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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感谢使用塔石物联网提供的 TAS-NB-161 产品，本产品是一款 NB透传 DTU。使用前请仔细阅读用户手

册，您将领略其完善的功能和简洁的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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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

版权声明

本手册版权属于塔石物联网，任何人未经我公司书面同意复制、引用或者修改本手册都将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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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功能特点

TAS-NB-161 是 2020 年推出的 NB-IOT 产品。软件功能完善，覆盖绝大多数常规应用场景，用户

只需通过简单的设置，即可实现串口到网络的双向数据透明传输。并且支持自定义注册包，心跳包功能。

 支持 NB 网络；支持 NB-IOT 物联网卡；

 支持 TCP、UDP、MQTT、HTTP 连接；

 支持注册包、心跳包功能；

 支持自定义轮询

 支持塔石云连接

 支持自定义状态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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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快速入门

TAS-NB-161 是为实现串口设备与网络服务器，通过 NB网络相互传输数据而开发的产品，通

过简单的 AT 指令进行设置，即可轻松使用本产品实现串口到网络的双向数据透明传输。

本章是针对 TAS-NB-161 产品的快速入门介绍，主要实现串口端与 TCP Server 端的网络透传功能，

建议新用户仔细阅读本章并按照指示操作一遍，以对本产品有初步的认识。熟悉此类产品用户可跳过本

章节。针对特定的细节和说明，请参考后续章节。

2.1 产品测试硬件环境

配置需要准备 RS232/485 转 USB 线

图 1：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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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数据流拓扑图：

图 2：测试数据流拓扑图

在测试之前，请按如下图示，进行硬件连接。电脑串口连接到 TAS-NB-161 的串口上，有些电脑可能

没有硬件串口，可以使用 USB 转 RS232 线进行连接。具体连接方式参考下面的硬件连接示意图：

图 3：硬件连接示意图

2.2 数据传输测试

表 1: 设备默认参数

工作模式 服务器地址 服务器端口 串口参数 心跳包

网络数据透传 cloud.tastek.cn 10067 9600,8,None,1 不使能

 向 TAS-NB-161 卡槽内放置 SIM 卡，用上述的连接方式连接到电脑串口。打开相应配置软件，首先选

择所接串口线对应的串口号、波特率等参数，并打开串口。

 用我司配置的电源适配器给 TAS-NB-161 供电，POWER 灯亮起，WORK 灯闪烁，等待 NET 指

示灯和 LINK 指示灯亮起后进行下一步操作，关于指示灯的相关说明请参考下面章节有详细介绍。

 待 LINK 灯亮起后，串口会主动上报“+STATUS: 1,CONNECTED”,该上报表示已经和服务器建立连接，

之后再通过所接串口，给模块发送数据，例如，发送“www.tastek.cn”，稍后，会在软件的接收窗

口，收到“www.tastek.cn”，这是测试服务器返回的，如果收到了则表示测试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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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测试成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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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硬件参数

3.1 模块基本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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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硬件描述

3.2.1 引脚说明

图 5：脚位对应示意图

PIN RS-232
1
2 RXD
3 TXD
4
5 GND
6
7
8 RTS
9 CTS

图 6：RS232 脚位对应图

注：其中 RS232 口和 RS485 口同属一个 UART 口，不可以同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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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尺寸说明

图 7：TAS-NB-161 尺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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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产品功能

本章介绍 TAS-NB-161 所具有的功能，下图是模块的功能的整体框图，可以帮助您对产品有一个总体

的认识。

图 8：功能框图

4.1 工作模式

TAS-NB-161 模块支持 1 路 Socket（目前）。目前支持作为 TCP Client 、UDP Client 以及 MQTT 连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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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TCP/UDP 透传模式

图 9：TCP/UDP 透传模式

在此模式下，用户的串口设备，可以通过本模块发送数据到网络上指定的服务器。模块也可以接收

来自服务器的数据，并将信息转发至串口设备。

用户不需要关注串口数据与网络数据包之间的数据转换过程，只需将通道模式设置为 TCP/UDP 透传，

并设置相应的服务器 IP、端口和类型即可实现串口设备与网络服务器之间的数据透明传输。如果需要注

册包鉴权或者心跳包等功能也可以进行相应的配置，具体功能说明会在后续章节介绍，具体配置方法请

参考工具使用文档。

注：所有参数配置完成后需要重启设备，大部分参数均为重启生效。

4.1.2 MQTT 透传模式

在此模式下，用户的串口设备，可以通过 TAS-NB-161模块快速接入到 MQTT的服务器，实现模块

上电主动接入到MQTT服务器，主动订阅相关主题，串口数据直接推送至所设置的主题。将MQTT数据

协议放到模块中完成，真正实现串口透明传输。

客户仅需设置相应的MQTT 参数即可，例如 ClientID，服务器 IP，服务器端口，用户名，密码以及

默认推送或订阅的主题等。具体配置方法请参考工具使用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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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串口

4.2.1 基本参数

表 2: 串口基本参数

项目 参数

波特率 1200，2400，4800，9600，19200，38400，57600，115200

数据位 8
停止位 1,2
校验位 NONE（无校验位）

EVEN（偶校验）

ODD（奇校验）

4.3 特色功能

4.3.1 注册包功能

图 10：注册包功能示意图

在网络透传模式下，用户可以选择让模块向服务器发送注册包。注册包是为了让服务器能够识别数

据来源设备，或作为获取服务器功能授权的密码。注册包可以在模块与服务器建立连接时发送，也可以

在每个数据包的最前端拼接入注册包数据，作为一个数据包。注册包的数据可以是 ICCID 码，IMEI 码，

或自定义注册数据。具体配置方法请参考工具使用文档。

表 3: 注册参考 AT 指令

指令名称 指令功能 默认参数

AT+DTUID 查询/设置注册包 +DTUID: 0,0,0,"tas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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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心跳包功能

图 11：心跳包功能示意图（串口心跳移动至自定义轮询功能）

在网络透传模式下，用户可以选择让模块发送心跳包。心跳包可以向网络服务器端发送。

由于 TCP 本身的 KEEPALIVE 功能只用于保活还是可以的，但是它检测不到机器断电、网线拔出、防

火墙等的这些网络断线，并且逻辑层处理断线会很复杂。所以我们选择向网络发送心跳的机制，来检测

模块与服务器连接是否正常，当连接异常时，模块会检测到无法正常发送心跳包数据到服务器端，模块

认为连接异常，将尝试重新接入服务器。具体配置方法请参考工具使用文档。

表 4: 心跳包参考 AT 指令

指令名称 指令功能 默认参数

AT+KEEPALIVE 查询/设置心跳包、应答机制等 0,0,www.tastek.cn

4.3.3 指示灯状态指示

TAS-NB-161 上有四个指示灯，分别是 POWER，WORK，NET，LINK。指示灯代表的状态如下：

表 5: 状态指示灯定义

指示灯名称 指示功能 状态

POWER 是否已上电 正常上电后常亮

WORK 是否已工作 正常上电后闪烁

NET 注册上基站 注册上基站后常亮

LINK Socket连接指示 连接建立后常亮

4.3.4 塔石云连接

可以配置塔石云参数来连接我司塔石云或者物联云，具体应用请参见对应的云平台使用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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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自定义轮询

可以设置自定义轮询参数来向串口定时发送指令，减轻服务器下发数据的压力，完成主动查询任务。

其中轮询时间代表每条字串的发送时间间隔，可以通过勾选来启用对应的轮询字串，可以通过勾选 CRC
来对所输入的字串进行MODBUS CRC 校验，并将校验位添加在指令末尾一同轮询。具体设置请参考配

置工具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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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T 指令设置

5.1 AT 指令模式

当模块工作在短信透传、网络透传两种工作模式的任何一种时，可以通过向模块的串口发送特定指

令（+++不带回车换行），让模块切换至“指令模式”，可以使用 AT 指令方法去查询和设置设备参数，

具体请参阅 AT 指令集。当完成在“指令模式”下的操作后，通过发送特定指令（ATO 带回车换行）让模

块重新返回之前的工作模式。

5.2 网络 AT 指令

网络 AT 指令是指工作在透传模式下，通过网络发送密码加 AT 指令的方式去设置和查询参数，具体

请参阅 AT 指令集。

具体 AT 指令说明请参考 TAS-NB-161 AT 指令集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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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公司：塔石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萧山区金城路 1288 号 高运汇丰大厦 16 楼

网址：http://www.tastek.cn

客户支持邮箱：support@tastek.cn

销售邮箱：sales@tastek.cn

品牌愿景：以互联网思维带动物联网的发展

公司文化：塔石人做踏实事

产品理念：容易上手 价格公道

价值观：认真倾听客户的需求和想法

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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