电源的条件下监测用。 

【开机待命时间间隔】用于设置设备上电后，留用用户设置参数的时间计数。比如，

出厂 60，那设备上电后，约计数 60 次即 60 秒左右，会进休眠状态（如果运行模式为 1 时）。 

【休眠时间间隔】用于设置设备休眠时间计数。比如，出厂为 22，那设备休眠后约计

数 22 次即 180 秒，会进入工作状态。每次计数约 9 秒。 

【工作时间间隔】用于设置设备工作时间，比如出厂为 50，那设备工作约计数 50 次即

50 秒，会进入休眠状态，建议值 为 50。 

【数据通讯协议】0 为 MODBUS-RTU 查询模式，1 为 MODBUS 主动上传模式，2 为

自定义主动上传协议模式。出厂默认为 2。 

【自定义协议起始符】比如“ !^”，则输入其 ASCII 的十六进制值：21 E5，对应十进制

数为 8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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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协议结束符】比如“ []”，则输入其 ASCII 的十六进制值：5B 5D，对应十进制

数为 23389, 

【主动上传时间间隔】用于设置设备结束休眠后开始上传数据的时间间隔，比如工作

时间间隔为 50 秒，若本参数建议值为 10，那即从 GPRS 正常与服务器联机后，开始计时

每隔 10 秒上传数据一次记录（假如“工作时数据上传次数”值设置为 1 时）。 

【工作时数据上传次数】用于设置再次进入休眠前数据上传的次数，建议 1~3 次。 

【时间间隔】本参数仅于模式 0 时，在模式 0 时，定时保存记录的时间间隔。 

传感器参数配置 

将软件界面切换到【测点设置】 

 

【自动搜索】用于自动搜索各通道的传感器个数，如图先点自动搜索通道 1 的传感器

个数，再修改不同通道号分别搜索传感器个数。 

【读序列号】用于读取传感器的序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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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导入序列号到设备】将已有的传感器序列号导入到设备内，可用于传感器位置

调整。 

数据查询与测试 

因每个设备实际支持的温度点数不同，故软件初次使用时，先要通过对“实际使用测

点数”读取与设置，来更改软件的配置，以便软件启动时与硬件一致。 

 

在【实时采集】界面，有如下几个操作按钮。  

【单次】单次查询设备采集到的实时数据。 

【循环】按左边设置的时间定时采集数据。 

【停止】停止循环采集。 

【主动上传模式】暂未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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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记录操作 

将软件界面切换到【记录操作】，记录数据采用循环覆盖模式。（读取记录前请在实时

采集界面设置好测点数量） 

【读记录信息】此功能用于显示数据的总数， 

【清条数】此功能用于数据的清除，确认清除存储数据将会清零。 

【按条数读取所有记录】设备会自动读取所有的数据记录， 

【单条】若想查询某条数据，输入数据条数进行单条查询即可。  

 

【处理数据】切换“数据显示”这一栏，点击处理数据，就能转换成时间和温度。 

【处理并导出 EXCEL】处理数据并生成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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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RS 参数配置 

如图，把拨码开关 1 和 2 拨至“ON”，

进入配置设备地址和端口 

 

打开设置软件 打开后默认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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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操作流程： 

1、模块连PC串口,上电； 

2、打开串口； 

3、获取当前参数； 

4、选择工作模式及配置相关参数； 

5、设置所有参数。 

 

模块通电后通过 USB 连接 PC，打开设置软件，默认波特率为 9600，打开串口（可到

设备管理器查看端口号若没有请到官网下载并安装 CH341 驱动）。 

 点击进入配置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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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以上内容表示已进入配置状态，先获取当前参数进行修改。 

本模块支持两路 socket 连接，以 1 个为例：先勾选连接服务器 A，在旁边的地址和端

口填写在路由器里的 WAN 口 IP 和外部端口。 

 

在全局参数进行 SIM 卡设置 

默认设置为移动卡，联通卡及其他用户在运行商及 APN 进行修改： 

 

点击设置所有参数。 

 

待下方进度条走完和显示执行完毕后，模块重启，设置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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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运行 

所有参数设置完毕后将拨码开关拨至

3,4 拔向 ON位置，其他 OFF（如图所示）

 

外形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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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搜博实业有限公司 

电话：021-51083595 

中文网址：http://www.SonBest.com 

英文网址：http://www.SonBUS.com 

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 198号 19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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