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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way 4G 系列 DTU 收发短信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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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Comway 4G 系列 DTU 支持多种方式收发短信 

 
多种方式收发短信示意图 

 
 

1. 通过串口连接 DTU 发送短信 
 需设置 DTU 的串口参数和连接电脑的串口参数一致。 
 

在通过串口收发短信时，需要将 DTU 的串口设置为 AT 指令模式下（被动单次模式），

才能正确响应 AT 指令，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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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过网口连接 DTU 发送短信 
 电脑/PLC/单片机等设备通过网线与 DTU 连接，且所连接设备的 IP 与 DTU 的 IP 为同

一网段，设备作为 Tcp Client 端连接 DTU ，通过 DTU 网口 IP+65500 端口建立 socket 连接，

同样使用 AT 指令发送短信。 
 

示例：如 DTU IP 为 192.168.1.251（DTU 出厂缺省 LAN 的 ip），电脑通过 TCP 助手连

接 DTU 发送短信，注意 AT 指令的结尾添加回车符作为结束符，如下图： 

 
 

注：4G 系列产品仅支持 AT+SMS 扩展 AT 指令发送短信，不支持 PDU、TXT 等其他方式

发送短信。 
 

同样以上述连接方式，连接 65501 端口即可接收短信。 
 

当用户希望 DTU 只执行 AT 指令，不接入 INTERNET（避免无谓消耗流量或屏蔽上网

功能）。可以通过 AT 指令设置如下工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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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DAILMD=2 
 设置模块的工作模式 
 0：正常工作模式 
 2：短信工作模式，禁止建立数据连接，模块只能收发短信和内网连接。 
 

 
3. 通过 VPN 方式远程收发短信 
云服务器没有实际网口和串口，可以在云服务器安装 vpn 客户端软件，通过 vpn 网络连

接 DTU，同样按前述 socket 通信方式实现收发短信。 
4. 通过 HTTP 方式接收短信 
DTU 插入 sim 卡，设置 HTTP 协议转发的服务器地址和端口，加载定制动态程序，即

可实现自动将接收到的短信转发到云服务器的功能，中文短信内容同样是 GBK 编码。 
 

二、 发送短信的 AT 指令 
以下指令在发送时，需加回车（16 进制的 0D）作为指令的结束符。 

 
发送短信指令 
AT+SMS=13801088888 test 
第一个参数为接收短信的号码，第二个参数为信息内容，中间用空格隔开。 
 
如果信息内容包含空格，需要用英文引号""括起短信内容，示例如下： 
AT+SMS=13801088888  "test a new sms" 
每条指令当中的短信内容最大长度为 500 个汉字，如下图所示 

 



    

 4 / 5 
 

在 windows 中文系统中编辑发送短信指令，可以直接输入汉字作为短信内容，

windows 自动将汉字按 GBK 编码转换，示例如下： 
AT+SMS=13801088888  北京天同创新 
或者：AT+SMS=13801088888  "天同创新 发送的短信" 
 
短信内容如包含汉字或者以中文方式输入的符号时（如+，等），均需转换为 GBK

编码后再发送给 DTU，DTU 只识别 GBK 编码的汉字内容，否则接收的短信内容会出现

乱码。 
 

此 AT 指令正确发送后，DTU 返回 ok，说明指令无误，并保存在发送短信的队列中

等待发送。 
下图为以上指令手机端收到的测试短信 

 
 

三、 设置短信的输出方式： 
AT+MSOT=0 不输出接收短信内容 

 

 
AT+MSOT=1 输出接收的短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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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出格式为： 
     +MSOT: 发送者手机号, 时间标签, 短信内容 
 

 

四、 DTU 串口在数据通信状态下发送短信的操作过程： 
首先下位机向DTU发出强制串口从数据通信模式切换到AT指令模式的指令 ：+++  

 
此指令后面不能添加回车换行符而且前后必须空闲 2 秒种，每个+之间时间间隔小于 50

毫秒。 
 
如果 DTU 的串口原来处于数据通信模式，成功切换到 at 指令模式，则 DTU 返回 ok。 
如果 DTU 的串口原来处于 at 指令模式状态，收到此指令，DTU 返回+++。 
 
DTU 的串口切换到 AT 指令模式后，即可响应 AT 指令。此时下位机可以向 DTU 发出

如前的 AT 指令：AT+SMS=13801088888 test 即可发出短信。 
 

短信发送完成后，下位机可以向DTU发出AT指令：AT+GPRS ，恢复4G连接。 

 

通过网口或VPN的方式收发短信无需考虑上述的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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