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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点 

G150短信报警器是一款工业级的报警模块。利用中国移动/联通的GMS网络，具有随时随地监控

的优点，可用手机短信设置模块参数，操作简单，使用方便。G150模块的核心硬件是使用世界知名

移动通信产品厂商生产的GSM集成块而设计生产的，具有很高的可靠性。使用G150时，用户只需要

外接相应设备，并用短信完成模块的参数设置，就可以实现短信报警的功能。G150短信报警器具有

如下的特点： 

1. 四路开关量报警信号输入、四路模拟量报警信号输入。 

2. 三路继电器输出通道，自动报警控制输出和手动（短信直接控制）输出。 

3. 四路模拟量报警信号可实现检测。 

4. 可指定16个手机号接收任意通道报警信息，每一通道最多可设置16个报警号码。 

5. 开关量信号输入通道可设置高低电平报警模式，模拟量报警信号输入通道可设置上限和下限  

报警双模式。 

6. 每路通道均可以设置报警的手机号码、信息内容、选择控制继电器输出通道。 

7. 所有参数的设置和读取均可通过设置软件本地设置，也可通过手机或者飞信远程完成。 

8. 运行稳定可靠性高，应用硬件看门狗定时器和软件看门狗定时器。 

2  综合技术指标 

 天线阻抗：50Ω，内藏式鞭状天线 

 发射电流：≤0.15A。 

 待机电流：≤60mA（继电器未吸合） 

 电源输入电压: DC 12V 

 机内工作电压: DC 12V 

 重量：650g 

 工作温度：－30～＋60℃ 

 开关量I/O输入4通道：输入信号为 DC3V～24V为高电平“1”，低电平“0”为-0.5V~+0.8V（默认

不接为0） 

  模拟量I/O输入4通道：输入信号为 DC0V～10V 

 继电器输出：1A 120VAC/30V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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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方式：壁挂式结构 

 机械尺寸：160mm*230mm*100mm（宽*高*深） 

 

3  G150 终端模块 

1、终端模块安装尺寸：终端模块安装尺寸如图3-1所示。                                                                                                   

2、安装前信号场强测试 ：在准备安装G150终端模块前,要用安装

有相同GSM卡的手机垂直放在安装位置3分钟以上,观看手机屏幕上场

强指示在三格以上为最好,如达不到该场强,应在小范围内移动手机,是

场强最好在三格以上。至此,安装位置即已确定。 

3、安装方法 ：打开机箱在机箱底部四周有2个安装孔，用四颗Φ

4mm塑料膨胀螺丝固定与安装位置即可。                                                

4、指示灯 ：本机有四个单绿色和两个单红色指示灯，分别对应

外壳印字上的L1、L2、L3、L4、POW、WEB。其中L1-L4是模块的信

号指示灯，如同手机屏幕上的信号强度指示，从L1开始，指示灯亮的

越多，表明信号强度越强。POW指示灯是内置GSM模块的状态指示灯，  图3-1 终端模块安装尺寸     

当未登陆GSM网络时，指示一直亮，登陆之后，每隔2秒钟闪烁一次。WEB指示模块是否可以通信，

当红灯亮时表示可以通信，不亮时表示未能正常注册到GSM网络。当模块接收到信息时，L4灯一直

闪烁，直到信息提取完成，当信号强度指示灯全灭而L4灯一直闪烁，表示模块有信息正在向外发送，

当L4灯不再闪烁，表示模块的信息已发送完毕，发送完成后L1-L4灯回复到原来的信号强度指示。 

             

4  G150 终端接线 

4.1 报警器的外观及连接 

报警器的外观及连接如图4-1和图4-2所示；各端口的说明见表4-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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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报警器外观图 

 

图 4-2 报警器接线指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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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1 各端口的说明 

序号 端子定义 端子说明 使用说明 

00 GND1 开关量信息输入公共地 与每个开关量信息输入通道构成回路 

01 IN0 开关量信息输入通道1 与GND1开关量公共地通道构成回路 

02 IN1 开关量信息输入通道2 与GND1开关量公共地通道构成回路 

03 IN2 开关量信息输入通道3 与GND1开关量公共地通道构成回路 

04 IN3 开关量信息输入通道4 与GND1开关量公共地通道构成回路 

05 5V 输出+5v电源电压 模块输出+5v，与供电电源共地 

06 IN4 模拟量信息输入通道1 与供电电源地构成回路 

07 IN5 模拟量信息输入通道2 与供电电源地构成回路 

08 IN6 模拟量信息输入通道3 与供电电源地构成回路 

09 IN7 模拟量信息输入通道4 与供电电源地构成回路 

12 OUT1 继电器1的COM端 与继电器1的NO端构成开关 

13 OUT1 继电器1的NO端 与继电器1的COM端构成开关 

14 OUT2 继电器2的COM端 与继电器2的NO端构成开关 

15 OUT2 继电器2的NO端 与继电器2的COM端构成开关 

16 OUT3 继电器3的COM端 与继电器3的NO端构成开关 

17 OUT3 继电器3的NO端 与继电器3的COM端构成开关 

18 GND 供电电源地 供电电源地 

19 VCC 供电电源+12V 供电电源的范围7到14V 

    

4.2 各类端口接线 

供电电源连接：将12v的直流电源正确接到短信报警器电源输入接口的GND和VCC的两个接线端

子上。 

开关量输入报警连接：将外部开关量报警信号的正级端连接到模块的开关量输入接口的接线端子

上（IN1至IN4任意一个端子），将信号线的负级端连接到公共的专用GND1接线端子上，如图4-3所示。 

注意：该四路通道内部有下拉电阻，当外部非高电平时，输入默认为低电平。报警信号的GND

是连接到模块专门外设的GND1端子上，连接到模块的电源GND上无效，四路信号连接的GND1端子

是共用的！ 

模拟量输入报警连接：将外部模拟量报警信号的正端连接到模块的模拟量输入接口的接线端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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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5至IN8任意一个端子），将信号线的负端连接到公共的供电电源GND接线端子上，如图4-4所示。 

继电器输入端口连接：将需要外设设备的控制线分别连接在继电器一对常开接口上，当有报警信

息时，模块根据用户的设置促使继电器吸合，使继电器的常开接口与公共端闭合，如图4-5所示。 

 

 图 4-3 开关量输出设备连接图                           图 4-4 模拟量输出设备连接图 

 

图 4-5 继电器控制输出 

干结点信号输入报警连线：将外部开关量报警信号的一端连接到模块的开关量输入接口的接线端

子上（IN1至IN4任意一个端子），将信号线的另一端连接到模块输出5V电压引脚，公共的专用GND1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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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端子和供电电源GND短接，如图4-6所示。 

图4-6 开关量输出设备连接图 

5  设备加电前检查 

设备经过搬运，在加电前应进行全面检查。 

1 检查机箱内各模块固定是否牢靠，如有松动应加以固定。 

2 检查各个模块之间的连线是否脱离接线端子或松动，如有应加以恢复 

3 检查G150模块上连接的鞭状天线是否紧固，如有松动应转动天线与G150模块之间的金属螺丝，直

至天线垂直于地面并紧固，但要注意不要用力过猛，损坏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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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装 SIM 卡 

在全面检查完成后，应在终端内部的G150模块上安装一块具有短信功能的SIM卡，否则，模块的

初始化工作将不能完成，用户也就不能对模块进行任何数据传输操作。安装方法为：轻轻向右移动SIM

座上边可移动部分，至能从左边向上移动，把SIM卡装入，再轻轻按下，然后再向左移动SIM卡座上

部可移动的部分到卡紧SIM卡为止，安装SIM卡工作完成。  

7  设备加电与接线 

经第五部分检查无异常和第六部分加SIM卡后方可加电，加电后电源模块的左上角有一个红色指

示灯应处于点亮状态，模块中央有一个可显示红绿双色的指示灯应是绿灯闪烁，G150模块右上侧的

独立指示灯应有红灯闪亮出现，30秒后模块上部中央的四个指示灯要有两个以上常亮，否则为信号场

强弱。一切正常后,断电进行外围报警接点与报警器的连接，连接请参照第四部分。 

全部连接完成检查无误后可再次加电，加电后应与接线前状态相同。 

8  报警器的基本工作参数 

根据用户的不同需求设备在出厂时部分工作参数已经作了设置： 

1.有加密位:密码为：“捷麦”，十六进制代码63H,77H,9EH,A6H，用户可自行修改设置，具体设置

方法及步骤见9.8密码修改。 

2.出厂设置参数：16路报警号码1为“15800000000”，其余都为“00000000000”；12路通道信息

全为“北京捷麦顺驰科技”，12路通道全为关闭状态，开关量1、3路为低电平报警，2、4路为高电平

报警，模拟4通道上限报警电压和下限报警电压分别为0-10V的默认值。默认报警号码为1、3、9路。

报警的时间间隔为3分钟，报警次数为3次，窗口系数0.2V，抖动延时3s。点击“恢复出厂设置”按钮，

会恢复出厂设置，并且需要重启短信报警模块。 

9  报警器的用户设置 

9.1 用户设置使用说明 

12路通道说明：G150短信报警器外设8个报警接线端子，其中四个为开关量电平报警端子和四个

模拟量电压报警端子，而四个模拟量电压报警端子可设置上限和下限两种报警通道，故该报警器实际

有12路报警通道，1至4路为四路开关量输入报警通道，5、7、9、11路为四路模拟量输入上限电压报

警通道，6、8、10、12路为四路模拟量输入下限电压报警通道，上限报警是指输入到报警器的电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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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该通道所设置的上限报警电压，下限报警是指输入到报警器的电压小于该通道所设置的下限报警电

压。 

四路模拟量可作开关量报警使用，模拟量上下限报警即为开关量电平高低报警，需要注意的是开

关量可接0-24V电压信号，模拟量作开关量用时只能接0-10V电压信号。 

设置说明：用户设置报警器参数时，可以用设置软件，也可以用手机或飞信发送相应格式内容的

短消息到报警器的SIM卡上，该短信的内容由密码、关键字和信息三部分组成。密码为两个中文，出

厂已设置成“捷麦”，关键字有7种，分别控制着不用的参数设置。用户在第一次设置系统参数时，建

议按“密码修改—>报警号码设置—>报警内容设置—>报警时间间隔及次数设置—>开关量输入报警

电平和模拟量输入报警电压设置—>报警短信接收对象设置和控制继电器输出设置—>报警通道开启

设置”的顺序设置。每设置一项成功，短信报警器模块会自动回复一条相应的内容信息，用飞信设置

时，回复的信息将以短信的形式发送到手机上。 

9.2 软件设置参数 

连接电脑 

 使用 R5070-TTL 编程线，将测试板与计算机连接。见下图： 

232 总线与计算机串口连接 

 

 

 

 

 

如图 9-2 所示：选择报警器与电台连接的串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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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连接后，显示与下图所示的界面，点击查询，报警器的有关参数显示。 

 

 

1. 点击工具栏“号码设置”，在右边的填写需要报警的号码，勾选标号，点击设置号码，完成对报警

号码的设置； 

2. 根据页面的相关信息修改成用户需要的参数后，点击“设置”按钮，完成参数的设置。 

3. 点击工具栏“出厂设置及密码”，修改好用户的使用密码。若用户要恢复参数设置，点击左边的“恢

复出厂设置”按键即可。 

4. 窗口系数是指设置模拟通道报警，防止电压在临界值时不断报警而设置，上限报警的电压实际为

设置的上限报警值加上窗口系数，下限报警电压值实际为设置的下限报警值减去窗口系数。举例：

假设设置模拟通道 1 上限报警电压值设为 4.1v，串口系数设置为 0.1v。则现场模拟通道 1 高于 4.2v

报警，报警后，若电压低于 4.0v 才撤销报警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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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参数设置举例 

   用户设置开关量第一通道输入为高时产生报警，报警的信息为“机房温度过高”，将报警信息给

15811551100 和 15011888811 两个手机上，同时自动控制继电器 2 吸合，报警的为 2 次，每隔 5 分钟

一次。 

   设置： 

 



G150 短信报警器 V2.3 

                                                                                               12   

北京捷麦通信器材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菜户营东街甲 88 号鹏润家园静苑 B 座 2504 

电传：（010）63331035/36/37              网址：http://www.sa68.com   

A．开启软件，进入“号码设置”页面，点击右边的“查询号码”按钮，分别将报警号码填进相应的

位置，完成后点击“设置号码”按钮。 

 

B．点击工具栏“报警通道设置”界面，点击“查询”按钮，可查看当前模块的参数信息。勾选“通

道有效”栏的 DI1(表示开启开关量通道 1)；报警电平选为“高”（表示当该通道为高时报警）；

勾选“报警号码”栏中的号码 2 和号码 1,；报警信息栏中输入“机房温度过高”。 

 

C. 在“报警次数”中输入 2；“报警时间间隔”中输入 5，设置完成后，点击“设置按钮”，大约 10

秒后，参数设置完成。 

 

D. 参数设置完成后，点击“查询按钮”，仔细核对信息如设置是否相同。 

 

 

10 特殊功能操作 

10.1 远程控制继电器输出 

若用户想用短信直接控制模块的继电器输出，只要发送以“输出”为关键字，后面紧跟需要输

出的继电器路数号，后面跟随继电器的动作（开表示吸合，关表示断开）即可。模块将自动回复一条

包含该继电器动作成功的短信，内容为：您控制的继电器X开（关）动作已成功。(X为需直接控制的

继电器路数号1、2、3) 

其格式为： 

      捷麦  输出X开    （捷麦为密码，中间无空格） 

或者 

捷麦  输出X关        

例：控制继电器2吸合，     

则：X为2 

发送短信的内容为： 

捷麦 输出 2开  

 

注意：因继电器吸合控制还受模块内部自动控制，用户若使用该功能，请选择未被模块自动控

制的继电器通道。若出现冲突，将优先以模块内部自动控制动作。 

 

10.2 读取模拟通道电压值 

       

 若用户想了解 4 路模拟通道的电压值，只要发送以“模拟”为关键字，后面紧跟需要查询的通道

号即可。模块将自动回复一条包含该通道电压值的短信，内容为：模拟通道 X 的电压为 X.X 伏特。

(X 为需查询的通道号 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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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格式为： 

      捷麦 模拟 X     

例：用户查看模拟通道2上的电压值，     

则：X为2 

发送短信的内容为： 

捷麦 模拟 2  

 

注：若用户想一次读取全部通道的电压值，发送短信：捷麦模拟0 ，模块将自动回复的短信内容

为：模拟通道电压分别为：1.2；2.5；5.0；8.3。即表示从通道1到通道4的电压值分别为1.2V，2.5V，

5.0V，8.3V. 

  

11  附件及选购件 

本品含：短信报警器模块一个、天线、R5070-TTL编程线、终端使用说明书一份和合格证。 

选购件：馈线、 DC12V/3A开关电源一台。 

12  常见问题 

问题1：模块有报警信号，而没有报警输出 

原因： 

1、观看G150模块的工作指示灯，查看G150 模块的电源指示和场强指示确定G150模块工作正常

与否；查看G150模块中间的绿色指示灯是否处于常亮状态，由此初步判断G150模块工作正常与否； 

2、有必要进行一次断电，然后再加电进行观看，有必要读取设置信息，看报警有效位内容是否

为有效字节，如为00或非正确数据则需重新正确设置即可 

问题2：部分接收对象接收不到报警信息 

首先要排除网络方面因素，然后读取设置信息内容，进行分析，找出故障根源重新设置即可。 

 问题3：部分报警端口无效 

     首先要直接在接线端子上加上信号，如无效则读取设置信息内容，进行分析然后需重新正确设

置即可。 

 问题4：连续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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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接线端子、动作触点及引线，排除接触不良现象。如不能排除，应检查5V电源电压，如在

4.5V左右,为电源故障或G150内部局部短路造成。 

 问题5：设备工作不稳定 

     1 检查 G150 模块信号场强 

     2 检查三芯电源插头上部一脚接地是否良好 

     3 从设备工作时间、设备现场环境温度判断是否为开关电源的滤波电容容量严重减小，造成电源

输出功率不足。 

 问题6：模块重复启动 

原因： 

当市电电源电压过低，使开关电源不能够输出足够功率，造成模块系统复位。在GSM 模块开机

的过程中，需要进行网络登陆，这时模块需要功率发射，所以需要外部电源提供的功率比较大，当电

源提供的功率小于模块需要的功率时，就会出现上面所说的现象。 

 问题7：发送短信息时，连续出现发送失败的重启 

原因： 

可能有两种原因，一是网络本身忙或者出现故障，二是电话费用超额。 

 

问题8：发送端发送的短信，接收端并没有马上收到，而是经过若干小时或更长时间才收到，或者连

续的收到许多条短信数据 

原因： 

由于短信的传输不是一个实时的传输，所以当网络忙或者短信模块不在服务区时，短信会暂时存

在短信的服务中心，等到正常时再把短信发送给接收端，所以上面所说的情况就难免发生。 

问题9：模块的初始化工作不能完成 

原因： 

请检查模块的SIM 卡和天线是否安装并且是否正确。 

 

注：如有其他问题请与我公司联系。 

13  出厂默认设置 

报警器出厂默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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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密    码：捷麦 （0x63 0x77 0x9e 0xa6） 

2.报警号码：NO.1：1580000000；其余 16 路都为 00000000000 

 3.报警次数及时间：报警次数为 3 分钟，报警次数为 3 次（0x03 0x03） 

4.模拟量报警上下限：上限分别为：6.3v;6.9v;7.5v;8.8v。下限分别为：2.5v;1.9v;1.3v;0.6v 

5.开关量报警设置：通道1和3为低电平报警；通道2和4为高电平报警。 

6.各通道报警信息：全部为“北京捷麦顺驰科技京捷麦顺驰科技京捷麦顺驰” 

7.各通道设置信息：全部为没有控制继电器输出，各通道要报警的号码都是：1号；3号；9号 

8.各通道开启设置：默认全部通道为关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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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件 LC：变更历程 

变更时间 版本 变更内容 其它 

-------------- V1.0 设立  

2011-10-28 V1.1 
1. 添加继电器控制功能 

2. 添加模拟量可读取功能 
 

2011-11-18 V2.0 1.   添加上位机参数设置功能    

2011-11-28 V2.1 1.   添加串口系数设置功能  

2011-12-08 V2.2 1.   更改了文字描述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