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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快速入门 
 

 

通过本章，您可以掌握如何设置仪器使其进入准备就绪工作，并熟悉外观及一些简单的参数设

置。 

 

本章分为以下几节：

一、检查清单附件 

二、接口说明 

三、连接电源 

四、连接 RS-485 接口 

五、使用 Smart DAQ 软件 

六、LED 工作状态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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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检查附件清单 

GM1001 0~24mA 电流采集模块（以下简称

模块）包含以下附件： 

 GM1001 电流采集模块  一只 

 导轨卡扣     一只 

 导轨安装长螺丝    两只 

 直流电源适配器    一只 

 简易操作说明    一页 

 数据光盘     一张 

请检查模块附带物品是否完好。如有缺失、

损坏，请与供应商联系。 

二、接口说明 

① RS-485 接口： 

 信号分别为：A+、GND、B-。A+ 为 RS-485

差分接口正信号，B- 为 RS-485 差分接口负信

号，GND 为 RS-485 地信号（接屏蔽）。 

 

 

 

 

 

 

 

 

 

 

 

 

图 1.1 模块接口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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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接线形式电源接口： 

 供电为 7.5V~36V 直流电压，供电不分正负，

可任意接。接线形式和插口形式电源只需接一

个即可完成供电。 

③ 插口形式电源接口： 

 供电为 7.5V~36V 直流电压，供电不分正负，

可任意接。接线形式和插口形式电源只需接一

个即可完成供电。 

④ 电流输入负端： 

 0～24mA 被测电流输入负端，即电流流出

端。本端口包含两个端子，其内部连在一起，

接线时可以任意连接。 

⑤ 电流输入正端： 

 0～24mA 被测电流输入正端，即电流流入

端。本端口包含两个端子，其内部连在一起，

接线时可以任意连接。 

⑥ 配置端口： 

配置端口，两个端子短接后重新上电，会

进入配置模式，详情请参考后续章节。 

三、连接电源 

模块采用 7.5V～36V 直流电源供电，可通

过两种方法为模块供电： 

1、通过模块附带电源适配器供电。连接在

③端口上，连接时不分正负。 

2、通过外部 7.5V～36V 电源供电。连接在

②端口上，连接时不分正负。 

四、连接 RS-485 接口 

通过 USB<>R-485 接口转换器（如本公司

EVC 系列产品）或者 RS-232<>RS-485 接口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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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器与本模块相连。只需要把对应的 RS-485 差

分正电平连接于 A+、RS-485 差分负电平连接于

B-即可。接线较短时 GND 信号可以不接；接线

较长或者模块处在强干扰环境时，可以把 GND

信号连接于双绞线的屏蔽层，以便提高模块的

抗干扰能力。 

五、使用 Smart DAQ 软件 

 

 

 

 

 

 

 

Smart DAQ 软件是专门为本模块定制的上

位机软件，它包含测量、配置及校准三个功能。 

上电之后，默认自动搜索设备，若有通信

参数处于默认出厂状态的设备，则直接开始对

相应设备的采集数据进行读取。 

① 通信设置： 

设置 RS-485 参数及 modbus 从机地址。若

界面中参数信息与设备的实际保存参数一致，

则打开软件后即自动开始工作。若界面中参数

信息与设备的实际保存参数不一致，需要人工

调节参数后，点击“搜索设备”，匹配后即可手动

点击“开始采集”。 

 ② 显示控制： 

显示变换：实现测量电流值与物理量之间

的变换。用户可根据实际需求设置原始值与实

际物理量的对应关系。如 4mA 对应-100℃；

20mA 对应 500℃。通过此功能进行线性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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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显示实际物理量的目的。 

显示单位：选择物理量的单位，仅用于显

示，不参与运算。 

采样率：控制采集速率，分别为 0.3、1、2、

5 秒采样一次。 

③ 显示区： 

该区分为两部分，一是物理量显示区，在

上方用大字体显示，用于显示当前的测量值；

二是状态显示区，在下方用小字体显示，用于

显示当前通信的端口号以及通信次数统计。 

④ 采集控制： 

开始采集：用于控制开始采集。 

停止采集：用于控制停止采集。 

清除统计：用于清除当前的统计量。 

⑤ 设置控制： 

打开设置：打开以文件形式保存的参数设

置状态，以上述保存的设置状态设置当前参数。

该设置状态包括串口参数、显示变换参数、显

示单位、采样率等。 

保存设置：用于以文件的形式保存当前设

置状态。 

配置：用于配置设备的通信参数，后面章

节有详细介绍。 

关于：关于本软件的一些信息，如版本号

等。 

退出：退出软件。 

六、LED 工作状态解析 

本模块包含一只双色 LED 用于工作状态指

示，它位于模块顶面，可以显示蓝色、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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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表达的含义如下： 

蓝色慢闪：正常工作状态； 

红色慢闪：校准参数无效，测量处于默认

数值状态，无法保证精度； 

红色常亮：处于配置模式； 

蓝色快闪：配置成功； 

红色快闪：配置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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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技术指标 
 

 

 

 

通过本章，您可以了解模块技术参数、指标及特性。 

 

本章分为以下几节： 

一、技术指标 

 

二、出厂默认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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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术指标 

类别 属性 指标 

 

A
D

C
特
性

 

输入范围 -24mA～+24mA 

输入通道 一路差分通道 

ADC 分辨率 18 位 

转换速率 3.75SPS 

测量精度 ±0.01%FS ± 0.002mA 

分辨率 ±0.001mA 

 

供
电
特
性

 

供电电压 直流 7.5V～36V  

功耗 约 0.7W 

供电方式 1、DC005 插头 

2、接线端子 

供电极性 内置整流桥，无极性要求 

隔离方式 供电、RS-485、测量通道全隔

离 

隔离电压 1500Vdc 

 

接
口
特
性

 

接口类型 RS-485，三线式接线端子 

波特率范围 1200～115200bps 

停止位 1、1.5、2 位 

校验位 无校验、奇校验、偶校验 

通信协议 Modbus-RTU 

 

 

 

其
他
特
性

 

工作温度 -40℃~85℃ 

采样电阻 10 欧姆 

机械尺寸 125 x 70 x 26 mm 

净重 95 g 

整体重量 283 g 

安装模式 DIN 导轨安装 

 

二、默认参数 

序号 属性 值 
1 波特率 9600 

2 停止位 1 

3 校验位 无 

4 从机地址 1 

提示：若忘记通信参数及从机地址，可以通过

《Smart DAQ》软件中的配置功能重新配置通

信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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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原理介绍 
 

 

 

通过本章，您可以了解模块及各个单元的工作原理。 

 

本章分为以下几节： 

一、整体框架 

二、三单元相互隔离方案 

三、供电单元 

 

四、电流采集单元 

五、RS-485 接口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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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体框架 

模块原理框图如图 3.2 所示。它包含供电单

元、电流采集单元及 RS-485 接口单元。 

二、三单元相互隔离方案 

为了保证工作性能及操作安全性，本模块

采用双电源隔离模式。电源经两个 1500V 隔离

模块分别输出两路隔离的 5V 电源。一路为电流

采集单元供电，一路为 RS-485 接口单元供电。

实现供电、采集、通信三者之间完全的电气隔

离。如图 3.1 所示。 

 

 

 

 

图 3.1 电源隔离方案 

 

 

 

 

 

 

 

 

 

 

 

图 3.2 模块原理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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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供电单元 

7.5V～36V直流电压通过DC005连接器（或

接线端子）接入后，经自动极性变换电路、过

压保护电路、LC 滤波电路后，进入 BUCK 电路

变换为 5V 电压。然后经两路 1500V 直流隔离模

块，输出两路 5V 隔离电源，分别为电流采集单

元及 RS-485 接口单元供电。原理框图如图 3.3

所示。 

 

 

 

 

 

 

 

图 3.3 供电单元原理框图 

四、电流采集单元 

电流采集单元是本模块的核心部分。其功

能框图如图 3.4 所示。本单元包含三路外部接口，

分别为：配置端口、电流输入正端、电流输入

负端。 

配置端口：短接后，配合 Smart DAQ 完成

模块参数配置、校准功能。 

电流输入正、负端：被测电流流入、流出

端。若电流反向流入，则测量值显示为负值。 

电流经输入正端流入，通过采样电阻（10

欧姆）后在输入负端流出。采样电阻两端电压

通过差分通道进入 18 位 ADC，CPU 读取 AD

值后并处理、发送，完成整个模块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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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电流采集单元原理框图 

 

 

 

 

五、RS-485 接口单元 

RS-485 接口单元如图 3.5 所示。微处理器

的 UART 接口通过磁耦合隔离芯片、RS-485 接

口电路及接口保护电路，连接到模块外部接线

端子上。 

 

 

 

 

 

 

图 3.5 RS-485 接口单元原理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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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连接传感器 
 

 

 

通过本章，您可以了解本模块与常用传感器的连接方法。 

 

本章分为以下几节： 

一、与两线制传感器连接 二、与三线制传感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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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与两线制传感器连接 

与两线制传感器连接示意图如图 4.1 所示。

蓝色线表示连接线，箭头表示电流方向，若方

向接反则测量值显示为负值。图中模块电源、

RS-485 没有连接，实际使用过程中传感器与模

块可以使用同一电源供电，也可以使用不同电

源供电。 

 

 

 

 

 

 

 

图 4.1 与两线制传感器连接 

二、与三线制传感器连接 

与三线制传感器连接示意图如图 4.2 所示。

蓝色线表示连接线，箭头方向表示电流方向。

图中模块电源、RS-485 没有连接，实际使用过

程中传感器与模块可以使用同一电源供电，也

可以使用不同电源供电。 

 

 

 

 

 

 

 

图 4.2 与三线制传感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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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Smart DAQ 
 

 

 

通过本章，您可以掌握如何使用 Smart DAQ 软件。 

 

本章分为以下几节： 

一、数据采集 

二、设定串口通信参数 

三、显示线性变换 

四、存储、加载设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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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数据采集 

Smart DAQ 软件为本公司针对数据采集模

块系列产品推出的多功能采集软件。可以通过

以下步骤实现简单的数据采集。本软件在配套

光盘的 Smart_DAQ 文件夹内。 

硬件连接：使用 USB 转 RS-485、RS-232

转 RS-485 接口转换器与模块连接，并参考第四

章将传感器、电源与模块连接后，接通电源。 

自动采集：打开 Smart DAQ 软件后，会自

动查找计算机活动的串口并搜索模块，若模块

的通信参数与软件界面中的通信参数一致，则

软件会自动连接并直接进行数据采集。 

手动采集：若模块的通信参数与软件界面

中的通信参数不一致，改变软件界面中的通信

参数使其与设备中的通信参数一致，点击搜索

设备即可发现设备。此时可以点击“开始采集”

按钮进行数据采集；点击“停止采集”结束数据采

集；点击“清除统计”清零统计信息。 

二、 设置串口通信参数 

 

图 5.1 通信设置界面 

波特率：用下拉按钮进行选择，可选波特

率有 1200、2400、4800、9600、19200、38400、

57600、115200。 

奇偶校验：用下拉按钮进行选择，可选奇

偶校验有无校验、奇校验、偶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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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位：用下拉按钮进行选择，可选停止

位有 1 位、1.5 位、2 位。 

从机地址：用输入框进行选择，可选从机

地址为 1～246。 

搜索设备：当参数设置完成之后，可以搜

索与当前界面中参数一致的设备。 

三、 显示线性变换 

连接不同传感器时，为了方便大家直观地

观察被测物理量的值，可以通过“显示变换”功能

完成测量电流到物理量的线性变换并在显示窗

口中显示。 

下面举例说明此功能的具体意义。例如常

用的一款温度传感器，量程为-200℃～1800℃，

输出为 4mA～20mA。也就是说传感器输出

4mA～20mA 分别对应温度为-200℃～1800℃，

如图 5.2 所示。 

0
4 8 12 16 20

-200

200

400

800

6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电流值/mA

温度值/℃

 
图 5.2 温度传感器电流输出曲线 

横坐标选择两个点（4mA 和 20mA）,纵坐

标选择两个点（-200 和 1800），并设置单位为℃，

这样就完成了实时的温度显示，相应的软件界

面如图 5.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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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温度传感器采集、设定实例 

 

四、 存储、加载设置文件 

由于模块可以与多种传感器相连，而且每

次需要的设置不同，通过设置文件保存设置信

息，避免反复设定界面的麻烦。设置文件中包

含以下设定内容：通信设置、显示变换、显示

单位、采样率。 

下面举例说明此功能的意义。例如模块在

不同时段内需要进行温度和压力的交替采集，

首先将温度采集时设置的通信设置、显示变换、

显示单位、采样率进行保存，点击“保存设置”

将文件保存为 temperature.ini。然后将压力采集

时设置的通信设置、显示变换、显示单位、采

样率进行保存，点击“保存设置”将文件保存为

pressure.ini。下次使用时，若连接的是温度传感

器，点击“打开设置”并打开 temperature.ini 文件

后即可将当前参数值设置为上次设定值，点击

“搜索设备”即可进行温度采集。若连接的是压力

传感器，点击“打开设置”并打开 pressure.ini 文

件后即可将当前参数值设置为上次设定值，点

击“搜索设备”即可进行压力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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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modbus 协议 
 

 

 

通过本章，您可以了解模块内置的 modbus 通信协议及寄存器含义。 

 

本章分为以下几节： 

一、modbus 协议简介 

二、寄存器列表 

三、寄存器解析 

四、其他调试软件与模块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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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modbus 协议简介 

本模块遵循标准的 MODBUS-RTU 协议。

MODBUS 通讯协议详细信息请参见 MODBUS

标准化组织网站：http://www.Modbus-IDA.org。 

本模块支持功能码 3 和功能码 6，最大读取

数据长度为 50 个寄存器。 

二、 寄存器列表 

本模块包含 7 个寄存器，它们均映射到

modbus 协议里的保持寄存器内。寄存器列表如

下表所示。 

地址 名称 类型 

40001 测量值寄存器 A1 只读（R） 

40002 测量值寄存器 A2 只读（R） 

40003 测量值寄存器 B 只读（R） 

40200 标志位寄存器 读写（R/W） 

40254 串口配置寄存器 读写（R/W） 

40255 从机地址寄存器 读写（R/W） 

40256 产品信息寄存器 只读（R） 

三、 寄存器解析 

1、测量值寄存器 A（40001 和 40002） 

地址 40001 寄存器为测量值的整数部分；

地址 40002 寄存器为测量值的小数部分，可以

通过下面公式得到测量值。这两个寄存器存储

值均为有符号整数。 

测量值(mA) = value[40001] + value[40002] /1000 

若 40001 寄存器值为 5，40002 寄存器值为

600，则： 

测量值 = 5 + 600/1000 = 5.6 mA  

2、测量值寄存器 B（40003） 

测量值的第二种表示方法，采用模拟量放

大一千倍映射，此寄存器存储值为有符号整数。 

测量值(mA) = value[40003] /1000 

http://www.modbus-id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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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标志位寄存器（40200） 

[15:6] 保留 

[5] 标志寄存器，永远为 1 

[4] 请求恢复默认   1 有效 

[3] 配置状态标志   1 有效 

[2] 校准失败标志   1 有效 

[1] 校准成功标志   1 有效 

[0] 请求校准       1 有效 

4、串口配置寄存器（40254） 

[15:8] 波特率设定其值为： 

波特率/1200 

[7:4] 保留 

[3:2] 校验位 

 00：保留 01：无校验 

  02：偶校验 03：奇校验 

[1:0] 停止位 

 00：保留  01：1 个停止位 

  10：2 个停止位 

   11：1.5 个停止位 

5、从机地址寄存器（40255） 

[15:8] 保留 

[7:0] 从机地址  1～246 

 

 modbus 规定从站地址为 1～247，

 GM1001 将 247 作为配置功能专用地 址。 

6、产品信息寄存器（40256） 

[15:10] 产品 ID，000001 表示 GM1001 

[9:6]  硬件版本号 

[5:0] 软件版本号 

四、 其他调试软件与模块的连接 

 本模块符合标准 Modbus-RTU 协议，可以

与任何服从 Modbus-RTU 协议的软件连接，本

节讲述通过 Modbus Poll 软件读取模块测量值

的方法。 

安装光盘内的Modbus Poll软件后打开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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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快捷方式“Modbus Poll”。然后点击菜单栏

“Connection”下面的“Connect…”功能，如下图所

示： 

 

 

 

 

 

 

 

根据计算机串口位置配置串口信息，然后

点击“Advanced”按钮后取消弹出的对话框中对

RTS Toggle 的选中，点击两次“OK”按钮进入主

界面。完成后点击菜单栏 “Setup” 里面的

“Read/Write definition…功能”，并按照如下界面

配置。配置完成后点击“OK”按钮返回主界面。 

 

 

 

 

 

 

此时配置完毕，即可在主界面看到读取到

的寄存器值如下图所示。图中数据表示的测量

值为 9.951mA。 

 

 



 

27 

第七章 配置与校准 
 

 

 

通过本章，您可以掌握如何通过 Smart DAQ 软件配置与校准模块。 

 

本章分为以下几节： 

一、进入配置状态 

二、设定串口通信参数 

三、设定 modbus 地址 

四、恢复默认 

五、校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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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进入配置状态 

1、配置硬件 

 

 

 

 

 

 

 

 

 

图 7.1 短接 CONFIG 端子进入配置状态 

通过导线将模块的两个配置端子（标记为

CONFIG）短路，并将模块通过 RS-485 接口与

计算机连接，然后给模块供电。配置端子短路

示意图如图 7.1 中蓝色线条所示。硬件配置完毕

并上电后，模块的 LED 灯呈红色常亮状态。 

2、软件操作 

打开 Smart DAQ，点击“配置”按钮进入配置

界面，若上一步操作不正确，会提示没有发现

处于配置状态的设备。若操作正确则会进入配

置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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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界面中主要功能有四部分，分别为配

置串口参数、配置从机地址、恢复默认及校准

功能。 

二、 设定串口通信参数 

设置波特率、奇偶校验、停止位为需要的

值，然后点击“保存”按钮，即可完成下位机串口

通信参数的配置。配置成功后模块上的 LED 呈

蓝色快闪状态。 

三、 设定 modbus 地址 

设置从机地址为需要的值（1～246），然后

点击保存，即可完成那个下位机从机地址的配

置。配置成功后模块上的 LED 呈蓝色快闪状态。 

四、 恢复默认 

点击“恢复默认”按钮，将串口参数恢复到

9600、无校验、1 个停止位，从机地址恢复到 1，

校准值恢复到未校准前。 

五、 校准功能 

为了保证良好的测量精度，模块内置程控

校准功能。校准功能的使用一定要慎重，如果

校准源提供的电流不准确，将会导致该模块的

测量结果不准确。 

模块的校准一定要按照下面步骤进行： 

1、设备进入配置状态； 

2、为模块输入精确的 +15mA 基准电流； 

3、点击“校准”，等待三十秒左右，即可完

成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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