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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感谢您购买由汇川技术自主研发、生产的2G智能硬件产品(含IOT-WL210DB、
IOT-WL210DBG、IOT-WL210DBW、IOT-WL210DK和IOT-WL210DKG五款型
号)。本系列产品可进行本地设备运行状态、故障等数据的采集，并可通过无
线网络传输设备数据，对设备进行GPS定位及实现语音对讲等功能。用户可
通过访问WEB服务器对本地设备进行状态监测和故障分析。具有安全可靠、
应用广泛、稳定性强的特点。该系列产品广泛应用于电梯行业、空压机行
业、起重行业等。 

在使用本产品前，敬请您仔细阅读本手册，以便更清楚地掌握产品的特性，
更安全地使用本产品。本手册主要描述了产品的规格、安装尺寸、端口定
义、性能参数、连接配线、典型应用等，便于您参考。 

手册升级，恕不另行通知，若获取最新手册，请在汇川技术公司网站www.
inovance.com下载。 

1.产品信息
 ■ 型号说明

IOT - WL  2 1 0 D B G
标识 产品类型

IOT  工业物联网产品

标识 产品类别

WL 外网通讯线路

标识 网络类型 标识 辅助特征

标识 电压类型

A 220V/50Hz交流供电

标识 通信产品分类

0 有OS中继

1 以太网模块

标识 保留位

0 默认

2 GPRS

3 3G模块

1 无OS中继

2 有OS主机

D 12V-24V直流供电

A/B/C/K 产品升级标志

标识 辅助特征

空 无

G 带GPS

W 带五方对讲接口

图 1  产品型号说明

NOTE

基础版：IOT-WL210DB、IOT-WL210DK
带GPS定位功能： IOT-WL210DBG、IOT-WL210DKG
带五方对讲功能：IOT-WL210DBW

 ■ 功能优势

功能优势 功能描述

数据无线传
输功能

通过RS485接口或RS232接口连接本地设备控制器，获取本地设备控制器的数据并通
过GPRS网络上传到服务器；或将服务器发送的控制命令传输给本地设备控制器。

GPS定位功能
在GPS信号好的地方可实现精准定位，在GPS信号差的地方可实现基站辅助定位，客
户可根据需要选择是否配GPS定位功能（注：仅IOT-WL210DBG和IOT-WL210DKG有
此功能）。

功能优势 功能描述

黑匣子功能
本产品可对本地设备的运行状况进行实时监测和记录，当电梯出现即使是轻微或短
暂的故障时，系统能自动判断出故障的类型并将其全部记录在存储器中。

通讯及逻辑
可编程功能

用户可以应用Autoshop软件通过USB接口对模块进行编程设置，可以修改通讯协议及
逻辑控制等。（Autoshop软件获取方式：汇川技术官网www.inovance.com的“服务
与支持 →资料下载 →搜索关键字Autoshop”可下载软件安装包。)

掉线上报功
能

当设备外部供电中断后，设备自动上报掉电事件到指定服务器，并保存该事件到设
备存储器中。

语音功能
能够接入电梯系统的五方对讲，能够实现无线远程语音通话（注：仅IOT-WL210DBW
有此功能）

其他优势

 ● 支持数据透明无线传输或加密无线传输功能； 
 ● 通用GPRS网络，支持中国移动、中国联通； 
 ● 采用工业接口端子，完全满足工业现场应用； 
 ● 标配1个DI接口，可接开关信号线； 
 ● 支持远程升级和远程维护； 
 ●  标配汇川物联网专用APN卡，超低流量费用；
 ● 设备体积小巧，采用专用导轨（DIN）安装，便于客户集成。

 ■ 端口说明

图 2  端口分布示意图

接口 端针 描述

10P插座

12V 直流电源接口电压范围12V~24V，“12V”代表电源正极，“0V”代
表电源负极，最大输入电流400mA。
注意：IOT-WL210DBW输入电压为12Vdc0V

R/A 五方对讲语音信号线，现场与德凌四线制五方对讲系统并接（仅IOT-
WL210DBW有此功能）L/C

485+

标准RS485串口、标准RS232串口，内部共用COM2，两者不能同时
使用，共用参考地GND。
内部带信号隔离。

485-

GND

TXD

RXD

X-0 干接点接入口，有效输入电压10Vdc~30Vdc参考地为GND

Micro USB USB USB通讯接口，可用于Autoshop调试烧录软件，及现场下载

GSM天线 接口相同，请注意面板丝印进行辨识。
GPS天线仅存在于IOT-WL210DBG、IOT-WL210DKG型号。GPS天线

SIM卡槽 标准卡

LED指示灯

云服务状态指示灯

本地串口通信指示灯

故障报警指示灯

GSM信号强度指示灯

LED指示灯的具体状态示意如下表所示：

LED 状态示意

云服务状态
指示灯

持续灭：GSM模块异常或无信号；
慢闪（ 1秒闪烁1次）：正在登录服务器中；
持续亮：与服务器保持合法连接中（成功登录服务器）；
快闪（ 1秒闪烁10次）：已经连接服务器，正在升级程序或通话中

LED 状态示意

本地串口通
信指示灯 持续灭：串口无读写操作或通信超时；

持续亮：正在与设备进行数据通信；
慢闪（ 1秒闪烁1次）：通信有密码。

故障报警指
示灯

持续灭：表示设备无故障
快闪（1秒闪10次）：无SIM卡；
慢闪（1秒闪1次）：设备运行故障，用户可通过Autoshop软件读取D1998和D1999
两个元件来识别具体故障原因。
D1998和D1999标示的故障信息：
D1998
Bit15 Bit14 Bit13 Bit12 Bit11 Bit10 Bit9 Bit8 Bit7 Bit6 Bit5 Bit4 Bit3 Bit2 Bit1 Bit0

Bit0. 升级超时；             
Bit1. 实时数据溢出错误；             
Bit2. 黑匣子上载超时；
Bit3. GPS无信号；         
Bit4~Bit13. 保留；
Bit14. 通话设置在“五方对讲”模式下，bit位“ON”禁止电话呼出，电梯检修状态； 
Bit15. 保留;
D1999
Bit15 Bit14 Bit13 Bit12 Bit11 Bit10 Bit9 Bit8 Bit7 Bit6 Bit5 Bit4 Bit3 Bit2 Bit1 Bit0

Bit0. 无SIM卡；                  
Bit1. 系统参数未配置/读取系统配置参数出错；
Bit2. 楼层对照表未配置/读取楼层对照表出错；           
Bit3. 登录服务器失败；
Bit4. 注册码不存在；        
Bit5. 注册码重复；                 
Bit6. 心跳包没应答；
Bit7. MD5错误；                 
Bit8. GPRS联网错误；          
Bit9. 从机1通讯故障；
Bit10. 从机2通讯故障；   
Bit11. 从机3通讯故障；        
Bit12. 从机4通讯故障；
Bit13. GPS初始化错误；  
Bit14. GPS无应答错误；      
Bit15. GSM无应答错误。

GSM信号强
度指示灯

从左到右三个灯分别是L/M/H
灯全灭：信号不可用，无法连接网络或网络极差
灯常亮：指示当前信号强度
L灯慢闪：正在读取GSM模块信息
L灯快闪：GSM模块正在拨号

 ■ 技术规格

接口 参数项 规格

GSM/GPRS

RF频段
GSM850，GSM900，DCS1800，PCS1900；
频段自动搜索； 
符合GSM Phase 2/2+符合GSM Phase 2/2+

发射功率
Class4(2W)：GSM850 GSM900
Class1(1W)：DCS1800 PCS1900

数据特性
GPRS数据下行传输：最大85.6kbps
GPRS数据上行传输：最大85.6kbps

接收灵敏度 <-102dBm

GPS
精度 5mCEP（在开阔场地）

灵敏度
冷启动：-147dBm（在开阔场地）
热启动：-156dBm（在开阔场地）

RS485 传输速率 波特率≤115200

RS232 传输速率 波特率≤115200

USB 特性 兼容USB 2.0全速传输

2.安装

 ■ 安装使用环境

环境参数
使用环境 运输环境 贮存环境

种类 参数 单位

温度
低温 ℃ -5 -40 -40
高温 ℃ 55 70 70

湿度
相对湿度 ％ 10~95 10~95 /
凝露 有/无 无 无 无

气压
低气压 kPa 70 70 70
高气压 kPa 106 106 106

防护等级 IP20

 ■ 安装尺寸
具体安装尺寸要求如下：

37.0 83.0
96.0

图 3  安装尺寸图（单位：mm）

 ■ 导轨安装

2 31

A

B

图 4 导轨安装示意图

1 将模块背面的DIN导轨安装用挂钩向下拉出；

2 如图A方向，将模块上侧的固定爪挂到DIN导轨上侧，按图中B方向用力
按压模块至完全嵌入导轨；

3 将模块的DIN导轨安装用挂钩向上按入，直至发出咔嚓声，此外，手指
够不着DIN导轨安装用挂钩的情况下，应使用螺丝刀等工具。

 ■ 天线安装
本产品属于无线通信设备，天线位置对信号强度有很大影响，请将天线安装
在开阔环境中。

注  意

天线安装时请务必注意以下几点：
 ● 天线侧面和顶部不得靠近金属物体；

 ● 禁止将天线放置于金属柜等有屏蔽作用的环境中；

 ● 天线及其馈线需要远离电源、信号线，以免相互干扰。

3.接线

R/A

L/C

GSM天线

五方对讲系统

GPS天线

云服务状态指示灯

本地串口通信指示灯

故障报警指示灯

GSM信号强度指示灯

直流供电电源

产品型号

产品二维码

USB接口

设备控制器
RS232通讯

RS485通讯

图 5  连接配线示意图

NOTE

只有IOT-WL210DBW型号可介入五方对讲系统，五方对讲厂家及型号为珠海德凌四
线式对讲系统，主机型号为NKT12(1-1)A。

2G智能硬件产品

用户手册
A03

19010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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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典型应用
IOT-WL210DBW在电梯物联网行业的典型应用如下图所示。

RS485/RS232

IOT-WL210DBW
手机

电梯控制器

汇川
中国工控未
来的希望

GSM / GPRS

五方对讲
主机

五方对讲
副机

图 6  电梯行业典型应用示意图

2G智能硬件通过RS232/RS485接口读取到电梯控制器的运行状态信息，并把
这些信息通过GPRS网络传到汇川服务器或客户特定服务器进行解析保存，
客户可通过访问WEB服务器看到电梯的运行状态。服务器对数据进行分析，
如发现紧急状态可以发送短信到相应人手机上。

当电梯发生困人或其他必要的情况下，轿厢内人员可通过五方对讲呼叫按钮
呼叫指定的电话号码；指定的电话号码也可以呼入，IOT-WL210DBW会自动
接听，与轿厢内人员对讲。呼入和呼出电话号码的具体设置方式请参考本手
册“无线通信配置说明”章节。

5.无线通讯配置说明
步骤一：模块与电脑正确连接

首先通过USB线缆将模块与电脑进行连接。

打开AUTOSHOP（2.09及以上版本）→ 新建工程 → 选择“工具”菜单 → 通
讯配置，选择“USB连接”，如下图：

图 7 通讯配置示例图

点击“测试”，可以判断模块与电脑是否正常连接。

步骤二：进入“无线通讯配置”界面

选择“工具”菜单 → 选择“无线通讯配置”，详细设置界面，请参考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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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进行参数配置更改

点击“上载配置”→ 修改需要更改的内容  → 点击“下载配置”，将配置参
数下载到模块；

NOTE

如需中断修改，请点击“保存”，将更改内容保存到电脑。如需放弃修改，点击页

面右上角的 即可。默认配置用于恢复出厂参数，下载到模块后生效。

相关配置参数说明请参见下表：

  配置参数说明

APN

APN
填入上网接入点的名称。如使用联通卡填“UNINET”，使用移动卡填

“CMNET”。

开启GPS 选中开启GPS功能（IOT-WL210DBG支持此功能）。

模块型号 上载配置可获取信息。

软件版本 上载配置可获取信息。

升级

主IP、端口  默认值，不需要填写。

备份IP、端口 默认值，不需要填写。

升级域名、端口 默认值，不需要填写。

监控

主IP、端口  填入监控（正常工作）时需要访问的服务器IP地址和端口号。

备份IP、端口 填入监控（正常工作）时需要访问的备份服务器IP地址和端口号。

升级域名，端口
填入监控（正常工作）时需要访问服务器的域名和端口号，在有域名

的情况下，系统采用域名访问服务器，没有域名的情况下采用IP访问。

通话

拨出电话
电话号1~4分别填入4个号码，当启动拨打功能时，系统会依次尝试以

上号码。

接听电话
电话号1~4分别填入4个接听号码，系统只会接听以上号码的来电，其

余来电，一律挂断。

通讯

从机个数 默认值，不需要填写。

协议版本 默认值，不需要填写。

通讯状态、长度 默认值，不需要填写。

从机数据地址、长

度
默认值，不需要填写。

关于接听和拨打电话号码也可以通过网络平台设置，具体设置方式如下：

1） 进入监控管理---接警号码设置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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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呼入号码、呼出号码填入接警电话号码后提交  （最多支持设置4个呼
入/呼出号码）      

6.PLC编程特殊资源说明

IOT-WL210DB的PLC编程资源是基于H1u-XP平台的简易版本，其中下表所列
的资源与H1U-XP系列PLC的资源存在不同，请以此表中的说明为准，其余资
源可参考《H1U系列可编程控制器用户手册》。

名称 数值

可用Flash范围

0x1000~0x1FFF    4k  

0x8000~0xffff    40k  

0x10000~0x17fff   32k

0x18000~0x1FFFF   32k

可用RAM范围
0x10006A00~0x10007FFF 

0x20080000~0x200813FF 

用户程序步数 8k步

D元件范围 D0~D1999  、  D8000~D8511

M元件范围 M0~M1024  、   M8000~M8255

S元件范围 S0~S512

计时器T范围 T0~T255

计数器C范围 C0~C255

指针P范围 P0~P127

指针I范围
I00x~I50x

I600、I700、I800

用户指令 不支持高速输入输出、1:1、N:N，计算机链接协议

7.特别说明
1） 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通过AUTOSHOP软件对应用软件进行自行修改；

2） 拨打、接听的电话号码用户需要通过AUTOSHOP软件对此设备进行配
置；

3） 此设备将采集到的数据直接上传到汇川电梯物联网服务器，客户可以通
过市场人员获取域名及账号等信息进行访问。

4） 模块适应全球的GSM网络，用户可自行购买支持GSM网络含有GPRS流
量的SIM卡，也可以向汇川技术有限公司购买专用SIM卡。

   保修协议

本产品保修期为十八个月（以机身条型码信息为准），保修期内按照使用说明

书正常使用情况下，产品发生故障或损坏，我公司负责免费维修。

保修期内，因以下原因导致损坏，将收取一定的维修费用：

a)  因使用上的错误及自行擅自拆卸、修理、改造而导致的机器损坏；
b)  由于火灾、水灾、电压异常、其它天灾及二次灾害等造成的机器损坏；
c)  购买后由于人为摔落及运输导致的硬件损坏；
d)  不按我司提供的用户手册操作导致的机器损坏；
e)  因机器以外的障碍（如外部设备因素）而导致的故障及损坏。

产品发生故障或损坏时，请您正确、详细的填写《产品保修卡》中的各项内容。

维修费用的收取，一律按照我公司最新调整的《维修价目表》为准。

本保修卡在一般情况下不予补发，诚请您务必保留此卡，并在保修时出示给维修人
员。

在服务过程中如有问题，请及时与我司代理商或我公司联系。

客户购买本产品，则说明同意本保修协议。本协议解释权归苏州汇川技术有限
公司。

  产品保修卡

客户信息

单位地址：

单位名称：

邮政编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产品信息

产品型号：

机身条码（粘贴在此处）：

代理商名称：

故障信息

（维修时间与内容）：

                                                       维修人：

苏州汇川技术有限公司
Suzhou Inovance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苏州市吴中区越溪友翔路16号
全国统一服务电话：400-777-1260   邮编：215104  

网址：http://www.inovanc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