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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感谢您使用成都众山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 ZSD2110 DTU产品。 

使用前请务必仔细阅读此用户手册，以了解其完整强大的功能和简洁的操作方法。 

 

本设备主要用于GSM/GPRS/CDMA/WCDMA/LTE 无线数据通信，请用户按照手册中的技术规

格和性能参数进行使用，同时注意使用移动产品特别是 GSM/GPRS/CDMA/WCDMA/LTE 产品

应该关注的一般安全事项(参见附录A)，本公司不承担由于用户不正常操作或不恰当使用造成的

任何财产或者人身伤害责任。 

 

在未声明之前，本公司有权根据技术发展的需要对本手册内容进行更改。 

 

版权声明 

 

本手册版权属于成都众山科技有限公司，任何人未经我公司书面同意复制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版本信息 

 

文档名称：ZSD2110 DTU 用户手册 

版本： 05.02，修改日期： 2017年8 月10 日 

 

相关文档 

 
1、《ZSDXXXX DTU Easy控件接口说明》 

2、《众山物联云 SDK二次开发接口说明》 

3、《众山物联云使用手册》 

4、《众山 DTU组网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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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GPRS概要  

 

GPRS，通用无线分组业务是一种基于 GSM系统的无线分组交换技术，提供端到端的、广

域的无线 IP连接。GPRS充分利用共享无线信道，采用 IP Over PPP实现数据终端的高速、远

程接入。作为现有 GSM网络向第三代移动通信演变的过渡技术（2.5G），GPRS在许多方面都

具有显著的优势。 

 

GPRS有下列特点： 

1、可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中国移动全国范围的电信网络--GSM，方便、快速、低

建设成本地为用户数据终端提供远程接入网络的部署； 

2、传输速率高，GPRS数据传输速度可达到 57.6Kbps，最高可达到

115Kbps—170Kbps，完全可以满足用户应用的需求，下一代 GPRS业务的速度可以达

到 384Kbit/s； 

3、接入时间短，GPRS接入等待时间短，可快速建立连接，平均为两秒； 

4、提供实时在线功能 “always online”，用户将始终处于连线和在线状态，这将使

访问服务变得非常简单、快速； 

5、按流量计费，GPRS用户只有在发送或接收数据期间才占用资源，用户可以一

直在线，按照用户接收和发送数据包的数量来收取费用，没有数据流量的传递时，用户

即使挂在网上也是不收费的。 

 

GPRS业务，具有接入迅速、永远在线、流量计费等特点，在远程突发性数据实时传输中

有不可比拟的优势，特别适合于频发小数据量的实时传输,因而GPRS业务在某些行业上有特殊

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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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ZSD2110 DTU产品综述 

 

ZSD2110 DTU是一款使用 GPRS进行无线数据传输的嵌入式终端，体积小、接口简单，用

户能方便的集成到自己的主板设备上去。支持 PPP、TCP、UDP、ICMP等众多复杂网络协议和

多 SOCKET接口标准，为用户提供全透明数据传输模式。支持自定义心跳包、注册包、数据前

导包，支持众山透传云端口，用户无需组建服务器，全面支持工业组态应用，用户无需关心复

杂的网络协议，通过全透明串口，就可以进行无线数据收发，让你的设备能够随时随地接入

Internet。 

ZSD2110 DTU支持 TCP和 UDP两种报文格式，用户可以任意进行选择。该产品已广泛应

用于远程电力监控、水文水资源监测、山洪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环保污染监测、气象数据采集、

森林防火监控、工业远程数据采集/传输等领域。不需任何布线就可以为你解决野外数据传输的

难题。只要有 GPRS网络的地方，ZSD2110 DTU就可以为你提供无线数据传输服务。 

 

1）ZSD2110 DTU产品特点  

l 自动分析处理各种情况，保持永远在线状态，提供稳定可靠的 GPRS网络透传通道 

l 掌握关键核心技术，采用众山特有的外置 TCP\IP协议栈软件， 独有的窗口机制使得数据

透传通道更加稳定、高效 

l 提供永远在线、空闲时关闭模块、空闲时待机等多种网络在线模式 

l 支持主备双数据中心，主数据中心出现故障可以自动切换到对应的备用中心 

l 支持 TCP Client、UDP Master模式和基于众山封装的 TCP-ZSD、UDP-ZSD模式 

l 使用众山的 SDK，上位机开发更简单，不会 TCP编程也能快速建立自己的中心 

l 支持本地、远程参数配置和远程固件升级 

l 支持自定义注册包、心跳包、数据包前导包，方便用户确认数据 

l 全面支持工业组态应用、OPC Server、支持虚拟串口 

l 全面支持众山物联云，用户无需自建服务器 

l 支持手机 web实时查看设备运行状态 

l 提供 TTL串口通信，波特率从 300bps到 115200bps可选，开始位/停止位/奇偶校验可选 

l 产品体积小，56mm×45mm×13mm,更加适合嵌入式系统集成 

l 提供 SIM卡接口，用户可自行设计放置 SIM卡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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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ZSD2110 DTU主要技术参数 

特征 描述 

电源供电 DC3.6V~7V,支持锂电池直接供电 

电源功耗 
最大峰值工作电流：  ≤1A（和网络质量有关） 

空闲待机时工作电流：≤30mA 

频段/网络 EGSM900、DCS1800、PCS1900,兼容 GSM Phase 2/2+ 

GPRS连接 

GPRS Class B 

编码方案：CS1 – CS4 

数据下行速率： max. 85.6 kbps  

数据上行速率： max. 21.4 kbps  

SIM卡接口 支持 SIM卡: 3V/1.8V 

天线接口 ５０Ω IPX标准接头 

串行数据接口 
3.3V TTL电平，兼容 5V；速率：300-115200bps； 

流控：无； 数据位：8；奇偶校验：无；停止位：1位 

温度范围 
工作环境温度 -25°C to +80°C 

储存温度 -40°C ~+80ºC 

湿度范围 相对湿度 95%  (无凝结) 

物理特性 尺寸：长：56+15mm  宽：45mm  高：1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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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ZSD2110机械尺寸 

 

 

4）ZSD2110 DTU外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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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指示灯说明： 

 

SYS－设备运行指示，系统灯闪烁表示 DTU设备正在运行，其闪烁频率表示 DTU设

备处于何种工作模式，参见本手册 DTU工作模式说明部分。 

NET－无线网络指示，用来指示 DTU设备登录无线网络的情况。 

PWR－电源指示灯，在电源供电正常的情况下，电源灯亮。 

 

SIM卡座：ZSD2110提供标准翻盖式 SIM卡座。 

天线接口：ZSD2110提供 IPX天线接口，用户使用 IPX转 SMA转接线后接上天线。 

 
注：请勿带电安装天线和 SIM卡。 

 

 

 

 

5）ZSD2110 DTU物品清单 

 

ZSD2110 DTU包括下列组成部分：  

 

物品名称 数量 
ZSD2110 DTU １个 

GSM天线转接线 1根 

GSM天线（选配） 1根 

 

请在开箱后及时清点物品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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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ZSD2110 DTU 硬件开发指南 

 
ZSD2110 DTU用户接口 

 
 
ZSD2110 DTU主排针管脚定义(我公司可提供 ZSD2110 pcb封装（PTOREL/DXP/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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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参考设计 

 
 1）电源 

DTU的供电范围为3.6V~7V,最大峰值电流可达2A&5V,所以在设计DTU供电电路时，建

议采用DCDC开关电源方案,常用的DCDC芯片有LM2596-5V、MP2303D等， 

如果是锂电池供电系统，可以直接电池供电 

 
2）串口 

ZSD2110提供一路TTL电平接口与用户的主机连接，TTL电平电压为3.3V, 

如果客户的TTL电平是5V，只需客户主机的RXD需要做简单处理，就可实现兼容 

参考设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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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IM卡部分: 

1. 模块上自带翻盖式 SIM卡座,用户可以直接使用,此时,用户排针接口上的 SIM卡接口需悬空。 

2. 用户也可自己外接 SIM卡座,推荐电路如下： 

 

 

4）复位电路: 

      ZSD2110提供一个复位管脚供用户使用，将该管脚拉低，DTU复位重启 

  复位电路，建议客户采用 OC电路设计： 

   

http://www.zstel.com
mailto:sales@zstel.com


 成都众山科技有限公司                                       ZSD2110嵌入式DTU用户手册 

成都众山科技有限公司                        网站：http://www.zstel.com     电话：028-85583895       
地址：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天府三街 69号 Email：sales@zstel.com        传真：028-85583895    第 12页 
 

 

四、ZSD2110 DTU使用指南 

   ZSD2110 DTU默认通过众山物联云端口传输数据，用户无需自建服务器，不用关心公网IP地址和端口

映射，只要能上网就能通信，具体使用方法请参考《众山物联云使用手册》 ；如需自建服务器通信（传

统DTU方式），请将云DTU开关设为关闭，然后继续按以下方法操作。 

ZSD2110 DTU是嵌入式设备，需要用户参考上面的硬件手册自行设计用户电路板，然后插入嵌入式

DTU使用，用户初次使用ZSD2110可以购买嵌入式DTU DEMO板，DEMO板提供TTL电平转RS232/485接

口、电源电路等，使用前请先插入SIM卡，拧紧天线，用串口线连接用户计算机和众山DTU DEMO板，

如果您的计算机没有DB9串口，请购买使用USB转串口转换器链接，如下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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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ZSD2110 DTU 参数配置说明 

用户在使用ZSD2110 DTU之前，可根据实际情况先对ZSD2110 DTU的参数进行配置。 

操作过程如下： 

（1）DTU上电，DTU的工作指示灯闪烁，表示 DTU已经开始工作。 

（2）启动 “DTU设置”软件，该软件由电脑串口参数区、DTU参数名称区、参数设置区、参数描述

区、信息提示窗口、参数读取及设置按钮组成。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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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DTU 设置程序可以实现 DTU 参数的读取和设置，并且可以对 DTU 的工作状态进行测试。              

软件有“参数设置”、“透明传输测试”、“控制模式测试”三个页面，点击某个页面即可进入相应功能界面，

DTU设置程序会自动向 DTU发送各种工作模式切换命令，以便于 DTU能够配合该软件进行相应的操作

和测试。 

 

DTU设置程序通过出厂配备的串口线与 DTU进行通信，从而完成各种操作。应在 DTU设置程序里面选

择正确的串口波特率，以使计算机串口与 DTU 工作在相同的波特率，ZSD2110 DTU出厂时的默认波特

率为 9600。 

 

请确定当前所用串口的串口号，修改串口号，并保持串口波特率一致，确认后点击“打开串口”。 

 

 

 

     串口打开成功后在软件的最下方边沿会显示串口打开成功。 

 

 

 

（3）DTU参数的读取   

在“DTU参数设置”页中，点击右上角的“读取”按钮，即可显示出DTU内部所有参数值，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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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TU参数的设置 

    双击要修改的参数值，直接输入或修改相应的参数值，点击右上角的“设置”按钮即可完成参数的设置。

要使新参数生效，必须复位DTU或者给DTU重新上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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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设置成功后，在下面的信息窗口中会有提示： 

 

 

 

 

 

 

（5）恢复DTU出厂默认设置 

    点击“恢复出厂默认设置”，可以使DTU恢复出厂时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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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ZSD2110 DTU参数描述： 

 

  1）众山物联云参数 

 

l 云开关 

            此参数为众山物联云的选择开关，开启后DTU直接通过众山物联云交换数据，具体使用方

法请参考《众山物联云使用手册》，默认为开，如需自建数据服务器，请设置为关。 

l 云ID 

        DTU登录云平台的身份ID，出厂唯一编码，用户不可修改 

l 云密码 

        此参数为使用物联云透传数据时的鉴权密码，相当于手机蓝牙连接时的配对密码 

    使用物联云客户端接收DTU数据，客户端处输入的密码必须和此处设置的密码一致，才能实现

数据透传，出厂默认为000000，用户可自由设置。 

 

2）常规 DTU登录参数 

 

l DTU身份识别ID 

此参数为DTU登录数据中心的身份证明，只有数据采集中心登记过的ID才允许登录，且应

当保证在同一个数据中心中的DTU身份识别ID不重复，参数为8位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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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数据中心登录密码 

此参数为登录数据中心的密码，数据中心对比密码一致才允许登录，参数为6位字符。 

l 网络通讯协议 

有TCP-ZSD、UDP-ZSD、TCP Client、UDP Master等四种。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选择适合自己

的通讯方式。UDP速度稍快，但是可能出现丢包、包次序错乱等。TCP速度稍慢，但是能保证数

据的正确性；其中后缀为ZSD的是众山专有协议，众山提供的OCX控件及物联云均采用此协议。 

 

3）自建中心参数 

 

 

l 主数据中心IP地址或域名 

此参数为DTU所登录的主数据中心的外网IP地址或域名，关于DTU组网，请参考文档《DTU

组网简介》。 

l 主数据中心侦听端口号 

此参数为主数据中心的侦听端口号，建议设置为大于1024的值。此端口号必须与数据中心

中的侦听端口号一致。 

l 备用数据中心IP地址或域名 

此参数为DTU所登录的备用数据中心的外网IP地址或域名，关于DTU组网，请参考文档

《DTU组网简介》。 

l 备用数据中心侦听端口号 

此参数为备用数据中心的侦听端口号，建议设置为大于1024的值。此端口号必须与数据中

心中的侦听端口号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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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串口通信参数 

 

 

l 串口波特率、串口通信选项、串口留控   

此参数为DTU串口通信的波特率，应当与用户设备串口相同。注意：串口通信参数设置完成后，

需要复位DTU或者给DTU重新上电后，DTU的串口参数设置才会生效。并且此时也需要修改DTU

设置程序程序中的计算机串口与DTU串口通信参数相同才能进行以后的操作。 

 

5）高级参数 

 

 

l APN名称 

设置网络接入点名称，如果用户申请了专用APN，则设为专用APN名称。否则，DTU应该保留为

目前移动网络的默认接入点名称“CMNET”。 

l APN访问用户名 

访问用户名，根据当地营运商确定此参数，DTU默认为“W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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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APN访问密码 

访问密码，根据当地营运商确定此参数，DTU默认为“WAP”。 

l 登录包发送内容 

       此参数为用户自定义内容，用以身份识别，仅用于TCP Client模式。 

l 数据包前缀内容 

       此参数为用户自定义内容，用以身份识别，仅用于TCP Client模式 

l 心跳模式 

       此参数有三个选项：无心跳包，有心跳包中心无应答，有心跳包中心有应答，仅用于TCP Client

和UDP Master模式。 

l 心跳包发送内容 

       此参数为用户自定义心跳包，用以维持通信链路，仅用于TCP Client和UDP Master模式。 

l 心跳包接收内容 

       此参数为用户自定义心跳包，用以维持通信链路，仅用于TCP Client和UDP Master模式。 

l 心跳包时间间隔 

心跳包是为了保持DTU设备长时间在网，并且没有应用层数据传输时，DTU保持网络连接

有效的一种数据包，心跳时间间隔应当根据当地移动网络情况设置, 一般为几分钟。心跳包也是

DTU与中心连接的一个保活计时器，DTU可以随时探测数据中心是否在线，数据中心出现故障，

DTU能够自动重连。所以建议用户最好设置适当的心跳时间，默认参数为30S。 

l 主DNS IP地址 

这里应当填写当地DNS服务器的IP地址。如果数据中心采用固定IP模式，不需要域名解析功

能，可以不设置此参数。DTU出厂时的默认DNS为：61.139.2.69 

l 副DNS IP地址 

此参数为备用DNS服务器的IP地址,默认参数为202.98.96.68 

l 自动获得DNS允许 

     此参数为一开关选项，开启后将优先使用PPP拨号获得的DNS地址，默认开启。 

 

http://www.zstel.com
mailto:sales@zstel.com


 成都众山科技有限公司                                       ZSD2110嵌入式DTU用户手册 

成都众山科技有限公司                        网站：http://www.zstel.com     电话：028-85583895       
地址：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天府三街 69号 Email：sales@zstel.com        传真：028-85583895    第 21页 
 

 

  3、数据传输测试 

 

数据传输测试前请设置以下参数并复位或重新上电。 

启动DTU设置程序，将DTU的参数进行如下设置： 

a) 云开关                    =  关闭 

b) DTU ID                   =  zsgprs01 

c) DTU登录密码              =  123456 

d) 主数据中心1IP地址或域名  =  当前计算机在Internet上的真实IP地址 

e) 主数据中心侦听端口号     = 65000 

f) 通信协议                 =  TCP-ZSD 

        注：以上参数仅是为了配合DTU数据中心测试软件而设置的。 

设置完成后，点击复位菜单，对DTU进行复位。点击运行“DTU数据中心软件”，在系统中设置

正确的端口号并启动服务。 

注：数据中心平台上网通过路由器的，请在路由器上设置端口映射，具体请咨询网管 

 

 

待DTU登录到数据中心后，点击设置程序界面“透明传输测试”进入透明模式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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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TU接收数据测试 

在数据采集中心的文本框中输入文本字符（如果要输入十六进制字符串，则在“DTU管理”菜单中选

中“HEX格式显示” 可以十六进制方式输入字符串），选择数据重复发送次数（默认为1次），选中需要

接收数据的DTU，点击“发送数据”，即可把数据发送到相应的DTU。 

 

 

http://www.zstel.com
mailto:sales@zstel.com


 成都众山科技有限公司                                       ZSD2110嵌入式DTU用户手册 

成都众山科技有限公司                        网站：http://www.zstel.com     电话：028-85583895       
地址：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天府三街 69号 Email：sales@zstel.com        传真：028-85583895    第 23页 
 

 

 

 

 

    正常情况下，几秒之内DTU就能接收到数据中心下发的数据，用户可以在设置程序对话显示框中查

看接收到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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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TU发送数据测试 

在文字输入窗口中输入文本字符串（如果要输入十六进制字符串，则选中“显示十六进制值”复选框可

以十六进制方式输入字符串），选择重复发送次数，点击“发送数据”按钮即可把输入的数据发送到数据中

心。通过DTU设置程序程序与数据采集中心中的收发字节数统计可测试发送数据与接收数据是否一致。 

 

正常情况下，几秒之内数据中心就能接收到DTU上发的数据，用户可以在数据中心信息显示框中查

看接收到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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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据采集中心和DTU设置程序中均提供了收发字节总数的统计显示，通过对比统计结果，可以知

道数据采集中心和DTU之间的通信是否完全正确。 

 

注：发送次数不能设置得过大，以避免导致DTU串口数据缓冲区溢出，否则会丢失数据。 ZSD2110 的

用户接口缓冲区为每个缓冲区1024Byte，总共4个缓冲区。但是如果用户的数据包较小，一个数据包不足

1024Byte，DTU也要使用此全部缓冲区。所以如果每个用户数据包大小为1024Byte，则最大可缓冲4Kbyte 

数据，如果每个用户数据包只有1个字节，则最大就只能缓冲4Byte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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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TU状态查询 

 

     为了方便用户了解DTU的当前工作状态，熟悉DTU的工作原理和流程，特别在设置软件上设计了

DTU状态查询功能。 

DTU状态查询 

此命令用于查询DTU的工作状态，具体工作状态如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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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0，掉电状态： GSM引擎完全关闭，不能收发任何数据，相当于DTU关机，但是DTU可以响应

用户机的命令 

 

DTU状态=1，未注册状态：此状态为过渡状态，GSM引擎开始工作时需要查找GSM网络，然后进入

待机状态 

 

DTU状态=2，待机状态：  GSM在线，没有拨入2G/3G/4G网络 

 

DTU状态=3，PPP拨号状态：进入2G/3G/4G状态的过渡状态 

 

DTU状态=4，在线状态，未登录到数据中心：DTU已经拨入2G/3G/4G网络，但是还没有找到可用的

数据采集中心，此时DTU会不断尝试登录到数据中心 

 

DTU状态=5，在线状态，已登录到数据中心：DTU已经拨入2G/3G/4G网络，已经登录到数据中心，

此时DTU可以与数据中心双 向收发数据 

 

 

 

 

 

 

5、远程参数配置 

 

         为了方便用户使用，降低运维成本，众山 DTU产品均支持数据中心远程配置/修改参数，操作

如下：先让 DTU设备登录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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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上方下拉菜单“DTU管理（D）”、然后点击“DTU远程配置（Y）”出现如下远程参数配置界

面，参数配置方法同本地参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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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数据采集中心二次开发说明 

 

    ZSD2110 DTU自动拨入GPRS网络，并自动与中心建立数据连接通道，串口端对于用户机完全透明，

可以看作用户机的串口直接与数据采集中心之间进行连接，用户机串口上收发的是用户自己定义的原始

数据。 

     

我们提供了数据中心在 

  物联云模式下的二次开发包：众山物联云SDK二次开发接口 

传统DTU模式下的二次开发包：ZSDXXXX DTU Easy ActiveX控件。 

它具备以下特点： 

 

l 二次开发接口实现了 2G/3G/4G DTU在透明传输模式及用户控制模式下，数据采集中心应当

具备的底层数据通信功能和设备管理功能。它是 Windows 下的标准 ActiveX 控件，适用于

Windows平台下多种开发工具集成，以进行透明传输模式数据采集中心的开发。 

l 二次开发接口提供的所有接口均为异步操作方式，容器程序调用函数后立即返回。 

l 二次开发接口内部包含一个DTU设备对列，控件自动维护和更新DTU设备列表中各DTU设备

的状态信息。基于DTU的数据收发操作，必须基于DTU设备列表中存在的，并处于在线状态

的DTU来进行。 

 

    详细接口资料请参考《ZSDXXXX DTU Easy控件接口说明》、《众山物联云SDK二次开发接口说明》 

        

注：在我公司产品控件发布目录下的提供有 VB,VC,Delphi,Cbuilder,C#五种编程开发环境下的数据采集中

心例程源代码，可供开发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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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GSM/GPRS/WCDMA/LTE等无线设备安全使用说明 

 

必须在使用GSM/GPRS/WCDMA/LTE无线产品时注意下面的安全事项： 

 

1）在医院或者其他敏感的场所，请观察是否有限制使用无线通信设备的标语。如果有这样的限制，请不

要使用GSM/GPRS/WCDMA/LTE无线设备。心脏起博器、助听设备及某些医疗设备在

GSM/GPRS/WCDMA/LTE无线设备距离太近时可能会收到干扰。如果不能确认是否存在潜在的危险，请

与这些医疗设备厂家联系，确认其设备是否具备必要的屏蔽保护措施。 

 

2）在飞机的飞行及启降过程中均不能使用GSM/GPRS/WCDMA/LTE设备。GSM/GPRS/WCDMA/LTE设备

发射的电磁波可能对飞机上的仪器或设备产生干扰。 

 

3）在加气站、加油站或其他有易燃易爆物品的场合中不能使用GSM/GPRS/WCDMA/LTE设备。电子设备

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细微电火花可能会导致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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