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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感谢您使用深圳市金鸽科技有限公司的 S26x 系列 GSM/SMS/GPRS/3G/4G 温湿度数据采集报警控制器，

阅读本产品说明书能让您快速掌握本产品的功能和使用方法。 

 

【版权声明】 
本说明书所有权归深圳市金鸽科技有限公司所有。未经本公司之书面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以任何

形式复制、传播和转载本手册之任何部分，否则一切后果违者自负。 

 

【免责声明】 
由于运营商升级网络造成设备无法继续使用的，本公司不能提供免费的升级服务。由于特殊原因造成运

营商网络服务中断时，导致设备无法正常工作，本公司不承担由此带来的后果。 

本产品主要基于 GSM/3G/4G 网络的远程报警和控制应用，请按照说明书提供的参数和技术规格使用，

同时请注意无线电产品特别是 GSM/3G/4G 产品使用时应该关注的注意事项，本公司不承担由于不正常使用

或不恰当使用本产品造成的财产或人身伤害。 

 

【文档修订记录】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说明 

2017-09-23 V1.1 1.增加 Modbus TCP 协议；2.增加自定义协议；3.支持 APP 远程控制 

2017-11-07 V2.0 1.更新设备说明；2.新配置软件操作说明；3.更新短信指令说明 

2018-04-09 V2.1 

1.Modbus TCP 改为 Modbus RTU 协议；2.新增用于 Modbus 协议相关指令和继续

拨号功能指令；3.更新配置软件 

 

 

【温馨提示】 

 

 
 

 

 

 

 

 

 

 

 

短信 APP（温湿度数据记录器）      联网 APP（IoT RTU） 

 

【设备选型表】 

型号 GSM/3G/4G 继电器输出 温湿度路数 温湿度探测器类型 历史记录 

S264 可选 2路 4 路温度＋湿度输入 AM230x 200000 

S265 可选 2路 8 路温度＋湿度输入 AM230x 200000 

S266 可选 2路 8 路温度输入 DS18B20 200000 

AM230x: 温度测量范围：-40℃ ~ +80℃，误差±0.5℃；湿度测量范围：0~100%RH，误差±3% 

DS18B20: 温度测量范围：-55℃ ~ +125℃，误差±0.5℃。 

 

为方便用户使用，本产品配备有专用的 APP 可供用户使用。请用手机扫描下面二维码或者到 Apple 

Store 中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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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品简介 

S264、S265、S266 采用工业级 GSM/GPRS/3G/4G 通信模块，稳定可靠的高性能微处理器 MCU 集成，内置

4、8 路温湿度与温度通道，广泛用于远程对工业现场、农业、仓库、养殖、机房等场所的温湿度监测报警

与自动控制的场所。用户无需亲临现场，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设置温度、湿度的高限报警和低限报警阀值，

当温度或者湿度达到设定的高低限报警阀值时，本产品会立即自动发送报警短信通知用户，同时自动执行关

闭或开启某些设备的动作。  

此外，用户通过授权号码手机发送短信指令到设备，进行远程查询、控制设备等功能。该设备还可每天

以及定点周期性上报现场温湿度、电源状态情况短信给用户。 

*典型应用场所 

智能化农业温湿度数据采集以及监控； 

智能化养殖温湿度数据采集以及监控； 

仓储以及图书馆等场合的温湿度的数据采集以及监控； 

气象台信息的数据采集以及监控； 

冷库、果蔬存储室、工业机房、变电柜等温度监控； 

其他监控点分布零散的场合。 

 

2、安全说明 
安全须知 

 

请不要在禁止使用手机的场所使用本产品 ！  

 

无线干扰 

 

本产品使用 GSM 无线网络，请注意无线干扰！  

 

 

3、装箱清单 

主机 X1， GSM/3G/4G天线 X1，USB 通信线 X1，说明书(CD) X1，电源适配器（DC12V1.5A）X1。 

    注意：清单里不包括 SIM卡。 

  
可选配件:  

AM230x 温湿度探测器，长度： 1m，5m，20m. 

DS18B20 温度探测器，长度： 1m，5m，10m，20m。 

DIN35mm Rail导轨安装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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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功能特点 
◆采用 GSM/3G/4G 网络通信，不受距离限制，任何地方都可使用； 

◆宽工作电压设计，支持 9~36VDC 供电，且带有防反接保护设计； 

◆支持 4路、或 8路 AM230x 温湿度探测器，或 8路 DS18B20 温度探测器输入； 

◆内置探测器工作电源输出，无需单独额外增加温湿度探测器的电源适配器，节省成本； 

◆2 路继电器输出，可设置为自动控制或远程通过短信控制； 

◆可设置 10 个用户号码，每个号码可设置为只接收特定的短信报警信息； 

◆支持短信、电话远程报警； 

◆支持报警记录，间隔记录，超大的内存可存储多达 20万条历史记录； 

◆支持定时自动上报、定时重启、定时自动开关设备功能； 

◆支持 USB接口通过电脑配置软件进行参数的配置、读取、历史记录的导出以及程序的升级； 

◆内置高性能大容量的可充锂电池，待机时间达到 2-3小时； 

◆支持外接电源断电报警，恢复提醒功能； 

◆可通过短信远程查询报警历史记录； 

◆模块化结构设计，GSM/3G/4G 网络升级只需更换模块即可实现网络的升级换代； 

◆采用金属外壳，抗干扰性强； 

◆体积小，L70*W88*H30mm，支持墙面安装以及 DIN35mm 工业导轨安装方式。 

 

5、技术参数 

项目 参数范围 

工作电压 
DC 12V/1.5A， 范围 9~36VDC； 

工作功耗 

待机：12V/16mA；工作最大： 12V/150mA； 

GSM/3G/4G 

GSM频率 850/900/1800/1900Mhz；（默认） 

3G 网络制式：3G WCDMA；（可选） 

4GLTE 频段: 4G LTE；（可选） 

发射功率 

Class 4 (2W) at EGSM 900 and EGSM 850 

Class 1 (1W) at GSM 1800 and GSM 1900 

数据传输 

数据下传：最大 85.6 kbps 

数据上传：最大 42.8kbps 

编码方式：CS-1, CS-2, CS-3，CS-4 

SIM 卡接口 
支持 3V SIM 卡，不支持中国电信 2G卡； 

外置天线 
SMA 天线接口, 50 欧姆； 

串行接口 
USB串行口 

支持协议 
短信， TCP/IP, Modbus RTU, 自定义协议； 

温湿度输入 

AM230x:温度测量范围：-40℃ ~ 80℃，误差±0.5℃，湿度测量范围： 0-100%RH，

误差±3%； 

DS18B20:温度测量范围：-55℃ ~ +125℃，误差±0.5℃； 

继电器输出 

2 路继电器输出，额定输出 7A/125V AC，20A/14V DC； 

电源输出 
2 路 3.3VDC 电源输出为外接设备供电； 

存储区容量 
最大可存储 20万条历史记录或报警事件； 

备用电池 
3.7V 900mAH, 待机 2-3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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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设备说明 
1）面板说明 

 

指示灯说明 

 
信号指示灯：未注册到网络时快闪，注册上网络慢闪。  

 
报警指示灯：报警时亮，否则灭。 

 
状态指示灯：布防时亮，撤防时灭。 

 
继电器指示灯：有继电器闭合时亮，否则灭。 

 

2）外接端口定义说明 

仔细看下面表中所描述的设备接口定义，确保正确接线。 

接口定义
 

+ DC9~36V 正极输入 
DC IN 9~36V 

– DC9~36V 负极输入 

R1 
继电器 1 输出 

RELAY 
R2 

继电器 2 输出 

USB USB接口，连接电脑的 USB口进行通信 

ANT GSM/3G/4G天线接口 

VCC 

3.3VDC 电源输出口，用于给温湿度探测器提供工作电源， 

用于连接 AM203x 的 VCC 线（红线） 

或 DS18B20 的 VCC 线（红色） 

GND 
该端口连接 AM230x 或 DS18B20 的 GND（黑线） 

Temperature & 
Humidity 

1~8 
该端口连接第 1~8 路 AM230x 数据线（Data，黄线）, 

或用于连接第 1~8 路 DS18B20 的数据线（Data，黄线）。 

    

工作温度范围 

-10℃ ~ +60℃ 

工作湿度范围 
相对湿度 95%（无凝结） 

设备尺寸 
L70*W88*H30mm，墙面安装以及 DIN35mm 工业导轨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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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开关、按钮、SIM 卡槽示意图 

在设备的背面,请用螺丝刀把小盖的螺丝拧开,即可看到设备的电源开关、复位按钮、升级程序按钮以及

SIM卡的安装卡槽（安装 SIM卡时，带金属面朝下），具体如下： 

 

 

4）外接设备接线方法说明 

 
 

7、初始化/重置 
如需要恢复到出厂设置，则请按照下述步骤可进行恢复出厂设置，步骤如下： 

1) 机器处于关机状态； 

2) 按住 恢复出厂设置 键不放； 

3) 开机，约 5秒，松开恢复出厂设置 键； 

4）关机，然后重启，则恢复到了出厂设置并进入工作模式。 

 

8、使用配置软件配置设备参数 
本产品提供专用的配置软件用于配置参数，用户采用 USB 通信线把本机连接到电脑后，即可快速的进行

参数设置、参数的导出、参数的导入、设备参数的查询、历史记录的读取、以及升级固件等操作。 

8.1 准备工作 

1) 从 www.GSM-RTU.com 网站上下载 S264/5/6 的配置软件，然后解压缩并运行； 

2）从 www.GSM-RTU.com 网站上下载 USB驱动程序，然后安装到电脑上，或安装驱动软件到电脑上； 

3）取出设备，按照上述方式，插入手机 SIM卡到卡槽中，并确保连接可靠，同时装上 GSM/3G/4G天线； 

4）用标配的电源适配器，连接电源到设备的输入端口中，红色线为正极，黑色线为负极，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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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用 USB 通信线的一端连接设备的 USB口，另一端连接到电脑的 USB口上； 

6）把设备的电源开关拨到 ON 处，此时设备处于开机状态； 

7）打开电脑的设备管理器，如果连接正常、驱动安装正常，则会出现下图的标志； 

 

8）运行 S264/5/6 的配置软件，串口选择上述设备管理器中的端口号，输入设备密码（默认密码为 1234），

点击登陆则可以连接通信并进入配置软件。 

 

注：若连接不成功，请检查 USB 是否连接牢靠，端口号及密码是否正确。 

 

8.2 选项说明 

 

【文件】：  

【导入配置】将保存的配置文件载入到配置软件中，可以快速配置设备。 

【导出配置】将编辑好的参数配置保存到电脑上，方便下次进行配置。 

【退出系统】关闭配置软件。 

【连接】：  

【断开连接】断开设备和配置软件的连接。 

【重新连接】重新连接设备。 

【配置】：  

【读取配置】读取设备当前配置，编辑参数前建议先读取当前配置。 

【写入配置】将编辑好的参数写入设备，只有写入配置后编辑的参数才会生效。 

【DO当前状态】读取继电器当前状态。 

【TH当前值】读取温湿度当前值。 

【系统】：  

【恢复出厂】将设备所有参数恢复到出厂默认值。 

【重启】重启设备，并重新打开配置软件。 

【语言】：  

【中文】将配置软件语言改成中文。 

【英文】将配置软件语言改成英文。 

【皮肤】：更改配置软件主题色彩，保留项。 

【帮助】：  

【关于】配置软件相关信息。 

 

打开电脑的设备管理器，查看电脑端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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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基本设置 

建议：配置参数前，先读取一下当前配置信息，请点击“配置”——“读取配置”。 

 

【开机后自动布防】：勾选后开机将自动进入布防状态，且状态指示灯将会点亮。 

（注：布防状态下，报警时会发送短信以及拨打用户号码，撤防状态下则不会。） 

【报警时间添加到报警短信】：若勾选，报警短信中会附加当前报警时间。 

【按*或#停止继续拨号】：不勾选时，报警拨号有一个接听则不继续往下拨；勾选时，报警拨号接听后没有

按键则继续往下拨，按*或#键可以停止继续拨号（4G 模块暂不支持此功能，请不要勾选）。 

【设备 ID】：设备 ID 主要用于监控中心识别设备。可随意定义，范围：0~65535，若设备用到 Modbus 协议，

ID 有效范围为：1~255，设置时注意。 

【设备描述】：这是对设备的描述，便于识别使用设备，例如可填写安装地址、使用说明等。 

【每日工作报表时间】：每日定时将设备当前状态发送给用户号码。 

【外部电源掉电多少分钟后发送信息给用户】：掉电通知，可设置 0~999 分钟，默认 0，表示掉电立即通知，

设为 999表示不通知。 

【记录保存间隔时间】：间隔多久保存历史记录，可设置 0~65535秒，默认 0，表示不保存。 

【短信上报间隔时间】：间隔多久上报设备当前状态，可设置 0~65535 分钟，默认 0，表示不上报。 

【撤防后在设定时间内自动布防】：将设备撤防后，在设置的时间过后自动布防。可设置 0~9999 分钟，

默认 0，表示撤防 30秒后自动布防。 

【密码设置】：可修改设备密码，固定 4位数，默认密码为 1234。 

【设备时间】： 

【写入】：将设置的时间写入设备，此项点击后立即生效。 
【读取】：读取设备当前时间。 

【PC 时间】：读取电脑当前时间。 

 

注意：设置完毕后请点击上方“配置”——“写入配置”按钮保存所设置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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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继电器设置 

双击或者右键选“设置”可进入具体设置界面。 

 

【通道名称】：默认名称为“继电器+序号”，最多支持 40 个字符。 

【闭合时长】：此为定时闭合时间和联动闭合时间，单独控制闭合时间不受此项影响，可设置 0~9999秒，

默认 0，表示一直闭合。 

【断开描述】：继电器断开时发送的短信内容，最多支持 40个字符，默认：断开。 

【闭合描述】：继电器闭合时发送的短信内容，最多支持 40个字符，默认：闭合。
 

【断开提醒】：若勾选，继电器断开后会发送短信通知用户号码。 

【当前状态】：继电器当前状态：断开或者闭合。 

 

注意：设置完毕后请点击上方“配置”——“写入配置”按钮保存所设置的参数。 

 

 

 

【手动开关】：立即闭合或者断开继电器，用于现场排查继电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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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温湿度参数设置 

双击或者右键选“设置”可进入具体设置界面。 

 

【通道名称】：默认名称为“温度或湿度+序号”，最多支持 40 个字符。 

【报警确认时间】：报警状态持续多久视为报警，可设置 0~999秒，默认 2秒。若应用环境比较恶劣，比如

一些大型发电机、发电厂等电磁干扰比较严重的场合，可通过适当调节参数，减少干扰，防止误报警。 

【高、低限值】：264/265 温度范围-40℃~80℃，266 温度范围-55℃~125℃，湿度范围 0~100%RH。 

（注：当前值大于高限值为高限报警、小于低限值为低限报警、在高限值和底限值之间则为正常。） 

【高、低限报警信息】：报警时发送的短信内容，默认分别为高限报警、低限报警，最多支持 40 个字符。 

【报警恢复信息】：报警恢复正常后发送的短信内容，默认为恢复，最多支持 40个字符。 

【使能】：若勾选，则启用该路通道。 

【报警恢复通知】：若勾选，报警恢复时会发送短信通知用户号码。 

【联动继电器 1、2】：若勾选，报警时将会联动闭合对应勾选的继电器。 

【当前值】：温湿度的当前值，用于现场调试，排查端口问题。 

 

注意：设置完毕后请点击上方“配置”——“写入配置”按钮保存所设置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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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号码设置 

可设置 10个用户号码，双击或者右键选“设置”可进入具体设置界面。 

 
【报警号码】：填写用户号码，若通讯失败，可添加包含国家代码再试，例+86 或 0086。 

【拨号】：若勾选，报警时将会拨打该号码，接通则停止，若没有接通则继续拨打下一个，共打一轮。 

【定时报告】：若勾选，该号码可以接收日报短信与周期上报短信。 

【布撤防通知】：若勾选，当布防或撤防时会发送短信通知该号码。 

【报警】：若勾选，报警时该号码会接收到报警短信。 

【报警恢复】：若勾选，报警恢复正常时该号码会接收到报警恢复短信。 

【外电掉电通知】：若勾选，该号码可以接收到掉电短信及掉电恢复短信。 

【GPRS连接失败】：若勾选，GPRS连接服务器失败时会发送短信通知该号码。 

【GSM 信号低】：若勾选，当设备信号值低于 14时将发送短信通知该号码。（正常信号值：14~31） 

【继电器变位通知】：若勾选，当继电器断开或者闭合时将发送短信通知该号码。 

 

注意：设置完毕后请点击上方“配置”——“写入配置”按钮保存所设置的参数。 

 

 

 

 

 

 

 

 

 

8.7 定时设置 

可设置 10个定时器，双击或者右键选“设置”可进入具体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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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时、分】：可选定时时间。 

【动作】：可选定时动作。 

【使能】：勾选才有效。 

注意：设置完毕后请点击上方“配置”——“写入配置”按钮保存所设置的参数。 

 

 

8.8 GPRS 通讯设置 

当有服务器或需要使用 GPRS 传输数据时需要设定这些参数。GPRS 协议细节请阅读 S264/5/6 协议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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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类型】：0.禁用（默认）；1.Modbus RTU 协议；2.自定义协议 

【GPRS 协议】：TCP 或者 UDP，默认 TCP。 

【APN 接入点、用户名、密码】：SIM卡的上网参数，若无法上网，相关参数请咨询当地网络运营商。 

【心跳包内容】：用于 Modbus 协议，默认内容为“ACK”，最多支持 20 个字符。 

【心跳间隔时间】：用于 Modbus 协议，可设置 0~9999秒，默认 60，设为 0表示不上传心跳包。 

【数据上传周期】：采用自定义协议时，设备向服务器发送数据的周期，范围：0~65535 分钟，默认 5。 

【域名或 IP】、【端口】：服务器域名或者 IP地址以及端口号。 

（注：用短信指令设置通信类型为 Modbus 协议时，将自动变更域名 modbus.dtuip.com，端口 6651；设为自

定义协议时，将自动变更域名 www.rtu-m2m.com，端口 8001。） 

【设置注册码】：用于 Modbus 协议，可选择 ASCII码或 16进制，最多支持 50 个字符。 

 

注意：设置完毕后请点击上方“配置”——“写入配置”按钮保存所设置的参数。 

 

 

8.9 历史记录 

设备内置大容量的内存空间，共可以存储 200000条历史记录。但此界面最多可查询 20000条历史信息，

用户可随意读取 20000条之内的信息、导出或者清除设备记录。 

 

【多条】：当前页面可最多显示 20000条历史记录，用户可以自行输入需要读取的数量。
 

【单条】：单独读取一条历史记录，范围在 1 到 20000条之间。 

【清空显示】：清空当前显示的历史记录。 

【删除记录】：删除设备内的历史记录，如果设备有 200000条记录，删除所需要的时间大约在 1 个小时。
 

：选择要查找的记录时间段。 

【查找】：选择好时间后，点击此按钮查找当前显示的历史记录，不是所选时间段内的记录不予显示。 

【导出 CSV】：把当前显示的历史记录导出到 CSV 格式文档。 

【导入 CSV】：把 CSV 格式文档的历史记录导入到当前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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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使用短信指令远程设置与控制 
本设备支持用户通过短信指令远程设置、查询、控制、读取历史记录等操作，所有的短信指令如下。 

***建议用户使用ＡＰＰ对设备进行配置以及操作*** 

提示
: 

1. 本机默认密码为 1234。 

2. 可以编辑短信命令修改密码，保证使用安全！ 

3. 短信命令必须是大写英文字母，例：“ PWD ”不是“ pwd”，不要添加任何空格或其他字符！ 

4. 下述短信指令中的“密码”是指设备密码，如 1234，直接输入密码即可。 

5. 如果输入密码正确，命令输入不正确, 主机将返回短信：“指令格式错误，请确认! ”所以请检查中英输

入法或大小写，如果密码错误，将不返回任何信息。 

6. 主机收到命令短信后将返回确认短信, 如没有收到返回信息，请确认短信命令是否正确，重新发送。 

7. 常用短信命令设置请参考以下文档说明： 

 

**短信指令** 

1）设置设备中 SIM 卡的号码
（号码最多支持 21 位，该指令用于设备自动校时，第一次使用，强烈建议设置此号码，即

插入在 S264、5、6 设备中的手机卡的号码）； 
 指令 

设置主机号码 

密码+TELxxxxxx# 

注：xxxxxx 为用户电话号码，比如设备中的手机卡号为 13500001111，则用手机编辑短信：

1234TEL13500001111#，然后发到号码 13500001111 中。 

 

2）市电停电报警短信内容 

说明 返回中文 

停电时 外部电源掉电 

恢复市电时 外部电源恢复 

 

3）设置掉电报警延时 

指令 返回中文
 

设置 

密码+ACxxx 

注：xxx 为延时时间，范围 0~999，单位：分钟，默认 0，表示

掉电立即上报；999 表示不通知。 

外部电源掉电确认时间：xxx 分钟 

查询 密码+AC 同上 

 

4）修改密码 

指令 返回中文 

设置 

旧密码+P+新密码 

注：密码固定 4 位整数，默认 1234 

【新密码】，这是新密码，请牢记。 

 

5）布撤防 

指令 返回中文 

布防 密码+AA 布防 

撤防 密码+BB 撤防 

 

6）设置设备 ID 

指令 返回中文 

设置 

密码+IDxxxxx 

注：xxxxx 范围 0~65535，默认：1，若设备使用 Modbus 协议，

ID 有效范围为 1~255 

ID：xxxxx 

查询 密码+IDE 同上 

 

7）设置本机时间 

指令 返回中文 

设置 

密码+DxxxxxxTyyyy 

注：xxxxxx 为年月日时间，yyyy 为时分，每种属性占两位，

个位的前面补零。例：设置 17 年 11 月 1 日 12 点 30 分，具体

xxxx 年 xx 月 xx 日 xx 时 xx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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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1234D171101T1230 

查询 密码+D 同上 

 

8）短信查询设备信息
（与定点、周期短信上报内容一致） 

指令 中文 

查询
 

密码+EE
 

时间 

设备 ID： 

布撤防 

GSM 信号值： 

外部电源正常\掉电 

温度名称 1：当前值，正常\高限报警\低限报警 

湿度名称 1：当前值，正常\高限报警\低限报警 

…… 

继电器 1 通道名称：闭合\断开 

继电器 2 通道名称：闭合\断开 

型号： 

版本： 

设备描述：
 

 

9）设置报警号码
 

指令 返回中文 

设置 

密码+A+序号+T+号码 

注：号码最多支持 21 位长度，支持加国家代码，例 0086；序

号为 01~10，2 位数，个数前面加 0，设置前 5 个时返回前 5

个号码，设置后 5 个时返回后 5 个 

Tel1： 

Tel2： 

Tel3： 

Tel4： 

Tel5： 

查询 密码+A 返回所有号码的配置信息 

删除 密码+A+序号 同上（即值为空） 

 

10）设置短信日报时间点
（定时上报的短信内容跟“密码+EE”查询的短信内容一致） 

指令 返回中文 

设置 

密码+DRT+xx+yy 

注：xx 为小时，两位，范围 00~23；yy 为分钟，两位，范围 00~59 

每日短信上报时间为：xx：xx 

查询 密码+DRT 同上 

删除 密码+DRTDEL（表示不上报） 同上（即值为空） 

 

11）设置短信间隔上报时间 

指令 返回中文 

设置 

密码+DTxx 

注：xx 为 0~65535,单位分钟，默认 0：表示不上报 

每间隔 xx 分钟自动上报状态 

查询 密码+DT 同上 

 

12）短信控制继电器输出指令 

指令 返回中文 

设置通道名称 

密码+DO+序号+T 内容 

注：序号为 1~2，内容长度最多支持 40 个字符 

DO1：继电器 1 

DO2：继电器 2 

查询 密码+DO+序号 同上 

设置通道闭合描述 密码+DOC+序号+T 内容 DOCx：闭合（默认） 

查询 密码+DOCT+序号 同上 

设置通道断开描述 密码+DOO+序号+T 内容 DOOx：断开（默认） 

查询 密码+DOOT+序号 同上 

闭合继电器 

密码+DOC+序号 

注：可以闭合多个通道，例同时闭合，具体指令：1234DOC12 

DOx：闭合 

断开继电器 

密码+DOO+序号 

注：可以断开多个通道，例同时断开，具体指令：1234DOO12 

DOx：断开 

查询继电器当前状态 密码+DOE 

DO1：闭合/断开 

DO2：闭合/断开 

设置脉冲输出闭合时

间 

密码+DOP+序号+T+xxxx 

注：xxxx 为 0~9999，单位秒，默认 0，表示一直闭合 

DOx：脉冲输出时间：xxxx 秒 

查询 密码+DOT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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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输出闭合继电器 

密码+DOP+序号 

注：可以同时控制多个，同时控制指令:1234DOP12 

没有返回 

 

13）设置温湿度报警参数 

指令 中文返回 

设置温湿度通道名称 

密码+AIN+序号+T 内容 

注：序号为 2 位数，个数前面加 0；S264 和 S265 的序号

分别为 01~08 和 01~16，01 表示温度，02 表示湿度，03

表示温度，04 表示湿度，以此类推；S266 的序号为 01~08，

全部表示温度。默认通道名称：温度/湿度。内容最多支

持 40 个字符。 

AIN1：温度（默认） 

AIN2：湿度（默认） 

…… 

AIN15:温度（默认） 

AIN16:湿度（默认） 

查询通道名称 

密码+AIN+序号， 

注：可同时查询多个，如 1234AIN010203 表示同时查询

通道 01~03 

同上 

设置通道高低限值 

密码+AINR+序号+Lxxx+Hxxx# 

注：L 表示低限，H 表示高限，xxx 表示设置的值，支持

负数。例：设置通道 01 温度低限-20，高限 50,具体指令：

1234AINR01L-20H50# 

设置温度时，返回： 

温度：低限：xxxC，高限：xxxC. 

设置湿度时，返回： 

湿度：低限：xxxRH%，高限：xxxRH%. 

查询 密码+AINR 

温度：低限：xxxC，高限：xxxC 

湿度：低限：xxxRH%，高限：xxxRH% 

查询当前状态 密码+AINE 

温度：xxx C, 【正常/超高/超低】； 

湿度：xxx RH% 【正常/超高/超低】； 

设置温湿度高限报警

短信内容 

密码+AINH+序号+T 内容 AINHx：高限报警（默认） 

查询 

密码+AINH+序号 

注：可同时查询多个 

同上 

设置温湿度低限报警

短信内容 

密码+AINＬ+序号+T 内容 AINLx：底限报警（默认） 

查询 

密码+AINＬ+序号 

注：可同时查询多个 

同上 

设置温湿度报警恢复

短信内容 

密码+AINTHR+序号+T 内容 AINTHRx：恢复（默认） 

查询 

密码+AINTHR+序号 

注：可同时查询多个 

同上 

设置温湿度报警确认

时间 

密码+AIN+序号+Qxxx, 

注：xxx 为报警确认时间，范围 0~999，单位秒，默认 2。 

温度/湿度：xxx 秒 

查询报警确认时间 密码+AINQ 同上 

 

14）设置保存历史记录的周期 

指令 返回中文 

设置 

密码+HISSAVExxxxx 

注：xxxxx 为 0~65535，单位秒，默认 0，表示不保存 

保存记录周期：xxxxxx 秒 

查询 密码+HISSAVE 同上 

 

15）设置服务器 IP或域名以及端口参数 

指令 返回中文 

设置 

密码+IP+IP地址+*+端口号 

注：IP地址可输入域名 

IP地址： 

端口： 

查询 密码+IP 同上 

删除 密码+IPDEL 同上（即值为空） 

 

16）设置上网参数 

指令 返回中文 

设置 密码+AP+接入点+#+用户名+#+用户密码 

APN： 

用户名： 

密码： 

查询 密码+AP 同上 

删除 密码+APDEL 同上（即值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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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启用、关闭网络 

指令 返回中文 

启用网络 密码+GPRSonline 网络上线 

关闭网络 密码+GPRSOFF GPRS/3G关闭 

 

18）配置传输协议 

指令 返回中文 

设置 

密码+GPRSON+x 

注：x 为 1或 2，1 表示 Modbus 协议，2 表示自定义协议。 

GPRS/3G： 

查询 密码+INTE 同上 

注：设为 Modbus 协议时，服务器参数会自动改为域名 modbus.dtuip.com，端口 6651；设为自定义协议时，服务器参数会自

动改为域名 www.rtu-m2m.com，端口 8001。 

 

19）短信远程重启设备 

指令 返回中文 

密码+REBOOT 设备已经重启 

 

20）远程恢复出厂设置参数 

指令 返回中文 

密码+RESET 设置成功 

 

21）配置注册包，即序列号（用于 Modbus 协议） 

指令 返回中文 

设置 

密码+RTP+注册包内容 

内容最多支持 50 个字符 

注册包内容：…… 

查询 密码+RTE 同上 

 

22）配置心跳包（用于 Modbus 协议） 

指令 返回中文 

设置 

密码+HET+心跳包内容 

内容最多支持 20 个字符，默认 ACK 

心跳包内容：ACK 

查询 密码+HEE 同上 

 

23）配置心跳包周期（用于 Modbus 协议） 

指令 返回中文 

设置 

密码+HT+xxx 

xxx 为 0~9999，单位秒，0 表示不上传心跳包，默认 60 秒 

心跳包周期：xxx 秒 

查询 密码+HTE 同上 

 

24）报警拨号接听后是否继续往下拨 

指令 返回中文 

不继续拨号 

（默认） 

密码+COFF# 

注：报警拨号有一个接听则不继续往下拨 

设置成功 

继续拨号 

密码+CON# 

注：报警拨号接听后没有按键则继续往下拨，按*或#键可停止继续拨号

（4G模块暂不支持此功能） 

设置成功 

 

 

10、联网数据传输协议 
本产品支持 GPRS、3G、4G 数据传输到服务器，支持 Modbus RTU 协议、TCP/IP 协议、自定义协议。

自定义协议详情请查看《S264/S265/S266 数据传输协议》。 

1.Modbus 继电器地址（支持功能码 01、05、15） 

DO1 DO2 

0x00 0x01 

 

2.Modbus 温湿度地址（支持功能码 04）,温湿度值放大系数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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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M/SMS/GPRS/3G/4G 
             温湿度数据采集报警控制器 

 
温度 1 湿度 1 温度 2 湿度 2 温度 3 湿度 3 温度 4 湿度 4 

0x9C40 0x9C41 0x9C42 0x9C43 0x9C44 0x9C45 0x9C46 0x9C47 

温度 5 湿度 5 温度 6 湿度 6 温度 7 湿度 7 温度 8 湿度 8 

0x9C48 0x9C49 0x9C4A 0x9C4B 0x9C4C 0x9C4D 0x9C4E 0x9C4F 

 

 

11、升级固件 
S264、S265、S266 支持通过 USB 端口直接升级固件功能，如果有任何新的需求需升级固件，请联系

我们。 

 

 

12、保修条款 
本产品提供为期一年的质量保证，但不包括任何人为损坏、操作不当等造成的产品故障问题。 

 

 

 

 

 

如有问题，请联系我们 
 

http://www.GSM-RTU.com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