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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概述
本文档针对产品介绍、部件介绍、技术规格进行描述。

本文图片仅供参考，具体以实物为准。

读者对象
本文档主要适用于以下工程师：

● 销售工程师

● 技术支持工程师

符号约定
在本文中可能出现下列标志，它们所代表的含义如下。

符号 说明

表示如不避免则将会导致死亡或严重伤害的具有高等级风险的危
害。

表示如不避免则可能导致死亡或严重伤害的具有中等级风险的危
害。

表示如不避免则可能导致轻微或中度伤害的具有低等级风险的危
害。

用于传递设备或环境安全警示信息。如不避免则可能会导致设备
损坏、数据丢失、设备性能降低或其它不可预知的结果。

“须知”不涉及人身伤害。

对正文中重点信息的补充说明。

“说明”不是安全警示信息，不涉及人身、设备及环境伤害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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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记录
修改记录累积了每次文档更新的说明。 新版本的文档包含以前所有文档版本的更新
内容。

文档版本 01 (2021-08-30)
第一次正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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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全注意事项

1.1 通用安全

声明

在安装、操作和维护设备时，请先阅读本手册，并遵循设备上标识及手册中所有安全
注意事项。

手册中的“须知”、“注意”、“警告”和“危险”事项，并不代表所应遵守的所有
安全事项，只作为所有安全注意事项的补充。华为公司不承担任何因违反通用安全操
作要求或违反设计、生产和使用设备安全标准而造成的责任。

本设备应在符合设计规格要求的环境下使用，否则可能造成设备故障，由此引发的设
备功能异常或部件损坏、人身安全事故、财产损失等不在设备质量保证范围之内。

安装、操作、维护设备时应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和规范。手册中的安全注意事项仅作为
当地法律法规和规范的补充。

发生以下任一情况时，华为公司不承担责任。

● 不在本手册说明的使用条件中运行。

● 安装和使用环境超出相关国际或国家标准中的规定。

● 未经授权擅自拆卸、更改产品或者修改软件代码。

● 未按产品及文档中的操作说明及安全警告操作。

● 非正常自然环境（不可抗力，如地震、火灾、暴风等）引起的设备损坏。

● 客户自行运输导致的运输损坏。

● 存储条件不满足产品文档要求引起的损坏。

常规要求

● 安装、操作和维护时严禁佩戴手表、手链、手镯、戒指、项链等易导电物体，以
免被电击灼伤。

● 安装、操作和维护过程中必须使用专用的防护用具，如佩戴绝缘手套，佩戴护目
镜、穿安全服、戴安全帽、穿安全鞋等，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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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的工具手柄需要做绝缘防护处理，或使用绝缘工具，如下图所示。

● 安装、操作和维护必须按照指导书的步骤顺序来进行。

● 应采用力矩扳手固定螺丝，并采用红蓝标识进行双重检查。安装人员确认螺丝拧
紧后，在螺丝上涂蓝色标识；检查人员确认拧紧后，涂红色标识（画线标识需要
跨越螺丝边缘，标识样例如下图所示）。

● 安装、操作、维护机柜时，需先清理干净机柜顶部的积水、冰雪或其他杂物，再
打开机柜门，以免杂物掉入柜内。

● 严禁在雷电、雨、雪、六级大风等恶劣天气下安装、使用和操作室外设备、线缆
（包括但不限于搬运设备、操作设备和线缆、插拔连接到户外的信号接口、高空
作业、室外安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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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触任何导体表面或端子之前应测量接触点的电压，确认无电击危险。

● 应确保所有槽位均有单板或者假面板在位。防止单板上危险电压和能量造成伤害
的风险，保证风道正常，控制电磁干扰，并且规避背板、底板、单板落尘或其他
异物。

● 安装完设备，应清除设备区域的空包装材料，如纸箱、泡沫、塑料、扎线带等。

● 如发生火灾，应撤离建筑物或设备区域并按下火警警铃，或者拨打火警电话。任
何情况下，严禁再次进入燃烧的建筑物。

● 请勿停用保护装置和忽略手册、设备上的警告、警示与预防措施。及时更换因长
期使用而变得不清晰的危险标志。

● 除了对设备进行操作的人员，其他人员请勿接近本设备。

● 走线孔均需做密封处理，用防火泥封堵已走线的走线孔，使用机柜自带的盖子封
堵未走线的走线孔，正确的防火泥封堵施工标准如下图所示。

● 禁止用水、酒精或油等溶剂清洗机柜内部及外部的电气零部件。

人身安全
● 在设备操作过程中，如发现可能导致人身伤害或设备损坏的故障时，应立即终止

操作，向负责人进行报告，并采取行之有效的保护措施。

● 为避免电击危险，禁止将安全特低电压（SELV）电路连接到通信网络电压
（TNV）电路上。

● 设备未完成安装或未经专业人员确认，请勿给设备上电。

符号声明

为保障人身和设备安全，在安装、操作和维护设备时，请遵循设备上标识的安全注意
事项。

符号 说明

裸露高压部件的标识，此标识警告操作人员与电网供电电压
直接接触，或者通过潮湿的物品或潮气间接地与电网电压接
触将是致命的。该标识粘贴在危险电压处，或者维护时可能
移走的电源保护盖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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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说明

过热警示标识，此标识贴在可能出现高温引起烫伤的设备表
面，警告使用者在操作、维护时不要随意触摸，请佩戴防烫
手套进行操作，以免发生烫伤。

或

保护接地标识，此标识贴在保护接地端子附近，在设备和外
部接地网络相连接的端子旁边使用。设备接地线从保护接地
端子处连到外部接地排。

等电位连接标识，此标识用于等电位连接端子，即设备内部
各个等电位端子旁边。

静电标识，在任何静电敏感区域使用此标识。看到此标识的
情况下，请佩戴防静电手套或者手环后，再对设备进行操
作。

或

电容有危险能量。断开所有电源1分钟后方可打开机箱。

海拔说明标识，仅适用于海拔2000米以下地区安全使用。

非热带气候说明标识，仅适用于非热带气候条件下安全使
用。

或

风扇盒上/运动部件上的标识，该标识丝印或者贴在风扇盒面
板上，警告操作人员不要用手指靠近。“严禁在风扇旋转时
接触扇叶！”

或

或

看说明书标签，此标识在设备端口处无法表达清楚用途时使
用。指导使用者参考说明书中的内容。举例，可以在下面情
况时使用看说明书标签，但不局限于如下场景：

1. 对于多电源设备，在电源附近使用，替代多电源标识。意
思是：此设备有多路电源输入，设备断电时必须断开所有
电源输入。

2. 对于有多个输出接口，在输出接口附近使用。请参考说明
书中电源输出的额定值、配置参数信息进行连接。

3. 对于有多个槽位，在槽位信息附近使用。请参考说明书中
槽位信息的说明，对单板的限制以及使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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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人员要求
● 负责安装维护华为设备的人员，必须先经严格培训，了解各种安全注意事项，掌

握正确的操作方法。

● 只允许有资格的专业人员或已培训人员安装、操作和维护设备。

● 只允许有资格的专业人员拆除安全设施和检修设备。

● 对设备进行操作的人员，包括操作人员、已培训人员、专业人员应该有当地国家
要求的特种操作资质，如高压操作、登高、特种设备操作资质等。

说明

● 专业人员：拥有培训或操作设备经验，能清楚设备安装、操作、维护过程中潜在的各种危险
来源和危险量级的人。

● 已培训人员：经过相应的技术培训而且具有必要经验的人员，能意识到在进行某项操作时可
能给他带来的危险，并能采取措施将对他自身或其他人员的危险减至 低限度。

● 操作人员：除已培训人员、专业人员以外的可能接触到设备的操作人员。

1.3 电气安全

接地要求
● 设备保护接地与金属壳体的接地螺钉应具备可靠的电气连接（接地电阻不大于0.1

欧姆）。

● 需接地的设备，安装时，必须首先安装保护地线；拆除设备时，必须 后拆除保
护地线。

● 禁止破坏接地导体。

● 禁止在未安装接地导体时操作设备。

● 对于使用三芯插座的设备，必须确保三芯插座中的接地端子与保护地连接。

交、直流操作要求

危险

● 电源系统的供电电压为危险电压，直接接触或通过潮湿物体间接接触可能会带来电
击危险。

● 不规范、不正确的操作，可能会引起火灾或电击等意外事故。

● 禁止带电安装、拆除电源线。电源线芯在接触导体的瞬间，会产生电弧或电火花，
可导致火灾或人身伤害。

● 若设备的电源输入为永久连接，则应在设备外部装上易于接触到的断开装置。

● 设备电气连接之前，如可能碰到带电部件，必须断开设备前级对应的分断装置。

● 如果设备粘贴了“大漏电流”标志，在连接交流输入电源之前，必须先将设备机
壳的保护接地端子接地，以防止设备的漏电流对人体产生电击。

● 安装、拆除电源线之前，必须先关闭电源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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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接电源线之前，必须先确认电源线标签标识正确再进行连接。

● 接通电源之前，必须确保设备线缆已连接正确。

● 若设备有多路输入，应断开设备所有输入，待设备完全下电后方可对设备进行操
作。

布线要求
● 线缆在高温环境下使用可能造成绝缘层老化、破损，线缆与发热器件或热源区域

外围之间的距离至少为30mm。

● 设备进、出风口不允许有线缆经过。

● 线缆应满足VW-1阻燃等级要求。

● 同类线缆应绑扎在一起，不同类线缆至少分开30mm布放，禁止相互缠绕或交叉
布放。

● 所有线缆应绑扎牢靠，绑扎后的线缆应相互紧密靠拢，外观平直整齐，无外皮损
伤。

● 如果交流输入线缆从柜顶接入机柜，需在柜外U型折弯后进入机柜。

● 线缆弯曲半径要求：不小于线缆直径的5倍。

● 电源线布放过程中，严禁出现打圈、扭绞现象。如发现电源线长度不够时，须重
新更换电源线，严禁在电源线中做接头或焊点。

防静电要求
● 安装、操作和维护设备时，请遵守静电防护规范，应穿防静电工作服，佩戴防静

电手套和腕带。

● 手持单板时，必须持单板边缘不含元器件的部位，禁止用手触摸元器件。

● 拆卸下来的单板必须用防静电包材进行包装后，方可储存或运输。

1.4 安装环境要求
● 在设备运行时，请勿遮挡通风口或散热系统，以防止高温起火。

● 安装场所内应避免有酸性、碱性或其他腐蚀性气体。

● 请勿将设备靠近热源或裸露的火源，如电暖器、微波炉、烤箱、热水器、炉火、
蜡烛或其他可能产生高温的地方。否则将使外壳熔化或者设备受热，并导致火
灾。

● 设备应安装在远离液体的区域，禁止安装在水管、出风口等易产生冷凝水的位置
下方；禁止安装在空调口、通风口、机房出线窗等易漏水位置下方，以防止液体
进入设备内部造成设备故障或短路。

● 设备安装到机柜前，首先确定机柜已被固定好，避免机柜因重心不稳，出现倾斜
倒塌，致使安装人员被砸伤，设备摔坏等问题。

● 禁止将设备置于易燃、易爆气体或烟雾的环境中，禁止在该环境下进行任何操
作。

高空安装

在距离地面2米以上进行的作业，都属于高空作业。

遇以下情况之一者，应停止在高空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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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管雨水未干，以及可能发生危险的其他情况。当上述情况过后，必须经公司安
全主任和有关技术人员检查各种作业设备，确认同意后方可作业。

● 高空作业时，必须满足当地高空操作法规的要求。

● 必须经过相关培训，获取相关合格证方可上岗，进行高空作业。

● 高空作业前，应仔细检查登高工具和安全用具，如安全帽、安全带、梯子、跳
板、脚手架、起重设备等，如有不符合要求的应立即改进或拒绝高空作业。

● 做好安全防护工作，佩戴安全帽、安全带或腰绳，系在牢固结实的结构件上，严
禁挂在移动的不牢固的物体上或有锋利棱角的金属上，防止挂钩滑脱发生坠落事
故。

危险

● 高空作业现场，应划出危险禁区，设置明显标志，严禁无关人员进入。

● 携带好操作器械及工具，防止工具坠落砸伤他人。

● 严禁高空作业人员从高空向地面抛掷物件，严禁从地面向高空抛掷物件，应采用强
索、吊篮、高架车或吊车等传送物件。

● 应尽量避免上、下层同时进行作业。如无法避免时，上下层之间必须设专用防护棚
或采取其他防护措施，且上层严禁堆放工具、物料。

● 高空作业的沿口、孔洞处，应设护栏和标志，防止失足踏空。

● 高空作业区的下方地面，严禁堆放脚手架，跳板，其他杂物。地面人员严禁在高空
作业区的正下方停留或通行。

● 高空作业的脚手架、跳板、工作台等，必须事先进行安全检查鉴定，保证结构牢
固、脚手架严禁超负荷。

● 工作竣工拆卸脚手架时，应由上而下分层进行，严禁上下层同时拆卸，当拆除某一
部分的时候，应防止其它部份发生倒塌。

● 严禁在高空作业时嬉笑打闹，严禁在高空作业区睡觉。

● 现场负责人、安全员如发现高处作业施工人员不按规定作业者，应立即提出，责
其改正；否则须停止其作业。

● 作业人员违反高空作业安全规定不听劝阻而造成事故的由本人负责，监护人员应
承担一定责任。

1.5 机械安全

吊装安全

危险

吊装重物时，严禁在吊臂、吊装物下方走动。

● 进行吊装作业的人员需经过相关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

● 吊装工具需经检验，工具齐全方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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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吊装作业之前，确保吊装工具牢固固定在可承重的固定物或墙上。

● 在吊装过程中，确保两条缆绳间的夹角不大于90°，如下图所示。

● 吊装时，禁止拖拽钢丝绳、吊具，禁止使用硬物撞击。

梯子使用安全

● 当可能涉电登高操作时，应使用木梯或玻璃钢梯。

● 使用人字梯时拉绳必须牢固，作业时必须有人扶住梯子。

● 使用梯子前，请确认梯子完好无损，梯子承载重量符合要求，严禁超重使用。

● 使用梯子时应将宽的梯脚朝下或在梯子的底部采用保护措施，以防滑倒。

● 梯子应放在稳固的地方。梯子的倾斜度以75°为宜，可使用角尺测量，如下图所
示。

爬梯时，请注意如下动作，以减少危险并确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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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身体平稳。

● 作业人员脚站立的 高高度不应超过梯子从上向下数的第4个台阶。

● 若要爬上屋顶，超出屋檐的梯子的垂直高度至少为1米，如下图所示。

● 确保身体重心不偏离梯架的边沿。

钻孔安全

在墙面、地上钻孔时需要考虑如下安全注意事项：

须知

严禁在设备上钻孔。钻孔会破坏设备的电磁屏蔽性能、内部器件和线缆，钻孔所产生
的金属屑进入设备会导致电路板短路。

● 钻孔时应佩戴护目镜和保护手套。

● 钻孔过程中应对设备进行遮挡，严防碎屑掉入设备内部，钻孔后应及时打扫、清
理碎屑。

搬运重物安全
● 搬运重物时，应做好承重的准备，避免被重物压伤或扭伤。

● 用手搬运设备时，应佩戴保护手套，以免受伤。

● 移动或抬起设备时，应握住设备手柄或托住设备底边，而不应握住设备内已安装
模块（如电源模块，风扇模块或单板）的手柄。

1.6 电池安全
若系统未配置电池，无需查阅此章节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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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的安装、操作和维护之前，请阅读电池厂家提供的说明书。本手册中的安全注意
事项仅作为重点提醒事项，更多的安全注意事项请参考电池厂家提供的说明书。

基本要求

在进行电池作业之前，必须仔细阅读操作的安全注意事项，并掌握电池的正确连接方
法。

危险

● 请勿将电池暴露在高温环境或发热设备的周围，如日照、火源、变压器、取暖器
等。电池过热可能引起爆炸。

● 严禁焚烧电池，否则可能引起爆炸。

● 严禁拆解、改装或破坏电池（如插入异物、浸入水或其它液体中），以免引起电池
漏液、过热、起火或爆炸。

● 更换电池时，必须使用同型号或同类型的电池，若电池更换不当可能会导致电池爆
炸。

● 请勿将金属物导体与电池两极对接，或接触电池的端点，以免导致电池短路，以及
因电池过热而引起的烧伤等身体伤害。

电池安装、操作和维护过程中，为确保安全，应注意：

● 请勿佩戴手表、手链、手镯、戒指等含有金属的物体。

● 应佩戴护目镜、橡胶手套，穿防护服，预防电解液外溢所造成的危害。如电池漏
液，请勿使皮肤或眼睛接触到漏出的液体，若接触到皮肤或眼睛上，应立即用清
水冲洗，并到医院进行医疗处理。

● 请使用专用绝缘工具。

● 搬运电池时，应按照电池要求的方向搬运，严禁倒置、倾斜。

● 安装、维护等操作时，电池回路应保持断开状态。

● 禁止跌落、挤压或穿刺电池。避免让电池遭受外部大的压力，从而导致电池内部
短路和过热。

● 请按当地法律法规处理废旧电池，请勿将电池作为生活垃圾处理。电池处置不当
可能会导致电池爆炸。

● 严禁使用已经损坏的电池。

● 严禁让儿童或宠物吞咬电池 ，以免对其造成伤害或导致电池爆炸。

● 电池在使用、充电或保存过程中有变色、变形、异常发热等异常现象，应停止使
用并更换新电池。

● 在规定温度范围内，电池可正常按照允许的充放电参数工作。超出规定温度范
围，将会影响电池的充放电性能及安全。

电池安装规范

电池安装操作前，为确保安全，应注意遵从以下基本预防措施：

● 电池安装位置应选择通风、干燥、阴凉环境，远离热源、易燃、潮湿环境，并做
好防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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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池应水平摆放、固定。

● 电池安装过程注意正负极，严禁将同一支或同一组串电池的正负极短接，否则会
引起电池短路。

● 电池组在完成安装前，至少留下一断点，避免形成回路，在检查确认后再闭合断
点完成安装。

● 安装过程中，连接电池的线缆端子应做好绝缘保护，切勿触碰机柜等金属部件。

● 电池线缆或铜排安装须按照标准力矩拧紧，否则电池螺栓虚连将导致连接压降过
大，甚至在电流较大时大量发热将电池烧毁。

● 请定期检查电池连接端子螺钉，确认拧紧，无松动。

电池短路防护

危险

电池短路会产生瞬间大电流并释放大量能量，可能造成人身伤害以及财产损失。

● 在允许的情况下，首先断开工作中的电池连接，再进行其他作业。

● 为避免电池短路，电池不允许在线维护。

易燃气体防护

须知

● 严禁使用未封闭的铅酸电池。

● 铅酸电池应确保可燃性气体（如氢气）排放措施正常，避免导致燃烧或腐蚀设备。

铅酸电池在工作中会释放出可燃性气体，摆放电池的地方应保持通风并做好防火措
施。

电池漏液处理规范

须知

电池温度过高会导致电池变形、损坏及电解液溢出。

当电池温度超过60℃时，应检查是否有电解液溢出。如有电解液溢出，应及时处理。

电解液溢出会对设备造成潜在的危害，溢出的电解液会腐蚀金属物体及单板，导致单
板损坏。

警告

在有电解液溢出时，应及时做好液体的吸收和中和。在移开、搬动漏液电池时，应注
意电解液可能带来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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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发现电解液溢出，请按照电池生产厂家指导操作，或者采用碳酸氢钠
（NaHCO3）、碳酸钠（Na2CO3）中和，吸收电解液。

锂电池场景

锂电池操作的安全注意事项参考铅酸电池，另外还需要注意如下事项。

警告

更换电池的型号不正确会有爆炸的危险。

● 仅可使用厂商推荐的相同或相似型号的电池更换。

● 搬运锂电池时，禁止倒置、倾斜和碰撞。

● 安装、维护等操作时，锂电池回路要保持断开状态。

● 当环境温度低于工作温度下限时禁止充电（0℃禁止充电），否则会造成锂电池内
部短路。

● 禁止将锂电池投入火源。

● 维护完成时，应将废旧的锂电池返回维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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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述

2.1 产品描述
智能站点管理系统提供整套智能化站点监控及运维解决方案，包括能耗管理、油耗管
理、温控管理、智能安防、环境监控、远程巡检维护、电池测试、电池单体检测等特
性，并支持站点设备无线化组网，实现站点快速开站，提升站点运维效率。

SCC800 V100R005C00智能站点应用海外智能站点场景，包括室内、室外和混合站
点，通过提供监控设备实现对客户站点的智能设备信息采集，通过NetEco网管实现对
站点的智能运维管理，同时支持代维场景。

图 2-1 SCC800-S2

2.2 产品特性
智能站点管理系统支持以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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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智能化

– 支持电源设备、温控设备等智能部件的监控

– 支持摄像机、移动侦测器、门磁传感器等安全特性

– 支持温湿度传感器、烟雾传感器、水浸传感器等环境监测

– 支持无线通信告警

● 安装多样化

– 支持标准19英寸机架安装

– 支持挂墙安装

● 调测简洁化

– 支持远程配置、升级

– 支持本地Web调测，配置和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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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部件介绍

3.1 SCC800-S2
智能站点监控单元SCC800-S2（Site control center 800-S2，以下简称“SCC800”）
是一款智能化、集成度高、体积小巧的动力环境监控单元。

作为连接站点设备和网管中心的桥梁，SCC800支持接入无线数据转换器、无线油机监
控盒、无线直流电表、交流停电传感器等多种动力和环境监控设备，并且可以通过无
线组网将监控数据实时上报给网管中心。SCC800可内置锂电池，激活后可提供5min备
电。

图 3-1 SCC800-S2

（1）运行指示灯 （2）告警指示灯 （3）组网指示灯

（4）COM3/12V接口 （5）RS485通信接口 （6）GE_1通信接口

（7）PoE_1通信接口 （8）USB接口 （9）RF无线组网按键

（10）4G天线接口 （11）RF_O天线接口 （12）RF_I天线接口

SCC800-S2 V100R005C00 智能站点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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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COM1通信接口 （14）COM1/12V接口 （15）COM2/CAN通信接口

（16）GE_2通信接口 （17）PoE_2通信接口 （18）DC 48V电源接口

指示灯和按键

表 3-1 指示灯说明

名称 颜色 状态 说明

运行指示灯 绿色 常灭 监控单元故障或无直流输入

慢闪（0.5Hz） 监控单元正常工作，与上位机通
信正常

快闪（4Hz） 监控单元正常工作，与上位机通
信不正常

告警指示灯 红色 常灭 无告警

常亮 有告警

组网指示灯 绿色 常灭 无电源输入

常亮 组网失败或通信中断或未入网

慢闪（周期2s，1s亮，1s
灭）

通信正常

快闪（周期0.25s，
0.125s亮，0.125s灭）

正在组网

超快闪（周期0.125s，
0.0625s亮，0.0625s灭）

正在擦除网络参数

 

表 3-2 按键说明

动作 功能 说明

长按3s 允许/禁止节
点加入

SCC800处于“禁止节点加入”时，长按3秒，SCC800切到
“允许节点加入”，指示灯快闪。

SCC800处于“允许节点加入”时，长按3秒，SCC800切到
“禁止节点加入”，根据指示灯说明判断SCC800当前状
态。

长按8s 擦除网络 按下按键，指示灯闪烁帮助数秒（指示灯每闪烁1下为
1s），闪烁8下后，指示灯将超快闪3s，表示网络擦除成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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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说明

表 3-3 接口说明

接口类型 说明

通信接口 GE_1 连接网管

GE_2 连接第三方智能设备（支持NAT功能）

PoE_1和PoE_2 连接IP摄像机等PoE供电的智能设备

RS485 北向RS485接口

COM1 南向RS485接口

COM2/CAN 支持连接智能设备（南向四线RS485接口）

支持连接华为锂电池（CAN协议）

COM3/12V 支持连接智能设备（南向四线RS485接口）

支持12V设备供电

支持干接点管理

COM1/12V 支持连接智能设备（南向四线RS485接口）

支持12V设备供电

支持干接点管理

其它接口 USB接口 通过USB接口安装WIFI模块后，可近端接入Web
界面，方便操作。

RF_I 室内射频天线接口

RF_O 室外射频天线接口

4G 移动数据天线接口

电源接口 1×48V DC输入口

 

图 3-2 GE/PoE/RS485 引脚

表 3-4 GE_1/GE_2 接口引脚定义

引脚 信号 说明

1 TRX0+

SCC800-S2 V100R005C00 智能站点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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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脚 信号 说明

2 通信接口，100M/1000M自适
应

TRX0-

3 TRX1+

4 TRX2+

5 TRX2-

6 TRX1-

7 TRX3+

8 TRX3-

 

表 3-5 PoE_1/2 引脚定义

引脚 信号 说明

1 GE_MDI0_P

GE/PoE数据收发，其中引脚
1/2/4/5为-48V，引脚3/6/7/8为

RTN

2 GE_MDI0_N

3 GE_MDI1_P

4 GE_MDI1_N

5 GE_MDI2_P

6 GE_MDI2_N

7 GE_MDI3_P

8 GE_MDI3_N

 

表 3-6 RS485 引脚定义

引脚 信号 说明

1 RS485_TX+ RS485发送数据

2 RS485_TX-

3 空

4 RS485_RX+ RS485接收数据

5 RS485_RX-

6 空 －

7 空 －

8 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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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COM1 引脚定义

引脚 信号 说明

A RS485_A RS485正极

B RS485_B RS485负极

 

表 3-8 COM2/CAN 口引脚定义

引脚 信号 说明

1 RS485B_RX+ RS485接收数据

2 RS485B_RX-

3 空 －

4 RS485B_TX+ RS485发送数据

5 RS485B_TX-

6 空 －

7 CANH CAN数据正极

8 CANL CAN数据负极

 

表 3-9 48V 电源接口说明

接口类型 丝印 序号 说明

48V电源输入接口 48V + 48V电源输入正极

- 48V电源输入负极

PE 接地

 

表 3-10 COM3/12V 口引脚定义

引脚 信号 说明

1 RS485C_RX+ RS485接收数据

2 RS485C_RX-

3 12V 支持12V设备供电，12V输出电压范围：DC
13V~15V；总额定电流：0.8A

4 RS485C_TX+ RS485发送数据

5 RS485C_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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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脚 信号 说明

6 DIN1- 输入干接点1负极

7 DIN1+ 输入干接点1正极

8 GND 接地

 

表 3-11 COM1/12V 口引脚定义

引脚 信号 说明

1 RS485_A RS485接收数据

2 RS485_B

3 12V 支持12V设备供电，12V输出电压范围DC
13V~15V；总额定电流0.8A

4 RS485_A RS485发送数据

5 RS485_B

6 DIN2- 输入干接点2负极

7 DIN2+ 输入干接点2正极

8 GND 接地

 

技术规格

表 3-12 技术规格

分类 项目 范围/满足标准

环境 工作温度 -20℃～+60℃（55度以上，电池停止备电功
能）

储存温度 -20℃～+60℃

相对湿度 5%RH~95%RH（无冷凝）

海拔高度 0m～4000m（在2000m～4000m环境下高温降
额，每升高200m，工作温度降低1℃）

结构 尺寸（高×宽×深） 43.6mm×215mm×165mm

颜色 黑色

重量 < 1kg

电气参数 电压范围 -36V～-60V

功率 < 5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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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项目 范围/满足标准

EMC 传导干扰（CE） -48V输入口：EN 55032，Class B
信号端口：EN 55032，Class B

辐射干扰（RE） EN 55032，Class B

静电放电抗扰性
（ESD）

接触放电6/8kV，空气放电8/15kV，信号端口
2kV；EN61000-4-2

电快速脉冲群抗扰性
（EFT）

电源端口：2kV；信号端口：1kV
EN61000-4-4，Class B

辐射抗扰性（RS） 80MHz-6GHz；10V/m；80%AM（1KHz）
EN61000-4-3，Class A

传导抗扰性（CS） 电源端口：0.15～80MHz；10V 80%AM
（1kHz）；

信号端口：0.15～80MHz；3V 80%AM
（1kHz）；

EN61000-4-6

安规 ● 符合IEC/EN62368-1要求

● 符合IEC/EN60950-1要求

● 符合IEC/EN62619要求

RF RF_Z：2403MHz~2483MHz

环境保护 RoHS、REACH、WEEE

防护 防护等级 IP20

可靠性 MTBF 20万小时（25℃）

 

3.2 无线交流电表 iACMETER
iACMETER（wireless AC meter）在传统智能交流电表基础上集成无线及RS485有线通
信，具有电能检测和采集功能，并响应上层主机实时数据查询。电源口、电压采集口
和通信端口均有防雷设计，适合用于复杂恶劣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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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及接口

图 3-3 外观及接口

（1）拨码 （2）指示灯 （3）按键

（4）交流输入1 （5）交流输入2 （6）干接点接口

（7）北向RS485接口 （8）交流互感器转换接口

图 3-4 交流互感器

SCC800-S2 V100R005C00 智能站点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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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 接口定义

接口名称 面板丝印 说明

交流输入1 L1 市电输入或油机输入

L2

L3

N

交流输入2 L1 油机输入

L2

L3

N

DI DI1+ DI1

DI1-

DI2+ DI2

DI2-

DI3+ DI3

DI3-

RS485_NORTH A 北向RS485接口

B

CH1/CH2/CH3/CH4 IA1+ 支路1/2/3/4交流电流检测

IA1-

IB1+

IB1-

IC1+

IC1-

 

指示灯和按键

表 3-14 指示灯说明

通信方式 状态 说明

有线通信 常亮 通信正常

无线通信 常灭 无电源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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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方式 状态 说明

常亮 组网失败或通信中断或未
入网

慢闪（周期2s，1s亮，1s灭） 通信正常

快闪（周期0.25s，0.125s亮，0.125s灭） 正在组网

超快闪（周期0.125s，0.0625s亮，
0.0625s灭）

正在擦除网络参数

指示灯0.25s亮，0.25s灭 正在眨眼

 

表 3-15 按键说明

动作 功能 说明

长按3s 开机/入网 长按3s后，指示灯超快闪，再快闪，iACMETER开始组
网。组网成功，指示灯慢闪；组网失败，指示灯常亮。

说明
按下按键后，指示灯每闪烁1次为1s。

 

技术规格

表 3-16 交流电表规格

分类 项目 范围/满足标准

环境 工作温度 -20℃～+60℃

存储温度 -40℃～+70℃

相对湿度 5%RH~95%RH（无冷凝）

海拔高度 0m～4000m（在2000m～4000m环境下高温降
额，每升高200m，工作温度降低1℃）

结构 尺寸（高×宽×深） 60mm×90mm×72mm（电表本体）

重量 0.5kg（电表本体）

输入 电压 相电压：85VAC~300VAC（额定110VAC
\220VAC\250VAC）

线电压：148VAC~520VAC（额定190VAC
\380VAC\440VAC）

测量精度 电流 0.5%（电表本体）

电压 0.5%

功率 满足1级电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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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项目 范围/满足标准

功率因数 ±2%

频率 ±0.1Hz（45Hz～65Hz）

电能 满足1级电能表

EMC 传导干扰（CE） EN61326-1，Class B

辐射干扰（RE） EN61326-1，Class A

静电放电抗扰性
（ESD）

接触放电6kV，空气放电8kV
EN61326-1，Class B

电快速脉冲群抗扰性
（EFT）

4kV
EN61326-1，Class B

辐射抗扰性（RS） 80MHz-6GHz；10V/m；80%AM（1kHz）

EN61326-1，Class A

传导抗扰性（CS） 电源端口：0.15～80MHz；10V 80%AM
（1kHz）

信号端口：0.15～80MHz；3V 80%AM
（1kHz）

EN61326-1

浪涌抗扰性
（SURGE）

EN61326-1

冲击电流（Impulse
Current）

EN61326-1

安规 符合IEC/EN61010-1要求

RF ● 2403MHz~2483MHz
● 433.05MHz~434.79MHz

环境保护 RoHS、REACH、WEEE

防护 防护等级 前面板 IP50，螺丝端子IP20

可靠性 MTBF 20万小时（25℃）

 

3.3 室外无线交流电表箱 ACMB
ACMB（outdoor wireless AC meter box）集成iACMETER、交流互感器和防雷器于一
体，应用于室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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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及接口

图 3-5 ACMB 外观

图 3-6 ACMB 接口（1 路交流）

（1）交流输入端子 （2）交流防雷器 （3）信号防雷器

（4）iACMETER （5）接地排 （6）交流互感器转换接口

（7）天线 （8）绑线桥 （9）走线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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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ACMB 接口（2 路交流）

（1）交流输入端子 （2）交流防雷器 （3）信号防雷器

（4）iACMETER （5）接地排 （6）交流互感器转换接口

（7）天线 （8）绑线桥 （9）走线孔

表 3-17 配置说明

型号 配置

ACMB-WAT13D1 1路交流电压检测（单市电或单油机），配置3个量程100A的
交流互感器

ACMB-WAT23D1 2路交流电压检测（市电+油机检测），配置6个量程100A的
交流互感器

 

技术规格

表 3-18 ACMB 规格

分类 项目 范围/满足标准

环境 工作温度 -20℃~+60℃

存储温度 -40℃～+70℃

工作湿度 5%RH~95%RH（无冷凝）

存储湿度 5%RH～95%RH

海拔高度 0m～4000m（在2000m～4000m环境下高温降
额，每升高200m，工作温度降低1℃）

结构 尺寸（高×宽×深） 310mm×300mm×9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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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项目 范围/满足标准

重量 ＜3kg

电气参数 功耗 ＜3W

EMC 传导干扰（CE） EN55032，Class A

辐射干扰（RE） EN300386/EN55032，Class B

静电放电抗扰性
（ESD）

接触放电6kV，空气放电8kV，Class B
IEC61000-4-2

电快速脉冲群抗扰性
（EFT）

电源端口2KV，信号端口1KV；IEC61000-4-4，
Class B

辐射抗扰性（RS） 80MHz-6GHz；10V/m；80%AM（1KHz）

IEC61000-4-3，Class A

传导抗扰性（CS） 电源端口：0.15～80MHz；10V；80%AM
（1kHz）

信号端口：0.15～80MHz；3V；80%AM
（1kHz）

IEC61000-4-6

浪涌抗扰性
（SURGE）

IEC61000-4-5

冲击电流（Impulse
Current）

IEC61000-4-5

防雷等级 交流输入端口 浪涌：

6kV（线-线），1.2/50us，2Ω
6kV（单线-地），1.2/50us，2Ω
冲击电流：30KA/60KA， 8/20us

RS485端口 浪涌：

差模6kV（线-线），10/700us，15Ω+25Ω/线
共模6kV（双线或多线-地），10/700us，15Ω
+25Ω/线
差模6kV（线-线），1.2/50us，2Ω+40Ω
共模6kV（双线或多线-地），1.2/50us，2Ω+n
x 40Ω/线
冲击电流：3KA/5KA，8/20us

安规 满足IEC/EN60950-1的安规要求

RF ● 2403MHz~2483MHz
● 433.05MHz~434.79MHz

环境保护 RoHS、REACH、WEEE

防护 防护等级 IP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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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项目 范围/满足标准

可靠性 MTBF 20万小时（25℃）

 

3.4 室内无线交流电表箱 ACMB
ACMB（indoor wireless AC meter box）集成iACMETER、交流互感器和防雷器等于
一体，应用于室内环境。

外观及接口

图 3-8 ACMB 外观

图 3-9 ACMB 接口

（1）交流输入端子 （2）交流防雷器 （3）iACMETER

（4）接地排 （5）交流互感器转换接口 （6）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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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绑线桥

表 3-19 配置说明

型号 配置

ACMB-WBS43Y1 1路交流电压检测（三相四线或三火线制式），4路交
流电流检测，配置12个量程100A的交流互感器

 

技术规格

表 3-20 ACMB 规格

分类 项目 范围/满足标准

环境 工作温度 -20℃～+60℃

存储温度 -40℃～+70℃

工作湿度 5%RH~95%RH（无冷凝）

存储湿度 5%RH～95%RH

海拔高度 0m～4000m（在2000m～4000m环境下高温降
额，每升高200m，工作温度降低1℃）

结构 尺寸（高×宽×深） 310mm×300mm×90mm

重量 ＜3kg

电气参数 功耗 ＜3W

EMC 传导干扰（CE） EN300386/EN55032，Class B

辐射干扰（RE） EN300386/EN55032，Class A

静电放电抗扰性
（ESD）

接触放电6kV，空气放电8kV，Class B
接触放电2kV，Class R
IEC61000-4-2

电快速脉冲群抗扰性
（EFT）

电源端口2KV
信号端口1KV
IEC61000-4-4，Class B

辐射抗扰性（RS） 80MHz-6GHz；10V/m；80%AM（1KHz）

IEC61000-4-3，Class A

传导抗扰性（CS） 电源端口：0.15～80MHz；10V；80%AM
（1kHz）

信号端口：0.15～80MHz；3V；80%AM
（1kHz）

IEC610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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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项目 范围/满足标准

浪涌抗扰性
（SURGE）

IEC61000-4-5

冲击电流（Impulse
Current）

IEC61000-4-5

防雷等级 交流输入端口 浪涌：

6kV（线-线），1.2/50us，2Ω
6kV（单线-地），1.2/50us，2Ω
冲击电流：20KA/40KA， 8/20us

RS485端口 浪涌：

差模4kV（线-线），10/700us，15Ω+25Ω/线
共模4kV（双线或多线-地），10/700us，15Ω
+25Ω/线
差模4kV（线-线），1.2/50us，2Ω+40Ω
共模4kV（双线或多线-地），1.2/50us，2Ω+n
x 40Ω/线
冲击电流：

差模3KA，共模6KV，电流波形 8/20us，电压波
形1.2/50us

安规 满足IEC/EN60950-1的安规要求

RF ● 2403MHz~2483MHz
● 433.05MHz~434.79MHz

环境保护 RoHS、REACH、WEEE

防护 防护等级 IP20

可靠性 MTBF 20万小时（25℃）

 

3.5 无线交流停电传感器 iACSENSE
iACSENSE-WBD03B1（wireless AC sensor，以下简称“iACSENSE”）是用来检测交
流是否停电的传感器，通过与上层主机无线组网，可实现5分钟内上报数据。
iACSENSE内置电池供电。

须知

该传感器仅适用于TT，TN等N线（中性线）接地系统，不适用IT及纯油机等N线（中
性线）不接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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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 iACSENSE 主机

（1）RF （2）VT_1 （3）VT_2

（4）VT_3 （5）PE

图 3-11 iACSENSE 探头

指示灯和按键

表 3-21 指示灯说明

状态 说明

常灭 无电源输入或休眠

常亮 组网失败或通信中断或未入网

慢闪（周期2s，1s亮，1s灭） 通信正常

快闪（周期0.25s，0.125s亮，0.125s灭） 正在组网

超快闪（周期0.125s，0.0625s亮，0.0625s灭） 正在擦除网络参数

指示灯0.25s亮，0.25s灭 正在眨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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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按键说明

动作 功能 说明

长按3s 开机/入网 长按3s后，指示灯超快闪，再快闪，iACSENSE开始组网。
组网成功，指示灯慢闪；组网失败，指示灯常亮。

短按1秒 唤醒 将设备从休眠状态唤醒。

长按8秒 关机 长按8s后，LED持续3秒的8Hz闪烁，设备进入关机状态。

说明
按下按键后，指示灯每闪烁1次为1s。

 

接口

表 3-23 接口定义

接口 面板丝印 说明

天线接口 RF 射频天线接口

传感器探头接口 VT_1/VT_2/VT_3 -

接地端子 PE 接地

 

技术规格

表 3-24 技术规格

分类 项目 范围/满足标准

环境 工作温度 -20℃～+60℃

存储温度 -40℃～+70℃

相对湿度 5%RH～95%RH（无冷凝）

海拔高度 0m～4000m（在2000m～4000m环境下高
温降额，每升高200m，工作温度降低1℃）

结构 尺寸（高×宽×深） 主机：35mm×65mm×90mm
探头：12mm×20mm×45mm

重量 ＜0.5kg

输入参数 功耗 ＜0.35μW

EMC 辐射干扰（RE） EN 55032，Class B

静电放电抗扰性（ESD） 接触放电6/8kV，空气放电8/15kV，信号端
口2kV；EN610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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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项目 范围/满足标准

辐射抗扰性（RS） 80MHz-6GHz；10V/m；80%AM（1KHz）
EN61000-4-3，Class A

浪涌抗扰性（SURGE） IEC61000-4-5

RF 2403MHz~2483MHz

环境保护 RoHS、REACH、WEEE

防护 防护等级 IP20

可靠性 MTBF 20万小时（25℃）

 

3.6 无线直流电表 iDCMETER
iDCMETER-WBD13N1（wireless DC meter，以下简称“iDCMETER”）集成无线通
信，具有电能检测和采集功能，与上层主机无线组网，可实现数据实时上报。

图 3-12 iDCMETER

（1）RF天线接口 （2）无线组网开关 （3）电源接口

指示灯和按键

表 3-25 指示灯说明

状态 说明

常灭 无电源输入

常亮 组网失败或通信中断或未入网

慢闪（周期2s，1s亮，1s灭） 通信正常

快闪（周期0.25s，0.125s亮，0.125s灭） 正在组网

超快闪（周期0.125s，0.0625s亮，0.0625s灭） 正在擦除网络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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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说明

指示灯0.25s亮，0.25s灭 正在眨眼

 

表 3-26 按键说明

动作 功能 说明

长按3s 入网 长按3s后，指示灯超快闪，再快闪，iDCMETER开始组
网。组网成功，指示灯慢闪；组网失败，指示灯常亮。

说明
按下按键后，指示灯每闪烁1次为1s。

 

接口

表 3-27 接口描述

接口 面板丝印 说明

天线接口 RF 射频天线接口

电源接口 48V+ 直流输入正极

48V- 直流输入负极

说明
当配置多个iDCMETER时，电源接口支持级联。

 

技术规格

表 3-28 技术规格

分类 项目 范围/满足标准

环境 工作温度 -20℃～+60℃

存储温度 -40℃～+70℃

相对湿度 5%RH~95%RH（无冷凝）

海拔高度 0m～4000m（在2000m～4000m环境下高温
降额，每升高200m，工作温度降低1℃）

结构 尺寸（高×宽×深） 98mm×60mm×25.5mm

重量 <0.51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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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项目 范围/满足标准

输入 电压范围 43.2V DC~60V DC
说明

起机电压范围：43.2V DC~72V DC。

测量精度 电流 1% FS

电压 0.5%

电流采样量程 -150A～+150A

EMC 传导干扰（CE） EN 55032，Class A

辐射干扰（RE） EN 55032，Class B

静电放电抗扰性
（ESD）

接触放电6/8kV，空气放电8/15kV，信号端口
2kV；EN61000-4-2

电快速脉冲群抗扰性
（EFT）

电源端口：2kV；信号端口：1kV
EN61000-4-4，Class B

辐射抗扰性（RS） 80MHz-6GHz；10V/m；80%AM（1kHz）
EN61000-4-3，Class A

传导抗扰性（CS） 电源端口：0.15～80MHz；10V 80%AM
（1kHz）

信号端口：0.15～80MHz；3V 80%AM
（1kHz）

EN61000-4-6

浪涌抗扰性
（SURGE）

IEC61000-4-5

冲击电流（Impulse
Current）

IEC61000-4-5

RF 2403MHz~2483MHz

环境保护 RoHS、REACH、WEEE

防护 防护等级 IP20

可靠性 MTBF 20万小时（25℃）

 

3.7 无线数据转换器 iDATA
iDATA-WBC00C1（wireless data converter，以下简称“iDATA”）是SCC800的延伸
和扩展，负责检测智能油机、智能电源等设备，并将数据通过无线通信传递至上层主
机，实现对智能设备的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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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iDATA

（1）RF天线接口 （2）RS485通信接口 （3）RS232通信接口

（4）电源接口

指示灯和按键

表 3-29 指示灯说明

状态 说明

常灭 无电源输入

常亮 组网失败或通信中断或未入网

慢闪（周期2s，1s亮，1s灭） 通信正常

快闪（周期0.25s，0.125s亮，
0.125s灭）

正在组网

超快闪（周期0.125s，0.0625s
亮，0.0625s灭）

正在擦除网络参数

指示灯0.25s亮，0.25s灭 正在眨眼

 

表 3-30 按键说明

动作 功能 说明

长按3s 入网 长按3s后，指示灯超快闪，再快闪，iDATA开始组网。组
网成功，指示灯慢闪；组网失败，指示灯常亮。

说明
按下按键后，指示灯每闪烁1次为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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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

表 3-31 接口说明

接口类型 丝印 引脚 信号 说明

天线接口 RF - - 射频天线接口

电源接口 POWER + - 48V、24V或12V电源输入接口

-

通信接口 RS485 A RS485+ RS485通信接口

B RS485-

RS232 TX RS232_TX RS232通信接口

RX RS232_RX

GND GND

GND GND

 

技术规格

表 3-32 技术规格

分类 项目 范围/满足标准

环境 工作温度 -20℃～+60℃

存储温度 -40℃～+70℃

相对湿度 5%RH～95%RH（无冷凝）

海拔高度 0m～4000m（在2000m～4000m环境下高温降
额，每升高200m，工作温度降低1℃）

结构 尺寸（高×宽×深） 25mm×60mm×70mm

重量 0.2kg

直流输入 电压范围 12.83V DC～60V DC

EMC 传导干扰（CE） EN 55032，Class A

辐射干扰（RE） EN 55032，Class B

静电放电抗扰性
（ESD）

接触放电6/8kV，空气放电8/15kV，信号端口
2kV；EN61000-4-2

电快速脉冲群抗扰性
（EFT）

电源端口：2kV；信号端口：1kV
EN61000-4-4，Class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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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项目 范围/满足标准

辐射抗扰性（RS） 80MHz-6GHz；10V/m；80%AM（1KHz）
EN61000-4-3，Class A

传导抗扰性（CS） 电源端口：0.15～80MHz；10V 80%AM
（1kHz）

信号端口：0.15～80MHz；3V 80%AM
（1kHz）

EN61000-4-6

浪涌抗扰性
（SURGE）

IEC61000-4-5

冲击电流（Impulse
Current）

IEC61000-4-5

安规 符合IEC/EN62368-1要求

RF 2403MHz~2483MHz

环境保护 RoHS、REACH、WEEE

防护 防护等级 IP20

可靠性 MTBF 20万小时（25℃）

 

3.8 无线油机监控盒 iDG
iDG-WBC01F1（wireless DG monitoring box ，以下简称“iDG”）用于控制油机启
停、油机复位，检测油机故障，并将油机的状态和故障信息传递至上层主机。iDG支持
声光告警器接入。

图 3-14 iDG

（1）RF天线接口 （2）DG_CTL （3）DG_RST

（4）DG_FAIL （5）SIREN （6）电源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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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灯和按键

表 3-33 指示灯说明

状态 说明

常灭 无电源输入

常亮 组网失败或通信中断或未入网

慢闪（周期2s，1s亮，1s灭） 通信正常

快闪（周期0.25s，0.125s亮，0.125s灭） 正在组网

超快闪（周期0.125s，0.0625s亮，0.0625s灭） 正在擦除网络参数

指示灯0.25s亮，0.25s灭 正在眨眼

 

表 3-34 按键说明

动作 功能 说明

长按3s 入网 长按3s后，指示灯超快闪，再快闪，iDG开始组网。组网
成功，指示灯慢闪；组网失败，指示灯常亮。

说明
按下按键后，指示灯每闪烁1次为1s。

 

接口

表 3-35 接口说明

接口类型 丝印 引脚 信号 说明

天线接口 RF - - 射频天线接口

电源接口 POWER + - 48V、24V或12V电源输入

–

油机接口 DG_CTL DG+ DO+ iDG输出油机启停信号给油机

DG- DO-

ATS+ DI+ ATS输入油机启停信号给iDG

ATS- DI-

DG_RST NC DO常闭端口 iDG输出油机复位信号给油
机，默认闭合复位

COM 公共接口

NO DO常开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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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类型 丝印 引脚 信号 说明

NA 空

DG_FAIL DG+ DI+ 油机输入油机启动故障信号给
iDG

DG- DI-

ATS+ DO+ iDG输出油机启动故障信号给
ATS

ATS- DO-

声光告警
器接口

SIREN S+ ALM1+ 声音电源正极

灯光电源正极L+ ALM2+

NA 空 -

- -48V_COM 电源负极

 

技术规格

表 3-36 技术规格

分类 项目 范围/满足标准

环境 工作温度 -20℃～+60℃

存储温度 -40℃～+70℃

相对湿度 5%RH～95%RH（无冷凝）

海拔高度 0m～4000m（在2000m～4000m环境下高温降
额，每升高200m，工作温度降低1℃）

结构 尺寸（高×宽×深） 30mm×110mm×90mm

重量 0.3kg

直流输入 电压范围 12.83V DC～60V DC

电气参数 功耗 ＜4W

EMC 辐射干扰（RE） EN 55032，Class B

静电放电抗扰性
（ESD）

接触放电6/8kV，空气放电8/15kV，信号端口
2kV；EN61000-4-2

电快速脉冲群抗扰性
（EFT）

电源端口：2kV；信号端口：1kV
EN61000-4-4，Class B

辐射抗扰性（RS） 80MHz-6GHz；10V/m；80%AM（1kHz）
EN61000-4-3，Clas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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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项目 范围/满足标准

传导抗扰性（CS） 电源端口：0.15～80MHz；10V 80%AM
（1kHz）

信号端口：0.15～80MHz；3V 80%AM
（1kHz）

EN61000-4-6

浪涌抗扰性
（SURGE）

IEC61000-4-5

冲击电流（Impulse
Current）

IEC61000-4-5

安规 符合IEC/EN62368-1要求

RF 2403MHz~2483MHz

环境保护 RoHS、REACH、WEEE

防护 防护等级 IP20

可靠性 MTBF 20万小时（25℃）

 

3.9 天线
天线用来辐射和接收无线电波。

表 3-37 天线外观

双模天线 4G天线 棒状天线

 

技术规格

表 3-38 天线规格

项目 双模天线 4G天线 棒状天线

工作温度 -40℃～+70℃ -3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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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双模天线 4G天线 棒状天线

存储温度 -40℃～+85℃，典型值25℃ -40℃～+70℃

相对湿度 0%RH～95%RH（无冷凝），典型值50% -

海拔高度 0m～4000m（在0m～4000m环境下高温
降额，每升高200m，工作温度降低1℃）

-

尺寸（高×宽
×深）

高度≤200mm，底
座直径≤43mm

高度≤136mm；宽
度≤60mm

高度≤110mm；底
座直径≤14.4mm

重量 ≤200g ≤500g -

频段范围 2.4GHz~2.5GHz/
902MHz~928MHz/
433MHz~435MHz

698MHz~960MHz/
1710MHz~2700MH
z

2.4~2.5GHz/
5.15~5.85GHz

极化方式 垂直极化 垂直极化 垂直极化

驻波比 <2.0 <2.2 ≤2.5

大输入功率 5W 10W 5W

防护等级 IP65 IP65 -

MTBF 10万小时（25℃） 10万小时（25℃） -

 

3.10 室内无线单相空调监控盒 iCOOL
空调监控盒能够对空调的运行状态进行实时监控，有效的保证空调设备的使用寿命，
并具有一定的节能效果。

图 3-15 外观

（1）RUN指示灯 （2）ALM告警灯 （3）旁路开关

（4）交流输出 （5）交流输入 （6）接地

（7）组网按键 （8）天线接口 （9）拨码开关

（10）RS485接口 （11）TEMP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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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灯和按键

表 3-39 指示灯说明

指示灯 颜色 通信
方式

状态 说明

运行指示灯
（RUN）

绿色 有线
通信

慢闪（周期2s，1s亮，1s
灭）

通信正常

无线
通信

常灭 无电源输入或休眠

常亮 组网失败或通信中断或未
入网

慢闪（周期2s，1s亮，1s
灭）

通信正常

快闪（周期0.25s，
0.125s亮，0.125s灭）

正在组网

超快闪（周期0.125s，
0.0625s亮，0.0625s灭）

正在擦除网络参数

指示灯0.25s亮，0.25s灭 正在眨眼

告警指示灯
（ALM）

红色 - 常灭 无告警

常亮 出现告警，查看具体告警
信息。

说明
出现空调1接线错误告警或空
调2接线错误告警时，告警指
示灯常亮并伴随蜂鸣。接线
错误的原因包括L线和N线接
反和地线未接。

 

表 3-40 按键说明

动作 功能 说明

长按3s 入网 长按3s后，指示灯超快闪，再快闪，iCOOL开始组网。组
网成功，指示灯慢闪；组网失败，指示灯常亮。

说明
按下按键后，指示灯每闪烁1次为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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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说明

表 3-41 接口说明

接口类型 丝印 信号 说明

AC输入 AC INPUT 1 L/L1 ● 第1路单相交流输
入L

● 第1路双火线交流
输入L1

2路单相/双火线交流
输入

N/L2 ● 第1路单相交流输
入N

● 第1路双火线交流
输入L2

AC INPUT 2 L/L1 ● 第2路单相交流输
入L

● 第2路双火线交流
输入L1

N/L2 ● 第2路单相交流输
入N

● 第2路双火线交流
输入L2

AC输出 AC OUTPUT 1 L/L1 ● 第1路单相交流输
出L

● 第1路双火线交流
输出L1

2路单相/双火线交流
输出

N/L2 ● 第1路单相交流输
出N

● 第1路双火线交流
输出L2

AC OUTPUT 2 L/L1 ● 第2路单相交流输
出L

● 第2路双火线交流
输出L1

N/L2 ● 第2路单相交流输
出N

● 第2路双火线交流
输出L2

温度采集 TEMP1 + 信号正极 2路NTC温度采集

- 信号负极

TEMP2 + 信号正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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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类型 丝印 信号 说明

- 信号负极

RS485 RS485_NORT
H

A RS485+ 2路RS485级联接口

B RS485-

 

技术规格

表 3-42 iCOOL 规格

分类 项目 范围/满足标准

环境 工作温度 -20℃～+60℃

存储温度 -40℃～+70℃

工作湿度 5%RH～95%RH（无冷凝）

海拔高度 0m～4000m（在2000m～4000m环境下高温降
额，每升高200m，工作温度降低1℃）

结构 尺寸（高×宽×深） 255mm×130mm×43.6mm

重量 小于1kg

电气参数 电压 ● 额定工作电压：200V AC~240V AC
● 工作电压范围：90V AC~300V AC

频率 45Hz～65Hz

功率 大功率支持2HP

电流 大工作电流16A

通信 无线通信 ● 支持双模天线

● 工作频率：2403MHz~2483MHz，
433.05MHz~434.79MHz

有线通信 ● 北向RS485通信可通过拨码设定通讯地址

● 波特率：4800bit/s，9600bit/s，19200
bit/s，115200bit/s

功耗 - 小于8W

EMC 传导干扰（CE） EN300386/EN55032，Class B

辐射干扰（RE） EN300386/EN55032，Class B

静电放电抗扰性
（ESD）

壳体端口：接触放电：6/8kV；空气放电：
8/15kV；Class B/R
信号端口：接触放电：2kV；Class R
IEC610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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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项目 范围/满足标准

电快速脉冲群抗扰性
（EFT）

交流输入端口：2KV；信号端口：1KV
IEC61000-4-4，Class B

辐射抗扰性（RS） 80MHz~6GHz，10V/m，80%AM(1KHz)
IEC61000-4-3，Class A

传导抗扰性（CS） 交流输入端口：0.15-80MHz，10V，80%AM
（1KHz）

信号端口：0.15-80MHz，3V，80%AM
（1KHz）

IEC61000-4-6，Class A

浪涌抗扰性
（SURGE）

交流输入端口：

横向6kV（线-线），1.2/50µs，2Ω
纵向6kV（单线-地），1.2/50µs，2Ω
信号端口：

差模4kV（线-线），10/700µs，15Ω+25Ω/线
共模4kV（双线或多线-地），10/700µs，15Ω
+25Ω/线
差模4kV（线-线），1.2/50µs，2Ω+40Ω
共模4kV（双线或多线-地），1.2/50µs，2Ω
+n*40Ω/线
IEC61000-4-5，Class B

冲击电流（Impulse
Current）

交流输入端口/AC电源口：差模5kA（线-线），
8/20us；共模5kA（单线-地），8/20µs
通讯口（RS485）/Zigbee/SUB-1G射频端口
（UP）：差模250A，8/20µs
Class C

防护 防护等级 IP20

可靠性 MTBF ≥10万小时

 

3.11 室内无线三相空调监控盒 iCOOL
空调监控盒能够对空调的运行状态进行实时监控，有效的保证空调设备的使用寿命，
并具有一定的节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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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6 外观

（1）RUN指示灯 （2）天线接口 （3）ALM告警灯

（4）RS485接口 （5）旁路开关 （6）TEMP接口

（7）组网按键 （8）接地 （9）拨码开关

（10）交流输出 （11）交流输入

指示灯和按键

表 3-43 指示灯说明

指示灯 颜色 通信
方式

状态 说明

运行指示灯
（RUN）

绿色 有线
通信

慢闪（周期2s，1s亮，1s
灭）

通信正常

无线
通信

常灭 无电源输入或休眠

常亮 组网失败或通信中断或未
入网

慢闪（周期2s，1s亮，1s
灭）

通信正常

快闪（周期0.25s，
0.125s亮，0.125s灭）

正在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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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灯 颜色 通信
方式

状态 说明

超快闪（周期0.125s，
0.0625s亮，0.0625s灭）

正在擦除网络参数

指示灯0.25s亮，0.25s灭 正在眨眼

告警指示灯
（ALM）

红色 - 常灭 无告警

常亮 出现告警，查看具体告警
信息。

说明
出现空调1接线错误告警或空
调2接线错误告警时，告警指
示灯常亮并伴随蜂鸣。接线
错误的原因包括L线和N线接
反和地线未接。

 

表 3-44 按键说明

动作 功能 说明

长按3s 入网 长按3s后，指示灯超快闪，再快闪，iCOOL开始组网。组
网成功，指示灯慢闪；组网失败，指示灯常亮。

说明
按下按键后，指示灯每闪烁1次为1s。

 

接口说明

表 3-45 接口说明

接口类型 丝印 PIN定义 功能描述 说明

AC输入 AC INPUT1 L1 第1路交流L1相输入 2路三相四线/三火线
交流输入

L2 第1路交流L2相输入

L3 第1路交流L3相输入

N 第1路交流N相输入

AC INPUT2 L1 第2路交流L1相输入

L2 第2路交流L2相输入

L3 第2路交流L3相输入

N 第2路交流N相输入

AC输出 AC
OUTPUT1

L1 第1路交流L1相输出 2路三相四线/三火线
交流输出，可驱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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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类型 丝印 PIN定义 功能描述 说明

L2 台三相空调或4台单
相空调

第1路交流L2相输出

L3 第1路交流L3相输出

N 第1路交流N相输出

AC
OUTPUT2

L1 第2路交流L1相输出

L2 第2路交流L2相输出

L3 第2路交流L3相输出

N 第2路交流N相输出

温度采集 TEMP1 + 信号正极 2路NTC温度采集

- 信号负极

TEMP2 + 信号正极

- 信号负极

RS485 RS485_NORT
H

A RS485+ 2路RS485级联接口

B RS485-

 

技术规格

表 3-46 iCOOL 规格

分类 项目 范围/满足标准

环境 工作温度 -20℃～+60℃

存储温度 -40℃～+70℃

工作湿度 5%RH～95%RH（无冷凝）

海拔高度 0m～4000m（在2000m～4000m环境下高温降
额，每升高200m，工作温度降低1℃）

结构 尺寸（高×宽×深） 300mm×310mm×90mm

重量 小于3.5kg

电气参数 电压 ● 支持三相四线/三火线

● 额定工作电压：200V AC~240V AC
● 工作电压范围：90V AC~300V AC

频率 45Hz～65Hz

功率 大功率支持3HP

电流 每路每相 大工作电流20A，总电流 大2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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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项目 范围/满足标准

通信 无线通信 ● 支持双模天线

● 工作频率：2403MHz~2483MHz，
433.05MHz~434.79 MHz

有线通信 ● 北向RS485通信可通过拨码设定通讯地址

● 波特率：4800bit/s，9600bit/s，19200
bit/s，115200bit/s

功耗 - 小于8W

EMC 传导干扰（CE） EN300386/EN55032，Class B

辐射干扰（RE） EN300386/EN55032，Class B

静电放电抗扰性
（ESD）

壳体端口：接触放电：6/8kV；空气放电：
8/15kV；Class B/R
信号端口：接触放电：2kV；Class R
IEC61000-4-2

电快速脉冲群抗扰性
（EFT）

交流输入端口：2KV；信号端口：1KV
IEC61000-4-4，Class B

辐射抗扰性（RS） 80MHz~6GHz，10V/m，80%AM(1KHz)
IEC61000-4-3，Class A

传导抗扰性（CS） 交流输入端口：0.15-80MHz，10V，80%AM
（1KHz）

信号端口：0.15-80MHz，3V，80%AM
（1KHz）

IEC61000-4-6，Class A

浪涌抗扰性
（SURGE）

交流输入端口：

横向6kV（线-线），1.2/50µs，2Ω
纵向6kV（单线-地），1.2/50µs，2Ω
信号端口：

差模4kV（线-线），10/700µs，15Ω+25Ω/线
共模4kV（双线或多线-地），10/700µs，15Ω
+25Ω/线
差模4kV（线-线），1.2/50µs，2Ω+40Ω
共模4kV（双线或多线-地），1.2/50µs，2Ω
+n*40Ω/线
IEC61000-4-5，Class B

冲击电流（Impulse
Current）

交流输入端口：差模5kA（线-线），8/20us；共
模5kA（单线-地），8/20µs
信号端口：差模250A，8/20µs
Class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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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项目 范围/满足标准

防护 防护等级 IP20

可靠性 MTBF ≥10万小时

 

3.12 无线磁致伸缩油位传感器 iFUEL
iFUEL（wireless magnetostrictive fuel level sensor），用于检测油箱油位。

图 3-17 iFUEL 外观

（1）指示灯 （2）按键 （3）压紧螺母

（4）螺纹连接头 （5）法兰 （6）浮球

（7）测杆 （8）卡簧 （9）过线孔

表 3-47 配置说明

型号 测量杆高度

iFUEL-WAD06C1 0.6米

iFUEL-WAD10C1 1.0米

iFUEL-WAD15C1 1.5米

iFUEL-WAD20C1 2.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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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灯和按键

说明

iFUEL支持有线通信和无线通信，两种通信方式的指示灯和按键说明如下表。

表 3-48 指示灯说明

通信方式 状态 说明

有线通信 指示灯2s亮，2s灭 通信正常

无线通信 常灭 关机或休眠

常亮 组网失败或通信中断

慢闪（周期2s，1s亮，1s灭） ● 通信正常

● 组网成功

快闪（周期0.25s，0.125s亮，0.125s灭） 正在组网

超快闪（周期0.125s，0.0625s亮，
0.0625s灭）

● 正在擦除网络参数

● 正在关机

指示灯1s亮，0.125s灭，持续20s 需更换电池

 

表 3-49 按键说明

通信方式 动作 功能 说明

有线通信 按键无效

无线通信 短按1s 唤醒 短按1s，根据指示灯说明判断当前状态。

长按3s 开机/入
网

长按3s后，指示灯超快闪，指示灯灭，再快闪，
iFUEL开始组网：

● 若指示灯变为慢闪，慢闪一段时间后指示灯
常灭，iFUEL进入休眠，则组网成功。

● 若指示灯直接变为常灭，则组网失败。

长按8s 关机 长按8s后，指示灯超快闪，再常灭，iFUEL关
机。

说明
按下按键后，指示灯每闪烁1次为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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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

表 3-50 iFUEL 规格

分类 项目 规格

环境 工作温度 -20℃～+60℃，典型值45℃

存储温度 -20℃～+60℃，典型值25℃

相对湿度 0%RH～95%RH（无冷凝），典型值50%

大气压 70kPa~106kPa，典型值100kPa

海拔高度 0m～4000m（在0m～4000m环境下高温降
额，每升高200m，工作温度降低1℃）

结构 尺寸（高×宽×
深）

80mm×138mm×88mm

重量 0.5kg~2kg（根据测杆高度不同而定）

电气参数 电压范围 ● 电池供电：2.2V～3.2V
● 预留有线供电端子：6.0V~27.0V

有效测量距离 测量下限（即离测杆底部死区）Lmin： 26mm
测量上限（即离测杆顶部死区）Lmax：50mm
测杆长度L：0.6m/1.0m/1.5m/2.0m
有效测量距离（mm）=L-Lmin-Lmax

误差 ≤±0.1% FS（25℃）

EMC 辐射干扰（RE） EN55032，Class B

静电放电抗扰性
（ESD）

接触放电6kV，空气放电8kV
EN61000-4-2

电快速脉冲群抗
扰性（EFT）

电源端口：1kV；信号端口：1kV
EN61000-4-4，Class B

辐射抗扰性
（RS）

80MHz-6GHz；10V/m；80%AM（1kHz）

EN61000-4-3，Class A

传导抗扰性
（CS）

电源端口：0.15～80MHz；3V 80%AM
（1kHz）

信号端口：0.15～80MHz；3V 80%AM
（1kHz）

EN61000-4-6

浪涌抗扰性
（SURGE）

IEC61000-4-5

冲击电流
（Impulse
Current）

IEC610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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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项目 规格

安规 符合IEC/EN60950-1要求

RF ● 2403MHz~2483MHz
● 433.05MHz~434.79MHz

环境保护 RoHS、REACH、WEEE

分辨率 ≤0.2mm

防护 防护等级 ● 主机：IP65
● 测杆：IP68

可靠性 MTBF 10万小时（25℃）

 

3.13 无线投入式油位传感器 iFUEL
iFUEL（wireless submersible fuel level sensor），用于检测油箱油位。

图 3-18 iFUEL 外观

（1）指示灯 （2）过线孔 （3）油位检测线

（4）尼龙接头 （5）螺纹接头 （6）法兰

（7）锁紧螺母 （8）法兰垫 （9）探头

（10）按键

指示灯和按键

说明

iFUEL支持有线通信和无线通信，两种通信方式的指示灯和按键说明如下表。

表 3-51 指示灯说明

通信方式 状态 说明

有线通信 指示灯2s亮，2s灭 通信正常

无线通信 常灭 关机或休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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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方式 状态 说明

常亮 组网失败或通信中断

慢闪（周期2s，1s
亮，1s灭）

● 通信正常

● 组网成功

快闪（周期0.25s，
0.125s亮，0.125s灭）

正在组网

超快闪（周期
0.125s，0.0625s亮，
0.0625s灭）

● 正在擦除网络参数

● 正在关机

指示灯1s亮，0.125s
灭，持续20s

需更换电池

 

表 3-52 按键说明

通信方式 动作 功能 说明

有线通信 按键无效

无线通信 短按1s 唤醒 短按1s，根据指示灯说明判断当前状态。

长按3s 开机/入
网

长按3s后，指示灯超快闪，指示灯灭，再快闪，
iFUEL开始组网：

● 若指示灯变为慢闪，慢闪一段时间后指示灯
常灭，iFUEL进入休眠，则组网成功。

● 若指示灯直接变为常灭，则组网失败。

长按8s 关机 长按8s后，指示灯超快闪，再常灭，iFUEL关
机。

说明
按下按键后，指示灯每闪烁1次为1s。

 

技术规格

表 3-53 iFUEL 规格

分类 项目 无线投入式油位传感器

环境 工作温度 -20℃～+60℃，典型值45℃

存储温度 -20℃～+60℃，典型值25℃

相对湿度 0%RH～95%RH（无冷凝），典型值50%

大气压 70kPa~106kPa，典型值100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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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项目 无线投入式油位传感器

海拔高度 0m～4000m（在0m～4000m环境下高温降额，
每升高200m，工作温度降低1℃）

结构 尺寸（高×宽×深） 80mm×138mm×88mm

电气参数 重量 0.5kg

电压范围 ● 主供电：2.2V～3.2V
● 预留有线供电端子：6.0V~27.0V

有效测量距离 测量底部死区：20mm
大测量高度：2000mm或4000mm（具体请以

实际型号为准）

精度 ≤±0.5% FS（25℃），≤±1% FS（全温度范围）

EMC 辐射干扰（RE） EN55032，Class B

静电放电抗扰性
（ESD）

接触放电6kV，空气放电8kV，信号端口2kV；
EN61000-4-2

电快速脉冲群抗扰性
（EFT）

电源端口：1kV；信号端口：1kV
EN61000-4-4，Class B

辐射抗扰性（RS） 80MHz-6GHz；10V/m；80%AM（1kHz）
EN61000-4-3，Class A

传导抗扰性（CS） 电源端口：0.15～80MHz；3V 80%AM
（1kHz）

信号端口：0.15～80MHz；3V 80%AM
（1kHz）

EN61000-4-6

浪涌抗扰性
（SURGE）

IEC61000-4-5

冲击电流（Impulse
Current）

IEC61000-4-5

安规 符合IEC/EN60950-1要求

RF ● 2403MHz~2483MHz
● 433.05MHz~434.79MHz

环境保护 RoHS、REACH、WEEE

分辨率 ≤1mm

防护 防护等级 ● 主机：IP65
● 压力传感器和线缆：IP68

可靠性 MTBF 10万小时（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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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室内摄像机
室内摄像机，用于拍摄室内现场照片或视频。

图 3-19 摄像机 A 外观

图 3-20 摄像机 B 外观

内部结构及接口

图 3-21 摄像机 A 内部结构及接口

（1）MIC （2）Micro SD卡卡槽 （3）Reset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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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网络接口 （5）音频接口 （6）电源输入接口

（7）告警接口

图 3-22 摄像机 B 内部结构及接口

（1）SD卡卡槽 （2）Reset键 （3）音频输出接口

（4）音频输入接口 （5）网络接口 （6）告警接口

（7）电源输入接口

指示灯

表 3-54 指示灯说明

颜色 状态 说明

蓝色 常亮 摄像机正常工作

蓝红 闪烁 SD卡故障

红色 常亮 其他异常

 

技术规格

表 3-55 摄像机规格

分类 项目 范围/满足标准

环境 工作温度 -30℃～+60℃

存储温度 -30℃～+60℃

工作湿度 5%RH～95%RH（无冷凝）

存储湿度 5%RH～95%R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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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项目 范围/满足标准

海拔高度 0m～4000m（在2000m～4000m环境下高温降额，
每升高200m，工作温度降低1℃）

结构 尺寸 Φ 127.3 × 95.9 mm

重量 0.7kg

直流输入 电压范围 ● PoE供电：42.5V~57V
● 12V供电：7.2V~16.8V

电气参数 功耗 ＜10W

防护 防护等级 IP67

可靠性 MTBF 10万小时（25℃）

 

3.15 室外摄像机
室外摄像机，用于拍摄室外现场照片或视频。

图 3-23 摄像机 A 外观

图 3-24 摄像机 B 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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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结构及接口

图 3-25 摄像机 A 内部结构及接口

（1）Micro SD卡卡盖 （2）Micro SD卡卡槽 （3）Reset键

（4）网络接口 （5）电源输入接口 （6）告警接口

（7）音频接口

图 3-26 摄像机 B 内部结构及接口

（1）SD卡卡槽 （2）音频输出接口 （3）音频输入接口

（4）网络接口 （5）告警接口 （6）电源输入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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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灯

表 3-56 指示灯说明

颜色 状态 说明

蓝色 常亮 摄像机正常工作

蓝红 闪烁 SD卡故障

红色 常亮 其他异常

 

技术规格

表 3-57 摄像机规格

分类 项目 范围/满足标准

环境 工作温度 -30℃～+60℃

存储温度 -30℃～+60℃

工作湿度 5%RH～95%RH（无冷凝）

存储湿度 5%RH～95%RH

海拔高度 0m～4000m（在2000m～4000m环境下高温降额，
每升高200m，工作温度降低1℃）

结构 尺寸 Φ105 × 299.7 mm

重量 1.2kg

直流输入 电压范围 ● PoE供电（42.5V~57V）

● 12V供电：7.2V~16.8V

电气参数 功耗 ＜10W

防护 防护等级 IP67

可靠性 MTBF 10万小时（25℃）

 

3.16 机房门锁 iACCESS
机房门锁有两款iACCESS-WBC11F1和iACCESS-WBC12F1，iACCESS-WBC12F1不支持
指纹开锁。两款机房门锁支持的开锁方式，如表3-58所示。具体使用请根据站点实际
配置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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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8 开锁方式

开锁方式 iACCESS-WBC11F1 iACCESS-WBC12F1

门禁IC卡开锁 √ √

指纹开锁 √ -

钥匙开锁 √ √

密码开锁 √ √

NetEco WebUI远程开锁 √ √

 

说明

使用NetEco WebUI远程开锁，下发开锁命令后，需手动打开锁盖，方可开门（锁盖打开且屏幕
熄灭的状态下需按#号键开门）。

图 3-27 机房门锁部件

（1）钥匙尺 （2）锁体（室外） （3）方轴

（4）螺丝 （5）锁体（室内） （6）锁扣板

（7）防雨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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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8 锁体（室内）

（1）大锁舌手柄 （2）锁体盖 （3）小锁舌手柄

（4）锁体 （5）大锁舌 （6）小锁舌

（7）底盖 （8）电池仓 （9）电池盖

接口

图 3-29 机房门锁接口

表 3-59 机房门锁的接口定义

针脚 定义 功能说明

1 RS485+ RS485数据正极

2 RS485- RS485数据负极

3 +12V 机房门锁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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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脚 定义 功能说明

4 RS485+ RS485数据正极

5 RS485- RS485数据负极

6 GND 机房门锁电源地

7 NC 预留

8 GND 机房门锁电源地

 

技术规格

表 3-60 机房门锁规格

分类 项目 范围/满足标准

环境 工作温度 -20℃～+60℃

存储温度 -20℃～+60℃

工作湿度 5%RH～95%RH（无冷凝）

存储湿度 5%RH～95%RH（无冷凝）

海拔高度 0～4000m

重量 - 3.275kg

防护 防护等级 ● IP20（室内部分）

● IP55（室外部分）

直流输入 工作电压 ● 2.2V DC～3.2V DC（电池供电）

● 9V DC～16V DC（RJ45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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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房门锁尺寸

图 3-30 机房门锁尺寸（室外部分）

图 3-31 机房门锁尺寸（室内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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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室外机柜门锁 iACCESS
室外机柜门锁iACCESS-WAC33J1通过使用蓝牙电子钥匙iKEY进行开锁，iKEY支持密码
开锁，NetEco APP授权开锁。

图 3-32 外观

（1）锁栓 （2）锁体

技术规格

表 3-61 室外机柜门锁规格

分类 项目 范围/满足标准

环境 工作温度 -20℃～+70℃

存储温度 -40℃～+70℃

工作湿度 5%RH～95%RH（无冷凝）

存储湿度 5%RH～95%RH（无冷凝）

海拔高度 0～3000m

结构 尺寸（高×宽×深） 85.5mm×42mm×27mm

重量 398g

直流输入 钥匙口工作电压 2.7V DC~3.6V DC

锁定空间 - 20×20mm

防护 防护等级 IP65（锁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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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室外栅栏门锁 iACCESS
室外栅栏门锁iACCESS-WAC33W1通过使用蓝牙电子钥匙iKEY进行开锁，iKEY支持密
码开锁，NetEco APP授权开锁。

图 3-33 外观

（1）锁栓 （2）锁体

技术规格

表 3-62 室外栅栏门锁规格

分类 项目 范围/满足标准

环境 工作温度 -20℃～+70℃

存储温度 -40℃～+70℃

工作湿度 5%RH～95%RH（无冷凝）

存储湿度 5%RH～95%RH（无冷凝）

海拔高度 0～3000m

结构 尺寸（高×宽×深） 98mm×62mm×27mm

重量 660g

直流输入 钥匙口工作电压 2.7V DC~3.6V DC

锁定空间 - 24×24mm

防护 防护等级 IP65（锁芯）

 

3.19 机柜电子锁芯 iACCESS
iACCESS-WAC53J1是一款用于机柜的电子锁芯。与传统的机械锁相比，更容易管理且
具有更高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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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芯通过使用蓝牙电子钥匙iKEY进行开锁，iKEY支持密码开锁，NetEco APP授权开
锁。iKEY支持门禁权限管理，可实现一把钥匙开启多把锁，解决钥匙多，难管理的问
题。

图 3-34 机柜电子锁芯

技术规格

表 3-63 iACCESS 规格

分类 项目 范围/满足标准

环境 工作温度 -40℃～+70℃

存储温度 -40℃～+70℃

相对湿度 5%RH～95%RH（无冷凝）

海拔高度 0～3000m

结构 尺寸（高x宽×深） 16.9 mm×32.9 mm×40 mm

重量 96g

可靠性 MTBF >10万小时(25℃)

年均失效率 ≤0.05%

防护 防护等级 IP65

开启次数 ≥30000次

 

3.20 蓝牙电子钥匙 iKEY
● 支持门禁事件记录等操作，实现开关锁和事件管理功能。

● 支持使用密码开锁。

● 内置650mAH可充电锂电池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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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5 外观

接口

提供USB TYPE C接口，用于充电和与电脑进行通信。

技术规格

表 3-64 iKEY 规格

分类 项目 范围/满足标准

环境 工作温度 -20℃～+60℃

存储温度 -20℃～+60℃

工作湿度 5%RH～95%RH（无冷凝）

存储湿度 5%RH～95%RH（无冷凝）

海拔高度 0～3000m

结构 尺寸（高×宽×深） 105.05mm×48mm×18mm

重量 67g

防护 防护等级 IP44

开锁次数 单次充满电后连续开锁次数≥1000次

充电要求 充电电压 5.0V±5%

充电电流 ≤500mA

 

3.21 录入仪（指纹，IC 卡）iWRITER
连接到NetEco，用于录入机房门锁的指纹和刷卡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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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6 外观

表 3-65 iWRITER 性能参数

项目 说明

支持卡类型 IC卡

通讯方式 USB接口虚拟串口

 

表 3-66 工作状态

录入仪状态 指示灯状态 蜂鸣器状态

上
电

初始化 红蓝灯交替闪烁10s -

初始化完成 蓝灯常亮 蜂鸣器鸣一声

待
机

刷卡后或录入指纹后待
机

蓝灯常亮 -

刷卡 红蓝灯交替闪烁1次 蜂鸣器鸣一声

录
入
指
纹

开始录入指纹 红蓝灯交替闪烁2次 蜂鸣器鸣一声

等待读取指纹 蓝灯常亮 -

读取到指纹数据 红蓝灯交替闪烁2次 蜂鸣器鸣一声

指纹录入成功并上报 红蓝灯交替闪烁1次 蜂鸣器鸣一声

指纹录入失败 红灯闪烁一次 蜂鸣器鸣三声

录入超时 红灯闪烁一次 蜂鸣器鸣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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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入仪状态 指示灯状态 蜂鸣器状态

说明

● 录入一枚指纹需要读取三次指纹数据，三次指纹数据相同则录入成功，否则录入失败。

● 录指纹时，接收到“开始录入指纹”提示后，按压指纹（指腹按压在指纹读取区域，指尖触
及指纹读头上金属点），接收到“读取到指纹数据”提示后，再次按压指纹，三次指纹读取
完成后，等待接收录入仪录入结果提示。

 

接口

提供一个USB的接口，通过一个1分2的线缆，扩展为2个USB接口：

● USB1：用于供电和通信

● USB2：用于辅助供电

技术规格

表 3-67 iWRITER 规格

分类 项目 范围/满足标准

环境 工作温度 -20℃～+60℃

存储温度 -20℃～+60℃

工作湿度 5%RH～95%RH（无冷凝）

存储湿度 5%RH～95%RH（无冷凝）

结构 尺寸（高×宽×深） 157mm×53mm×39mm

重量 199g

直流输入 工作电压 4.5V～5.5V

 

3.22 蓝牙挂锁 iACCESS
iACCESS-WAC34J1是一款蓝牙挂锁。与传统的机械锁相比，更容易管理且具有更高的
安全性。

挂锁与NetEco APP之间通过蓝牙进行通信，使用NetEco APP进行鉴权，实现开锁、关
锁和门禁事件记录等管理功能。

SCC800-S2 V100R005C00 智能站点管理系统
用户手册 3 部件介绍

文档版本 01 (2021-08-30)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72



外观

图 3-37 挂锁 A 外观

（1）Type-C接口（内六角盖板
后）

（2）激活按钮 （3）信号口

图 3-38 挂锁 B 外观

（1）Type-C接口（内六角盖板
后）

（2）激活按钮 （3）信号口

技术规格

表 3-68 iACCESS-WAC34J1 规格

分类 项目 范围/满足标准

环境 工作温度 -3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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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项目 范围/满足标准

存储/运输温度 -40℃～+60℃

说明
5℃～45℃支持长期存储，其他温度支持48小
时存储。

相对湿度 5%RH～95%RH（无冷凝）

海拔高度 0～3000m

工作环境 C类环境

结构 尺寸（宽×深×高） ● 挂锁A：64.0 mm×28.7 mm×121.5
mm

● 挂锁B：60.0 mm×30.0 mm×115.8
mm

重量 ● 挂锁A：660g
● 挂锁B：800g

可靠性 MTBF >10万小时(25℃)

防护 防护等级 IP65

手工破坏等级 满足A级防盗标准，符合GA 374-2019

开关锁次数 ≥11000次

 

3.23 环境监控单元 EMUB
环境监控单元（environment monitoring unit B，以下简称“EMUB”）用于提供多
路开关量信号、模拟量信号和环境量检测接口。

外观

图 3-39 EMUB 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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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

图 3-40 EMUB 面板

（1）电源接口 （2）指示灯 （3）RS485接口 （4）模拟量信号接口

（5）温湿度传感器接口 （6）红外传感器接
口

（7）烟雾传感器接口 （8）门磁传感器接口

（9）水浸传感器接口 （10）继电器节点开
关量信号输出控制接
口

（11）开关量信号接口 （12）接地端子

指示灯

图 3-41 EMUB 指示灯

表 3-69 EMUB 面板指示灯说明

名称 颜色 状态 说明

运行指示灯（RUN） 绿色 常灭 模块无电源输入

慢闪（0.5Hz） 模块与上位机通信正常

快闪（4Hz） 模块与上位机通信不正常

告警指示灯（ALM） 红色 常灭 无告警

常亮 有告警

慢闪（0.5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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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接口

表 3-70 通信接口说明

面板丝印 连接器类型 说明

COM_485 DB9公型连接器 用于与SCC800通信

 

图 3-42 COM_485 口引脚

表 3-71 COM_485 口引脚定义

引脚 信号 说明

1 空 －

2 RX1+ 接口1接收数据

6 RX1-

3 TX1+ 接口1发送数据

7 TX1-

4 RX2+ 接口2接收数据

8 RX2-

5 TX2+ 接口2发送数据

9 T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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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接口

图 3-43 检测接口

表 3-72 检测接口引脚定义

接口类型 丝印 序号 引脚定义

模拟量信号 24Vi（i=1～4） 1～4 第i路24V DC电源输出

12Vi（i=1～4） 1～4 第i路12V DC电源输出

ANAi（i=1～4） 1～4 第i路模拟量信号输入

GNDi（i=1～4） 1～4 第i路信号地

红外传感器 24VO 1 24V DC电源输出

12VO 2 12V DC电源输出

OPTI 3 红外传感器信号输入

GND 4 信号地

烟雾传感器 24VS 1 24V DC电源输出

SMOKE 2 烟雾传感器信号输入

门磁传感器 GATE+ 1 门磁传感器信号输入正极

GATE- 2 门磁传感器信号输入负极

温湿度传感器 24VT 1 24V DC电源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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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类型 丝印 序号 引脚定义

TEMP 2 温湿度传感器信号输入

24VH 3 24V DC电源输出

HUMI 4 温湿度传感器信号输入

水浸传感器 24VW 1 24V DC电源输出

12VW 2 12V DC电源输出

WATER 3 水浸传感器信号输入

GND 4 信号地

继电器节点开关量信
号输出控制

REi+（i=1～6） 1～6 第i路继电器节点输出正

REi-（i=1～6） 1～6 第i路继电器节点输出负

空 － 预留

开关量信号 Si+（i=1～32） 1～32 第i路开关量信号输入正

Si-（i=1～32） 1～32 第i路开关量信号输入负

 

3.24 无线温湿度传感器 iTEMP
iTEMP实时检测室内或机柜内环境温度和湿度。iTEMP通过电池供电。

图 3-44 外观

（1）指示灯 （2）按键 （3）COM_IN接口

（4）COM_OUT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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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灯和按键

表 3-73 指示灯说明

状态 说明

常灭 关机或休眠

常亮 组网失败或通信中断

慢闪（周期2s，1s亮，1s灭） 组网成功或通信正常

快闪（周期0.25s，0.125s亮，0.125s灭） 正在组网

超快闪（周期0.125s，0.0625s亮，0.0625s灭） ● 正在擦除网络参数

● 正在关机

指示灯0.25s亮，0.25s灭 正在眨眼

指示灯1s亮，0.125s灭，持续20s 需更换电池

 

表 3-74 按键说明

通信方式 动作 功能 说明

有线通信 按键无效

无线通信 短按1s 唤醒 短按1s，根据指示灯说明判断当前状态。

长按3s 开机/入网 长按3s后，指示灯超快闪，再快闪，iTEMP开
始组网：

● 若指示灯变为慢闪，慢闪一段时间后指示灯
常灭，iTEMP进入休眠，则组网成功。

● 若指示灯直接变为常灭，则组网失败。

长按8s 关机 长按8s后，指示灯超快闪，再常灭，iTEMP关
机。

说明
按下按键后，指示灯每闪烁1次为1s。

 

接口

图 3-45 COM 接口引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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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5 COM_IN/COM_OUT 接口引脚定义

引脚 信号 说明

1 RS485+ RS485数据正极

2 RS485- RS485数据负极

3 12V 用于供电

4 RS485+ RS485数据正极

5 RS485- RS485数据负极

6、8 PGND 接地

7 空 -

说明
该接口仅用于有线场景下使用。

 

技术规格

表 3-76 iTEMP 规格

分类 项目 范围/满足标准

环境 工作温度 -20℃～+60℃

存储温度 -20℃～+60℃

工作湿度 5%RH～95%RH（无冷凝）

存储湿度 5%RH～95%RH

海拔高度 0m～4000m（在2000m～4000m环境下高温降
额，每升高200m，工作温度降低1℃）

结构 尺寸（高×宽×深） 43mm×95mm×75mm

重量 228g

直流输入 电压范围 电池输入：2.2V～3.2V
12V输入：9V~16V

电气参数 功耗 ＜35μW

精准度 温度 ≤±1℃

湿度 ≤±5%RH（20%～80%RH）

≤±8%RH（20%～80%RH以外）

EMC 辐射干扰（RE） EN55032，Class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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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项目 范围/满足标准

静电放电抗扰性
（ESD）

壳体：接触放电6kV，空气放电8kV
信号端口：接触放电2kV
IEC61000-4-2，Class B

电快速脉冲群抗扰性
（EFT）

1kV
IEC61000-4-4，Class B

辐射抗扰性（RS） 80MHz-6GHz；10V/m；80%AM（1KHz）

IEC61000-4-3，Class A

传导抗扰性（CS） 0.15～80MHz；3V 80%AM（1kHz）

IEC61000-4-6，Class A

浪涌抗扰性
（SURGE）

差模1kV（D.2），1.2/50us，42Ω
共模4kV（C.3），1.2/50us，2Ω+40Ω*n/线
IEC61000-4-5，Class B

冲击电流（Impulse
Current）

IEC61000-4-5

安规 符合IEC/EN62368-1要求

RF ● 2403MHz~2483MHz
● 433.05MHz~434.79MHz

环境保护 RoHS、REACH、WEEE

防护 防护等级 IP20

可靠性 MTBF 10万小时（25℃）

 

3.25 无线移动侦测器 iMOTION
当有人在iMOTION探测范围内走动时，会触发告警并上报。iMOTION支持单红外探测
和红外微波复合探测两种工作模式。iMOTION通过电池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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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6 外观

（1）指示灯 （2）按键 （3）线缆接口

图 3-47 探测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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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灯和按键

表 3-77 指示灯说明

颜色 状态 说明

绿色（无线
场景）

常灭 ● 关机或休眠

● 无线场景传感器预热状态

说明
电池上电时传感器会立即进入预热状态，预
热时间60秒，预热状态不产生告警。预热
状态结束后，传感器正常使用。

常亮 组网失败或通信中断

慢闪（周期2s，1s亮，
1s灭）

组网成功或通信正常

快闪（周期0.25s，
0.125s亮，0.125s灭）

正在组网

超快闪（周期0.125s，
0.0625s亮，0.0625s
灭）

● 正在擦除网络参数

● 正在关机

指示灯0.25s亮，0.25s
灭

正在眨眼

指示灯1s亮，0.125s
灭，持续20s

需更换电池

红色（有线
场景）

慢闪（周期1s，0.5s
亮，0.5s灭）

有线场景传感器预热状态

说明
仅12V供电上电时，传感器会立即进入预热状
态，预热时间60秒，预热状态不产生告警。预
热状态结束后，传感器正常使用。

常灭 下电或无告警状态

常亮 告警状态

说明
iMOTION指示灯为红绿双色指示灯，iMOTION支持无线场景和有线场景：

● 无线场景下，传感器由绿色指示灯指示工作状态，红色指示灯不会点亮。

● 有线场景下，传感器由红色指示灯指示告警状态。若传感器内部配备了无线模组，按键时可
以点亮绿色指示灯，但绿色指示灯在有线场景下无指示意义。

 

表 3-78 按键说明

通信方式 动作 功能 说明

有线通信 按键无效

无线通信 短按1s 唤醒 短按1s，根据指示灯说明判断当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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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方式 动作 功能 说明

长按3s 开机/
入网

长按3s后，指示灯超快闪，再快闪，iMOTION开
始组网：

● 若指示灯变为慢闪，慢闪一段时间后指示灯常
灭，iMOTION进入休眠，则组网成功。

● 若指示灯直接变为常灭，则组网失败。

长按8s 关机 长按8s后，指示灯超快闪，再常灭，iMOTION关
机。

说明
按下按键后，指示灯每闪烁1次为1s。

 

接口

表 3-79 接口说明

丝印 信号 说明

12V 12V+ 12V电源输入

GND GND

NC DO常闭端口 告警状态输出

请任选一组NC-COM或NO-COM连接监控系
统DI端口

COM DO公共接口

NO DO常开端口

 

技术规格

表 3-80 iMOTION 规格

分类 项目 范围/满足标准

环境 工作温度 -20℃～+60℃

存储温度 -20℃～+60℃

工作湿度 5%RH～95%RH（无冷凝）

存储湿度 5%RH～95%RH

海拔高度 0m～4000m（在2000m～4000m环境下高温
降额，每升高200m，工作温度降低1℃）

结构 尺寸（高×宽×深） 90mm×86mm×120mm

重量 227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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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项目 范围/满足标准

直流输入 电压范围 电池输入：2.2V～3.2V
12V输入：9V~16V

电气参数 功耗 ＜45μW

探测数据 探测角度 水平方向90°

探测距离 ≤8m

微波 微波频率10.525GHz，软件可关闭，支持单
红外模式

EMC 辐射干扰（RE） EN55032，Class B

静电放电抗扰性
（ESD）

壳体：接触放电6kV，空气放电8kV
信号端口：接触放电2kV
IEC61000-4-2，Class B

电快速脉冲群抗扰性
（EFT）

1kV
IEC61000-4-4，Class B

辐射抗扰性（RS） 80MHz-6GHz；10V/m；80%AM（1KHz）

IEC61000-4-3，Class A

传导抗扰性（CS） 0.15～80MHz；3V 80%AM（1kHz）

IEC61000-4-6，Class A

浪涌抗扰性
（SURGE）

差模2kV（线-线）1.2/50us，2Ω+40Ω
共模2kV（双线或多线-地）1.2/50us，2Ω
+n*40Ω/线
IEC61000-4-5，Class B

冲击电流（Impulse
Current）

IEC61000-4-5

安规 符合IEC/EN62368-1要求

RF ● 2403MHz~2483MHz
● 433.05MHz~434.79MHz

环境保护 RoHS、REACH、WEEE

防护 防护等级 IP20

可靠性 MTBF 10万小时（25℃）

 

3.26 无线烟雾传感器 iSMOKE
当现场检测到烟雾时，会触发烟雾告警并上报告警信息；当现场烟雾消散后，iSMOKE
会上报消烟告警，烟雾告警自动清除，无需手动复位。iSMOKE通过电池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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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8 外观

（1）线缆接口 （2）指示灯 （3）按键

指示灯和按键

表 3-81 指示灯说明

颜色 状态 说明

绿色（无线
场景）

常灭 关机或休眠

常亮 组网失败或通信中断

慢闪（周期2s，1s亮，1s
灭）

组网成功或通信正常

快闪（周期0.25s，0.125s
亮，0.125s灭）

正在组网

超快闪（周期0.125s，
0.0625s亮，0.0625s灭）

● 正在擦除网络参数

● 正在关机

指示灯0.25s亮，0.25s灭 正在眨眼

指示灯1s亮，0.125s灭，持
续20s

需更换电池

红色（有线
场景）

常灭 下电或无告警状态

常亮 告警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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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 状态 说明

说明
iSMOKE指示灯为红绿双色指示灯，iSMOKE支持无线场景和有线场景：

● 无线场景下，传感器由内置一次性锂电池供电，通过无线通信上报数据，传感器由绿色指示
灯指示工作状态，红色指示灯不会点亮。

● 有线场景下，传感器由外接12V供电，通过有线DO输出上报告警，传感器由红色指示灯指示
告警状态。有线场景下，若传感器内部配备了无线模组，绿色指示灯可被点亮，按键可以点
亮绿色指示灯，但绿色指示灯在有线场景下无工作状态指示意义。

 

表 3-82 按键说明

通信方式 动作 功能 说明

有线通信 按键无效

无线通信 短按1s 唤醒 短按1s，根据指示灯说明判断当前状态。

长按3s 开机/入
网

长按3s后，指示灯超快闪，再快闪，iSMOKE开
始组网：

● 若指示灯变为慢闪，慢闪一段时间后指示灯
常灭，iSMOKE进入休眠，则组网成功。

● 若指示灯直接变为常灭，则组网失败。

长按8s 关机 长按8s后，指示灯超快闪，再常灭，iSMOKE关
机。

说明
按下按键后，指示灯每闪烁1次为1s。

 

接口

表 3-83 接口说明

丝印 信号 说明

12V 12V+ 12V电源输入

GND GND

NC DO常闭端口 告警状态输出

请任选一组NC-COM或NO-COM连接监控系统
DI端口

COM DO公共接口

NO DO常开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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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

表 3-84 iSMOKE 规格

分类 项目 范围/满足标准

环境 工作温度 -20℃～+60℃

存储温度 -20℃～+60℃

工作湿度 5%RH～95%RH（无冷凝）

存储湿度 5%RH～95%RH

海拔高度 0m～4000m（在2000m～4000m环境下高温降
额，每升高200m，工作温度降低1℃）

结构 尺寸（高×宽×深） 57mm×114mm×114mm

重量 216g

直流输入 电压范围 电池输入：2.2V～3.2V
12V输入：9V~16V

电气参数 功耗 ＜35μW

EMC 辐射干扰（RE） EN55032，Class B

静电放电抗扰性
（ESD）

壳体：接触放电6kV，空气放电8kV
信号端口：接触放电2kV
IEC61000-4-2，Class B

电快速脉冲群抗扰性
（EFT）

1kV
IEC61000-4-4，Class B

辐射抗扰性（RS） 80MHz-6GHz；10V/m；80%AM（1KHz）

IEC61000-4-3，Class A

传导抗扰性（CS） 0.15～80MHz；3V 80%AM（1kHz）

IEC61000-4-6，Class A

浪涌抗扰性
（SURGE）

差模2kV（线-线）1.2/50us，2Ω+40Ω
共模2kV（双线或多线-地）1.2/50us，2Ω
+n*40Ω/线
IEC61000-4-5，Class B

冲击电流（Impulse
Current）

IEC61000-4-5

安规 符合IEC/EN62368-1要求

RF ● 2403MHz~2483MHz
● 433.05MHz~434.79MHz

环境保护 RoHS、REACH、W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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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项目 范围/满足标准

防护 防护等级 IP20

可靠性 MTBF 10万小时（25℃）

 

3.27 无线水浸传感器 iWATER
iWATER通过监测两电极之间的阻值变化实现对积水的探测。iWATER通过电池供电。

当电极检测到积水时，电极间短路，上报水浸告警。

图 3-49 外观

（1）指示灯 （2）按键 （3）电极探头

指示灯和按键

表 3-85 指示灯说明

状态 说明

常灭 关机或休眠

常亮 组网失败或通信中断

慢闪（周期2s，1s亮，1s灭） 组网成功或通信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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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说明

快闪（周期0.25s，0.125s亮，0.125s灭） 正在组网

超快闪（周期0.125s，0.0625s亮，0.0625s灭） ● 正在擦除网络参数

● 正在关机

指示灯0.25s亮，0.25s灭 正在眨眼

指示灯1s亮，0.125s灭，持续20s 需更换电池

 

表 3-86 按键说明

通信方式 动作 功能 说明

无线通信 短按1s 唤醒 短按1s，根据指示灯说明判断当前状态。

长按3s 开机/入
网

长按3s后，指示灯超快闪，再快闪，iWATER开
始组网：

● 若指示灯变为慢闪，慢闪一段时间后指示灯
常灭，iWATER进入休眠，则组网成功。

● 若指示灯直接变为常灭，则组网失败。

长按8s 关机 长按8s后，指示灯超快闪，再常灭，iWATER关
机。

说明
按下按键后，指示灯每闪烁1次为1s。

 

技术规格

表 3-87 iWATER 规格

分类 项目 范围/满足标准

环境 工作温度 -20℃～+60℃

存储温度 -20℃～+60℃

工作湿度 5%RH～95%RH（无冷凝）

存储湿度 5%RH～95%RH

海拔高度 0m～4000m（在2000m～4000m环境下高温降
额，每升高200m，工作温度降低1℃）

结构 尺寸（高×宽×深） 43mm×84mm×75mm

重量 161g

直流输入 电压范围 2.2V～3.2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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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项目 范围/满足标准

电气参数 功耗 ＜35μW

EMC 辐射干扰（RE） EN55032，Class B

静电放电抗扰性
（ESD）

壳体：接触放电6kV，空气放电8kV
信号端口：接触放电2kV
IEC61000-4-2，Class B

辐射抗扰性（RS） 80MHz-6GHz；10V/m；80%AM（1KHz）

IEC61000-4-3，Class A

冲击电流（Impulse
Current）

差模2kV（线-线）1.2/50us，2Ω+40Ω
共模2kV（双线或多线-地）1.2/50us，2Ω
+n*40Ω/线
IEC61000-4-5，Class B

安规 符合IEC/EN62368-1要求

RF ● 2403MHz~2483MHz
● 433.05MHz~434.79MHz

环境保护 RoHS、REACH、WEEE

防护 防护等级 IP20

可靠性 MTBF 10万小时（25℃）

 

3.28 无线门磁传感器 iDOOR
当机房门或机柜门打开时，触发门磁告警；当机房门或机柜门关闭时，门磁告警自动
撤销。iDOOR通过电池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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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0 外观

（1）指示灯 （2）按键 （3）iDOOR开关

（4）iDOOR磁铁

指示灯和按键

表 3-88 指示灯说明

状态 说明

常灭 关机或休眠

常亮 组网失败或通信中断

慢闪（周期2s，1s亮，1s灭） 组网成功或通信正常

快闪（周期0.25s，0.125s亮，0.125s灭） 正在组网

超快闪（周期0.125s，0.0625s亮，0.0625s灭） ● 正在擦除网络参数

● 正在关机

指示灯0.25s亮，0.25s灭 正在眨眼

指示灯1s亮，0.125s灭，持续20s 需更换电池

 

表 3-89 按键说明

通信方式 动作 功能 说明

无线通信 短按1s 唤醒 短按1s，根据指示灯说明判断当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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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方式 动作 功能 说明

长按3s 开机/入
网

长按3s后，指示灯超快闪，再快闪，iDOOR开
始组网：

● 若指示灯变为慢闪，慢闪一段时间后指示灯
常灭，iDOOR进入休眠，则组网成功。

● 若指示灯直接变为常灭，则网失败。

长按8s 关机 长按8s后，指示灯超快闪，再常灭，iDOOR关
机。

说明
按下按键后，指示灯每闪烁1次为1s。

 

技术规格

表 3-90 iDOOR 规格

分类 项目 范围/满足标准

环境 工作温度 -20℃～+60℃

存储温度 -20℃～+60℃

工作湿度 5%RH～95%RH（无冷凝）

存储湿度 5%RH～95%RH

海拔高度 0m～4000m（在2000m～4000m环境下高温降额，每升
高200m，工作温度降低1℃）

结构 尺寸（高×
宽×深）

iDOOR开关：28mm×43mm×116mm
iDOOR磁铁：28mm×17mm×116mm

重量 iDOOR开关：121g
iDOOR磁铁：47g

直流输入 电压范围 电池输入：2.2V～3.2V

电气参数 功耗 ＜35μW

EMC 辐射干扰
（RE）

EN55032，Class B

静电放电抗
扰性
（ESD）

壳体：接触放电6kV，空气放电8kV
信号端口：接触放电2kV
IEC61000-4-2，Class B

电快速脉冲
群抗扰性
（EFT）

1kV
IEC61000-4-4，Class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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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项目 范围/满足标准

辐射抗扰性
（RS）

80MHz-6GHz；10V/m；80%AM（1KHz） ；
IEC61000-4-3，Class A

浪涌抗扰性
（SURGE）

差模2kV（线-线）1.2/50us，2Ω+40Ω
共模2kV（双线或多线-地）1.2/50us，2Ω+n*40Ω/线
IEC61000-4-5，Class B

安规 符合IEC/EN62368-1要求

RF ● 2403MHz~2483MHz
● 433.05MHz~434.79MHz

环境保护 RoHS、REACH、WEEE

防护 防护等级 IP20

可靠性 MTBF 10万小时（25℃）

 

3.29 声光告警器
当站点产生红外或门禁告警时，SCC800将发送报警信息给声光告警器，使其产生声音
和闪光告警。

外观

图 3-51 声光告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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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缆定义

图 3-52 声光告警器线缆

表 3-91 线缆定义

序号 颜色 信号 说明

1 蓝色 -48V 电源负极

2 棕色 L+ 灯光电源正极

3 红色 S+ 声音电源正极

 

技术规格

表 3-92 声光告警器规格

分类 项目 范围/满足标准

环境 工作温度 -30℃～+70℃

工作湿度 10%～95%RH（无冷凝）

结构 重量 0.5kg

输入 电压 -48V DC

功率 18W

EMC 传导干扰（CE） EN55015，Class B

辐射干扰（RE） EN55015，Class B

静电放电抗扰性（ESD） 接触放电6KV，空气放电8KV，Class B
IEC610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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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项目 范围/满足标准

电快速脉冲群抗扰性
（EFT）

电源端口：2KV，Class B
IEC61000-4-2

防护 防护等级 IP65

 

3.30 智能配电单元 iDMU48-300B-17A

图 3-53 iDMU48-300B-17A 外观（01075872）

（1）接地螺丝 （2）通信模块
DMU03C1

（3）直流输出智能空开 （4）直流输入接口

图 3-54 iDMU48-300B-17A 外观（01075872-001）

（1）接地螺丝 （2）通信模块
DMU03C1

（3）直流输出智能空开
安装位置

（4）直流输入接口

图 3-55 智能空开（iCBD）

表 3-93 智能空开（iCBD）

空开槽位编号 特性

箭头指示的数字即为对应空开的槽位号。在LUI、
Web或网管上，空开槽位号与支路序号一一对
应，如上图为支路5和支路7。

智能空开集成下电和计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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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6 通信模块 DMU03C1 外观

（1）油机状态检测口 （2）市电状态检测口 （3）运行指示灯

（4）告警指示灯 （5）WiFi按钮 （6）干接点接口

（7）COM_OUT通信接口 （8）COM_IN通信接口 （9）拨码开关

指示灯

表 3-94 DMU03C1 指示灯说明

名称 颜色 状态 描述

运行指示灯 绿色 灭 DMU03C1故障或无直流输入。

慢闪(0.5Hz) 通信正常。

快闪(4Hz) 通信失败。

告警指示灯 红色 灭 无告警。

常亮 有告警产生。

 

WiFi 按钮
● 如果需要通过近端LIVE-C APP管理系统，可以通过WiFi连接APP。

说明

iDMU仅作为差异化备电单元时，才可以使用LIVE-C APP管理。

● WiFi按钮：WiFi功能默认关闭，长按WiFi按钮10s以上，状态发生改变。

● WiFi密码复位：10S内按3次WiFi按钮，WiFi密码恢复出厂设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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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接口

表 3-95 通信接口说明

接口 通信参数 通信协议

COM_IN/COM_OUT 波特率：9600bit/s 电总协议/Modbus协议

说明
上述接口都受到安全机制的保护。

 

图 3-57 通信接口引脚

说明

通信模块DMU03C1的通信接口兼容四线和二线的RS485接口。

表 3-96 RS485 接口引脚定义

引脚 信号 描述

1 RS485+ RS485正极

2 RS485- RS485负极

4 RS485+ RS485正极

5 RS485- RS485负极

3, 6, 7, 8 N/A -

 

拨码开关

表 3-97 拨码开关定义

框地址 pin1 pin2 pin3 pin4

1 OFF OFF 预留，未定义 场景拨码开
关，默认为
OFF2 OFF ON

3 ON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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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地址 pin1 pin2 pin3 pin4

4 ON ON

说明

● pin1和pin2为地址拨码。当有2个及以上iDMU48-300B-17A级联时，需要设置DMU03C1的
地址拨码， 大支持4个iDMU48-300B-17A级联。

● pin4为场景拨码：拨“OFF”时为配电单元，配套SMU使用，无断电传感器检测功能；拨
“ON”时，有断电传感器检测功能，为差异化备电单元。

 

技术指标

表 3-98 智能配电单元 iDMU 配置

项目 iDMU48-300B-17A
（01075872）

iDMU48-300B-17A-001
（01075872-001）

输入电压 40V DC~60V DC

输入总电流 大300A

直流配电 125A/1P×2，63A/1P×10，
32A/1P×4

大支持17路空开

尺寸（高×宽×
深）

43.6mm×482.6mm×310mm

重量 ≤10kg

安装方式 19英寸机架安装

进出线方式 前进前出线

维护方式 前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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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例行维护

维护项 操作指导 参考标准 异常处理

SCC800-S2 检查天线连接位置、
网口连接端子、电源
连接是否有松动。

天线连接端子需要拧紧，网
口连接器需要扣紧，电源连
接器需要插入到位。

重新安装松动的端子，天线
端子需要拧紧，网口连接
器、电源端子需要插入到
位。

检查告警指示灯状态
是否正确，有无告警
产生。

告警指示灯，运行正常闪
烁，无红色告警灯产生。

有红色告警灯，表明有告警
产生，需要排查告警原因，
并清除告警。

交流电表箱 检查电压检测接线端
子、CT端子和天线是
否松动。

接线端子、CT端子、天线紧
固。

将端子和天线拧紧。

检查线缆接线是否接
错。

线缆接线正确。 按照正确接线方式进行接
线。

● 检查防雷模块连
接导线是否松
动。

● 防雷模块指示窗
显示是否为绿
色。

● 导线连接紧固。

● 指示窗显示为绿色。

● 紧固线缆。

● 如指示窗为红色，请更
换。

交流停电传感器
（iACSENSE）

检查传感器探头是否
跟交流线绑紧。

传感器探头部分与交流线之
间无间隙。

将探头和交流线用扎带绑
紧。

检查电压检测接线端
子、接地端子、天线
端子是否松动。

接线端子、接地端子、天线
端子紧固。

将端子和天线拧紧。

检查线缆接线是否接
错，接地线和电压检
测线缆不能插反。

线缆接线正确。 按照正确接线方式进行接
线。

无线直流电表
（iDCMETER）

检查电源端子和天线
是否松动。

接线端子、天线紧固。 将端子和天线拧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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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项 操作指导 参考标准 异常处理

检查无线直流电表结
构件卡扣是否卡紧。

无线直流电表结构件卡扣紧
扣，卡扣闭合时可以听到清
脆的“咔”的声音，向外拉
动卡扣后松开，卡扣间隙处
无明显变化。

更换无线直流电表。

无线数据转换
（iDATA）

检查天线是否松动。 天线紧固。 拧紧天线。

无线油机监控盒
（iDG）

检查天线是否松动。 天线紧固。 拧紧天线。

无线投入式油位
传感器（iFUEL）

检查iFUEL运行指示
灯是否正常闪烁。

按键1s，iFUEL运行指示灯
正常闪烁（频率0.5Hz）。

登录WebUI，检查电池电量
告警，如有，请更换电池。
如传感器其他故障，请参见
7.12 更换无线投入式油位传
感器进行更换。

检查油位传感器探头
是否干净。

iFUEL探头干净无异物。 将探头拆下，手拿探头在干
净的水中轻轻摇动探头至悬
浮颗粒干净为止。禁止使用
水龙头直接冲击膜片。

检查接线盒上的盖板
螺钉是否紧固。

盖板螺钉紧固。 将盖板螺钉紧固，防止潮气
渗入到传感器内。

检查PG头是否紧
固。

PG头已经紧固。 用钳子拧紧PG头，防止潮气
进入。

无线磁致伸缩油
位传感器
（iFUEL）

检查iFUEL运行指示
灯是否正常闪烁。

按键1s，运行指示灯正常闪
烁（频率0.5Hz）。

登录WebUI，检查电池电量
告警，如有，请更换电池。
如传感器故障，请参见7.13
更换无线磁致伸缩油位传感
器进行更换。

检查接线盒上的盖板
螺钉是否紧固。

盖板螺钉紧固。 将盖板螺钉紧固，防止潮气
渗入到传感器内。

检查PG头是否紧
固。

PG头已经紧固。 用钳子拧紧PG头，防止潮气
进入。

机房门锁
（iACCESS）

检查掀盖唤醒，合盖
休眠功能是否正常。

● 掀开锁盖，蜂鸣器有提示
音，屏幕显示相关信息，
表明掀盖唤醒功能正常。

● 等待1s，闭合锁盖，再等
待1秒，掀开锁盖，蜂鸣
器有提示音，屏幕显示相
关信息，表明合盖休眠功
能正常。

如功能异常，将防水胶塞完
全按压入钥匙孔内，再进行
检查，若功能仍有异常，则
更换门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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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项 操作指导 参考标准 异常处理

● 按下0~9 * #键
（室外），检查
按键是否能弹回
且蜂鸣器均有提
示音。

● 掀开锁盖，蜂鸣
器是否有提示
音。

● 所有按键按下后能回弹，
所有按键按下时蜂鸣器均
有提示音。

● 掀开锁盖，蜂鸣器有提示
音。

● 检查门锁供电是否正常，
电池供电时，电池电压需
≥2.2V，有线供电时，供
电电压在9V~16V之间。

● 若供电正常，则更换门
锁。

笔尖轻轻按压门锁室
外面板紧急复位按
钮，检查复位功能是
否正常。

门锁屏幕显示waiting字样，
蜂鸣器发出提示音。

● 检查门锁供电是否正常，
电池供电时，电池电压需
≥2.2V，有线供电时，供
电电压在9V~16V之间。

● 若供电正常，则更换门
锁。

掀开锁盖，检查屏幕
显示是否正常。

屏幕显示信息清晰，无乱
码。

● 检查门锁供电是否正常，
电池供电时，电池电压需
≥2.2V，有线供电时，供
电电压在9V~16V之间。

● 若供电正常，则更换门
锁。

去掉电池以及网口供
电，用移动电源连接
紧急供电口进行供
电，检查门锁能否正
常启动。

门锁能正常上电工作，并能
正常开锁。

确认移动电源及其与门锁接
线是否正常，若正常，则更
换门锁。

使用钥匙开锁。 用钥匙能顺利进行开锁。 更换门锁。

打开机房门，使锁舌
部位不会受外部物体
阻挡，扭动室内外把
手，检查把手扭动是
否顺畅，相应锁舌是
否动作，小锁舌把手
动作后小锁舌和把手
均是否能正常回位。

把手扭动顺畅，把手扭动时
相应锁舌均有动作，小锁舌
把手动作后小锁舌和把手均
能正常回位。

更换门锁。

开关机房门，检查大
锁舌是否自动伸出。

开关机房门，大锁舌自动伸
出。

更换门锁。

无线数字温湿度
传感器
（iTEMP）

查看温湿度传感器是
否被阳光直射，或直
接接触热源和冷源
（如空调出风口）。

避免阳光直射，远离热源和
冷源。

将温湿度传感器拆除，重新
安装到合适的位置。

查看温度、湿度检测
值是否在合理范围
内。

温度、湿度检测值在误差范
围内。

若温湿度上报故障告警，或
者检测温度、湿度值误差太
大，请参见7.22 更换iTEMP
进行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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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项 操作指导 参考标准 异常处理

无线红外传感器

（iMOTION）

检查红外传感器透镜
部分是否出现脏污
（建议每半年检查一
次）。

透镜部分表面干净。 断开电源，使用软布沾少许
清水进行擦拭。

查看红外传感器前是
否放置其他物体。

红外传感器前空旷，无其他
物品遮挡探测区域。

移除其它物品。

检查探测区域是否存
在空调、风扇、震动
物体，以及冷、热气
的出口。

探测区域内要避免存在空
调、风扇、震动物体，以及
冷、热气的出口。

通过调节红外支架适当调整
探测角度，避开干扰源。

查看红外传感器是否
被阳光直射。

红外传感器未受到阳光直
射。

移动红外传感器位置。

如故障，请参见7.24 更换
iMOTION进行更换。

1. 人在探测区域内
走动是否能够正
常产生告警；

2. 人离开探测区域
后，告警是否恢
复。

1. 人在探测区域走动，能正
常产生告警；

2. 人离开探测区域，告警会
消失
（告警消失等待时间与锁
定时间（系统可配置，默
认1分钟）有关，告警消
失等待时间 长为2倍的
锁定时间）。

若不能正常产生告警和恢
复，请参见7.24 更换
iMOTION进行更换。

无线烟雾传感器

（iSMOKE）

检查是否安装在含整
流器产品附近。

例如:与日光灯的安装距离要
大于60cm。

移动到正确的安装位置。

检查烟感防虫网是否
有较多灰尘或虫子

烟感防虫网表面相对干净，
防虫网内无虫子进入。（建
议每半年检查一次）。

如防虫网很脏或明显有虫子
进入，建议更换新烟感。

检查烟感周围环境是
否存在高湿
（90%RH以上）和
凝露情况

烟感周围环境湿度建议小于
90%RH，不能有凝露产生。

打开空调对室内进行除湿，
或者找到环境高湿的原因并
整改。

1. 无烟的情况下，
检查烟雾传感器
是否存在烟雾告
警。

2. 点燃一支烟，吸
烟后多次对着烟
雾传感器迷宫吐
烟，查看是否告
警。

1. 正常无烟的环境下，不会
产生烟雾告警。

2. 遇到烟雾时正常告警。

若不能正常产生告警和恢
复，请参见7.26 更换
iSMOKE进行更换。

无线水浸传感器

（iWATER）

查看水㓎传感器探头
表面、地面是否干
净。

保持水浸探头表面、地面干
净。

用抹布清理水浸传感器探头
表面及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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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项 操作指导 参考标准 异常处理

检查水浸探头与主机
是否连接紧固。

主机与探头已连接紧固。 水浸探头插入主机中，保持
连接紧固。

水浸传感器放入水
杯，查看能否告警。

出现告警。 若不能出现告警，请参见
7.28 更换iWATER进行更
换。

查看是否存在水浸告
警。

存在水浸告警。 一周之内处理，保证水浸探
头表面、地面干净，否则电
极探头浸水时间过长会引起
探头腐蚀，导致水浸告警异
常。

无线门磁传感器
（iDOOR）

查看磁铁与开关是否
对齐。

磁铁与开关对齐，无错位；
关上门窗后，两部分之间的
间隙不大于10mm。

调整磁铁位置。

开门，关门检查是否
产生告警。

开关门告警正常产生和消
失。

若不能正常产生告警和恢
复，请参见7.30 更换
iDOOR进行更换。

线缆 查看线缆标识是否完
完整。

线缆标识完整。 对缺失标识重新粘贴。

查看线缆外观是否完
好。

线缆外表皮无破损，无机械
性损伤，端子处无裸露铜
芯，线缆的防护外层没有损
坏（如金属波纹管完好）。

更换线缆。

查看连接是否完好。 线缆连接牢固可靠。 重新接线并进行绑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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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常见故障处理

5.1 故障处理总流程

5.1.1 故障处理流程
故障处理流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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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查看收集故障信息
清晰的故障信息描述将加速对故障的定位和处理。

前提条件

系统及部件发生故障。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WebUI。

步骤2 查看当前故障信息。

步骤3 收集汇总故障信息。

说明

当故障发生时，需要第一时间收集故障信息，包括：

● 发生的具体时间、位置。

● 故障现象的详细描述。

● 故障发生前，用户/维护工程师已进行的操作。

● 故障影响的业务、范围。

● 故障发生后已采取的措施和产生的效果。

----结束

5.1.3 故障范围和类别判断
维护人员收到故障信息后，需要快速评估是否为紧急故障。如果评估为紧急故障，则
请直接联系华为客户服务中心处理；如果评估为其他等级故障，则请参考本文档处
理。

说明

紧急故障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 掉站类故障。

● 影响产品使用和对产品有损害故障。

● 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火灾、设备损坏等）的故障。

5.1.4 定位排除故障

定位故障

分两个层面：部件层面和模块层面。

● 部件层面：缩小故障源到部件粒度大小的某设备，例如摄像机、油机等。

● 模块层面：确定故障设备后，从故障设备中定位到发生故障的模块，例如空调的
控制器等。

处理办法

定位到故障部件或故障模块后，采取适当的措施和步骤排除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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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故障排除后，记录整个故障处理过程并输出报告。

说明

排除故障的基本操作方法主要有：

● 本文档中列举的常见故障处理。

● 联系华为客户服务中心获取。

建议故障处理报告包括故障时间、故障位置、故障现象、故障定位、故障处理和预防建议六个主
题。

5.1.5 联系华为客户服务中心
紧急告警或采用本文档所述的告警定位和处理方法不能清除告警，则求助华为技术支
持，在华为工程师远程或现场指导下完成告警处理。

求助华为前，请做好以下准备工作：

● 提供发生告警局点的详细名称（全称）。

● 提供联系人姓名和联系方式（移动/固定电话号码）。

● 提供告警场景信息和告警详细信息。

您能通过网络、电话方式获取华为的支持，具体操作如下表所示。

表 5-1 获取华为帮助指导

如果您…… 采取…… 操作指导

遇到紧急告警 查看应急操作指导 如有对应的应急操作指导，请按
照应急操作指导处理紧急告警，
如无对应的应急操作指导，请联
系华为客户服务中心。

拨打客户服务中心热线 登录网站http://
support.huawei.com，点击下
方全球TAC热线电话清单获取对
应区域服务热线。

遇到一般告警 查阅告警处理案例或获取
资料

● 登录网站http://
support.huawei.com，选择
数字能源获取帮助。

● 浏览或输入关键字搜索。

 

5.1.6 联系华为客户服务中心
紧急告警或采用本文档所述的告警定位和处理方法不能清除告警，则求助华为技术支
持，在华为工程师远程或现场指导下完成告警处理。

求助华为前，请做好以下准备工作：

● 提供发生告警局点的详细名称（全称）。

● 提供联系人姓名和联系方式（移动/固定电话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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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告警场景信息和告警详细信息。

您能通过网络、电话方式获取华为的支持，具体操作如下表所示。

表 5-2 获取华为帮助指导

如果您…… 采取…… 操作指导

遇到紧急告警 查看应急操作指导 如有对应的应急操作指导，请按
照应急操作指导处理紧急告警，
如无对应的应急操作指导，请联
系华为客户服务中心。

拨打客户服务中心热线 登录网站https://
support.huawei.com/
enterprise，点击下方“联系我
们”获取对应区域服务热线。

遇到一般告警 查阅告警处理案例或获取
资料

● 登录网站https://
support.huawei.com/
enterprise，选择数字能源获
取帮助。

● 浏览或输入关键字搜索。

 

5.2 市电信息异常

可能原因 故障现象 故障处理

市电停电。 出现市电停电告警。 恢复市电。

交流电表的交流互
感器接线松脱或损
坏。

市电正常，但交流电表采集的
数据长期较小或无数据、交流
电表所检测的设备显示正常。

紧固或更换线缆。

交流电表故障或线
序错误。

市电正常，登录WebUI/
NetEco，查看市电数据显示
NA。

更换交流电表/重新进行接
线。

 

5.3 直流负载异常

可能原因 故障现象 故障处理

无线直流电表和
SCC800通信失
败。

无数据上报，有通信失败告
警。

检查无线直流电表的天线与
SCC800的天线之间有无阻
挡。有阻挡移除，重新组网。

无线直流电表检测
线缆连接异常或无
线直流电表故障。

无线直流电表读数明显过大，
一小时耗电几百度。

上站检查无线直流电表线缆是
否正常或更换直流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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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原因 故障现象 故障处理

无线直流电表松
脱。

检查无线直流电表通信，如设
备通信正常，且无线直流电表
采集值始终较小，接近零。

重新紧固。

 

5.4 声光告警器异常

可能原因 故障现象 故障处理

iDG故障。 登录WebUI/NetEco，执行关
闭声光告警器，声光告警器没
有停止动作。

断开iDG的供电，更换iDG。
更换完成后重新对声光告警器
功能进行验证。

声光告警器故障。 登录WebUI/NetEco，查看声
光告警器下的配置参数，声光
告警器下配置的各传感器均已
经关联，且告警存在，但声光
告警器无动作。

更换声光告警器，重新进行功
能验证。

 

5.5 油位数据检测异常

可能原因 故障现象 故障处理

油位传感器故障。 登录WebUI/NetEco，查看油
位传感器通信正常且上报
NA。

更换油位传感器。

 

5.6 iDG 数据检测异常

可能原因 故障现象 故障处理

iDG和SCC800通信
失败。

通信失败，油机运行数据无法
上报。

手动唤醒iDG并重新进行组
网，再次检查通信状态。

干接点、油机电池
电压检测线松动。

检查iDG，通信正常，无法正
确获取油机数据

重新调整线缆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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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站点离线

可能原因 故障现象 故障处理

SIM卡欠费。 - 获取SIM卡号，在运营商处查
询是否欠费，如欠费充值后重
启站点。

SCC800供电异
常。

● 检查SCC800-S1供电空开
处于闭合状态。

● 使用万用表测量供电空开
的输出电压，应为53V左
右。

● SCC800-S1的48V供电端子
插在“48V”处。

● SCC800-S1供电的正负极
线缆连接正确。
以上4点如有不满足则为供
电异常。

正常供电后，重新上线。

SIM卡损坏。 取出站点SIM卡，插入手机，
手机不能正常上网。

更换新的SIM卡。

未识别SIM卡。 登录WebUI， 在移动数据信
息选项下，未显示SIM卡相关
信息。

重新拔插SIM卡，等待5min
后，若仍然无法识别到SIM
卡，更换无线通信模块或者
SIM卡重新尝试。

拨号成功，但无法
维持。

登录WebUI，在移动数据信息
选项下，显示拨号成功，但过
一段时间又显示拨号失败。

排查监控是否存在远程升级、
远程查看视频、大量告警频繁
上报等大流量的业务，如果存
在，暂停这些业务。如不存在
大流量的业务，建议更换为其
他运营商SIM卡。

SIM通信正常，但
网元离线。

登录WebUI，在移动数据信息
选项下SIM状态正常。

检查NetEco IP配置，配置成
正确的IP；若IP配置正确，检
查服务器是否可用，如不可
用，请联系华为客户服务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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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常用维护操作

6.1 管理配置文件

导入配置文件

用户可以在Web界面上导入与SCC800软件版本相匹配的配置文件。

说明

建议在导入配置文件之前备份当前配置。导入后用户配置信息自动更新。

登录Web界面，选择“维护 > 配置文件”，输入密码并选择文件上传。

图 6-1 导入配置文件

备份当前配置

选择“维护 > 配置文件”，输入密码，点击“备份当前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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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备份当前配置

恢复出厂配置

选择“维护 > 配置文件”，点击“恢复出厂配置”。

图 6-3 恢复出厂配置

6.2 查看版本信息
登录Web界面，选择“维护 > 版本信息”，可查看当前系统的软硬件版本信息。

图 6-4 查看版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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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软件升级

前提条件

已经向华为技术支持获取了相关软件升级包。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Web界面选择“维护 > 系统升级”，安装SCC800和BSP升级包。

1. 单击“请选择文件”，选择BSP升级包（例如：V200R001C02SPC515.tar.gz）。

2. 单击“上传”，“软件升级”列表中，显示总包和子包信息，选择总包。

3. 单击“请选择文件”，选择SCC800升级包（例如：5GPower
V100R021C10SPC010.tar.gz）。

4. 单击“上传”，“软件升级”列表中，显示总包和子包信息，选择总包。

5. 单击“本机升级”。

图 6-5 软件升级

说明

升级完成后，SCC800会重启。

----结束

6.4 查询电子标签信息

功能描述

系统支持对其智能部件进行电子标签查询功能，用户可通过Web和NetEco操作查询部
件的详细信息，并将其导出，便于存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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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Web界面。

说明

NetEco具体操作请参考 新NetEco产品文档。

步骤2 选择“维护 > 电子标签”，查看对应的电子标签信息。

图 6-6 查询电子标签信息

步骤3 点击“全部导出”可以导出电子标签信息。

----结束

6.5 导出故障信息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Web界面。

步骤2 选择“维护”> “故障信息”，输入导出加密密码，可导出故障信息。

图 6-7 导出故障信息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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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网络诊断

背景信息

在站点开站或维护过程中，用于检测站点的网络信号。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站点Web界面。

步骤2 选择“维护 > 网络诊断”，在“PING”位置输入IP地址或域名信息，单击“查询”，
在结果信息中查看时延和丢包率。

图 6-8 查询网络信号

----结束

6.7 串口调测

背景信息

在站点开站或维护过程中，用于检测SCC800与串口之间的通信状态。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站点Web界面。

步骤2 选择“维护 > 串口调测”，在“串口参数设置”区域，设置“串口号”、“波特
率”、“停止位”后，单击“打开串口调试”。

说明

停止位根据具体设备协议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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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9 设置串口调测参数

步骤3 在“串口数据”区域的“发送内容”文本框中输入特定的报文后，单击“发送”。发
送成功后，如果“接收内容”文本框中显示串口设备返回的特定报文信息，则表示此
串口与SCC800之间的通信正常。

说明

发送和接收的报文请向华为技术支持获取。

步骤4 （可选）单击“导出”可将接收的报文以“.txt”格式的内容保存到本地。

----结束

6.8 无线离线分析

背景信息

在站点开站或维护过程中，当SCC800采用4G组网，状态为离线时，可通过此操作来查
看离线原因，并通过对应的解决措施来排除故障。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站点Web界面。

步骤2 选择“维护 > 无线离线分析”，查看站点离线原因及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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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0 查看站点离线原因及解决措施

----结束

6.9 控制器自诊断

背景信息

在站点开站或维护过程中，当南向设备无法接入SCC800时，可通过此操作获取对应端
口上接入设备的参数信息和配置状态。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站点Web界面

步骤2 选择“维护 > 控制器自诊断”，在“控制器自诊断”区域，设置参数后，单击“设备
自诊断”；根据设备自诊断结果，解决设备接入问题。

图 6-11 控制器自诊断

----结束

6.10 替换设备

操作步骤

步骤1 更换设备时，将新设备完成安装（以iDATA为例）。登录Web界面，在组网图中确认
iDATA已经组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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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进入“维护 > 替换设备> 设备类型”，选中iDATA，在“被替换的设备”区域下选中
故障的iDATA，选中“设备资源”区域下新入网的iDATA，再单击“提交”。

图 6-12 替换设备

步骤3 确认更换后的iDATA序号与更换前序号一致。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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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部件更换

7.1 更换 SCC800-S2

前提条件
● 准备好工具和材料：门钥匙、工具。

● 确认更换的SCC800外观无损坏。

操作步骤

步骤1 记录SCC800上的线缆连接位置，然后拆除线缆。

1. 拆除SCC800电源线缆。

2. 拆除SCC800通信线缆。

3. 拆除SCC800天线。

步骤2 拆除SCC800。

图 7-1 拆除 SCC800（挂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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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 拆除 SCC800（机架）

步骤3 从包装中取出更换的SCC800。

步骤4 安装新的SCC800。

步骤5 根据记录的信息将线缆连接到SCC800上。

1. 安装SCC800天线。

2. 安装SCC800通信线缆。

3. 安装SCC800电源线缆。

----结束

后续处理
● 将拆卸下来的部件包装好返回当地库房。

● SCC800内部可能存在个人敏感数据（指纹等），对于损坏的SCC800禁止跨境转
移。由于坏件处理导致的个人敏感信息泄露，华为公司不承担相关责任。

7.2 更换 SCC800-S2 电池

前提条件
● 准备好工具和材料：防静电腕带、防静电手套、门钥匙、工具。

● 确认新的SCC800电池型号匹配且外观无损坏。

操作步骤

步骤1 连接防静电腕带的接地线，戴上防静电腕带和防静电手套。

步骤2 拆下SCC800。

步骤3 拆除SCC800的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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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 拆除 SCC800 的电池

须知

● 电池更换时，请使用正确的电池型号，否则可能产生爆炸。

● 请按照当地法律法规处理旧电池。

步骤4 安装SCC800的电池。

步骤5 安装SCC800。

步骤6 拔掉防静电腕带的接地线，脱下防静电腕带和防静电手套。

----结束

后续处理

将拆卸下来的部件包装好返回当地库房。

7.3 更换 ACMB

前提条件
● 准备好工具和材料：门钥匙、工具。

● 确认新的ACMB箱体外观无损坏。

注意

更换操作前，请确保ACMB的交流输入电源已切断。

操作步骤

步骤1 拆除ACMB的线缆并记录线缆信息，做好标签。

1. 拆除ACMB的电源线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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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拆除ACMB的通信线缆。

步骤2 用一字螺丝刀撬动箱体底座上的卡扣，拆除ACMB。

图 7-4 拆除 ACMB

步骤3 取出新的ACMB并安装到位。

步骤4 根据记录的线缆信息，安装ACMB的线缆。

1. 安装ACMB的通信线缆。

2. 安装ACMB的电源线缆。

说明

ACMB内线缆安装完后，须用密封泥从箱子内部将出线孔进行封堵。

步骤5 登录Web界面，完成ACMB的无线设备组网。

----结束

后续处理

将拆卸下来的部件包装好返回当地库房。

7.4 更换 iACMETER

前提条件

● 准备好工具和材料：防静电腕带、防静电手套、门钥匙、工具。

● 确认新的iACMETER外观无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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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 更换操作前，请确保部件的供电电源已切断。

● 更换操作前，请确保iACMETER检测的交流输入电源已切断。

操作步骤

步骤1 连接防静电腕带的接地线，戴上防静电腕带和防静电手套。

步骤2 拆除iACMETER线缆并记录线缆信息，做好标签。

1. 拆除iACMETER电源线缆。

2. 拆除iACMETER通信线缆。

3. 拆除iACMETER电流信号检测线缆。

4. 拆除iACMETER电压信号检测线缆。

步骤3 拆除iACMETER。

步骤4 取出新的iACMETER，安装到电表箱中。

步骤5 根据记录的线缆信息，安装iACMETER线缆。

1. 安装iACMETER电压信号检测线缆。

2. 安装iACMETER电流信号检测线缆。

3. 安装iACMETER通信线缆。

4. 安装iACMETER电源线缆。

步骤6 拔掉防静电腕带的接地线，脱下防静电腕带和防静电手套。

步骤7 长按SCC800的组网按键3s，指示灯变为快闪状态，将SCC800调到“允许节点加入”
状态。

说明

若有多个iACMETER故障时，需待一个更换成功后，再更换下一个。

步骤8 长按iACMETER的按键3s，当指示灯绿色慢闪（1s亮，1s灭）时，组网成功。

说明

长按iACMETER的按键3s，指示灯超快闪（亮0.0625s，灭0.0625s）3s，然后iACMETER指示灯
快闪（亮0.125s，灭0.125s），此时iACMETER正在组网。组网成功后，指示灯慢闪（1s亮，1s
灭）；若组网失败，指示灯常亮。

步骤9 登录Web界面，在“首页 > 站点拓扑”中确认iACMETER已经组网成功。

步骤10 进入“维护 > 替换设备 > 设备类型”，选中iACMETER，在“被替换的设备”区域下
选中故障的iACMETER，选中“设备资源”区域下新入网的iACMETER，再单击“提
交”。

步骤11 确认更换后的iACMETER序号与更换前序号一致。

步骤12 长按SCC800的组网按键3s，指示灯变为慢闪状态，将SCC800调到“禁止节点加入”
状态。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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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处理

将拆卸下来的部件包装好返回当地库房。

7.5 更换防雷器

前提条件
● 准备好工具和材料：防静电腕带、防静电手套、门钥匙、工具。

● 确认新的防雷器外观无损坏。

注意

更换操作前，请确保已切断部件的供电电源。

操作步骤

步骤1 连接防静电腕带的接地线，戴上防静电腕带和防静电手套。

步骤2 拆除防雷器线缆并记录线缆信息，做好标签。

步骤3 拆除防雷器。

步骤4 取出新的防雷器，安装到电表箱中。

步骤5 根据记录的线缆信息，安装防雷器线缆。

步骤6 拔掉防静电腕带的接地线，脱下防静电腕带和防静电手套。

----结束

后续处理

将拆卸下来的部件包装好返回当地库房。

7.6 更换 iACSENSE

前提条件
● 准备好工具和材料：门钥匙、工具。

● 确认新的iACSENSE外观无损坏。

操作步骤

步骤1 拆除iACSENSE线缆并记录线缆信息。

步骤2 拆除iACSENSE。

步骤3 安装新的iACSENSE。

步骤4 根据记录的线缆信息，安装iACSENSE线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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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长按SCC800的组网按键3s，指示灯变为快闪状态，将SCC800调到“允许节点加入”
状态。

说明

若有多个iACSENSE故障时，需待一个更换成功后，再更换下一个。

步骤6 长按iACSENSE的按键3s，当指示灯绿色慢闪（1s亮，1s灭）时，组网成功。

说明

长按iACSENSE的按键3s，指示灯超快闪（亮0.0625s，灭0.0625s）3s，然后iACSENSE指示灯快
闪（亮0.125s，灭0.125s），此时iACSENSE正在组网。组网成功后，指示灯慢闪（1s亮，1s
灭）；若组网失败，指示灯常亮。

步骤7 登录Web界面，在组网图“首页 > 站点拓扑”中确认iACSENSE已经组网成功。

步骤8 进入“维护 > 替换设备 > 设备类型”，选中iACSENSE，在“被替换的设备”区域下
选中故障的iACSENSE，选中“设备资源”区域下新入网的iACSENSE，再单击“提
交”。

步骤9 确认更换后的iACSENSE序号与更换前序号一致。

步骤10 长按SCC800的组网按键3s，指示灯变为慢闪状态，将SCC800调到“禁止节点加入”
状态。

步骤11 将损坏的部件长按组网键7s进行关机，以免电池被耗尽。关机状态下只有长按组网键
3s，无线部件才能开机。

----结束

后续处理

将拆卸下来的部件包装好返回当地库房。

7.7 更换 iACSENSE 电池

前提条件
● 准备好工具和材料：防静电腕带、防静电手套、门钥匙、工具。

● 确认新的iACSENSE电池型号匹配且外观无损坏。

操作步骤

步骤1 连接防静电腕带的接地线，戴上防静电腕带和防静电手套。

步骤2 拆下iACSENSE。

步骤3 拆除iACSENSE的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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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5 拆除 iACSENSE 的电池

须知

● 电池更换时，请使用正确的电池型号，否则可能产生爆炸。

● 请按照当地法律法规处理旧电池。

步骤4 安装iACSENSE的电池。

步骤5 安装iACSENSE。

步骤6 拔掉防静电腕带的接地线，脱下防静电腕带和防静电手套。

----结束

后续处理

将拆卸下来的部件包装好返回当地库房。

7.8 更换 iDCMETER

前提条件
● 准备好工具和材料：门钥匙、工具。

● 确认新的iDCMETER外观无损坏。

操作步骤

步骤1 拆除iDCMETER线缆并记录线缆信息。

步骤2 拆除iDC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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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安装新的iDCMETER。

步骤4 根据记录的线缆信息，安装iDCMETER线缆。

步骤5 长按SCC800的组网按键3s，指示灯变为快闪状态，将SCC800调到“允许节点加入”
状态。

说明

若有多个iDCMETER故障时，需待一个更换成功后，再更换下一个。

步骤6 首次上电后，iDCMETER自动查找网络进行组网，当指示灯绿色慢闪（1s亮，1s灭）
时，组网成功。如果组网失败，长按iDCMETER的按键3s，进入组网状态。

说明

长按iDCMETER的按键3s，指示灯超快闪（亮0.0625s，灭0.0625s）3s，然后iDCMETER指示灯
快闪（亮0.125s，灭0.125s），此时iDCMETER正在组网。组网成功后，指示灯慢闪（1s亮，1s
灭）；若组网失败，指示灯常亮。

步骤7 登录Web界面，在组网图“首页 > 站点拓扑”中确认iDCMETER已经组网成功。

步骤8 进入“维护 > 替换设备 > 设备类型”，选中iDCMETER，在“被替换的设备”区域下
选中故障的iDCMETER，选中“设备资源”区域下新入网的iDCMETER，再单击“提
交”。

步骤9 确认更换后的iDCMETER序号与更换前序号一致。

步骤10 长按SCC800的组网按键3s，指示灯变为慢闪状态，将SCC800调到“禁止节点加入”
状态。

----结束

后续处理

将拆卸下来的部件包装好返回当地库房。

7.9 更换 iDATA

前提条件
● 准备好工具和材料：门钥匙、工具。

● 确认新的iDATA外观无损坏。

须知

更换操作前，请确保已切断部件的供电电源。

操作步骤

步骤1 记录iDATA面板上的线缆连接位置，然后拆除线缆。

1. 拆除iDATA电源线缆。

2. 拆除iDATA通信线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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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拆除iDATA。

步骤3 安装新的iDATA。

步骤4 根据记录的线缆信息，安装iDATA线缆。

1. 安装iDATA电源线缆。

2. 安装iDATA通信线缆。

步骤5 长按SCC800的组网按键3s，指示灯变为快闪状态，将SCC800调到“允许节点加入”
状态。

说明

若有多个iDATA故障时，需待一个更换成功后，再更换下一个。

步骤6 首次上电后，iDATA自动查找网络进行组网，当指示灯绿色慢闪（1s亮，1s灭）时，组
网成功。如果组网失败，长按iDATA的按键3s，进入组网状态。

说明

长按iDATA的按键3s，指示灯超快闪（亮0.0625s，灭0.0625s）3s，然后iDATA指示灯快闪（亮
0.125s，灭0.125s），此时iDATA正在组网。组网成功后，指示灯慢闪（1s亮，1s灭）；若组网
失败，指示灯常亮。

步骤7 登录Web界面，在组网图“首页 > 站点拓扑”确认iDATA已经组网成功。

步骤8 进入“维护 > 替换设备 > 设备类型”，选中iDATA，在“被替换的设备”区域下选中
故障的iDATA，选中“设备资源”区域下新入网的iDATA，再单击“提交”。

步骤9 确认更换后的iDATA序号与更换前序号一致。

步骤10 长按SCC800的组网按键3s，指示灯变为慢闪状态，将SCC800调到“禁止节点加入”
状态。

----结束

后续处理

将拆卸下来的部件包装好返回当地库房。

7.10 更换 iDG

前提条件

● 准备好工具和材料：门钥匙、工具。

● 确认新的iDG外观无损坏。

须知

更换操作前，请确保部件的供电电源已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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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1 拆除iDG线缆并记录线缆信息，做好标签。

1. 拆除iDG电源线缆。

2. 拆除iDG通信线缆。

步骤2 拆除iDG。

步骤3 安装新的iDG。

步骤4 根据记录的线缆信息，安装iDG线缆。

1. 安装iDG通信线缆。

2. 安装iDG电源线缆。

步骤5 长按SCC800的组网按键3s，指示灯变为快闪状态，将SCC800调到“允许节点加入”
状态。

说明

若有多个iDG故障时，需待一个更换成功后，再更换下一个。

步骤6 首次上电后，iDG自动查找网络进行组网，当指示灯绿色慢闪（1s亮，1s灭）时，组网
成功。如果组网失败，长按iDG的按键3s，进入组网状态。

说明

长按iDG的按键3s，指示灯超快闪（亮0.0625s，灭0.0625s）3s，然后iDG指示灯快闪（亮
0.125s，灭0.125s），此时iDG正在组网。组网成功后，指示灯慢闪（1s亮，1s灭）；若组网失
败，指示灯常亮。

步骤7 登录Web界面，在“首页 > 站点拓扑”中确认iDG已经组网成功。

步骤8 进入“维护 > 替换设备 > 设备类型”，选中iDG，在“被替换的设备”区域下选中故
障的iDG，选中“设备资源”区域下新入网的iDG，再单击“提交”。

步骤9 确认更换后的iDG序号与更换前序号一致。

步骤10 长按SCC800的组网按键3s，指示灯变为慢闪状态，将SCC800调到“禁止节点加入”
状态。

----结束

后续处理

将拆卸下来的部件包装好返回当地库房。

7.11 更换 iCOOL

前提条件

● 准备好工具和材料：防静电腕带、防静电手套、工具。

● 确认新的iCOOL外观无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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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更换操作前，请确保已切断部件的供电电源。

操作步骤

步骤1 连接防静电腕带的接地线，戴上防静电腕带和防静电手套。

步骤2 记录iCOOL面板上的线缆连接位置，然后拆除线缆。

1. 拆除iCOOL电源线缆。

2. 拆除iCOOL接地线缆。

步骤3 拆除iCOOL。

图 7-6 拆除室内无线单相空调监控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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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7 拆除室内无线三相空调监控盒

步骤4 安装新的iCOOL。

步骤5 根据记录的线缆信息，安装iCOOL线缆。

1. 安装iCOOL接地线缆。

2. 安装iCOOL电源线缆。

步骤6 拔掉防静电腕带的接地线，脱下防静电腕带和防静电手套。

步骤7 登录Web界面，在组网图中确认故障iCOOL连接到SCC800-S1。根据确认信息，将
iCOOL组网到SCC800-S1上。

步骤8 将SCC800-S1调到“允许节点加入”状态。

说明

若有多个iCOOL故障时，需待一个更换成功后，再更换下一个。

步骤9 长按iCOOL的按键3s，当指示灯绿色慢闪（1s亮，1s灭）时，组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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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长按iCOOL的按键3s，指示灯超快闪（亮0.0625s，灭0.0625s）3s，然后iCOOL指示灯快闪（亮
0.125s，灭0.125s），此时iCOOL正在组网。组网成功后，指示灯慢闪（1s亮，1s灭）；若组网
失败，指示灯常亮。

步骤10 登录Web界面，在组网图中确认iCOOL已经组网成功。

步骤11 进入“维护 > 替换设备> 设备类型”，选中iCOOL，在“被替换的设备”区域下选中
故障的iCOOL，选中“设备资源”区域下新入网的iCOOL，再单击“提交”。

步骤12 确认更换后的iCOOL序号与更换前序号一致。

步骤13 将SCC800-S1调到“禁止节点加入”状态。

----结束

后续处理

将拆卸下来的部件包装好返回当地库房。

7.12 更换无线投入式油位传感器

前提条件
● 准备好工具和材料：防静电腕带、防静电手套、门钥匙、工具。

● 确认新的无线投入式油位传感器外观无损坏。

操作步骤

步骤1 连接防静电腕带的接地线，戴上防静电腕带和防静电手套。

步骤2 （可选）拆除无线投入式油位传感器的信号线缆，并记录连接位置。

步骤3 拆除油位传感器。

图 7-8 拆除油位传感器（油箱盖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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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9 拆除油位传感器（油箱场景）

图 7-10 拆除油位传感器（透气管场景）

步骤4 安装新的油位传感器，并做好相关防护。

步骤5 （可选）安装油位传感器信号线。

步骤6 拔掉防静电腕带的接地线，脱下防静电腕带和防静电手套。

步骤7 长按SCC800的组网按键3s，指示灯变为快闪状态，将SCC800调到“允许节点加入”
状态。

说明

若有多个iFUEL故障时，需待一个更换成功后，再更换下一个

步骤8 长按iFUEL的按键3s，当指示灯绿色慢闪（1s亮，1s灭）时，组网成功。

步骤9 登录Web界面，在组网图“首页 > 站点拓扑”中确认iFUEL已经组网成功。

步骤10 进入“维护 > 替换设备 > 设备类型”，选中iFUEL，在“被替换的设备”区域下选中
故障的iFUEL，选中“设备资源”区域下新入网的iFUEL，再单击“提交”。

步骤11 确认更换后的iFUEL序号与更换前序号一致。

步骤12 长按SCC800的组网按键3s，指示灯变为慢闪状态，将SCC800调到“禁止节点加入”
状态。

----结束

后续处理

将拆卸下来的部件包装好返回当地库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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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更换无线磁致伸缩油位传感器

前提条件
● 准备好工具和材料：防静电腕带、防静电手套、门钥匙、工具。

● 确认新的无线磁致伸缩油位传感器外观无损坏。

操作步骤

步骤1 连接防静电腕带的接地线，戴上防静电腕带和防静电手套。

步骤2 （可选）拆除油位传感器的信号线缆，并记录连接位置。

步骤3 拆除油位传感器。

图 7-11 拆除油位传感器

步骤4 安装新的油位传感器，并做好相关防护。

步骤5 （可选）安装油位传感器信号线。

步骤6 拔掉防静电腕带的接地线，脱下防静电腕带和防静电手套。

步骤7 长按SCC800的组网按键3s，指示灯变为快闪状态，将SCC800调到“允许节点加入”
状态。

说明

若有多个iFUEL故障时，需待一个更换成功后，再更换下一个。

步骤8 长按iFUEL的按键3s，当指示灯绿色慢闪（1s亮，1s灭）时，组网成功。

步骤9 登录Web界面，在“首页 > 站点拓扑”中确认iFUEL已经组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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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0 进入“维护 > 替换设备 > 设备类型”，选中iFUEL，在“被替换的设备”区域下选中
故障的iFUEL，选中“设备资源”区域下新入网的iFUEL，再单击“提交”。

步骤11 确认更换后的iFUEL序号与更换前序号一致。

步骤12 长按SCC800的组网按键3s，指示灯变为慢闪状态，将SCC800调到“禁止节点加入”
状态。

----结束

后续处理

将拆卸下来的部件包装好返回当地库房。

7.14 更换油位传感器电池

前提条件
● 准备好工具和材料：防静电腕带、防静电手套、工具。

● 确认新的电池型号匹配且外观无损坏。

操作步骤

步骤1 连接防静电腕带的接地线，戴上防静电腕带和防静电手套。

步骤2 拆除油位传感器盖子。

图 7-12 拆除传感器盖子

步骤3 拆除旧的电池，安装新的电池。

图 7-13 安装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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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

● 电池更换时，请使用正确的电池型号，否则可能产生爆炸。

● 请按照当地法律法规处理旧电池。

步骤4 装回传感器盖子。

图 7-14 装回传感器盖子

步骤5 拔掉防静电腕带的接地线，脱下防静电腕带和防静电手套。

----结束

后续处理

将拆卸下来的部件包装好返回当地库房。

7.15 更换室内摄像机 A

前提条件
● 准备好工具和材料：防静电腕带、防静电手套、门钥匙、工具。

● 确认新的IP摄像机外观无损坏。

操作步骤

步骤1 连接防静电腕带的接地线，戴上防静电腕带和防静电手套。

步骤2 拆除IP摄像机的PoE通信线缆。

步骤3 逆时针旋转IP摄像机固定罩，取下摄像机。

步骤4 拆除IP摄像机固定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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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5 拆除 IP 摄像机固定罩

步骤5 拆除IP摄像机。

步骤6 拆除IP摄像机卡罩，取出SD卡。

步骤7 取出新的IP摄像机，拆下卡罩。

步骤8 将SD卡安装到新的IP摄像机上，并装回卡罩。

步骤9 安装新的IP摄像机。

步骤10 调节摄像机角度，并装回固定罩。

步骤11 安装IP摄像机的接地线缆。

步骤12 安装IP摄像机的PoE通信线缆。

步骤13 拔掉防静电腕带的接地线，脱下防静电腕带和防静电手套。

步骤14 登录Web，进入“系统设置 > IP摄像头”，进入界面获取新摄像机的IP。

步骤15 使用获取到的IP登录摄像机的Web更改摄像机密码。

步骤16 将故障摄像头的IP地址替换成新摄像头IP地址。

----结束

后续处理

将拆卸下来的部件包装好返回当地库房。

7.16 更换室外摄像机 A

前提条件

● 准备好工具和材料：防静电腕带、防静电手套、门钥匙、工具。

● 确认新的IP摄像机外观无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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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1 连接防静电腕带的接地线，戴上防静电腕带和防静电手套。

步骤2 拆除IP摄像机的PoE通信线缆。

步骤3 拆除摄像机。

图 7-16 拆除摄像机

步骤4 拆除IP摄像机卡罩，取出SD卡。

步骤5 取出新的IP摄像机，拆下卡罩。

步骤6 将SD卡安装到新的IP摄像机上，并装回卡罩。

步骤7 安装新的IP摄像机。

步骤8 调节摄像机角度。

步骤9 安装IP摄像机的PoE通信线缆。

步骤10 拔掉防静电腕带的接地线，脱下防静电腕带和防静电手套。

步骤11 登录Web，进入“系统设置 > IP摄像头”，进入界面获取新摄像机的IP。

步骤12 使用获取到的IP登录摄像机的Web更改摄像机密码。

步骤13 将故障摄像头的IP地址替换成新摄像头IP地址。

----结束

后续处理

将拆卸下来的部件包装好返回当地库房。

7.17 更换室内摄像机 B

前提条件
● 准备好工具和材料：防静电腕带、防静电手套、门钥匙、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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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新的IP摄像机外观无损坏。

操作步骤

步骤1 连接防静电腕带的接地线，戴上防静电腕带和防静电手套。

步骤2 拆除IP摄像机的PoE通信线缆。

步骤3 拆除IP摄像机透明罩。

图 7-17 拆除透明罩

步骤4 拆除IP摄像机。

图 7-18 拆除摄像机

步骤5 取出IP摄像机内的SD卡。

步骤6 取出新的IP摄像机，拆下IP摄像机透明罩。

步骤7 将SD卡安装到新的IP摄像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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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8 安装新的IP摄像机。

步骤9 调节摄像机角度，并装回透明罩。

步骤10 安装IP摄像机的PoE通信线缆。

步骤11 拔掉防静电腕带的接地线，脱下防静电腕带和防静电手套。

步骤12 登录Web，进入“系统设置 > IP摄像头”，进入界面获取新摄像机的IP。

步骤13 使用获取到的IP登录摄像机的Web更改摄像机密码。

步骤14 将故障摄像头的IP地址替换成新摄像头IP地址。

----结束

后续处理

将拆卸下来的部件包装好返回当地库房。

7.18 更换室外摄像机 B

前提条件
● 准备好工具和材料：防静电腕带、防静电手套、门钥匙、工具。

● 确认新的IP摄像机外观无损坏。

操作步骤

步骤1 连接防静电腕带的接地线，戴上防静电腕带和防静电手套。

步骤2 拆除IP摄像机的PoE通信线缆。

步骤3 拆除IP摄像机。

图 7-19 拆除摄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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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拆除IP摄像机的前罩。

步骤5 拆除IP摄像机卡罩，取出SD卡。

步骤6 取出新的IP摄像机，拆下IP摄像机前罩。

步骤7 拆下新的IP摄像机卡罩，安装SD卡。

步骤8 将SD卡安装到新的IP摄像机上，并装回卡罩。

步骤9 安装新的IP摄像机。

步骤10 调节摄像机角度。

步骤11 安装IP摄像机的PoE通信线缆。

步骤12 拔掉防静电腕带的接地线，脱下防静电腕带和防静电手套。

步骤13 登录Web，进入“系统设置 > IP摄像头”，进入界面获取新摄像机的IP。

步骤14 使用获取到的IP登录摄像机的Web更改摄像机密码。

步骤15 将故障摄像头的IP地址替换成新摄像头IP地址。

----结束

后续处理

将拆卸下来的部件包装好返回当地库房。

7.19 更换机房门锁 iACCESS

前提条件

● 准备好工具和材料：防静电腕带、防静电手套、门钥匙、工具。

● 确认新的机房门锁外观无损坏。

注意

更换操作前，请确保已切断部件的供电电源。

操作步骤

步骤1 连接防静电腕带的接地线，戴上防静电腕带和防静电手套。

步骤2 拆除机房门锁线缆并记录线缆信息，做好标签。

步骤3 拆除防雨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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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0 拆除防雨罩

步骤4 拆除机房门锁的电池。

图 7-21 拆除机房门锁的电池

步骤5 拆除锁体。

1. 拆除锁芯结构盒通信线缆。

SCC800-S2 V100R005C00 智能站点管理系统
用户手册 7 部件更换

文档版本 01 (2021-08-30)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42



图 7-22 拆除通信线缆

2. 拆除锁体螺丝，取出锁芯结构盒。

图 7-23 拆除锁体螺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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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4 取出锁芯结构盒

3. 拆除锁体室外部分通信线缆。

图 7-25 拆除通信线缆

4. 拆除锁体室外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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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6 拆除锁体室外部分

5. 拆除锁头和锁体底盖。

图 7-27 拆除锁头和锁体底盖

步骤6 参考安装指南安装新的机房门锁。

步骤7 长按SCC800的组网按键3s，指示灯变为快闪状态，将SCC800调到“允许节点加入”
状态。

步骤8 长按iACCESS的按键3s，当指示灯绿色慢闪（1s亮，1s灭）时，组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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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长按iACCESS的按键3s，指示灯超快闪（亮0.0625s，灭0.0625s）3s，然后iACCESS指示灯快闪
（亮0.125s，灭0.125s），此时iACCESS正在组网。组网成功后，指示灯慢闪（1s亮，1s灭）；
若组网失败，指示灯常亮。

步骤9 登录Web界面，在“首页 > 站点拓扑”确认iACCESS已经组网成功。

步骤10 进入“维护 > 替换设备 > 设备类型”，选中iACCESS，在“被替换的设备”区域下选
中故障的iACCESS，选中“设备资源”区域下新入网的iACCESS，再单击“提交”。

步骤11 确认更换后的iACCESS序号与更换前序号一致。

步骤12 长按SCC800的组网按键3s，指示灯变为慢闪状态，将SCC800调到“禁止节点加入”
状态。

----结束

后续处理
● 将拆卸下来的部件包装好返回当地库房。

● iACCESS内部可能存在个人敏感数据（指纹等），对于损坏的iACCESS禁止跨境转
移。由于坏件处理导致的个人敏感信息泄露，华为公司不承担相关责任。

7.20 更换机房门锁电池

前提条件
● 准备好工具和材料：防静电腕带、防静电手套、门钥匙、工具。

● 确认新的机房门锁电池型号匹配且外观无损坏。

操作步骤

步骤1 连接防静电腕带的接地线，戴上防静电腕带和防静电手套。

步骤2 拆除机房门锁的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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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8 拆除机房门锁的电池

步骤3 安装新的机房门锁的电池。

图 7-29 安装电池并连接电池线缆

须知

● 电池更换时，请使用正确的电池型号，否则可能产生爆炸。

● 请按照当地法律法规处理旧电池。

步骤4 安装电池盖。

SCC800-S2 V100R005C00 智能站点管理系统
用户手册 7 部件更换

文档版本 01 (2021-08-30)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47



图 7-30 安装电池盖

步骤5 拔掉防静电腕带的接地线，脱下防静电腕带和防静电手套。

----结束

后续处理

将拆卸下来的部件包装好返回当地库房。

7.21 更换 EMUB

前提条件
● 准备好工具和材料：防静电腕带、防静电手套、防静电盒或防静电袋、门钥匙、

工具。

● 确认新的EMUB外观无损坏。

注意

更换操作前，请确保已切断部件的供电电源。

操作步骤

步骤1 连接防静电腕带的接地线，戴上防静电腕带和防静电手套。

步骤2 拆除EMUB线缆并记录线缆信息，做好标签。

1. 拆除EMUB电源线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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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拆除EMUB通信线缆。

3. 拆除EMUB干接点信号线缆。

4. 拆除EMUB接地线缆。

步骤3 拆除紧固EMUB的螺丝，取下EMUB。

步骤4 取出新的EMUB，安装到机架上。

步骤5 根据记录的线缆信息，安装EMUB线缆。

1. 安装EMUB接地线缆。

2. 安装EMUB干接点信号线缆。

3. 安装EMUB通信线缆。

4. 安装EMUB电源线缆。

步骤6 拔掉防静电腕带的接地线，脱下防静电腕带和防静电手套。

----结束

7.22 更换 iTEMP

前提条件
● 准备好工具和材料：门钥匙、工具。

● 确认新的iTEMP外观无损坏。

操作步骤

步骤1 拆除iTEMP。

图 7-31 拆除 iTE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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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安装新的iTEMP。

步骤3 长按SCC800的组网按键3s，指示灯变为快闪状态，将SCC800调到“允许节点加入”
状态。

步骤4 长按iTEMP的按键3s，当指示灯绿色慢闪（1s亮，1s灭）时，组网成功。

步骤5 登录Web界面，在“首页 > 站点拓扑”中确认iTEMP已经组网成功。

步骤6 进入“维护 > 替换设备 > 设备类型”，选中iTEMP，在“被替换的设备”区域下选中
故障的iTEMP，选中“设备资源”区域下新入网的iTEMP，再单击“提交”。

步骤7 确认更换后的iTEMP序号与更换前序号一致。

步骤8 长按SCC800的组网按键3s，指示灯变为慢闪状态，将SCC800调到“禁止节点加入”
状态。

步骤9 将损坏的部件长按组网键7s进行关机，以免电池被耗尽。关机状态下只有长按组网键
3s，无线部件才能开机。

----结束

后续处理

将拆卸下来的部件包装好返回当地库房。

7.23 更换 iTEMP 电池

前提条件
● 准备好工具和材料：防静电腕带、防静电手套、门钥匙、工具。

● 确认新的iTEMP电池型号匹配且外观无损坏。

操作步骤

步骤1 连接防静电腕带的接地线，戴上防静电腕带和防静电手套。

步骤2 拆下iTEMP。

步骤3 拆除iTEMP的电池。

图 7-32 拆除 iTEMP 的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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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安装iTEMP的电池。

须知

● 电池更换时，请使用正确的电池型号，否则可能产生爆炸。

● 请按照当地法律法规处理旧电池。

步骤5 安装iTEMP。

步骤6 拔掉防静电腕带的接地线，脱下防静电腕带和防静电手套。

----结束

后续处理

将拆卸下来的部件包装好返回当地库房。

7.24 更换 iMOTION

前提条件
● 准备好工具和材料：门钥匙、工具。

● 确认新的iMOTION外观无损坏。

操作步骤

步骤1 拆除iMOTION。

图 7-33 拆除 i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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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安装新的iMOTION。

说明

螺钉安装场景时请同时更换底座。

步骤3 调整iMOTION角度。

步骤4 长按SCC800的组网按键3s，指示灯变为快闪状态，将SCC800调到“允许节点加入”
状态。

步骤5 长按iMOTION的按键3s，当指示灯绿色慢闪（1s亮，1s灭）时，组网成功。

步骤6 登录Web界面，在“首页 > 站点拓扑”中确认iMOTION已经组网成功。

步骤7 进入“维护 > 替换设备 > 设备类型”，选中iMOTION，在“被替换的设备”区域下选
中故障的iMOTION，选中“设备资源”区域下新入网的iMOTION，再单击“提交”。

步骤8 确认更换后的iMOTION序号与更换前序号一致。

步骤9 长按SCC800的组网按键3s，指示灯变为慢闪状态，将SCC800调到“禁止节点加入”
状态。

步骤10 将损坏的部件长按组网键7s进行关机，以免电池被耗尽。关机状态下只有长按组网键
3s，无线部件才能开机。

----结束

后续处理

将拆卸下来的部件包装好返回当地库房。

7.25 更换 iMOTION 电池

前提条件
● 准备好工具和材料：防静电腕带、防静电手套、门钥匙、工具。

● 确认新的iMOTION电池型号匹配且外观无损坏。

操作步骤

步骤1 连接防静电腕带的接地线，戴上防静电腕带和防静电手套。

步骤2 拆下iMOTION。

步骤3 拆除iMOTION的电池。

SCC800-S2 V100R005C00 智能站点管理系统
用户手册 7 部件更换

文档版本 01 (2021-08-30)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52



图 7-34 拆除 iMOTION A 的电池

图 7-35 拆除 iMOTION B 的电池

须知

● 电池更换时，请使用正确的电池型号，否则可能产生爆炸。

● 请按照当地法律法规处理旧电池。

步骤4 安装iMOTION的电池。

步骤5 安装iMOTION。

步骤6 拔掉防静电腕带的接地线，脱下防静电腕带和防静电手套。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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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处理

将拆卸下来的部件包装好返回当地库房。

7.26 更换 iSMOKE

前提条件

● 准备好工具和材料：门钥匙、工具。

● 确认新的iSMOKE外观无损坏。

操作步骤

步骤1 拆除iSMOKE。

图 7-36 拆除 iSMOKE

步骤2 安装新的iSMOKE。

说明

螺钉安装场景时请同时更换底座。

步骤3 将长按SCC800的组网按键3s，指示灯变为快闪状态，将SCC800调到“允许节点加
入”状态。

步骤4 长按iSMOKE的按键3s，当指示灯绿色慢闪（1s亮，1s灭）时，组网成功。

步骤5 登录Web界面，在“首页 > 站点拓扑”中确认iSMOKE已经组网成功。

步骤6 进入“维护 > 替换设备 > 设备类型”，选中iSMOKE，在“被替换的设备”区域下选
中故障的iSMOKE，选中“设备资源”区域下新入网的iSMOKE，再单击“提交”。

步骤7 确认更换后的iSMOKE序号与更换前序号一致。

步骤8 长按SCC800的组网按键3s，指示灯变为慢闪状态，将SCC800调到“禁止节点加入”
状态。

步骤9 将损坏的部件长按组网键7s进行关机，以免电池被耗尽。关机状态下只有长按组网键
3s，无线部件才能开机。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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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处理

将拆卸下来的部件包装好返回当地库房。

7.27 更换 iSMOKE 电池

前提条件
● 准备好工具和材料：防静电腕带、防静电手套、门钥匙、工具。

● 确认新的iSMOKE电池型号匹配且外观无损坏。

操作步骤

步骤1 连接防静电腕带的接地线，戴上防静电腕带和防静电手套。

步骤2 拆下iSMOKE。

步骤3 拆除iSMOKE的电池。

图 7-37 拆除 iSMOKE 的电池

须知

● 电池更换时，请使用正确的电池型号，否则可能产生爆炸。

● 请勿将不同品牌或新旧电池混用、接反，否则可能产生爆炸。

● 请按照当地法律法规处理旧电池。

步骤4 安装iSMOKE的电池。

步骤5 安装iSMOKE。

步骤6 拔掉防静电腕带的接地线，脱下防静电腕带和防静电手套。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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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处理

将拆卸下来的部件包装好返回当地库房。

7.28 更换 iWATER

前提条件
● 准备好工具和材料：门钥匙、工具。

● 确认新的iWATER外观无损坏。

操作步骤

步骤1 拆除iWATER的电极探头。

步骤2 拆除iWATER。

图 7-38 拆除 iWATER

步骤3 安装新的iWATER。

步骤4 安装iWATER的电极探头。

步骤5 长按SCC800的组网按键3s，指示灯变为快闪状态，将SCC800调到“允许节点加入”
状态。

步骤6 长按iWATER的按键3s，当指示灯绿色慢闪（1s亮，1s灭）时，组网成功。

步骤7 登录Web界面，在“首页 > 站点拓扑”中确认iWATER已经组网成功。

步骤8 进入“维护 > 替换设备 > 设备类型”，选中iWATER，在“被替换的设备”区域下选
中故障的iWATER，选中“设备资源”区域下新入网的iWATER，再单击“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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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9 确认更换后的iWATER序号与更换前序号一致。

步骤10 长按SCC800的组网按键3s，指示灯变为慢闪状态，将SCC800调到“禁止节点加入”
状态。

步骤11 将损坏的部件长按组网键7s进行关机，以免电池被耗尽。关机状态下只有长按组网键
3s，无线部件才能开机。

----结束

后续处理

将拆卸下来的部件包装好返回当地库房。

7.29 更换 iWATER 电池

前提条件
● 准备好工具和材料：防静电腕带、防静电手套、门钥匙、工具。

● 确认新的iWATER电池型号匹配且外观无损坏。

操作步骤

步骤1 连接防静电腕带的接地线，戴上防静电腕带和防静电手套。

步骤2 拆下iWATER。

步骤3 拆除iWATER的电池。

图 7-39 拆除 iWATER 的电池

须知

● 电池更换时，请使用正确的电池型号，否则可能产生爆炸。

● 请按照当地法律法规处理旧电池。

步骤4 安装iWATER的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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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安装iWATER。

步骤6 拔掉防静电腕带的接地线，脱下防静电腕带和防静电手套。

----结束

后续处理

将拆卸下来的部件包装好返回当地库房。

7.30 更换 iDOOR

前提条件
● 准备好工具和材料：门钥匙、工具。

● 确认新的iDOOR外观无损坏。

操作步骤

步骤1 拆除iDOOR。

图 7-40 拆除 iDOOR

说明

更换iDOOR时，请同时更换iDOOR开关和iDOOR磁铁。

步骤2 安装新的iDOOR。

步骤3 长按SCC800的组网按键3s，指示灯变为快闪状态，将SCC800调到“允许节点加入”
状态。

步骤4 长按iDOOR的按键3s，当指示灯绿色慢闪（1s亮，1s灭）时，组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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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登录Web界面，在“首页 > 站点拓扑”中确认iDOOR已经组网成功。

步骤6 进入“维护 > 替换设备 > 设备类型”，选中iDOOR，在“被替换的设备”区域下选中
故障的iDOOR，选中“设备资源”区域下新入网的iDOOR，再单击“提交”。

步骤7 确认更换后的iDOOR序号与更换前序号一致。

步骤8 长按SCC800的组网按键3s，指示灯变为慢闪状态，将SCC800调到“禁止节点加入”
状态。

步骤9 将损坏的部件长按组网键7s进行关机，以免电池被耗尽。关机状态下只有长按组网键
3s，无线部件才能开机。

----结束

后续处理

将拆卸下来的部件包装好返回当地库房。

7.31 更换 iDOOR 电池

前提条件

● 准备好工具和材料：防静电腕带、防静电手套、门钥匙、工具。

● 确认新的iDOOR电池型号匹配且外观无损坏。

操作步骤

步骤1 连接防静电腕带的接地线，戴上防静电腕带和防静电手套。

步骤2 拆下iDOOR。

步骤3 拆除iDOOR的电池。

图 7-41 拆除 iDOOR 的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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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

● 电池更换时，请使用正确的电池型号，否则可能产生爆炸。

● 请按照当地法律法规处理旧电池。

步骤4 安装iDOOR的电池。

步骤5 安装iDOOR。

步骤6 拔掉防静电腕带的接地线，脱下防静电腕带和防静电手套。

----结束

后续处理

将拆卸下来的部件包装好返回当地库房。

7.32 更换声光告警器

前提条件
● 准备好工具和材料：防静电腕带、防静电手套、门钥匙、工具。

● 确认新的声光告警器外观无损坏。

注意

更换操作前，请确保已切断部件的供电电源。

操作步骤

步骤1 连接防静电腕带的接地线，戴上防静电腕带和防静电手套。

步骤2 拆除声光告警器的供电线缆。

步骤3 拆除声光告警器连接到iDG上的线缆。

步骤4 拆除固定声光告警器的螺丝，取下声光告警器。

步骤5 取出新的声光告警器，并用螺丝紧固到支架上。

步骤6 安装声光告警器连接到iDG上的线缆。

步骤7 安装声光告警器的供电线缆。

步骤8 拔掉防静电腕带的接地线，脱下防静电腕带和防静电手套。

----结束

后续处理

将拆卸下来的部件包装好返回当地库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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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FAQ

8.1 如何制作 RS485 转接线缆

图 8-1 制作四线 RS485 转接线缆

图 8-2 制作两线 RS485 转接线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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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如何解决电脑无法登录 WebUI

操作步骤

步骤1 检查电脑系统是否为Windows XP及以上版本，浏览器是否为Internet Explorer 11或以
上版本。

● 不满足，则需更新配置。

● 满足，下一步。

步骤2 检查线缆接口是否正确。

说明

线缆由SCC800的GE_1口接到电脑的网口。

● 正确，下一步。

● 不正确，重新进行接线。

步骤3 可选: 检查电脑本地连接的IP地址设置是否正确。

说明

本机地址：192.168.0.2，子网掩码：255.255.255.0，网关：192.168.0.1.

● 正确，下一步。

● 不正确，按照正确地址重新配置。

步骤4 打开浏览器，选择“工具”>“Internet 选项”。

步骤5 选择“连接”页签，单击“局域网设置”。

步骤6 取消使用代理服务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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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3 取消代理服务器设置

步骤7 选择“工具 > Internet > 安全”。

步骤8 单击“Internet”的自定义安全级别。

说明

“Internet”的安全级别设置完成后，请使用同样的方法设置“本地 Intranet”的安全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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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 IE 安全

步骤9 自定义安全级别

使能如下功能：

● 对未标记为可安全执行脚本的ActiveX 控件初始化并执行脚本

● 允许运行以前未使用的ActiveX 控件而不提示

● 将文件上载到服务器时包含本地目录路径

● 文件下载的自动提示

图 8-5 IE 安全设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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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6 IE 安全设置 2

图 8-7 IE 安全设置 3

步骤10 在浏览器的地址栏中输入https://192.168.0.10 重新登录WebUI，如仍不能登录，请联
系华为客户服务中心。

说明

默认IP地址为192.168.0.10。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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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如何解决电池中点电压不平衡

操作步骤

步骤1 检查蓄电池中点电压检测线（标记MID）是否接在电池组的中点。

● 是，下一步。

● 否，将检测线连接到电池中点。

步骤2 检测每节电池的电压是否为2V（或12V）左右。

● 是，下一步。

● 否，更换电池，或对电池进行充电。

步骤3 重新查看中点电压是否平衡。如未解决，请联系华为客户服务中心。

----结束

8.4 如何解决设备参数页面无数据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WebUI，查看场景配置文件是否导入。

● 是，下一步。

● 否，导入场景配置文件。

步骤2 查看实时监控界面有无对应的设备。

● 有，下一步。

● 无，对设备进行重启，完成后再到设备参数页面进行查看。

步骤3 清理浏览器缓存，重新登录查看。如未解决，请联系华为客户服务中心。

----结束

8.5 如何解决 iACMETER 上报接线错误告警

操作步骤

步骤1 检查电表的相线是否正确。

● 正确，下一步。

● 错误，按照正确相线进行接线。

步骤2 登录WebUI，查看对应的接线设置是否正确。

● 正确，下一步。

● 错误，按照正确的方法进行设置。

步骤3 查看iACMETER告警是否消除。如告警未消除，请联系华为客户服务中心。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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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如何解决 iACMETER 上报的电能数据有误差

操作步骤

步骤1 检查电表的相线是否正确。

● 正确，下一步。

● 错误，按照正确相线进行接线。

步骤2 登录WebUI，查看对应的接线设置是否正确。

● 正确，下一步。

● 错误，按照正确的方法进行设置。

步骤3 检查霍尔传感器方向是否接反。

● 否，下一步。

● 是，按照正确方式进行连接。

步骤4 重新检查上报的电能数据。如仍有误差，请联系华为客户服务中心。

----结束

8.7 如何解决 iFUEL 无线通信信号差

背景信息

iFUEL无线通信信号差，通信中断。

操作步骤

步骤1 检查iFUEL和SCC800的天线之间是否存在障碍物阻挡。

● 有遮挡，调整iFUEL的位置，重新组网。

● 无遮挡，下一步。

步骤2 检查通信距离是否太远。

说明

设计通信距离为50m。

● 50m以外，调整iFUEL的位置使得距离在50m以内，重新组网。

● 50m以内，联系华为客户服务中心。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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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华为智能门禁系统使用免责声明

华为智能门禁解决方案是华为在合理商业努力下，应客户的明确要求而向客户提供的
功能特性（以下简称“该特性”），用作站点门禁管理的目的。华为不可能单方面开
启或使用该特性，也不可能获取客户使用或维护该特性的任何有关信息。

华为不承担客户及其授权方在使用和维护该特性的过程中非因华为的过错而造成的任
何法律责任，包括但不限于：索赔、责任、义务、成本、费用、处罚、禁令及裁决等
不利后果。

非华为过错（包括但不限于）：

● 法律规定的不可抗力：火山喷发、地震、海啸等

● 非华为因素：未按照华为的推荐方式安装、暴力损毁、钥匙丢失、密码泄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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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缩略语

D

DC direct current 直流电

DIN dry contact input 干接点输入接口

F

FE fast Ethernet 快速以太网

G

GE Gigabit Ethernet 千兆以太网

I

IP Internet Protocol 互联网协议

P

PoE power over Ethernet 以太网供电

S

SCC site control center 站点控制中心

U

UI user interface 用户界面

USB Universal Serial Bus 通用串行总线

SCC800-S2 V100R005C00 智能站点管理系统
用户手册 B 缩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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