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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首先非常感谢您选择本公司产品！在使用前，请您仔细阅读本用户手册。 

非本公司书面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摘抄、复制本书内容的部分或全部，并不得

以任何形式传播。 

由于不断更新，本公司不能承诺该资料与实际产品一致， 同时也不承担由于实际技术参数

与本资料不符所导致的任何争议，任何改动恕不提前通知。本公司保留最终更改权和解释权。 

版权所有©北京映翰通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许可者版权所有，保留一切权利。 

本手册图形界面约定 

格 式 意 义 

< > 带尖括号“< >”表示按钮名，如“单击<确定>按钮”。 

“” 带双引号“”表示窗口名、菜单名，如：弹出“新建用户”窗口。 

>> 
多级菜单用“>>”隔开。如“文件>>新建>>文件夹”多级菜单表示“文件”菜

单下的“新建”子菜单下的“文件夹”菜单项。 

 
提醒操作中应注意的事项，不当的操作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或者设备损坏。 

 
对操作内容的描述进行必要的补充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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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介绍 RTool 
映翰通公司开发的远程管理工具（简称 RTool），可对 InDTU 设备（简称 DTU）进行远

程管理。远程管理包括：远程升级 DTU 的固件、远程读取/下发配置、远程重启。 

DTU 充当服务端；RTool 充当客户端，发起连接。DTU 需要有公网 IP，或者 RTool 与

DTU 在一个专网下，总之 RTool 可以访问到 DTU 的当前 IP。 

 

1.1.RTool 的界面介绍 
点击DTU配置工具里“工具>>远程管理工具”，打开RTool软件，如图1-1所示。 RTool

的界面，如图 1-2 所示。界面信息参数描述，如表 1 所示。 

 

图 1-1 运行 R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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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RTool 的界面 

表 1 界面信息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说明 备注 

DTU 地址 DTU 需要连接的专网/公网 IP 地址 需要手动填写 

端口 DTU 默认使用的升级端口—UDP 2009 默认 2009（不可更改） 

本地端口 RTool.exe 软件使用本地 PC 的通信端口 默认 2009（可以更改） 

超时时间 等待 DTU 数据回应的时间，建议大于 10 秒 默认 10 秒 

重试次数 等待 DTU 数据回应失败重发的次数 默认 10 次 

用户名、密码 与 DTU 进行数据通信有效性验证的用户名和密码 默认 adm/123456 

信息 版本号、设备号，DTU 连接上自动读取信息 空 

 

 

由于 RTool 工具目前读取设备配置文件与下发配置文件的大小均限制为 1k 以内，

否则会导致操作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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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RTool 与 DTU 建立连接 
第一步：填写 IP 与通信端口。 

对于 DTU 设备，填写"DTU 地址"和"端口"这两个参数，即 SIM 卡分配到的当前 IP。 

对于 PC 机而言，填写"本地端口"，为 RTool 分配本地通信端口，与 DTU 建立连接。 

第二步：点击右侧“连接”按钮。与 DTU 成功建立连接后，就能对其进行远程管理。 

2.RTool 的操作 

2.1.远程升级 
先选择要导入的升级文件(*.IHD) ，再点击“开始”按钮对 DTU 进行升级。 

 

图 2-1 远程升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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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远程升级 2 

 

建议勾选“升级后立刻生效（重启）”，这样升级完成后，DTU 会立即重启，应

用新的软件版本。否则要等到 DTU 下一次重启后，才会应用新的软件版本。 

如果升级失败，会弹出失败通知对话框，如图 2-3 所示。升级失败之后，请重新选择需要

导入升级文件！ 

 

图 2-3 远程升级失败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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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远程读取配置参数 
第一步：点击“读取”按钮，对 DTU 配置参数进行读取。读取成功后，软件版本号和设

备号会显示在界面上的“信息”框里，如图 2-4 所示。 

 

图 2-4 远程读取配置 1 

第二步：我们可以对读取的参数进行保存。点击图 2-5 所示的按钮。在弹出的窗口中点击

“打开”选择文件保存路径，如图 2-6 所示。 

 

图 2-5 远程读取配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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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远程读取配置 3 

2.3.查看/修改配置参数 
第一步：导入配置文件。打开 DTU 配置工具(不必连接设备)，点击"设置"--"从文件导入"

（导入 Rtool 远程读取的配置文件,.cfg 格式的文件);如下图的标识 1、2。 

第二步：查看或修改具体的配置参数。如下图的标识 3、4、5。 

第三步：导出配置文件。点击"导出到文件"，选择对应的文件夹，并为导出的配置文件命

名。如下图的标识 6。DTUTool 将同时导出.ini 与.cfg 两种格式的配置文件。.ini 可以直接通

过记事本查看，.cfg 配置文件是二进制格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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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查看/更新配置参数 

2.4.远程下发配置参数 
第一步：点击图 2-8 所示的按钮。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将要下发的配置文件（*.cfg），

点击“下发”按钮。 

 

图 2-8 远程下发配置参数 1 

第二步：下发成功后，RTool 会弹出"配置参数成功"的对话框，如下所示。 

 

图 2-9 远程下发配置参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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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勾选“配置下发后立刻生效（重启）”，这样升级完成后，DTU 会立即重启。

DTU 重启后，才会更新的配置参数生效。 

 

2.5.远程重启 
点击“重启 DTU”按钮，即向远端被管理的 DTU 下发重启命令，如图 2-12 所示。 

 

图 2-10 远程重启 1 

成功发送重启命令后，会弹出如下的对话框。 

 

图 2-11 远程重启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