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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文档 

修订历史 

版本 日期 说明 

V1.0 2018-11-27 第一次发布版本 

V1.1 2018-12-3 排版布局 

V1.2 2018-12-4 增加无线 client 配置说明 

应用范围 

此文档适用于创恒 P43x 系列工业路由的所有使用人员。若无特殊说明，以下所述所有功能适用于所有

P43x 系列 

阅读注意 

红色字体阅读时应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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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入门指导 

创恒 P431 系列 DTU 用于实现用户接入 4G 和以太网的功能，用户只需通过网页简单设置，即可工作。

一次写入，永久保存。 

建议用户收到 DTU 后，首先按照本章节的提示，具体操作一遍，将会对本设备有一个系统性的认识。 

1.1 硬件测试 

本测试需要 PC 机一台，P43x 设备一台，网线一根，4G SIM 卡一张，485 转 USB 设备一台，硬件连接

示意图如图 1.1 所示： 

 

图 1.1 硬件连接示意图 

1.2 网络连接 

下面以 P431 路由器为例： 

1) 将 SIM 卡插入卡槽。 

2) 将 wifi、4G 和 GPS 天线，按设备上的标注，依次连接到 4G 路由对应的天线接口上。 

3) 将计算机的网口通过网线连接到设备的 LAN（LAN1、LAN2 均可）口。 

4) 配置 PC 机网卡，选择自动获取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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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网络设置 

5) 使用 9-36V 电源，给路由上电。 

6) 等待大约 1 分钟，待 VPN 灯亮起后，表明 4G 路由联网成功，可以上网了。 

1.3 WEB 登陆和参数配置 

1.3.1 WEB 登陆 

P431 路由 WEB 登陆的出场参数为： 

参数 初始值 

自身 IP 192.168.100.1 

用户名 root 

密码 无 

表 1.2 登陆信息 

 

在电脑的浏览器中输入 192.168.100.1，直接默认参数，点击“登陆”即可。图 1.2 为路由器登陆界面。 



                                                             P431 说明书 

7 

 

 

图 1.2 登陆界面 

1.3.2 参数配置 

登陆到路由器配置界面后，依次点击配置界面的“服务”、“串口服务”，配置好串口数据、测试服务器 IP 和

登陆包（为路由器表面贴纸上的 COM2 参数），点击右下角的“保存&应用”。至此，路由参数配置完成。图

1.3 为路由器的配置界面。 

 

图 1.3 串口服务器参数配置 

1.4 透传测试 

在测试服务器（cloud.truhigh.com）上建立好透传组（具体建立方法请参考测试服务器的帮助文档）。

将 485 线连接至 4G 路由的 COM2 口，用串口助手分别打开虚拟串口和 485 的物理串口。用两个串口助手

分别收发数据。透传成功如图 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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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串口透传 

1.5 网络测试 

接线方式不变，打开网络测速工具（本测试使用联通 4G 卡，测试值根据当地网络的不同，速度可能有

所差别，理论最高值应当是上行 50Mbps，下行 150Mbps）。图 6 为测试值。 

 
图 1.5 网络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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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品概述 

2.1 产品特点 

  支持 1 个 WLAN 无线局域网 

  支持 2 个有线 LAN 口，1 个有线 WAN 口 

  支持 Mini-PCIE 接口的 4G 通信模块 

  支持 LED 状态监测(显示电源、WIFI、LINK、VPN、4G 网络信号强度状态) 

  支持 RS485 到网络的透明数据传输 

  支持 RS232 到网络的透明数据传输 

  支持 ssh、telnet、Web 多平台管理配置方式 

  支持一键恢复出厂设置 

  有线网口均支持 10/100Mbps 速率 

  支持 VPN，并支持 VPN 加密功能。 

  支持有线无线的自动切换 

  支持远程升级、数据采集 

  支持动态域名（DDNS）、静态路由、PPPOE，DHCP，静态 IP 功能。 

  支持防火墙、NAT、DMZ 主机、访问控制的黑白名单、IP 限速、MAC 限速 

  支持 NTP，内置 RTC 

  支持外部硬件看门狗设计，保证系统的稳定性 

  支持 GPS 定位功能 

2.2 基本参数 

P431 支持有线 WAN 口，LAN 口，WLAN 网络，以及 4G 网络接口，并可以支持一路串口到网络数

据透传的功能。在工控联网，智能电网，个人医疗，智能家居等这些数据传输领域有较高的应用优势。 

2.2.1 P43x 主要型号如下 

型号 参数 

P431 支持全网通 4G，支持以太网，支持 GPS 定位 

P432 支持全网通 4G，支持以太网 

P433 支持以太网 

表 2.1 型号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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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P43x 主要型号的参数如下表 

项目 描述 

产品名称 P43x 4G无线路由 

 

有线网口 

有线 WAN口 WAN*1 

有线 LAN口 LAN*2 

网口速率 10/100Mbps，Auto MDI/MDIX 

WIFI 天线 WIFI天线*2 

覆盖距离 空旷地带 150m 

 

 

 

SIM卡与天线 

SIM卡 标准 6 针 SIM 卡接口，3V/1.8V SIM 卡 

天线 P431模块：3/4G 全频吸盘天线 * 1

（4G-M/4G-A） 

wifi天线 *2  GPS吸盘天线 *1 

P432模块：3/4G 全频吸盘天线 * 1

（4G-M/4G-A） 

wifi天线 *2 

P433模块：wifi天线 *2 

按键 Reload 一键恢复出厂设置 

指示灯 状态指示灯 电源，WIFI，4G 制式和信号强度，WAN*1，

LAN*4 

串口 RS232 3pin端子，RS232 电平 

RS485 3pin端子，RS485电平 

温度 工作温度 -20℃~ +70℃ 

存储温度 -40℃~ +125℃ 

湿度 工作湿度 5%~95% 

存储湿度 1%~95% 

供电 供电电压 9-36V 

表 2.2 参数说明 

注意： 

 P431 支持 4G 网络、以太网和 GPS 功能 

 P432 支持 4G 网络和以太网 

 P433 仅支持以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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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硬件描述 

2.3.1 硬件尺寸描述 

 
图 2.1 尺寸说明 

2.3.2 硬件接口描述 

名称 备注 

10pin 端子 包含电源、1 路 485、1 路 232 

WAN 广 域 网 接 口 ， 10/100Mbps ， 支 持  Auto 

MDI/MDIX 

LAN1 局域网接口，10/100Mbps，支持  Auto 

MDI/MDIX 

LAN2 局 域 网 接 口 ， 10/100Mbps ， 支 持  Auto 

MDI/MDIX 

指示灯 12 路状态指示灯，详见指示灯章节的描述 

Reloade 按键 长按 3s 以上，恢复出厂设置 

WIFI 天线 2 路 wifi 天线 

4G 天线（仅 P431、P432 有） 1 路 4G 天线 

GPS 天线（仅 P431 有） 1 路 GPS 天线 

表 2.3 硬件接口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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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品功能 

 

图 3.1 功能示意图 

3.1 功能框图 

本章详细介绍 P431 所具有的功能，下图是模块的功能整体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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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31

服务 网络 防火墙 系统状态指示

1.动态DNS

2.串口服务

1.接口显示

2.VPN功能

3.无线

4.DHCP/DNS

5.静态路由

6.无线

1.基本设置

2.端口转发

3.通信规则

4.自定义规则

5访问限制

1.备份和升级

2.重启

3.恢复出厂

 
图 3.2 功能框架 

3.2 用户配置流程 

4G 路由上电启动后，会根据用户预先设置好的参数，自动链接以太网或 4G 网络（以太网优先），并使

LAN 口下的设备可以访问外部网络。 

使用流程： 

 将 SIM 卡插入卡槽 

 分别接好对应的天线 

 等待 1 分钟左右，可以看到 VPN 灯亮起，表示联网成功 

 登陆 192.168.100.1 路由管理界面，根据需求选择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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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基本功能 

3.3.1 户名密码设置 

 

图 3.3 密码设置 

 默认密码可以设置，用户名不可设置。 

 默认密码为空，用户可不输入密码，直接登陆。 

3.3.2 网络诊断功能 

 

图 3.4 网络诊断 

路由器的在线诊断功能，包括 Ping 工具，路由解析工具，DNS 查看工具。Ping 工具，可以直接在路

由器端，对一个特定地址进行 ping 测试。路由解析工具，可以获取访问一个地址时，经过的路由路径。

DNS 查看工具，可以将域名解析为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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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主机名与时区设置 

 
图 3.5 系统基本设置 

 主机名：默认为 TRUHIGH。 

 时区：默认为上海时区。 

3.3.4 恢复出厂设置 

通过长按 Reload 按键 3 秒，可将路由器恢复出厂设置，成功回复出场设置后，路由器会自动重启。 

同样，用户也可以通过网页恢复出厂设置，如下图所示。 

 

图 3.6 恢复出厂设置 

3.3.5 固件升级 

方式 1： 

P43x 系列 DTU 支持 web 方式进行固件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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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固件升级 

方式 2： 

在模块上电时，按住 Reload 按键至蜂鸣器停止发出响声，通过浏览器登陆 192.168.100.1。 

 

图 3.8 固件升级 

 固件升级过程大约为 2-3 分钟，在该时间段内，无法登陆网页。 

 固件升级过程中，请勿断电或拔插网线。 

 固件升级，用户可根据需求，选择是否保留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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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重启 

 

图 3.9 重启 

点击按钮重启路由器。重启时间与路由器的上电启动时间一致，约为 40-60 秒后完全启动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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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 动态域名解析（DDNS） 

 
图 3.10 动态域名解析 

 默认为未开启状态，在使用该功能前，请首先点击开启。 

 修改设置后，请重启路由器确保生效 

 请严格填写参数，服务/URL，申请的域名，用户名密码，接口等参数确保正确 

 即便做为子网下的路由器，本功能也应可以使动态域名生效 

 如果路由器所在的网络，没有分配到独立的公网 IP，那么本功能无法使用 

 可以为本路由器添加多个 DDNS 域名 

3.3.8 LAN 接口 

默认 LAN 口的 DHCP Server 功能开启（可选关闭），所有接入 LAN 口的网络设备，可以自动获取到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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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LAN 接口 

3.3.9 WAN 接口 

 

图 3.12WAN 接口 

 支持 DHCP 客户端、静态 IP、PPPOE 模式等。 

 默认 IP 获取方式为 DHCP Client。 

3.3.10 WIFI 无线局域网 

a．默认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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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WiFi 设置 

 

默认参数 数值 

SSID 名称 TRUHIGH_XXXXXX(最后为 MAC 地址的后 6 位) 

无线密码 1234567890 

工作频率 信道：11，频宽：20MHZ 

加密方式 WPA2-PSK 

表 3.1WiFi 参数 

b.修改参数 

在如下位置修改 SSID。 

 

图 3.14 修改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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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位置修改无线网密码。 

 

图 3.15 修改密码 

如下位置，修改是否开启无线功能（即时生效），信道选择，以及贷款设置。 

 

图 3.16 其他设置 

c．无线 client 模式 

Truhigh P43 系列工业路由支持无线 client 模式，即可以通过附近热点去连接到网络。如图 3.17 点击“搜

索”，即可以搜索到附近 WiFi，找到可以连接的热点，点击“加入网络”。然后如图 3.18 所示，输入“WAP 密钥”

（即要连接的 WiFi 密码），然后点击“提交”。成功提交后，会返回图 3.17 界面，把网页框拉到最低，点击“保

存&应用”，即可接入网络。 

   

图 3.17 无线网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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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8 无线 client 配置 

3.3.11 串口转以太网功能 

P431 支持两路串口透明传输模式，分别为 COM1（232 接口）和 COM2（485 接口），方便串口设备联

网。串口转以太网的详细说明，请参考“入门指导 登陆和透传测试”和“入门指导透传测试”章节。 

3.3.12 静态路由 

静态路由可以实现两个不同内网段的信息交互，如下图配置。 

1) 假设 P431 的 wan 口 ip 为 192.168.1.136，lan 口 ip 为 192.168.100.1。 

2) 假设 P432 的 wan 口 ip 为 192.168.1.152，lan 口 ip 为 192.168.8.1。 

如果我们想实现 P431 lan 口下的设备访问 P432 lan 口下的设备，即可在 P431 上添加一条静态路由，

然后在 P432 上设置一条静态路由即可。（P432 设置原理同 P431 设置）。 

 

图 3.17 静态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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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认没有添加静态路由，在使用该功能时，请根据具体的需求来配置。 

 在添加完成后，请将防火墙 基本设置的转发开启（默认开启转发）。 

3.3.13 防火墙功能 

地址伪装也成为 MASQUREADE，是将离开数据包的源 IP 转换成路由器某个接口的 IP 地址，如图勾选

IP 动态伪装，系统会将流出路由器的数据包的源 IP 地址修改为 WAN 口的 IP 地址。 

 

图 3.18 防火墙 

默认 IP 动态伪装功能是开启的。 

3.3.14 Log 

远程日志 

远程 log 服务器：远端 UDP 服务器的 IP 或域名，当 IP 为 0.0.0.0 时不启用远程志； 

远程 log 服务器端口：远端 UDP 服务器端口； 

系统日志缓存区大小：默认 64k； 

日志记录等级：默认正常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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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9 日志 

系统日志 

 

图 3.20 系统日志 

内核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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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内核日志 



                                                             P431 说明书 

26 

 

4 配置界面远程登陆 

用户可以在创恒云服务器 cloud.truhigh.com 下载 highlink，具体下载过程见网页帮助文档。 

创恒 P43x 系列 4G 路由，默认带有 VPN 功能，用户可以使用路由的 VPN IP 去远程登陆 4G 路由的 WEB

管理界面。 

4.1 highlink 配置 

highlink 安装成功后打开，点击“编辑 云端服务设置”，具体配置参数如下图。 

 

图 4.1highlink 

配置完成后，输入用户名和密码（该用户名和密码为 cloud.truhigh.com 的登陆账号和密码）。然后点击

“激活”，最后点击“启动 VPN 服务”。 

4.2 远程登陆 

 

图 4.2 远程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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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 IP 为设备的 VPN IP（创恒的 P43x 系列 DTU 均拥有一个唯一的 VPN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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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联系方式 

公司：山东创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济南市高新区新泺大街 2008 号银荷大厦 D 座 5 层 

网址：http://www.truhigh.com/ 

电话：0531-55691821/0531-55691822/0531-69960998 

邮箱：support@truhigh.com 

创恒产品服务电话：0531-68960998 转 1 

传真：0531-5569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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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免责声明 

本文档未授予任何知识产权的许可，并未以明示或暗示，或以禁止发言或其它方式授予任何知识产权

许可。除在其产品的销售条款和条件声明的责任之外, 我公司概不承担任何其它责任。并且，我公司对本产

品的销售和/或使用不作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担保，包括对产品的特定用途适用性，适销性或对任何专利权，

版权或其它知识产权的侵权责任等均不作担保。本公司可能随时对产品规格及产品描述做出修改，恕不另

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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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附录一 云平台数据采集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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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录二 远程下载调试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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