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T10 智能控制一体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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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格参数 

名称 具体规格 备注 

物理特性 

整机尺寸 179 X 127 X 43 mm （长 x 宽 x 高） 不含两侧挂耳宽度 

材料 全铝合金  

防护等级 整机符合 IP20  

整机重量 约 1000g  

工作温度 -30 ～ 75℃  

存储温度 -40 ～ 85℃  

湿度 10% ～ 90%无凝结  

温度检测 内置实时温度传感器 实时检测设备环境工作温度 

（略高于实际环境温度） 

冲击、震动 SAE J1455  

系统 

CPU ARM Cortex M3 ,1.25DMIPS/MHz 高性能工业级 ARM 处理器 

Flash 8MB 可升级至 16MB 

OS UCOS-II 实时操作系统 

电气特性 

工作电压范围 85V~265V AC 、50/60HZ 

输入电流@220V<130mA、启动时间<0.2S 

交流电供电 

工作平均功耗 <3W  

待机功耗 <0.5W  

RT10 是一款专为解决远程自动化控制的终端设备。该设备专

注于相关信号的采集输入输出、数据处理、移动传输和后台应用。可编

程设计语言极大的满足了现场业务的灵活处理。设备的远程监测和参数

管理，大大简化了设备的后期维护工作。设备支持扩展 GPS/北斗定位的

获取以及通过 2G/4G 移动网络将位置信息传输出去，实现精准定位可视

化管理。此外，设备还能通过发送短信或数据的方式实现远程告警。 

内置温度传感器，使得用户更好的对环境温度进行采集判断。 

内置备用电池的可充电管理，支持设备掉电告警 

丰富的接口资源，使能迎合各种多变复杂的市场应用场景。 

可扩展目标市场： 

 智慧城市建设 

 机房设备监控 

 数字物业 

 智慧农业 

 智慧水利 

 



短路保护 内置交流直流电短路保护，自恢复  

过载保护 >Load 110%，可恢复  

冷却方式 自然冷却  

安全等级 CLASS II  

CE&RoHS 符合 EN61000-6-2:2005,EN61000-6-4:2007 标准 

符合 RoHS 雷击浪涌±1KV，群脉冲±2KV；静电接触 4KV，空气放

电 8KV 

 

备用电池 1200mA 锂电电池 内置充放电保护 

2G/NBIoT 特性 

模组规格 工业级，适合国内任意运营商  国外频段需注明国家或者区域 

频段 GPRS：900/1800MHz： 

NB-IoT：Band1/3/5/8 

支持中国移动/中国联通 2G 网络 

支持三大运营商 NB 网络 

输出功率 Class4（2W）@900MHz；Class1（1W）@1800MHz  

速率 GPRS - 85.6kbps（DL&UL） 实际以当地测试为准 

通讯协议 PPP、TCP、UDP、Ping  

增益 1.4dBi@900MHz，3dBi@1800MHz  

射频阻抗 50Ω  

SIM 卡 1.8/3V micro-SIM 支持双 SIM 卡功能：主备切换 

GPS/BD 特性（扩展定制功能） 

模组规格 北斗/GPS 双模 需单独模块支持 

接收引擎 50 通道  

冷启动 约 27 秒  

热启动 约 1 秒  

卫星接收灵敏度 -160dBm  

更新速率 1Hz@5Hz  

定位精度 2.5m CEP  

数据存储 

数据存储 8MB 预计可存储 50000 条以上本地数据；

可扩展至 16MB 内部存储空间 

物理接口 

继电器 4 路继电器 内置电流检测功能 

AI 1 路 4~20mA 模拟量采集接口 24V 供电 

DI 3 路数字开关量采集接口  

RS485 1 路 485 通讯接口，默认波特率 9600 支持 Modbus 协议 

RS232 1 路 RS232 通讯接口，默认波特率 115200 系统调试接口 

移动通讯接口  

2G/NBANT 4G/3G 移动通讯下的主天线 必须连接对应的外部天线 

LoRa ANT 4G/3G 移动通讯下的辅助天线 可不接 

远程升级 M2M 远程管理平台 远程设备监控、远程升级、远程参数配

置 

第三方接口 MQTT 协议，HTTP/SDK 平台转发 

安装方式 – M3 号螺丝固定 

mailto:1.4dBi@900MHz


A、导轨安装       B、挂耳安装 

二、产品特性 

 基础特性 

 GPRS / 4G / NB-IoT / LoRa（可选其一） 

 RS485 串口，支持 ModBus-RTU 协议类型传感器 

 DI 数字信号输入：连接门磁、烟感等开关信号 

 AD 输入：可接外部 4~20mA 电流型传感器或者 0~+5V 电压型传感器，通过软件工具脚本即可任意定义 

 220V AC 交流电直接供电，内置交直流转换模组 

 内置备用锂电电池，并实现外部供电断电下的及时告警功能 

 内置可编程功能，用于采集本机的模拟量、开关量，以及串口接入的 modbus 协议传感器的数据，控制继电器输出等。

可进行简单的数据运算。 

 实时对输出控制的继电器进行高精度电流检测，并可设置预警阈值 

 支持定时上报、阈值超限上报、变化上报三种数据上报模式 

 支持远程控制输出功能 

 支持终端远程参数设置、修改或复位 

 终端支持远程固件升级 

 支持 Detran M2M 终端远程管理协议 

 可扩展大容量数据存储（8MB~16MB），普通应用可满足至少 1 个月的数据本地保存 

 内置温度传感器 

 支持双 SIM 卡备份功能 

 可扩展性 

 平台支持 MQTT 协议、HTTP 转发协议，将数据发送到公共云服务器 

 支持其他定制通讯协议开发 

 可任意选择支持 GPS 或者北斗卫星定位 

三、接口端子说明 

>>>后面板说明<<< 

 



a) 电源输入输出部分：交流电 220V AC 直接供电 

PE N L 

交流电输入 

 PE：220VAC 交流电地线 

 N：220VAC 交流电零线 

 L：220VAC 交流电火线 

b) 继电器输出 

Y0 Y0_NO Y1  Y1_NO Y2 Y2_NO Y3 Y3_NO 

继电器 x 4 

 

 Y0：内置过流保护，最大允许电流为 3.5A@220V AC，最大功率<750W。 

 Y1/Y2/Y3：内置过流保护，最大允许电流为 1A@220V AC，最大功率<210W 

 继电器内部均自带高精度电流检测电路，可实时监测继电器工作状态下通过的电流值 

c) AI（模拟量）/DI（开关量）信号采集输入 

+24V AI_IN X0 S/S X1 S/S X2 S/S 

4~20mA 开关量 x 3 

 

 1 路 AI 模拟信号采集输入（24V DC 供电，4~20mA 规格传感器） 

mailto:最大允许电流为3.5A@220V
mailto:最大允许电流为3.5A@220V


 

 开关量信号输入：3 路无源开关量数字信号输入检测 

 

d) 通讯接口 

A+ B- TX RX S/S +24V 

RS485 

RS232 

Debug 24V 输出预留 

 1 路 RS485 接口：默认波特率 9600，支持 Modbus 协议 

 1 路 RS232 接口：默认波特率 115200，系统调试升级接口；也可扩展支持链接 RS232 串口通

讯设备 

 预留 24V DC 输出给外部设备供电，最大输出电流为 200mA 

>>>前面板说明<<< 

 

 



接口/LED 说明 

天线说明 

GPRS/NB 连接 GPRS 或者 NB-IoT 网络天线 

LoRa 连接 LoRa 通讯天线 

SIM 卡 

SIM1 GPRS/NB 通讯下，运营商 SIM 卡主卡 

SIM2 GPRS/NB 通讯下，运营商 SIM 卡备用卡 

控制开关 

ON 模式 开机电源 

OFF 模式 电源关闭 

ISP 模式 工程师模式，用于系统软件升级 

（解决特殊情况下设备的现场软件升级问题） 

LED 状态指示说明 

Yn 对应继电器的工作状态，继电器启动（闭合）下灯亮 

LoRa 当选择 LoRa 通讯模式时，通讯正常下灯常亮 

PWR 电源指示灯，正常供电下常亮 

SYS 系统运行指示灯 

485 485 接口通讯指示灯，有数据通讯下闪烁 

SIM SIM 卡检测指示，检测到 SIM 卡正常时灯亮 

信号强度指示 从左到右由 4 个 LED 组成，分别表示当前通讯网络的信号

强度：弱-中-良-优 

 

四、整机接线图 

a) 整机接线图 

 



 继电器 Y0~Y3 共享相同连接示意图。其中 Y0 最大支持 750W 输出功率，Y1~Y3 最大支持 210W 输

出功率 

 开关量 X0、X1、X2 共享相同接线示意图 

 +24V 预留输出可用于提供给外部 485 设备供电，最大输出功率为 5W 

b) 组网拓扑图 

 

五、M2M 平台介绍 

详见 M2M平台说明文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