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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本手册针对北京映翰通公司的工业无线数据终端DTU900系列产品进行安装与

操作，使用前请确认产品型号及包装内配件数量，并向当地网络运营商购买SIM

卡。 

本手册以边缘计算网关系列中的InDTU952系列产品为例做说明，具体操作

时请以实物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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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包装清单 

每一台出厂的工业无线数据终端，都包含了客户现场的常用配件（如标准配

件列表），当您收到我们的产品后，请仔细检查，如果发现有缺失或者损坏现 

象，请及时联系映翰通销售人员。 

此外，映翰通可根据不同现场特点向客户提供可选配件，详情请见可选配件

列表。 

标准配件： 
 

配件 数量 描述 

无线数据终端 1台 InDTU952 

电源端子 1个 7针的工业端子 

网线 1根 1.5m网线 

天线 1根 3G/4G天线 

产品保修卡 1张 保修期为1年 

合格证 1张 无线数据终端合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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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配件： 
 

配件 数量 描述 

电源适配器 1个 12 VDC电源适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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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面板介绍与结构尺寸 

3.1. 面板介绍 

 

 
图  3-1 DTU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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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结构尺寸 
 

 
 

图 3-2 结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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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装 
 

安装注意事项： 

 

l   电源要求：12VDC(9～72VDC) ，请注意电源电压等级；  

l 环境要求：工作温度-25℃～75℃，存储温度-40℃～85℃，相对湿度 5％～95%（无凝

露）。设备表面可能高温，安装时需要考虑周边环境，应安装在受限制的区域。 

l 避免阳光直射，远离发热源或有强烈电磁干扰区域。 

l 检查是否有安装所需的电缆和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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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导轨式安装与拆卸 

4.1.1导轨式安装 

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选定设备的安装位置，确保有足够的空间。 

第二步：将DIN卡轨座的上部卡在DIN轨上，在设备的下端向上稍微用力按箭头2所示转动设备，

即可将DIN卡轨座卡在DIN轨上，确认设备可靠地安装到DIN轨上如图4-1中右图所示。 

 

 
 

图 4-1 DIN导轨式安装示意图 

 

 
 

1

DIN卡轨座
DIN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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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导轨式拆卸 
 

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如图4-2箭头1所示，向下压设备使设备下端有空隙脱离DIN轨。 

第二步：将设备按箭头2的方向转动，并同时向外移动设备的下端，待下端脱离DIN轨后向上

抬设备，即可从DIN轨上取下设备。 

 

 
 

图 4-2 DIN导轨式拆卸示意图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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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壁挂式安装与拆卸  

4.2.1. 壁挂式安装 

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选定设备的安装位置，确保有足够的空间。 

第二步：用螺丝刀把壁挂安装板安装在设备的后面，如图4-3所示。 

 

 
 

图 4-3壁挂安装板安装示意图 

 

第三步：取出螺钉（与壁挂安装板配套包装），用螺丝刀将螺钉固定在安装位置上，然后下

拉设备使设备处于稳定状态，如图4-4所示。 

 

 
 

图 4-4壁挂式安装示意图 

4.2.2. 壁挂式拆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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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步骤如下： 

用一只手扶住设备，另外一只手把设备上端起固定作用的螺钉卸掉，即可把设备从安装位置

拆卸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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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SIM卡安装 
 

InDTU952支持双卡，用螺丝刀扭开卡座盖上面的固定螺丝后，装入SIM卡即可，如图4-5所示。 

 
 

图 4-5 SIM卡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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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天线安装 
 

用手轻轻转动金属SMAJ接口可活动部分到不能转动（此时看不到天线连接线外螺纹）即可，

不要握住黑色胶套用力拧天线。如图4-6所示。 

 

 
图 4-6 天线安装 

 

4.5. 电源安装 
 

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将端子从网关上取下； 

第二步：将端子上的锁紧螺钉旋松； 

第三步：将电源线缆插入端子后将螺钉锁紧。 

 
图 4-7 电源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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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保护地接地安装 

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将接地螺帽拧下来； 

第二步：将机柜地线的接地环套进接地螺柱上； 

第三步：将接地螺帽拧紧。 

 

 

 
为提高DTU的整机抗干扰能力，在使用时必须接地，根据使用环境将地线接到网

关接地螺柱上。 

 

4.7. 网线连接 
 

用网线将网关和PC直连，如图4-8所示。 

 

 
图 4-8 网线连接 

 

 

4.8. 端子连接 

端子提供RS232/RS485两种接口模式，在使用前需要将对应的线接到端子上。安装时将端子从

设备上取下，将端子上的锁紧螺钉旋松，将对应线缆插入端子后将螺钉锁紧。各个线排序如图4-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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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 

 

 

 

 

 
此章节内容只适用于带有工业接口的DTU952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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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留(RS232)

预留(RS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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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无线网关联网配置 

5.1. 连接网关 

请将管理计算机的IP 地址与网关的GE口IP地址设置在同一网段内（网关有两个FE口，

FE0/1口初始IP地址为：192.168.1.1，FE 0/2口初始IP地址为：192.168.2.1，子网掩码

均为255.255.255.0）。以下以FE0/2口与管理计算机相连在Windows系统里的设置为例进

行说明。如图4-1所示。 

（ >>网络和共享中心>>本地连接>>属性>>TCP/IPv4>>高级>>IP地址>>添加） 

 

 
 

图 5-1 网关设置 

5.2. 登陆设备 

用网线直连电脑和网关，运行Web浏览器，在地址栏中输入

“https://192.168.2.1”，回车后跳转到Web登录页面，如图4-2所示。输入“用户

名”(默认: admin)和“密码”(默认:admin@123)，单击<确定>按钮或直接回车即可进入

Web设置页面。 

 
图 5-2 登录网关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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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设备拨号 

5.3.1. 拨号设置 

单击导航树中的“网络>>拨号接口”菜单，进入“拨号接口”界面。 

  

 

图5-3-1 拨号参数设置 

举例：  

配置专网卡拨号参数： 

网络-- 拨号接口：拨号参数集，填入广州局的 APN 

移动卡： 

GZWLPW01.GD 

联通卡：GZPDZDH.YDOA.GDAPN 

 

5.3.2. 双卡设置 

DTU952具备单卡和双卡两种拨号模式。使用单卡情况下，默认自动识别有卡的卡槽。 

启用双卡模式需要设置相关参数。在下方界面勾选“显示高级选项>>启用双SIM卡”， 

选择主卡，保存。 

专网拨号设置，需在“拨号参数集”设置专网参数，并在相应SIM选择对应的序号。

如图5-3-2所示。 
 



17  

 
 

图5-3-2 拨号接口高级选项 

 

5.3.3. 验证网关拨号状态 
 

单击导航树中的“网络>>拨号接口”菜单，进入“状态”界面。在该界

面下即可查看拨号状态及获得的 IP 地址，如图 5-3-2 所示。 

 
 

图5-3-3 网络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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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证书管理 

6.1. 证书请求 

单击导航树中的“VPV>>证书管理”菜单，进入“证书请求”界面，如图6-1。 

 
图6-1 证书请求 

 

以南网申请证书举例：  

证书名：区局第一字母_YHT+设备序列号。

公钥加密算法：SM2 

证书格式：PEM

后缀名：csr 

先点“应用并保存”，然后再点“导出证书请求”。随后浏览器会下载一

个.csr证书文件，找到发给局方签发即可。 

 

 

 
 

 

先点“应用并保存”，然后再点“导出证书请求”。 

 

6.2. 证书导入 

单击导航树中的“VPV>>证书管理”菜单，进入“证书导入”界面，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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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先点“浏览”，找到局方回签的.ZIP 文件，点“导入证书ZIP压缩包”，

成功后会看到证书信息（如广州局的证书为CN=GZGDJPW）。 

 
 

图6-2 证书导入 
 

 

7. IPsec配置 

7.1. 隧道配置 

单击导航树中的“VPV>>IPsec”菜单，进入“IPsec配置”界面，如图7-1。 

勾选“启动”，配置“IKEv1”和“IPsec”策略。 填完后先点“新增”再“应

用”并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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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1 隧道配置界面 

隧道配置同样以广州局的IPsec举例： 

勾选“启用”，标识输入1，点新增。名称输入1，点新增。应用并

保存。IPSEC 隧道配置点新增如下图所示： 

 
 

对端地址：172.17.194.5 

接口名称：

cellular IKE 策 



21  

略 ：1 IPsec 策

略：1 

认证方式：数字信封 

本地子网：填对应SIM卡的IP，后面填255.255.255.255 

对端子网：172.17.192.0，后面填 255.255.255.0 

IPsec 协商标准：标准RFC 

最后点应用并保存 

 
 
 

 
 

 

有“新增”的配置都先点“新增”，然后再点“应用并保存”。 

 
 

7.2. 检验隧道 

7.2.1. IPsec 状态 

登陆 Web 页面，单击导航树中的“VPN”>>“IPsec”菜单，查看

“状态”。如图7-2所示。配置成功，则状态为：“已连接”。如

图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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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1 IPsec状态 
 

 

 

7.2.2. Tunnel状态 
 

也可以通过查看“状态”，Tunnel状态和IPsec SA状态的具体内容，也可以判断

加密隧道是否建立成功。如图 7-2-2。 

 
图7-2-2 Tunnel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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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DTU配置 

8.1. 串口设置 

登陆Web页面，单击导航树中的“工业接口”>>“DTU”菜单，进入

“串口设置”界面。如图8-1所示。可以进行串口参数设置。 

 
图8-1 串口设置 

 

8.2. 传输配置 
 

登陆Web页面，单击导航树中的“工业接口”>>“DTU”菜单，进入“DTU1”界面。如

图8-（1）所示。可以进行串口1的设置。 

 
 

图8-2（1） 串口1传输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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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陆Web页面，单击导航树中的“工业接口”>>“DTU”菜单，进入 “DTU2”界面。如

图8-2（2）所示。可以进行串口2的设置。 

 
图 8-2（2） 串口2传输设置 

8.3. 举例：透明传输（串口101协议） 
 

图 8-3 串口透明传输 
 

8.4. DTU状态 

8.4.1. 连接状态 
 

在DTU的状态里可以看到是否连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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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4-1 DTU连接状态 

8.4.2. 查看报文 

可以查看主站与终端的通信报文 

 

图8-4-2 DTU数据 

 

9. 防火墙设置 

9.1. 网络地址转换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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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 网络地址转换NAT 

 

举例：网口104协议 

如需接入广州局动作：DNAT 

源网络：outside 

传输类型：INTERFACE PORT TO IP PORT 

传输协议：TCP 

匹配接口：cellular 1 

匹配端口：填入主站给的104协议端口号转成的 IP 地址:填入终端的 IP 地址 

转成的端口：填入终端用于104协议通信的端口 

 

 

图9-2 举例 

 



27  

10. 网管设置 
单击导航树中的“服务>>南网网管服务”菜单，如图10所示。 

以广州局为例，配置如下：服务--南网网管设置 

服务服务器：172.31.50.58 

服务器端口：5577 

心跳时间：默认10分钟 

 

图10 南网网管设置 

 

11. 快速使用指导 
11.1. 恢复出厂设置 

登陆Web页面，单击导航树中的“管理>>配置管理”菜单，进入“配置管理”界

面。如图6-1所示。单击<恢复出厂设置>按钮，确定恢复出厂后，重启系统，恢复出厂

成功。 

 
图11-1 配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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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导入/导出配置 

登陆Web页面，单击导航树中的“管理>>配置管理”菜单，进入“配置管理”界面。

如图 6-2 所示。 

 

 

图11-2 配置管理 
 

� 单击<浏览>选择密钥文件，然后单击<导入 安全密钥>按钮。导入密钥

文件后，重启系统（管理>>重启系统）即可生效。 

� 单击<浏览>选择密钥文件，然后单击<备份 安全密钥>按钮。可以导出

密钥文件进行备份。 

� 单击<浏览>选择配置文件，然后单击<导入>按钮。导入配置文件后，

重启系统（管理>>重启系统）即可生效。 

� 单击<备份 running-config>，导出目前正在应用的配置参数文件，保

存。导出的文件为.cnf格式，默认文件名为running-config.cnf。 

� 单击<备份 startup-config >，即可备份设备开启时的配置参数文件。

导出的文件为.cnf格式，默认文件名为startup-config.cnf。 

 

11.3. 日志与诊断记录 
 

登陆Web页面，单击导航树中的“管理>>系统日志”菜单，进入“系统

日志”界面。如图 6-3 所示。单击对应按钮即可完成日志与诊断记录的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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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3 系统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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