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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概述

深圳讯鹏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SP-WG200B网关，采用业内

工业级高性能嵌入式结构，针对智能制造、智能家居、智慧农场、工

业控制、工厂设备等领域，将数据的采集与传输做了专业的一体化设

计。使用此网关时，用户无需关心具体细节，只需简单设置即可实现

以太网、WIFI、RS232、RS485、RF433、IO等设备之间的数据交换。

网关自带输入输出、AD采集和温度测量等功能，用户发送简单指令

即可方便采集设备的开关信号、计数信号、模拟量信号，也可以控制

设备的输出状态。

本网关支持MQTT协议，可选择使用有线、WIFI或者NB-IoT接

入MQTT服务器。网关根据配置好的上传周期，定时将设备的输入状

态、计数、AD采集值、温度等数据打包成JSON格式上传到MQTT服

务器。还支持使用AT指令发布主题。

1



www.sunpn.com 5
做好用的工业智能终端

图1   正面侧面尺寸图

图2 立体视图

产品外观尺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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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名称 描述

外部接口

DC12V 电源接口DC12V/1A

IN
10路光电隔离输入接口（信号5~24V）

1~8路：计数与状态检测；9~10路：状态检测

OUT 5路OD门输出接口(VDS <60V,ID<4A)，1路继电器输出)

AD
7路AD转换。1到4路，0~5V；5到7路4~20mA(取样电阻

100欧)

PT100 1路PT100热电阻接口（-50~400℃）

WIFI WIFI天线（SMA接口）

RF RF天线（SMA接口）

NB-IoT NB-IoT（SMA接口）

LAN 10/100M以太网接口

RS232 RS232串口通讯接口（DB9公头）

RS485 工业RS485通讯接口（3PIN接线座）*2

LED灯

IN 10路光电隔离输入指示灯

OUT 6路输出指示灯

SYS

系统指示灯。

常态时，闪烁周期2秒，

收到本机指令时快速闪烁，

MQTT登录成功时，闪烁周期1秒。

LINK WIFI连接指示灯

STATE RF433指示灯（无线收发数据时闪烁，无数据时熄灭。）

POWER 电源指示灯

按键 RESET WIFI模块恢复出厂设置（按下大于3秒）

表1   接口说明

接口描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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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项目 描述

硬件参数

电源电压 DC12V

工作电流 平均电流100mA@12V，峰值电流200mA@12V

通信接口 网口/WIFI/RS232/RS485*2/RF433接口

串口参数 RS232/RS485/RF433(默认9600bps,8,1,None)

以太网 10Mbps/100Mbps

输入接口 10路光电隔离输入 (DC信号5~24V)

输出接口 5路OD门(VDS <60V,ID<4A),1路继电器(I<3A,DC<30V,AC<250V)

模数转换接口 分辨率16位。4路电压，3路电流，1路PT100热电阻接口

天线接口 WIFI:SMA接口；RF:SMA接口；NB-IoT:SMA接口

工作温度 -30~65℃

相对湿度 10%~90%无冷凝

外形尺寸 204mm×90mm×48mm

WIFI参数

标准认证 FCC/CE/ROHS

无线标准 802.11 b/g/n

频率范围 2.412GHz-2.484GHz

发射功率

802.11b: +19dBm(Max.@11Mbps)

802.11g: +18dBm(Max.@54Mbps)
802.11n: +17dBm(Max.@HT20,MCS7)

+17dBm(Max.@HT40,MCS7)

用户可以配置功率

接收灵敏度

802.11b: -89dBm（@11Mbps）

802.11g: -81dBm（@54Mbps）
802.11n: -73dBm（@HT20,MCS7）

-71dBm（@HT40,MCS7）

RF参数

工作频率 431.5M-435M（另有427.5-431M和435.5-439M版本）

调制方式 GFSK

频道间隔 500KHZ

信道数 8信道

发射功率 最大20dBm

接收灵敏度 -116dBm

传输距离 传输距离大于200米（具体视环境而定）

NB-Iot
参数

标准 HD-FDD-LTE

速率 14.4Kbps～57.6Kbps

标准频段 B1   B2   B3   B5   B8   B20   等

最大发射功率 23dBm~-40dBm

接收灵敏度 -115dBm

网络参数

无线网络类型 AP/STA 模式

安全机制 WEP/WPA-PSK/WPA2-PSK

加密类型 WEP64/WEP128/TKIP/AES

工作模式 数据透传+网关协议

网络协议 TCP/UDP/ARP/ICMP/DHCP/DNS/HTTP

TCP连接数 32

用户配置 WEB服务器配置

表2   规格参数

规格参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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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介绍5

硬件接口：
1、10路输入。
2、6路输出。
3、7路AD转换
4、1路PT100测温。
5、2路485，1路232。（RS485-2与NB-IoT复用，使用NB-IoT时，RS485-2不可用）
6、1路WIFI，1路RJ45网口。
7、1路NB-IoT。
8、1路433Mhz无线模块。

功能一：数据透传
1、无线开启时，RF433无线模块与网络模块双向透传。（不透传用于操作本设备的指
令）
2、无线关闭时，RS485-1与网络模块双向透传。（不透传用于操作本设备的指令）
3、RS232单向透传到网络模块。（RS232接口可用于接扫码枪）
4、暂未实现其它方向的透传。
功能二：MQTT
详情请看《SP-WG200B MQTT说明》。
功能三：输入状态与计数
1、10路光电隔离输入（1~8路同时支持计数与状态，9、10路仅支持状态检测）。
2、输入模式可选有源或者无源。有源模式下，需要电压触发，有效电压范围5~24V；
无源模式下，短接输入的两端即可触发。
功能四：输出
1、5路OD门输出，V<60V,I<4A
2、1路继电器输出，I<3A,DC<30V,AC<250V。
功能五：电压电流采集
1、4路0~5V电压采集，3路4~20mA电流采集（取样电阻100欧）。
2、ADC分辨率15位。
功能六：PT100温度采集
1、测量范围：-50~400℃，精度±1℃，保留一位小数。

注：可以通过modbus协议读取设备数据，寄存器地址请看《SP-WG200B寄存器表》。
如果寄存器地址偏小，可修改“modbus起始地址”，让寄存器整体向后偏移：
{"to_device":1,"device_parm":{"modbus_start":0}}
加大上面语句加粗标红的数字，经RS485-1发送给网关即可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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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说明6

计数采集 安灯呼叫报警

检测设备温度 模拟量信号采集

监控设备运行状态 输出控制(报警)

PLC生产设备 10路光电隔离信号输入 5路OD门输出1  路继电器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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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架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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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场景8

生产机台

生产拉线 设备车间

自动设备 注塑机台

纺织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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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物联网关(M-LINK)SP-

WG200B操作说明

• 快速建立通讯测试

• 参数配置

• 组网及应用



www.sunpn.com 13
做好用的工业智能终端

快速建立通讯测试-11

【以下4步，使用WIFI方式，使电脑端与网关设备快速实现通讯测试。】

复位WIFI模块

操作方法：网关RESET下方有个小孔，在通电状态使用尖锐物品按压3秒以上恢复出厂设置。

1、通过WIFI登录设备

a、连接设备,使用手机或者笔记本电脑搜索WIFI，连接”USR-WIFI232-B2_xxxx”(xxxx 是 MAC 地址

后四位)即是模块的默认网络名称(SSID)。

b、登录设备,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网关默认IP地址（10.10.100.254），弹出账号密码输入窗口后，输入

登录账号名与密码。初始账号名：admin；初始密码：admin。窗口如下所示：

点确定后登录设备可进行相关参数配置（快速测试默认参数即可），主页如下所示

图3  登录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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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设备主页

快速建立通讯测试-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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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立连接
使用TCP测试工具，创建TCP连接。目标IP是设备的默认IP（10.10.100.254），端口号8899。

图5  创建TCP连接

快速建立通讯测试-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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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TCP传输数据

3、传输数据指令测试

建立TCP连接后，可以传输数据。

举例：发送指令3A 00 01 00 02 03 6F 00 07 09 01 01 01 01 01 01 C5这条指令会打开6路输出，若

网关返回数据2A 00 02 00 01 03 6F 00 01 09 A9，表示通讯成功。

协议功能及说明详见《工业物联网关(M-LINK)SP-WG200B协议说明》

快速建立通讯测试-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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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关参数配置-12

工业物联网关(M-LINK)SP-WG200B参数配置

本章节主要对网关 Web 管理页面配置进行说明。

WEB管理页面

首次使用网关时，需要对网关进行一些配置，可通过WEB管理页面进行，本节主要对网关配置进行说明。

默认情况下，USR-WIFI232-B2 的 AP 接口 SSID 为 USR-WIFI232-B2_xxxx，IP 地址和用户名、密码如下：

1、打开WEB管理网页

可使用手机或者笔记本电脑搜索WIFI，连接”USR-WIFI232-B2_xxxx”(xxxx 是 MAC 地址后四位)即是

模块的默认网络名称(SSID)，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网关默认IP地址（10.10.100.254），弹出账号密码输

入窗口后，输入登录账号名与密码（默认账号名：admin；初始密码：admin）然后“确认”。窗口如

下所示：

图7 打开管理页面

表 3  网关默认设置表

进入管理网页后，管理页面右上角可设置中文和英文界面显示。主界面有十个分页面，分别为“快速

配置”、“模式选择”、“无线接入点设置”、“无线终端设置”、“串口及网络设置”、“以太网

功能设置”、“HTTPD Client 模式”、“IO 控制”、“高级设置”及“模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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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快速配置页面

快速配置页面为用户提供了一个快速配置网关的方法。按照页面的步骤配置完参数并重启模块，就

可以让网关正常工作起来，减小了配置的步骤及时间。当然本页面的选项较少，如果一些详细配置，

还是要到相应页面配置。

本页面有四个需要配置的选项及一个重启项，下面进行相应的说明：

无线配置：配置模块的 WIFI 的工作模式，既可以是 AP 模式也可以是 STA 模式。

以太网功能配置：打开/关闭以太网口，并设置相应的工作模式。

串口配置：配置模块的串口参数，包括串口波特率、校验位、485 功能等等

网络配置：配置模块的网络参数，只有 Socket A 的相关参数。

重启模块：当上述参数都配置完成后，点击重启模块。

网关参数配置-22

2、快速配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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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模式选择页面

Web 第一页可以设置选择模块工作在 AP 模式或 STA 模式。“数据传输模式”选择模块的工作模式分别

是“透明传输模式”、“串口指令模式”、“HTTPD Client 模式”、“GPIO 模式”。

图9   无线模式设置

4、无线接入点设置页面

网关支持 AP 接口，通过这个接口可以十分方便的对模块进行管理，而且可以实现自组网，管理页面如

下图。包括：SSID 设置，无线网络模式设置及无线安全设置，以及 AP 组成的局域网的设置。

图10   无线接入点设置

网关参数配置-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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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无线终端设置页面

无线终端接口，即 STA 接口。网关可以通过 STA 接口接入到其它无线网络中，设置如下图：

该页设置包括二个表，上面一个是 STA 的无线设置，包括要连接的 AP 的 SSID，安全设置等。下面一个

表为网络连接模式设置，包括 DHCP 及静态连接模式。

图11   无线终端设置

网关参数配置-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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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串口及网络设置页面

串口及网络参数的设置包括：串口参数的设置、自动成帧设置、以太网功能设置、设备 id 设置及网络协

议的设置。

注：串口参数设置是指网关内部串口参数设置，用户保持以下默认参数，请勿修改。

网关参数配置-52

图12网络协议设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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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网络侧可以设置 4 种模式：TCP Server、TCP Client、UDP server、UDP client。

当模块被配置为 UDP Server 端后，模块会记忆最后一次通信的 UDP Client 端，并且跟最后一次的 UDP 

Client端通信。而 UDP Client 模式则只会跟目标 IP 和端口通信。当设置成 TCP Server 时，不需要输入

IP 地址。对于其它设置，需要在 IP 地址处填入需要连接的对方 IP 地址。端口处填入协议端口号，通讯两

端的端口号必须相同。

Socket B 只能作为 TCP Client 端与服务器通信。

TCP 连接密码验证：当网关工作在 TCP Server 模式，对连接过来的 TCP Client 进行密码验证。

注意：此验证只在网关作为 TCP Server 时起作用。当开启后，TCP Client 连上网关的 TCP Server 时，

第一条发往模块的数据是密码加回车换行。密码是登陆网页时的密码默认是“admin”。例如默认时发送

的第一条数据应该为“0x61 0x64 0x6D 0x69 0x6E 0x0D 0x0A”（16 进制）。

图13  网络协议设置2

网关参数配置-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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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以太网功能设置页面

本页面用来设置模块的以太网网口，网口是可以打开或是关闭的。而且可以设置成 WAN 口使用，这

样模块可以作为二级路由器，便于用户组网。具体设置页面如下：

图14  网口设置页面

8、HTTPD Client 模式页面

预留功能，暂未定义。

9、 IO 控制页面

预留功能，暂未定义。

10、高级设置页面

高级设置页面下，用户可以设置端口映射和 DDNS 功能，而不用去路由器上设置，减少了设置的复杂

度，端口映射和 DDNS 配合使用，可以在公网环境内，通过输入花生壳域名和端口，就能快速方便的

找到模块的。

图15  高级设置页面

注：由于花生壳协议修改，目前暂不支持！

网关参数配置-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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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模块管理页面

模块管理包括用户名/密码设置，重启、恢复出厂设置、超时重启、定时重启以及软件升级功能。

图16  模块管理页面

<说明>：

“重启模块”按健：当用户在不同的页面设置参数后，点击“确定”来确定设置的参数，但这些设置

必需在用户点击模块管理页面的“重启”后才会生效。点击“重启”后，模块会复位重起，并且刷新

内存里的原有配置信息。

网关参数配置-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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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物联网关(M-LINK)SP-WG200B组网及应用

本章着重介绍网关的组网方式，可以帮助您对产品网络部署及应用有一个整体的认识。

一、无线组网方式

网关可以配置为无线 STA，也可以配置成 AP。

设置方式如下：

举例，登录网关内置网页，进入模式选择页面，选择 Station 模式（将网关设置为 STA 模式），如下：

图17  设置WIFI模式

单击确定后，进入网关管理页面，重启模块，即完成工作方式设置。

网关组网及应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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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于 STA 的无线网络

网关作为 STA 是一种最常用的组网方式，由一个路由和多个 STA 组成一个无线网络，所有的STA 都以

AP 做为无线网络的中心，STA 之间的相互通信都通过 AP 转发完成。如果 AP 已经接入外部网络，则设

备数据可以传输到外网的服务器。如下图：

图19  网关自组网

2、基于 AP 的无线网络

模块作为 AP 模式，可以通过手机/PAD/电脑在无需任何配置的情况下，快速接入模块进行数据传递。

另外，还可以登陆网关的内置网页进行参数设置。

网关组网及应用-23

图18  STA方式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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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TCPA 默认参数：TCP,Server,8899,10.10.100.254，手机/PAD/电脑端作为 TCP Client 连接，即可

通信。多个网关可以通过自组网的方式轻松实现扩大整个无线网络的覆盖范围，如下图，编号为 1的

USR-WIFI232-B2 模块作为一个 AP 使用， 2、 3 号模块及电脑作为 STA 连到 1 号模块上，这样所有网

关都可以通过电脑进行管理。

图20  网关自组网

注意：作为 STA 的网关，在类似的应用需要保证 LAN IP 与从 AP 获得的 WAN IP 地址不在同一网

段，否则将无法正常通信。

网关组网及应用-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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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太网接口组网

网关提供一个 100M 以太网接口，通过这个 100M 以太网接口，用户可以实现 WIFI 口、串口、以太网

口，三个接口互通。为了降低功耗，以太网功能默认是关闭的，可以登陆网关的内置网页开启以太网接口，

并可设置网口工作方式为LAN或WAN，如下图：

图21  设置以太网功能

网关组网及应用-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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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网关以太网接口功能（AP LAN）

网关模块作为 AP，以模块为中心组成一个网络，网络中所有设备的 IP 地址与模块工作在同一个网段，

可以互通。

图22  网关以太网接口功能（AP LAN）

注意：需要保证设置的 LAN IP 地址不能与网关从 AP 获得的 WAN IP 地址在同一网段！

2、网关以太网接口功能（AP WAN）

网关模块做为 AP，以太网接口设置为 WAN 口，连接至可上外网的路由上，开启 DHCP 服务器功能，

此时网关作为二级路由器使用，PC 或者其他智能手持设备连接模块 AP 即可上网，此时网关默认 AP通

常为 USR-WIFI232-B2_xxxx，无加密，可以通过网页进行设置。网关连到 AP 后，从 AP 处获得 IP 地

址（如图 192.168.1.10）。网关本身组成一个子网（默认 10.10.100.254），以太网接口上的设备由模

块分配地址（如图 10.10.100.100）如下图：

图23  网关以太网接口功能（AP WAN）

网关组网及应用-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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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ocket 通信

Socket A 的工作方式包括：TCP Server、TCP Client、UDP Server、UDP Client，目前 Socket B 只支

持 TCPclient。

当 Socket A 设置成 TCP Server 时，可支持最多达到 32 个 TCP Client 的 TCP 链路连接。在多 TCP 链

路连接方式下，从 TCP 传输的数据会被逐个转发到串口上。从串口上过来的数据会被复制成多份，在每

个 TCP 链接转发一份。具体数据流程图所示：

图24  多TCP链接数据传输图示

网关组网及应用-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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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物联网关(M-LINK)SP-

WG200B     MQTT说明

• WEB配置

• 有线连接MQTT服务器

• WIFI连接MQTT服务器

• NB-IoT连接MQTT服务器

• MQTT参数说明

• AT指令发布MQTT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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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传输拓扑图0

网关MQTT数据传输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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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配置1

1.进入WEB配置界面

A、复位网络模块：网关RESET处有个小孔，在通电状态使用针状物体按压3秒以上恢复网络模块为出

厂设置。

B、使用带WIFI功能的设备连接网关的的SSID。SSID格式如下图所示。

C、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10.10.100.254，弹出登陆框，用户名、密码都填admin。

D、WEB配置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1：网关的默认参数

图2：WEB配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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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线连接MQTT服务器2

2.有线连接MQTT服务器

以“百度天工物接入”为例，配置好天工物接入后，获得链接：

TCP Address: tcp://vze9w6a.mqtt.iot.gz.baidubce.com:1883，其中1883是端口号。

2.1.获取MQTT服务器的IP地址

Windows电脑Win+R调出“运行”，输入cmd进入“命令提示符”界面，输入

ping vze9w6a.mqtt.iot.gz.baidubce.com后按回车，之后收到服务器的响应信息，如下图所示。

14.215.190.20就是当前MQTT服务器的ip地址。

2.2.配置网络参数

A、以太网功能设置->开启网卡（开启）->设置网口工作方式(WAN)。按确定保存，暂不重启。

B、串口及网络设置->网络模式（Client）,协议（TCP）,端口（1883），服务器地址（14.215.190.20）。

按确定后在“模块管理”界面选择重启。

2.3.配置MQTT参数

使用USB转485模块连接RS485-1端口配置MQTT参数，波特率9600。

使用配套配置软件，将MQTT连接模式配置成“有线或者WIFI”，并配置以下MQTT参数：

A、登录名

B、登录密码

C、发布主题前缀

D、发布主题后缀

E、订阅主题前缀

F、订阅主题后缀

G、JSON数据所在节点

配置好后，即可自动连接MQTT服务器。成功连接MQTT服务器后，SYS指示灯闪烁周期由2秒变为1秒。

图3：ping MQTT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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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连接MQTT服务器3

3.WIFI连接MQTT服务器

1、执行“有线连接MQTT服务器”的所有步骤（不必开启网口，暂时不重启）。

2、无线终端设置->模块要接入的网络名称(SSID1)->搜索。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要连接的WIFI热点，

然后按“Apply”回到WEB配置界面。加密算法1选择“WPA2PSK”和“AES”，输入WIFI密码。

按确定后，暂不重启。

3、模式选择->Station模式。按确定后在“模块管理”界面选择重启。

【注：station模式下，有线网口不可用，也无法通过WIFI连接网关的网络模块，恢复出厂设置后才

能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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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IoT连接MQTT服务器4

4. NB-IoT连接MQTT服务器

1、使用USB转485模块连接RS485-1端口配置MQTT参数，波特率9600。

使用配套配置软件，将MQTT连接模式配置成“NB模块”，并配置以下MQTT参数：

A、登录名

B、登录密码

C、发布主题前缀

D、发布主题后缀

E、订阅主题前缀

F、订阅主题后缀

G、JSON数据所在节点

2、使用“WH-NB_set V1.0.19”软件设置NB-IoT参数。

A、选择485模块对应的COM口并打开。波特率9600，校验NONE，数据8，停止1。

B、左侧“参数配置”->“进入配置状态”->“读取当前参数”。

C、选择“NET透传模式”，勾选“连接服务器A”，填写地址和端口，连接类型选择“TCP”，本地

端口不必修改。

D、点击“设置所有参数”，执行完毕后点击“保存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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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QTT参数说明5

5.MQTT参数说明

5.1.网关参数示例

设备地址：1

登录名：vze9w6a/base

登录密码：iLdGUNKELs4B00sv

发布主题前缀：$baidu/iot/shadow/

发布主题后缀：/update

订阅主题前缀：$baidu/iot/shadow/

订阅主题后缀：/update/accepted

JSON数据所在节点：reported

（注：发布主题后缀、订阅主题后缀、JSON数据所在节点可设置为空）

5.2.网关的发布主题

发布主题前缀 + WG200B_x + 发布主题后缀

$baidu/iot/shadow/WG200B_1/update

其中WG200B_1中的_1表示设备地址1。而WG200B_100，表示设备地址100。

5.3.网关的订阅主题

订阅主题前缀 + WG200B_PARM_x + 订阅主题后缀

$baidu/iot/shadow/WG200B_PARM_1/update/accepted

其中WG200B_PARM_1中的_1表示设备地址1。而WG200B_PARM_100，表示设备地址100。

5.4.网关发布的JSON数据示例

{

"reported": {

"PT100_1": 25.9,

"output_sta_1": "off",

"output_sta_2": "off",

"output_sta_3": "off",

"output_sta_4": "off",

"output_sta_5": "off",

"output_sta_6": "off",

"volt_1": 2706,

"volt_2": 2833,

"volt_3": 2845,

"volt_4": 2835,

"volt_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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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QTT参数说明5

"volt_6": -3,

"volt_7": -5,

"volt_8": 246,

"current_1": 0,

"current_2": 0,

"current_3": 0,

"count_1": 482,

"count_2": 127,

"count_3": 98,

"count_4": 30,

"count_5": 28,

"count_6": 14,

"count_7": 11,

"count_8": 13,

"input_sta_1": "up",

"input_sta_2": "up",

"input_sta_3": "up",

"input_sta_4": "up",

"input_sta_5": "up",

"input_sta_6": "up",

"input_sta_7": "up",

"input_sta_8": "up",

"input_sta_9": "up",

"input_sta_10": "up"

}

}

向网关的“订阅主题”发布以下格式的JSON数据，可以控制网关的输出状态。

{

"reported": {

"output_sta_1":"on",  

"output_sta_2":"on",

"output_sta_3":"flash",

"output_sta_4":"flash",

"output_sta_5":"flash",

"output_sta_6":"of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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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QTT参数说明5

5.5.数据节点介绍

"PT100_1": 25.9, //数字型，PT100温度，单位摄氏度

"output_sta_1": "off", //字符串，输出状态，off=关闭，on=打开，flash=闪烁

"output_sta_2": "off",

"output_sta_3": "off",

"output_sta_4": "off",

"output_sta_5": "off",

"output_sta_6": "off",

"volt_1": 0, //数字型，电压值，单位V

"volt_2": 0,

"volt_3": 0,

"volt_4": 0,

"volt_5": 0,

"volt_6": 0,

"volt_7": 0,

"volt_8": 0,

"current_1": 0, //数字型，电流值，单位mA

"current_2": 0,

"current_3": 0,

"count_1": 482, //数字型，计数值

"count_2": 127,

"count_3": 98,

"count_4": 30,

"count_5": 28,

"count_6": 14,

"count_7": 11,

"count_8": 13,

"input_sta_1": "up", //字符串，输入状态，up=弹起，down=按下

"input_sta_2": "up",

"input_sta_3": "up",

"input_sta_4": "up",

"input_sta_5": "up",

"input_sta_6": "up",

"input_sta_7": "up",

"input_sta_8": "up",

"input_sta_9": "up",

"input_sta_10":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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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指令发布MQTT主题6

6、AT指令发布MQTT主题

格式：SP@AT+MQPUB=主题,消息\r\n

\r\n表示回车+换行，windows下按下回车键即可。

识别SP@AT指令的端口：

1、RS485-1

2、RS232

3、RF433无线（无线开启时）

4、网络模块（不使用网络模块传输MQTT数据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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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9

讯鹏科技成立于2007年，是一家专注于工业智能终端

研发与生产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总部扎根于科技创

新之都深圳，在香港设立全球运营中心，并在东莞、苏州、

武汉设有全资子公司。公司注重自主知识产权研发，坚持

科技创新，潜心产品技术研发，先后获得50多项专利与软

著。

讯鹏产品主要围绕“显示、交互、数采、组网、应用”

五个方向，为10000多家企事业单位提供数字化工业智能

终端与解决方案。十多年的沉淀让公司积累了丰富的系列

产品与行业应用经验，公司多套数字化工厂解决方案荣登

《MES选型与实施指南》，且获得“数字化车间改造技术

创新与服务十佳企业”称号。公司研发的智慧厕所、智能

时钟等系列产品广泛应用于机场、高铁、地铁、医院、学

校等场所。

讯鹏一如既往秉承“诚信、价值、共赢”的理念为广

大智能制造集成商及政企业务集成商提供优质的产品与服

务。我们始终坚持“做好用的工业智能终端”的宗旨，把

“好品质、易使用、易集成”融入每一个讯鹏人的血液，

让讯鹏的产品更具市场竞争优势。

我们时刻牢记讯鹏使命：智慧融万物，赋能数字化。

讯鹏定位：

做好用的工业智能终端！

讯鹏使命：

智慧融万物，赋能数智化。

讯鹏愿景：

智慧融万物，赋能数智化。

用户第一

满足用户想要的

发掘用户需要的

凝聚团队

忠诚、责任、沟通、信任

追求卓越

奋进、革新、超越、引领

价值交换

诚信、公平、价值、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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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证书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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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10

谢谢观看！

深圳市讯鹏科技有限公司

运营中心：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立信路45号B栋5楼

研发生产：东莞市凤岗镇雁田村天安数码城S7栋6楼

电话：+86-755- 89313800      89313900

传真：+86-755-28212820

网址：www.sunpn.com    邮箱：led888@18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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