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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L-4010 4G DTU 配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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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同诚业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用于4G DTU参数配置的工具软件，常用的参数设置均可通

过此软件实现，更多复杂DTU功能的设置还需用户查阅《COMWAY 4G DTU扩展AT指令集》，通过

AT指令配置实现。 

一、 使用配置程序读取 DTU 参数 

1) 安装运行配置软件： 

下载解压WL-4010技术资料包，运行“ COMWAY 4G DTU 配置文件”目录中的Dtu4g.exe即可

见到如下图的界面： 

http://www.comway.com.cn/doc.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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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时 DTU 不要插 SIM 卡（插拔 SIM卡要断电），避免 DTU 串口 进入数据连接模式。 

 

2) 配置本机串口通信参数 

在如下图界面中，首先设置与 DTU 连接的计算机串口号及相关通信参数：波特率和校验位。

COMWAY DTU 出厂缺省串口参数：波特率 115200，数据位 8，停止位 1，校验位无。 

 

 

当相应串口被正确打开，即显示如上图绿色字符，以及配置软件的版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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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置 DTU 进入配置模式和读取配置信息 

读取 DTU 配置信息按以下步骤进行： 

 DTU 连接计算机串口：RS-232 接口 DTU 通过直通线连接计算机串口；RS-485 接口 DTU

通过 232 转 485 转接头(推荐使用我公司提供的 TR-432 或深圳宇泰 UT-2201)或者 USB

转 485 电缆建立串口连接。 

 先运行配置软件，正确打开串口后，点击“DTU 进入配置模式”按钮，显示如下图。 

 

 此时给 DTU 通电，从而保证 DTU 启动后直接进入配置模式。所谓进入配置模式，即配

置软件将 DTU 的串口参数强制设置为缺省参数：波特率 115200，数据位 8，校验位无，

停止位 1。DTU 完成启动后，即会如下图显示: CONFIG MODE 等提示信息。 

 

 此时点击“读取 DTU 模块配置”按钮即可正确读取 DTU 现有的配置参数。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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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户清楚的知道 DTU 的串口参数，也可以直接设置本机串口的相关参数与之匹配，DTU

完成启动后，即会显示: CONFIG MODE GPRS DTU 等提示信息，此刻直接点击“读取 DTU 模块配

置”按钮也可正确读取 DTU 现有的配置参数。 

二、 WL-4010 DTU 串口通信参数的配置 

在串口通信配置页，基本的配置过程如下： 

 选择通信协议 

 设置服务器地址和端口号 

服务器地址可以是固定 IP地址或者动态域名。 

 选择工作模式 

可以选择 DTU的工作模式是自动连接模式或是单次连接模式。 

自动连接模式是指 DTU 通电后，自动连接预先设置的服务器，发生掉线后立即重新连

接；单次连接模式是指 DTU完成启动后，串口进入 AT指令模式，可以实现短信收发或

其他需要响应 AT 指令的应用场景。 

 设置 DTU串口通信参数 

可以设置 DTU 串口的通信参数：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这些参数需要和

连接的设备的串口通信参数完全一致，才能保证串口通信的正常。 

 

以下按通信协议分别给以说明： 

1) Comway 协议 

Comway 协议是北京天同诚业科技有限公司基于 TCP/IP 协议开发的通信协议，仅用于

与 COMWAY DATA-SERVER 通信服务器建立连接。具体配置如下界面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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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WAY DATA-SERVER 服务器地址设置为：ds.fusionunix.com， 端口号：9000。DTU 模块

ID 号是出厂设定的唯一识别 ID 号。 

2) 透传协议： 

透传协议就是标准的 TCP/IP 协议。 

 

在如上图的界面中，用户可以设置心跳包的内容(ASCII 码或 16 进制数据)和时间间隔，心

跳包是为了在无线通信空闲时避免运营商切断连接而定时发送的数据包。 

 

如上图的服务器下传数据间隔时间的设置，是应对服务器端由于意外原因断线，而 DTU

端尚处于连接状态，但实际通信链路已经中断的情况（此时 DTU 还在不断转发串口收到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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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但转发的数据会全部丢失）。如下传数据间隔时间设置为 240 秒，则 DTU 如果 240 秒内没

有收到来自服务器端的数据，即认为与服务器端的连接中断，DTU 会尝试重新建立连接；如设

置为 0，则 DTU 完全忽略是否收到从服务器端发来的数据。 

 

可以在如上图的自定义注册包文本框中设置第一个注册包的内容，注册包的数据可以是

ASCII 码或者是 16 进制数据，通过自定义注册包用户可以方便地用来设定 DTU 识别 ID 号或者

通信认证识别码。 

 

3) 桑荣协议 

即兼容桑荣协议，主要用于与组态软件建立连接，具体配置界面如下所示： 

 

 

终端识别 ID 号 1 文本框填写的 ID 用来与三维力控组态软件进行通信，数位只能是 8 位。 

终端识别 ID 号 2 文本框填写的 ID 用来与亚控组态王软件进行通信，没有数位限制 

用户可以根据当地通信状况设定心跳包时间间隔，从而维持无线数据通信。 

 

4) 宏电协议 

即兼容宏电协议，主要用于与组态软件或调用宏电 DLL 函数的服务器端软件进行通信，具

体配置如下图所示： 

 

选择宏电标准协议用来与亚控组态王软件建立通信。终端识别 ID 号的具体数位没有限制。 

选择宏电透传协议用来与三维力控组态软件建立通信。终端识别 ID 号只能是 8 位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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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以根据当地通信状况设定心跳包时间间隔，从而维持 gprs 通信。 

与基于宏电 DDP 协议的服务器软件建立通信时，选择宏电标准协议。 

三、 网络端口设置 

 

在如上图所示页面，设置 WL-4010 的以太网口的 IP 地址，其 IP 地址需要与连接的设备位于

一个网段内。 

 

可以灵活设置 DTU 限制访问的外网端口或允许访问的外网端口，点击“新增”和“删除”

来编辑。当勾选设置限制访问的端口时，意味着其他 TCP 或者 UDP 端口均为开放；当勾选设置

允许访问的端口时，意味着其他 TCP 或者 UDP 端口均被限制。更多个性化选择，如只限制或开

放 TCP 或者 UDP(缺省是二者同时限制或者开放)，可以通过 AT 指令设置实现。 

 

常用软件使用的端口：80 为访问网页或者微信的端口，25 为 SMTP 协议（发送邮件）的端

口，110 为 POP3（接收邮件）的端口。 

 

内网设备通过 WL-4010 连接 internet 

设置内网设备的网关地址是 WL-4010 的 DTU IP 地址，如下图所示。 

DTU 的 PWR 灯常亮，即表示已经建立 INTERNET 连接，内网设备可以通过以太网口正常和

外网服务器程序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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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VPN 通信配置 

在 VPN 参数界面，设置 VPN 通信的超级节点地址，缺省为 comway.com.cn 

 

IP 地址为 DTU 在 VPN 网络中的地址，需要与其他 VPN 设备和安装 VPN 客户端程序的计算

机处于一个子网中。 

 

 
VPN 名称和 VPN 密钥由 VPN 服务端软件生成，在这里填写即可。 

五、 虚拟服务器配置 

 

当外网程序需要建立内网设备的通信时，需要设置虚拟服务器的相关参数。 

可以设置最多 15 个虚拟服务器。 

外部端口指外网程序访问的软件端口号，外网程序访问的 IP 地址可以是动态域名或者

WL-4010 连接 internet 后被分配的 VPN 的 IP 地址。 

内部端口指此服务器软件在本地 windows 系统中使用的通信端口 

内部服务器 IP 地址指运行此软件的运行的计算机的内网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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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Modbus TCP 转 RTU 配置 

 

 

在如上界面，设置 modbus tcp 转换为 rtu 协议的相关参数。 

最多可以设置 255 个 modbus tcp 连接设备。 

每个 modbus tcp 设备需要设置 modbus rtu 协议的设备地址，此设备地址和上位机（常用组态软

件中的 modbus rtu 设备的地址一致）。 

 

MODBUS TCP 设备地址根据设备的真实地址填写（可以和 modbus rtu 地址一致，也可以不同） 

 

 

七、 定时运行指令的配置 

DTU 可以定时执行 AT 指令或者从串口向下位机输出文本内容（即文本指令），具体配置在

如下界面中进行。 

 

通过选择是否启动定时时钟来确认是否每天进行 DTU 校时。同时定时任务只能按天来设

置，时间按 24 小时制从 00:00 到 23：59，最多可以设定 10 个任务。 

 

定时任务的具体类型如下： 

 定时输出文本 

 定时间间隔输出文本 

 定时执行 AT 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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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时间间隔执行 AT 指令 

 定时执行 AT 指令，返回结果通过短信发送到指定手机号码 

 定时间间隔执行 AT 指令，返回结果通过短信发送到指定手机号码 

 

以上每个类型的任务配置好后，通过点击确认添加按钮加入定时任务列表；通过点击删

除所选按钮可以删除所选定时任务。 

八、 高级选项的配置 

用户可以在高级选项配置界面中，设置如下内容 

 

 

 

备用服务器地址和端口： 

当主服务器无法连接时，如果用户设置了备用服务器，DTU自动向备用服务器发起连接。 

 

网络协议的选择：TCP或者 UDP 

 

APN 设置：缺省设置是 CMNET，当用户使用 APN 专网卡或需要选择其他 APN 地址时，通过选

择修改来设置。 

 

启用短信安全模式的配置：只有勾选启用短信安全模式并设置了手机号码，DTU 才能执行由

设置的手机号码通过短信发来的 AT指令，此设置在 DTU远程短信唤醒时也同样起作用。 

 

九、 串口调试及脚本配置 

点击最下边串口调试及脚本配置按钮即可显示以下界面，在此界面中可以在左侧窗口

中直接查看 DTU 现有配置的 AT 指令内容；在右侧窗口可以直接输入 AT 指令，点击下面的

发送到本地串口的按钮后即可发送到 DTU 执行，在上面的窗口中会有命令的返回信息。此

功能主要用于用户通过 AT 指令对 DTU 进行配置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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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保存 DTU 配置信息和快速配置 DTU 

配置完成后需点击保存配置到 DTU 模块按钮。 

点击读取设置参数文件按钮可以直接从已经配置好的设置文件中读取配置参数，与保存

配置到 DTU 模块按钮配合可以方便的快速配置 DTU 参数。 

点击保存设置参数文件按钮可以方便的将用户自定义的配置参数，以文件的方式保存，便

于以后直接读取配置文件并快速完成 DTU 的配置。 

十一、 语言转换说明 

配置软件支持英文界面，可以在任意空白界面中点击鼠标右键，即可显示如下的栏目，

直接转换成英文界面。 

 

如上图停止当前进程选项可以帮助用户立即中止当前程序进程，例如：用户点击 DTU 进

入配置模式按钮后，DTU 启动后进入配置模式，用户可以通过停止当前进程来中止此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