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DT-G532T-E 无线 4G DTU 终端

使用说明书

Ver1.0

地址：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浪口社区华昌路金星工业园 4栋 602
电话：0755-83202889 邮箱：ruidetong@foxmail.com
网站：www.ruidt.com www.ruidet.com QQ：1254960187

http://www.ruidt.com


RDT-G532T-E使用说明书

电话：0755-83202889 邮箱：ruidetong@foxmail.com 网站：http://www.ruidt.com http://www.ruidet.com
第 2 页 共 25 页

文 档 RDT-G532T-E无线 4G DTU终端使用说明书

版 本 号 Ver1.0

发布日期 2020-03-30

产品简介：

首先感谢您选用本产品，RDT-G532T-E是我公司自主研发的嵌入式4G数据传输模块（4G

DTU 模块），支持LTE-FDD、LTE-TDD、DC-HSDPA、HSPA+、HSDPA、HSUPA、WCDMA、

EDGE和GPRS 网络数据连接，是一款基于无线通信技术的物联网产品，利用公用LTE 4G网

络为用户提供无线数据传输功能，传输速率快速且稳定，适应各种应用场景。

RDT-G532T-E采用高性能STM32 ARM处理器和EC20-CN通信模块，通过RS-232、

RS-485、TTL电平接口可实现数据透明传输，并支持四路开关量输入输出，可定制一路I²C和

增加一路RS-485实现各种传感器数据采集等功能。RDT-G532T-E支持宽电压输入7~36VDC；

采用DB9连接器和标准DC座，方便用户接线；三个工作状态指示灯，方便了解终端设备运行

状态；采用抽屉式SIM卡座，安全可靠。RDT-G532T-E让行业用户的终端设备无线应用变的

更加容易。分体式的无线传输应用，无线通信设备和用户设备分别单独安装，产品安装方便、

培训简单、调试维护方便、时效快，RDT-G532T-E灵活的接口，方便快速接入用户的设备，

使得用户设备和无线通信设备融合一体。

RDT-G532T-E已广泛应用于物联网产业链中的M2M行业，如智能电网、油田监控、智能

交通、智能家居、金融、移动POS终端、供应链自动化、工业自动化、智能建筑、消防、公

共安全、环境保护、气象环境监测、数字化医疗、遥感勘测、军事、空间探索、农业、林业、

水务、煤矿、化工行业、智慧园区、资产定位、新能源和充电桩监测、物流快递柜和自动售货

机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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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外观及尺寸图

1.1 产品外观

1.2 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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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品特点

2.1 工业设计

 采用高性能工业级LTE无线4G通信模块

 采用高性能工业级的STM32 ARM处理器

 低功耗设计，支持休眠和唤醒模式，最大限度降低功耗

 采用DB9数据接口连接器，方便用户接线

 采用标准2.1或2.5mmDC座，宽电压输入（+7~36VDC）

2.2 稳定性

 采用软硬件WDT看门狗设计，保证系统稳定

 采用完备的防掉线机制，保证通信终端永远在线

 内置15KV ESD保护

 1.8V/3V SIM/UIM卡接口 内置15KV ESD 保护

 电源接口内置反相保护和过压保护

2.3 功能性

 支持LTE-FDD、LTE-TDD、DC-HSDPA、HSPA+、HSDPA、HSUPA、WCDMA、EDGE

和GPRS 网络数据连接

 支持RS-232/RS-485/TTL电平串口

 提供4路GPI/O，支持4路开关量输入输出，可定制1路I²C或增加1路RS-485功能

 智能型数据终端，上电即可进入数据传输状态

 支持提供可视化配置界面，方便后台管理

 支持同时连接2个数据服务中心

 支持域名和IP地址访问

 支持APN名称自适应

 内嵌标准的TCP/UDP协议栈，支持透明数据传输

 支持串口程序升级和参数配置

 支持MQTT/ModBus等常用的通信协议（可定制）

 支持设备云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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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数特性

3.1 硬件参数

处理器 STM32 ARM处理器

无线模块 工业级 LTE无线 4G通信模块

标准及频段 支持 LTE-FDD/LTE-TDD/WCDMA/GSM频段

数据传输

LTE-FDD：最大下行速率 150Mbps，最大上行速率 50Mbps
LTE-TDD：最大下行速率 130Mbps，最大上行速率 30Mbps
DC-HSDPA：最大下行速率 42Mbps
HSUPA：最大上行速率 5.76Mbps
WCDMA：最大下行速率 384Kbps，最大上行速率 384Kbps
GPRS:最大下行速率 107Kbps，最大上行速率 85.6Kbps
EDGE：最大下行速率 296Kbps，最大上行速率 236.8Kbps

发射功率 <23dBm

接收灵敏度 <-93dBm

通信接口 TTL电平、RS-232、RS-485可选

串口波特率
300/600/1200/2400/9600/19200/38400/57600/115200/ 默认为

115200bps

串口数据格式
数据位：8、9 停止位：1、1.5、2 检验位：NONE、ODD、EVEN 可

选

3.2 电源参数

标准电源 DC 12V/2A

供电范围 +7~36VDC

通信电流 <240mA&12V

待机电流 <60mA&12V

3.3 物理特性

外形特性 两边固定孔铁制外壳，DB9连接器，标准 DC座

数据接口 DB9数据接口连接器

电源接口 标准 2.1或 2.5mmDC座

天线接口 SMA阴头座子，特性阻抗 50欧

SIM卡接口 抽屉式 SIM卡座，支持 3V/1.8V SIM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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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形尺寸 63*92*26mm（不含固定架孔位、SMA座和接线端子）

重量 200g

3.4 使用环境

正常工作温度 -40~+85℃

受限工作温度 -40~35℃和+75~+85℃

储存温度 -45~+90℃

相对湿度 95%（无凝结）

4. 接口定义

4.1 产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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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接口定义说明

编 号 定义名称 定义说明

1 DC座 +7~36V 内正外负+7~36VDC电源输入

2

DB9
座

GND（5） 电源地

3 LINK/NC
（4）

网络状态输出，高电平：连接服务器成功，低电平：连接服

务器断开。不用留空

4 RXD/B-
（3）

模块串口接收输入，TTL电平时，外接用户 MCU TXD（发

射）；RS-232时，电脑端 232串口或 232转换器 TXD（发

射）；RS-485时，接 485的 B端。

5 TXD/A+
（2）

模块串口发射输出，TTL电平时，外接用户 MCU RXD（接

收）；RS-232时，电脑端 232串口或 232转换器 RXD（接

收）；RS-485时，接 485的 A端。

6 PEN/NC
（1）

模块电源使能输入，高电平：模块关机，低电平：模块开机，

默认为开机状态。不用留空

7 IO1/A1+
（6）

开关量输入输出 1，当 I2C时，为 I2C_SCL脚；当 RS485
接口时，为 RS485_A口，可以定制其它 I/O功能。不用留空

8 IO2/B1-
（7）

开关量输入输出 2，当 I2C时，为 I2C_SDA脚；当 RS485
接口时，为 RS485_B口，可以定制其它 I/O功能。不用留空

9 IO3/NC（8） 开关量输入输出 3，当 RS485接口时，为 RS485使能脚，

可以定制其它 I/O功能。不用留空

10 IO4/NC（9） 开关量输入输出 4，可以定制其它 I/O功能，不用留空

11 WORK绿色指示灯

指示模块的工作状态，超快闪（周期 200ms）：电池电量不

足；快闪（周期 500ms）：设备与所有服务器都未连接；慢

闪（周期 1.2s）：设备与部分服务器为建立连接；常亮：设

备与所有服务器建立连接。

12 MODE红色指示灯 指示模块的网络注册状态，低电平注册 LTE网络状态。

13 STATUS绿色指示

灯

指示模块的网络运行状态，慢闪（200ms 低/1800ms 高）

找网状态；慢闪（1800ms 低/200ms 高）待机状态 ；快闪

（125ms 高/125ms 低）数据传输模式。

14 4G主天线接口，SMA母头座子，特性阻抗 50欧

15 此产品不支持 GNSS功能，留空

16 复位按键，按按键终端模块复位重启

17
抽屉式 SIM卡槽，用镊子或牙签按压黄色圆柱，SIM卡槽会

弹出，取出 SIM卡槽，按方向装入 SIM卡，再把 SIM卡槽

装入 SIM卡座。支持 3V/1.8V SIM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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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串口接线方式

4.3.1 TTL电平/RS-232接线方式

说明：4G DTU终端与用户单片机的串口和RS-232设备TXD、RXD交叉接线。

4.3.2 RS-485接线方式

说明：4G DTU终端与用户RS-485设备A+对A、B-对B接线。

4.4 开关量输入输出接线方式

4.4.1 开关量输入接线方式

说明：当模块IO1-4配置成开关量输入高电平报警时，IO1-4检测到高电平，就上报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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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口为高电平状态，撤消报警后，就上报当前IO口为低电平状态；当模块IO1-4配置成开关量

输入低电平报警时，IO1-4检测到低电平，就上报当前IO口为低电平状态，撤消报警后，就上

报当前IO口为高电平状态。

4.4.2 开关量输出接线方式

说明：当模块IO1-4配置成开关量输出低电平时，IO口为低电平状态，服务器可以下发控

制指令使IO口输出高电平状态，同理也可以输出低电平状态。协议详见《7.2 开关量输入输出

查询与设置》。

5. 应用领域

5.1 应用领域

RDT-G532T-E终端可以接入到各种需要实现无线4G数据传输的设备，如智能电网、智慧

交通、工业自动化、消防、公共安全、环境气象监测、数字化医疗、车载定位、智慧园区、资

产定位、新能源和充电桩监测、物流快递柜和自动售货机等采集控制设备，RDT-G532T-E终
端与相连的用户设备通过无线4G网络，把数据传输到连接Internet网络的数据中心电脑主机

上，实现数据远程透明传输，RDT-G532T-E终端可广泛应用于“物联网”涉及的各个行业：

 在电力行业，RDT-G532T-E终端可以接入电表、电力应用终端等设备，实现无线 4G无

功补偿监测、配电监控、电表集抄、路灯监控等应用；

 在供热领域，RDT-G532T-E终端可以接入 ModBus集中器，实现集中器与无线 4G通信

一体化；

 在水应用行业，RDT-G532T-E终端可以接入水表集抄、水资源管理远程监测、水路管网

监测终端等设备中，实现无线 4G远程监测；

 在环保领域，RDT-G532T-E终端都可实现无线 4G烟气在线监测(CEMS)、水质在线监测

等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

 在设备维护领域，如电梯监控、空调监控等，RDT-G532T-E终端块可以接入用户的监测

仪器，完成设备无线 4G远程监控应用；

mailto:ruidetong@foxmail.com
http://www.ruidt.com
http://www.ruidet.com


RDT-G532T-E使用说明书

电话：0755-83202889 邮箱：ruidetong@foxmail.com 网站：http://www.ruidt.com http://www.ruidet.com
第 11 页 共 25 页

 在 LED显示广告屏领域，如数字城市应用、公交广告应用等，RDT-G532T-E终端可以接

入 LED控制器中，完成无线 4G远程信息发布；

 在农业灌溉环境监控领域，如温室、气象站监测、室外大气监测,环境监测、环保、农业自

动化灌溉等系统，RDT-G532T-E终端可以无线 4G远程实时在线监测与控制；

 在智能交通运输领域，如汽车的油量监测、加速度监测试、载重监测、客流监测、防盗报

警器等系统，RDT-G532T-E终端可以无线 4G远程实时在线监测；

 在新能源与充电桩行业，RDT-G532T-E终端可以接入到充电桩集中器，通过无线 4G网

络对电量、电流、典雅、功率、开关、温度、告警等运行参数的采集，以及用户充电量和

费用的采集。通过远程无线 4G网络控制充电开关以及修改充电桩的参数；

 在太阳能光伏电站行业，RDT-G532T-E终端可以接入到逆变器、汇流箱、辐照仪、气象

仪、电表等设备，实现无线 4G远程监测；

 在物流快递柜和新零售自动售货机行业，RDT-G532T-E终端可以接入到采集控制器中，

实现无线 4G远程管理和监控。

5.2 典型应用

5.2.1 产品示意图

5.2.2 应用说明

（1）数据采集终端：RDT-G532-M终端可以接入到用户设备（如温度监控器、路灯控制

器、集中器、光伏逆变器等各种行业集中采集设备）中，通过串口（RS232/RS485/TTL）与

用户设备串口进行数据通信，组成无线 4G数据集中采集终端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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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无线 4G网络：无线 4G数据集中采集终端的数据通过移动 4G网络与局域网上传到

数据中心服务器（通过 TCP/UDP协议通信传输方式）；

（3）数据中心服务器（Web服务器）：RDT-G532-M终端通过上传注册包（设备号）、

心跑包通信协议方式，保持与服务器产生通信链接，使 RDT-G532-M终端实时在线，并进行

管理数据采集终端上传的数据和控制终端设备，进行对终端设备上传的数据进行解析，实现曲

线、图形化监测，以及图形化对终端设备控制，实现双向监控。不同的用户可以登录自己的账

号和密码来管理自己的数据采集终端，用户之间的数据采集终端相互不会看到，可防止用户之

间不会泄露各方的数据信息；

（4）手机 APP或小程序：不同的用户可以通手机 APP或小程序登录自己的账号和密码

来管理自己的数据采集终端，，并进行管理数据采集终端上传的数据和控制终端设备，进行对

终端设备上传的数据进行解析，实现曲线、图形化监测，以及图形化对终端设备控制，实现双

向监控。

6. 串口配置

DTU模块在使用之前应进行信息参数配置，以便 DTU模块与用户终端设备和服务中心能

够正常的通信。如果用户对 DTU模块不予配置，DTU模块将按默认配置工作。

DTU 模块配置可以通过我们提供的图形配置软件和串口输入配置指令完成信息参数配

置；如果 DTU模块与监控中心联网，也可以通过 4G无线网络远程发配置指令完成信息参数

配置（此功能可以根据需求加入此功能，现暂时不支持此功能）。

6.1 串口接线

DTU模块和电脑 DB9串口连接的对应管脚：

RDT-G532-M终端 上位机 DB9-232串口

引脚 名称 引脚 名称

3 RXD/B- 连接 3 TXD
2 TXD/A+ 连接 2 RXD
5 GND 连接 5 SGND

说明：RDT-G532-M为 TTL电平接口时，需加一个 RS-232转 TTL转换器；为 RS-485时，

需加一下 RS-232转 RS-485转换器。也可以使用 USB转 TTL电平、RS-232、RS-485转换

器，可以参考《4.3 接线方法》说明接线

6.2 图型配置软件

打开“MQTT数据终端配置软件.exe”图型配置软件，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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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配置菜单说明

项目 菜单项 说明

主菜单

读取配置 进入配置模式后，点“读取配置”可以读取 DTU模块以前配置的参数

写入配置
进入配置模式后，设置好配置菜单项的参数后，点“写入配置”进行配

置 DTU模块参数

重启设备 写入配置 DTU模块参数完成后，点“重启设备”，退出配置模式

串口操作

串口号 选择连 DTU模块的通信 COM端口

波特率

设置进入配置模式串口参数，进入配置模式默认为：115200，8，1，
NONE

数据位

停止位

检验位

此按钮为打开配置 COM端口，打开后为“绿色√”按钮，状态显示绿

色，断开后为“粉红×”，状态显示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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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按钮为发送进入配置模式指令和退出配置模式，点发送指令后，发送

会显示绿色，接收到指令后，接收会显示蓝色

DTU参

数设置

设备号

用户可自定义设置 DTU模块 ID（注册包），最大可以设置 19个字符，

当设置为 0时，DTU模块链接服务器成功不会发送此 ID注册号，当设

置为 ID注册号时，DTU模块链接服务器成功会发送此 ID注册号，当

注册包使用。

调试信息显示 Open：输出 DTU模块调试信息；Close：不输出调试信息

主口波特率 bps 300～115200bps可选

此串口跟用户设备通信串口，根据用户设

备串口参数配置

数据位 bit 1、1.5、2可选

停止位 bit 8、9可选

校验位 NONE、ODD、EVEN可选

从口波特率 bps 300～115200bps可选 可以通过“开启：”方框打“√”，选择

是否开启此串口，开启此串口，此串口的

数据将同主串口之间数据通信；开启此串

口后，开关量不起作用；串口参数根据用

户设备串口参数配置

数据位 bit 1、1.5、2可选

停止位 bit 8、9可选

校验位 NONE、ODD、EVEN可选

服务器地址/端口 1
可以同时配置3个服务器地址和端口，可以通过“是否配置”方框打“√”
选配置，当 3个都配置了，会同时链接 3个服务器；支持 TCP/UDP
协议，支持 IP地址或者域名解折；如不配置的，参数上设置：“0”

服务器地址/端口 2

服务器地址/端口 3

心跳包数据

用户可自定义设置 DTU模块心跑包数据与服务器保持链路，实现实时

在线，当配置为“0”时，不上传心跳包数据，由用户设备做心跳机制保

持与服务器链路，当配置为“其它内容”时，心跳包数据根据心跑间隔周

期上传，来保持与服务器的链路，最大可以设置 19个字符

心跳检验

用户可自定义设置心跑检验来确认 DTU模块是否保持服务器链路，如

DTU模块发送的心跳包数据后，服务器返回的心跳检验跟配置心跳

检验相符，保持通信链路，不相符则断开通信链路。当配置为“0”时，

DTU模块发送的心跳包数据后，服务器可以不用返回心跳检验，但

通信链路依然保持在线，当配置为“其它内容”时，必须返回，才保持

通信链路，不相符则断开通信链路。最大可以设置 19个字符

心跑间隔（S） 用来设置心跳包数据上传间隔周期，单位：S（秒），不用设成“0”

定位查询间隔（m）
DTU模块上传定位息间隔周期，单位：m（分），不

用设成“0”
此产品不支持

GNSS功能，

设置成“0”

https://hanyu.baidu.com/s?wd=%E9%93%BE%E8%B7%AF&ptype=zici
https://hanyu.baidu.com/s?wd=%E9%93%BE%E8%B7%AF&ptype=zici
https://hanyu.baidu.com/s?wd=%E9%93%BE%E8%B7%AF&ptype=zici
https://hanyu.baidu.com/s?wd=%E9%93%BE%E8%B7%AF&ptype=zici
https://hanyu.baidu.com/s?wd=%E9%93%BE%E8%B7%AF&ptype=zici
https://hanyu.baidu.com/s?wd=%E9%93%BE%E8%B7%AF&ptype=zici
https://hanyu.baidu.com/s?wd=%E9%93%BE%E8%B7%AF&ptype=zici
https://hanyu.baidu.com/s?wd=%E9%93%BE%E8%B7%AF&ptype=zici
https://hanyu.baidu.com/s?wd=%E9%93%BE%E8%B7%AF&ptype=zi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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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信息

GPS：上传 GPS定位坐标信息；基站定位：上传基站

定位坐标信息；Close：不上传试定位信息，定位信息

根据定位查询间隔周期上传坐标信息

IO1-4

开关量输入输出，可设置 IO口输入/输出/禁止、高/低电平状态，当设

置输入、低电平时，只要 IO口检测到低电平，就上报 IO状态信息，

同时，检测由低变高电平后，也会上报 IO状态信息，当设置输出、低

平时，服务器可以下发 IO状态指令，使 IO低电平变为高平。

报警上传间隔（S）
DTU模块定时上报 IO当前状态间隔周期，设成“0”时，只要 IO开关

量输入有电平变化，就上报 IO电平状态

6.4 配置方法

（1）首先 DTU模块与电脑串口（或者 USB转串口转换器）数据通信线连接好，DTU模块

先不用上电，在电脑上打开“TCP数据终端配置软件.exe”图型配置软件，如下：

（2）在串口操作上选择与 DTU模块连接的串口 COM端口，设置串口参数为：115200，8，

1，NONE，再点 粉红色按钮，打开 COM端口变 为绿色按钮，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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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按钮，发送配置指令，配置软件下面窗口会显示请重新上电，如下图，再给模块通电，

会弹出“上电成功”小窗口，进入配置模式。

（3）进入配置模式后，再根据需求设置 DTU模块工作参数，设置完参数，再点“写入配

置”按钮，配置成功后，配置软件下面窗口会显示操作成功。

（4）配置完成后，可以点 蓝色按钮，发送退出配置指令，退出配置模式，进入工

作模式；也可以按“重启设备”退出配置模式，会弹出“重启成功”小窗口，进入工作模式。

7. 功能与 JSON协议说明

DTU模块串口与服务器之间数据传输的数据是透明的，没增加任何通信协议可自由发送，

发什么数据就传什么数据。串口可透传大数据至服务器，一包最大可以上传服务器 19KB数据，

服务器可以下发 15KB数据，服务器与串口数据不可同时发送（建议每包最大传输：10240Byte
（字节），超过做分包处理传输，每包间隔大于 3000mS）。

大数据透传建议：串口波特率为 115200 bps，只链接一个服务器。

7.1 串口 AT指令查询信息

7.1.1 模块 IMEI号查询指令

AT+GSN?

串口输入 AT+GSN?回车，模块返回：+GSN:863412044178963 （有：信息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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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7.1.2 模块信号强度查询指令

AT+CSQ?

串口输入 AT+CSQ?回车，模块返回：+CSQ: 31,99 （最高 31 没有：99）

7.1.3 模块是否在线查询指令

AT+MONLINE?

串口输入 AT+MONLINE?回车，模块返回+MONLINE:1,2 （0：不在线 1：在线 2：
尚未配置），可以查询到三个服务器是在线状态

7.1.4 模块重启指令

AT+RESTART

串口输入 AT+RESTART回车，模块返回 RESTART OK!

7.2 开关量输入输出查询与设置

7.2.1 服务器下发推送 JSON协议

协议：

{"DevEUI":"A014","IO1":"Out,L","IO2":"In,H","IO3":"In,H","IO4":"In,L","RX_Period":"10"}

IO1： Out/In/Stop/None, H/L（建议不作修改时下发 IO指令为 None）
开关量 1状态：输出/输入/禁止/无状态（不作修改）

开关量 1电平：高电平/低电平

其余三个开关量同理

RX_Period: 0-3600/None
定时上报 IO当前状态间隔周期：0-3600s（0：不上传开关量信息 其他时间：定时上传 IO信息）/
不作修改

7.2.2 DTU模块上报 IO状态信息 JSON协议

协议：

{"DevEUI":"A014","IO1":" In,L","IO2":"In,H","IO3":"In,H","IO4":"In,L","RX_Period":"10"}

IO1： Out/In/Stop/None, H/L（建议不作修改时下发 IO指令为 None）
开关量 1状态：输出/输入/禁止/无状态（不作修改）

开关量 1电平：高电平/低电平

其余三个开关量同理

RX_Period: 0-3600/None
定时上报 IO当前状态间隔周期：0-3600s（0：不上传开关量信息 其他时间：定时上传 IO信息）/
不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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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数据中心搭建与联调测试

8.1 数据中心搭建

根据数据中心接入互连网的不同方式，RDT-G532T-E中需配置的 IP（或域名）和端口参

数也有所不同，下面即以最常见的入网方式简述之。

8.1.1 单机 ADSL接入

IP或域名配置：此情况下需在 RDT-G532T-E中配置的数据中心 IP是 ADSL拨号的 IP地

址。可通过系统带的 Ipconfig 命令查看此 IP，或通过 http://www.ip138.com 获得此 IP。

在使用 ADSL 连入互连网时， IP 并不固定，电脑重启后 IP 容易发生变化，此时在

RDT-G532T-E中设置的 IP地址并没有使用意义。在此种情况下，建议考虑申请动态域名，之

后在 RDT-G532T-E 中设置域名即可。关于动态域名申请和使用方法，建议登陆花生壳

（http://www.oray.cn/） 或金万维（http://www.gnway.com/）网站查询。

端口配置：监听端口为 9600，可根据需要自定义，在 RDT-G532T-E中配置 TCP Server
监听端口号即可。

8.1.2 ADSL+LAN 接入

IP 或域名配置：此情况下需在 RDT-G532T-E中配置的数据中心 IP是路由器的WAN口

IP ；可通过登陆路由器查看状态或通过 http://www.ip138.com 获得此 IP。在使用 ADSL连

入互连网时，IP并不固定，电脑重启后 IP容易发生变 化，此时在 RDT-G532T-E中设置的

IP地址并没有使用意义。在此种情况下，建议考虑申请动态域名，之后在 RDT-G532T-E中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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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域名即可。关于动态域名申请和使用方法，建议登陆花生壳（http://www.oray.cn/）或金万

维（http://www.gnway.com/）网站查询。

端口配置：此时需要 Router 上要设置到 TCP Server 所在电脑 9600 端口的映射或到

192.168.1.101的地址映射，RDT-G532T-E才可访问到 TCP Server。 如果做端口映射，那

么在 RDT-G532T-E中设置的端口即是路由器中可以映射到 TCP Server所在电脑 9600 端口

的端口号。通常为便于记忆，建议做端口映射时保持端口号的一致。

8.1.3 ADSL+LAN 接入

IP或域名配置：此情况配置的数据中心 IP是公网固定 IP地址。可通过系统带的 Ipconfig
命令查看此 IP，或通过 http://www.ip138.com 获得此 IP。

端口配置：监听端口为 9600，可根据需要自定义，在 RDT-G532T-E中配置 TCP Server
监听端口号即可。

8.1.4 ADSL+LAN 接入

IP或域名配置：此情况下需在 RDT-G532T-E中配置的数据中心 IP是路由器的WAN口

IP；可通过登陆路由器查看状态或通过 http://www.ip138.com获得此 IP。

端口配置：此时需要 Router上要设置到 TCP Server 所在电脑 9600 端口的映射或到

192.168.1.101 的地址映射，RDT-G532T-E才可访问到 TCP Server。 如果做端口映射，那

么在 RDT-G532T-E 中设置的端口即是路由器中可以映射到 TCP mServer 所在电脑 9600
端口的端口号。通常为便于记忆，建议做端口映射时保持端口号的一致。

8.2 联调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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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端口映射

（1）在浏览器上输入路由器Web配置 IP地址，登录账号和密码进入操作界面找到“转发

规则”（有一些路由器厂家在“虚拟服务器”中添加端口映射）创建新的端口映射

（2）添加端口映射的应用，监听端口为 9600，可根据需要自定义其它端口

（3）添加设备，选择需要创建 TCP Server监听主机电脑名称（或 IP地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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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配置参数

（1）首先百度上搜索“IP”，在百度搜索页面可以看到下面 IP：

（2）打开“TCP 数据终端配置软件.exe”图型配置软件，把在百度搜索页面看到的 IP
设置在配置软件的服务器地址上，其它参数根据自定义需求设置，设置好参数（如下图），点

“写入配置”，操作流程详见《6.4 配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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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数据传输

（1）打开“NetAssist.exe”网络调试助手软件，选择协议类型“TCP Server”，本

地主机地址：192.168.3.6和端口：9600，再点“打开”，DTU模块和 TCP Server服务

器建立通信链路后在客户端窗口可以看 DTU模块的 IP和端口，如下图：

https://hanyu.baidu.com/s?wd=%E9%93%BE%E8%B7%AF&ptype=zi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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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打开“UartAssist.exe”串口调试助手软件，选择跟 DTU模块相连接的 COM端口，

串口参数跟 DTU模块设置一样，打开 COM端口，如下图：

（3）数据对传，DTU模块串口与 TCP Server相互之间发送数据，双方都可以看到对方传

的数据，同时 TCP Server每隔 1分钟能收到 DTU模块上传的 JSON协议定位坐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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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常见问题解答

（1）问：DTU模块如何访问数据采集中心？需要何种组网方式来实现？

答：DTU模块上电后，根据配置参数，首先进行 PPP拨号上网，用户身份验证，然后通

过 IP地址访问数据采集中心。DTU模块是通过存储在 DTU模块里面的中心 IP地址或域名地

址来访问数据服务中心。

一般有三种 4G组网方式：

方式一、给数据服务中心申请一个固定 IP地址，DTU模块上电后每次都访问这个固定 IP
地址。

方式二、如果数据中心没有固定 IP地址，可以给数据采集中心申请一个动态域名（DDNS），
然后在中心端安装一个域名解析软件。DTU模埠通过动态域名解析动态获取数据采集中心当

前的 IP地址。需要说明的是现在很多公司都提供免费申请二级域名和提供动态域名解析的客

户端软件，如花生壳、金万维等，用户可以登陆他们的网站，申请免费二级域名和下载客户端

域名解析软件使用。

方式三、向移动运营商申请移动专用 VPN业务，使 DTU模块与中心组成一个内部网络。

（2）问：DTU日常通讯信息费是如何计费的？

答：4G网络一般是按照数据流量来计费的，1分/K。还有包月 20元卡和 30元卡，具体

请咨询当地的移动运营商。

（3）问：数据传输应该选择 TCP还是 UDP协议？

答：DTU模块支持两种通讯协议，UDP协议是非面向连接的协议，带有广播的性质。因

此是不可靠传输协议，但 UDP协议速度快，节省流量；TCP协议是面向连接的协议，数据传

输可靠，缺点是速度慢，费流量。具体选择哪一种通讯协议，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决定。

（4）问：DTU模块为何无法登陆数据服务中心

答：A. 检查电源是否正常，电源电压、功率是否满足要求；

B. 检查 SIM卡是否开通了 4G无线上网功能（SIM卡是否欠费）；

C. 检查 4G天线状况，检查 DTU模块天线所处的位置是否信号充足；

D. 检查你的监控中心 IP地址或域名解析出来的地址是否是公网 IP地址，可以用模

拟 DTU在与监控中心不同网络的地方测试网络是否正常；

E. 检查 DTU模块面板上的工作与状态灯是否正常，绿色 LED灯闪烁：在连接网服

务器中或已断开服务器连接；常亮：连接服务器成功；

F. 检查端口号是否可用，检查防火墙是否屏蔽了你的端口号；

如果以上都正常，启动串口配置软件，检查配置参数是否正确；尤其是检查服务器 IP和

端口地址是否与中心设置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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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相关配件

相关配件 描述

RDT-G532M-E终端 TTL、RS-232、RS-485可选

4G天线 4G棒状天线或者 1米 4G小吸盘天线

电源适配器 输入：100~240VAC-50/60Hz，输出：12VDC/2A

串口线 DB9母头直通线

其他型号天线 （选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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