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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产品概述

1.1 概述

感谢您选购本公司短信传输模块！

2106A 短信传输模块,是一款物联网数据短信通讯产品。基于 SMS 短信网络（移动、

联通）与我公司提供的远程监控系统建立短信数据收发桥梁，使监控系统软件可以通过短

信方式向用户推送报警信息和提示信息。使客户能及时了解到现场设备的使用情况。

1.2 特点

采用 32 位 MCU 嵌入式处理器，实现稳定数据交互。

SMS 短信通讯网络（移动、联通）。

与我公司提供的远程数据监控软件结合使用，可快速搭建远程短信报警系统。

内嵌看门狗、不死机，掉线自动恢复。

品质、性能稳定可靠，性价比高。

1.3 开箱及安装准备

为了安全运输，产品通常需要合理的包装，当您开箱时请保管好包装材料，以便日后

需要转运时使用。

1.3.1 包装内包括下列部分

 2106A 短信传输模块 1台（数量根据用户订货情况包装）

 3 米吸盘天线 1条（数量根据用户订货情况包装）

使用说明书及设参软件 1份（只提供电子版)

产品合格证 1份

开箱后请清点物品数量，具体数量与用户订货合同一致，若发现破损、丢失、配件

不符，请及时与厂家联系。

1.3.2 选购附件

测试电源: 交流 220V 转直流 +12VDC 适配器。

数 据 线: USB 接口转换 RS485 数据线。



1.3.3 现场安装需要条件

序号 内容 备注

1 模块电源 根据模块实际供电方式

2 过压、过流、防雷保护装置 多雷地区需重点配置

3 SIM 卡 用于联网

4 线缆保护管及连接软管 根据现场使用环境来选

5 保护箱/柜 环境有需求时需配置

第二章 技术指标

2.1 产品外观

2.2 产品型号

型号 通讯方式 说明

2106A 移动、联通短信服务 单串口

①

②

③

④



2.2.1 结构定义及说明

2.2.2 指示灯说明：

名称 描述

NET（网络状态) NET 指示灯常亮：注册网络

LINK（联网灯）
LINK 指示灯常灭：未与中心建立连接

LINK 指示灯秒闪：已经与中心系统建立连接

DATA（数据灯）
DATA 指示灯秒闪：正在与中心系统建立连接

DATA 指示灯快闪：模块正进行数据收发传输

2.3 技术参数

网络制式： 短信网络制式，支持移动、联通。

串口配置： 1路RS485。

波 特 率： 1200、2400、4800、9600、19200、38400 bits/s可选。

供电电源： 9V~30V DC。

平均电流： < 70mA/12V DC。

工作环境： 温度：-30℃～75℃；湿度：<95%（无凝结）

安装方式： 固定孔安装 或 卡轨式安装

外形尺寸： 98mm×90mm(含安装孔)×24mm

序号 名称 描述

1 天线 天线与远传模块的接口，应保证接触良好、螺母锁紧

2 SIM 卡槽 SIM 卡插拔时请提前断电

3 指示灯 详见 2.2.2

4 接线端子 详见 3.4.1



第三章 模块安装与维护

3.1 模块外形尺寸

3.2 物联网卡与天线安装

注意：切勿在接通电源后安装 SIM 卡，否则将造成 DTU 模块的损坏。

3.3 安装注意事项

电线、电缆保护管，要注意防水。

模块在多雷地区使用时，在模块的进出线端需安装专用的防雷装置。

模块在特别炎热、寒冷的地方使用，即周围环境温度有可能超出或低于模块正常使

用环境温度时，需对本模块加设防高、低温装置，防止模块提前老化，影响正常

使用。

图 1、固定孔方式安装 图 2、卡轨方式安装

在天线接口处拧

紧吸盘天线。

在卡托上放入

SIM卡，并把卡

托插入卡座。

按下黄色按

钮，取出 SIM

卡卡托。



3.4 模块接线

3.4.1 接线端子说明

端子名称 描述

VCC
电源输入 9-30V DC

GND

DI1 保留

DI2 保留

DO1 保留

AI1 保留

AI2 保留

GND

RS485 通讯端子A+

B-

短信传输模块正确安装方可达到设计的功能，通常模块的安装要有电气连接常识的人

员进行。

如遇到不理解的内容时，请及时与客户服务中心取得联系，在专业工程师指导下安装。

VCC\GND 供电电源

A+\B-
RS485 串口



第四章 参数设置方法

4.1 参数设置

4.1.1 安装 USB 驱动（如果已经安装有串口驱动可略过此步骤）

 在设参软件文件包里找到[CH341SER 串口驱动]文件，请根据自己的操作系统类型

选择对应的驱动。

 驱动安装好后在电脑 USB 口插入 USB 接口转 RS485 数据线，并在电脑的设备管理

器中查看端口号，如下图所示：

4.1.2 打开串口设参软件

 在设参软件文件包里找到[串口设参软件]文件夹，进入文件夹点击图标。

注：本设参软件无需安装，压缩包解压到计算机中，便可以直接使用。

 选择好对应的端口号后，单击打开按钮，旁边红灯亮起。



 RS485 数据线接入数据传输模块的 RA/RB 端子，然后数据传输模块上电。

 模块通电，设参软件提示设备版本信息，表示设参软件已找到模块，可进行参数

设置。

4.2 用设参软件设置参数

4.2.1 设参软件界面

接 USB 转 RS485 转换器

选择端口号

按下按钮

红灯亮起表示串口已打开

模块版本信息

模块所需
参数设置
位置



4.2.2 设置串口参数

注意：通讯口 1对应端子号 RA\RB。

4.2.3 参数信息写入完毕

参数信息写入完毕后，给模块重新上电，模块自动进入工作模式。

第五章 故障分析与排除

序号 故障现象 可能出现的原因 处理措施

1
上电后显示屏

不亮
 供电错误  检查供电线路和电压是否正常

2
LINK 灯没有

常亮
 网络没有连接

 检查 SIM 卡

 检查卡流量余额

 检测现场手机信号

 检查天线

3
串口收发数据

错误

 通讯速率不正确

 通讯线接反

 检查参数设置中的串口波特率

 校验位，数据位，停止位等设置

 检查接线

4 无上报短信

 接线错误

 网络通讯不正常

 网络信号强度不够

 检查接线端子

 检查网络通讯部分

 检查外接天线

5 其它故障  原因不明  请与厂家联系

与现场仪表波特率一致



第六章 售后说明

本产品，从最初购买的交付之日起，如果存在产品质量问题，保修期限为十八个月。

本保修仅提供给原购人而不可转让。

本保修不适用于任何因误用、疏忽、事故或异常操作条件下引起损坏的产品。

保修期内，由于以下情况导致产品无法使用的，需收一定费用。产品修复后，可再免

费保修半年。

产品或其部件已超出免费保修期。

因使用环境不符合产品使用要求而导致的硬件故障。

因不良的电源环境或异物进入模块所引起的故障或损坏。

由于未按使用操作手册上所写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进行操作而造成的故障及损失。

由于不可抵抗力如：雷电、水火灾等自然因素而造成的故障及损失。

擅自拆机修理或越权改装或滥用造成的故障或损失。

维修周期

自收到产品之日起五个工作日。

请务必将产品寄回时附带产品故障说明，帮助工程师尽快修复。

请准确填写电话、通讯地址及联系人，以便维修品返还。

产品以快件方式送回（不附保险），若需其他方式，请提前说明，并支付相关费用。

限制说明

请用户妥善保存保修卡作为保修凭证，遗失不补。

本保修卡解释权限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有权对本卡内容进行修改，恕不事先通知。

使用和运输过程中请勿强烈摇晃或碰撞模块。运输期间建议使用原配包装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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