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信利器 金笛锻造

1

金笛工业手机

用户手册

版权所有

北京玉笛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通信利器 金笛锻造

2

目 录

快速安装.......................................................................................... 3
产品图片说明.................................................................................. 4
第一部分：串口 Modem 的安装................................................. 5

第一步：查看串口硬件清单..................................................5
第二步：安装硬件设备..........................................................6

第二部分：USB Modem 的安装............................................... 14
第一步：查看 USB硬件清单.............................................. 14
第二步：安装硬件设备........................................................15

第三部分：安装金笛短信群发机器人........................................18
金笛短信群发机器人标准版简介................................................26
软件特点........................................................................................ 26
使用说明........................................................................................ 27
无线上网指南................................................................................ 30
注意事项........................................................................................ 31
常见问题........................................................................................ 32
联系方式........................................................................................ 33



通信利器 金笛锻造

3

快速安装

1、 关闭计算机，切断计算机电源。

2、 用大头针轻抵短信猫天线下方的 SIM卡插槽凹孔，SIM卡插槽会自

动弹出，在 SIM卡插槽中放入手机 SIM卡（芯片面向上），将插槽

按原样放回短信猫里。

3、 取下天线保护套，将天线与天线插头相连，在 SIM卡插槽旁边安装

上天线。

4、 把数据连接线有 15针的一端和短信猫的有相应孔的地方连接，另一

端就和电脑的串口连接。短信猫连接线上的电话水晶头不使用，不需

要连接。

5、 连接短信猫电源线。

6、 在计算机的 USB口上插入加密狗。

7、 接通短信猫的电源。短信设备的指示灯常亮，约 30秒钟后指示灯呈

现规律闪烁。如果始终长亮，则是卡没插好或卡存在异常。

8、 接通计算机电源，启动计算机。

注意：为了保证您的短信设备长久使用，在 SIM卡更换，数据线、电源

线连接和断开时，均应避免带电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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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图片说明

产品名称：WAVECOM GSM MODEM

金笛工业手机，俗称短信猫，又名 GSM MODEM，专门针对短信应

用设计，内含工业级短信发送模块，简化了通信接口，性能稳定可靠，符

合各种商业和工业级短信应用要求, 支持向移动、联通以及小灵通用户收

发短信，适用于各行各业各个领域作无线数据通信，短信息通告，短信查

询等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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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串口Modem 的安装

第一步：查看串口硬件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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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安装硬件设备

步骤 1：接入天线。

将（图 1中）红色的盖帽取下，接入天线。

图 1

COM接口短信猫（WAVECOM GSM/GPRS MOD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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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安装 SIM卡

用曲别针或其他工具顶住短信猫 SIM卡座按钮（图 2中弹出卡座的

右边小黑点），设备会弹出 SIM卡座，将 SIM卡放入卡座，再将卡座插

回设备的 SIM卡插孔即可。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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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接入数据线

1、 数据线有两头，一头接到 Modem，另一头接到计算机的 COM口。

如（图 3）有针的一头接到 Modem，没有针的一头接到计算机，水晶头

接口是备用接口不需要接入；Modem上的数据线的接口如图（图 4）。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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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将一头接到 Modem，如图 4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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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接入电源线；

电源线有两头，一头接到 Modem，另外是插到电源插板上；如图（图

5）。Modem上的电源接入口如图（图 6）左边的黑色小口；电源接入时

候请注意方口和圆口要对应。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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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安装完毕，设备的指示灯闪烁表示已连接到通信网络，指示灯一直亮

表示没有搜寻到网络或设备故障。电话线接口没有用，不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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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数据线与无须上网的 modem硬件设备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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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提示将数据线另一端插入主机串口

特别注意：

1、 Modem在从计算机接入或拔下之前一定要确保在没有通电的情况下

进行操作。

2、 连接电源和数据线，USB接口短信猫的只需连接 USB连线，COM

接口的短信猫务必要连接好天线，设备指示灯闪烁表示已连接到通信

网络，指示灯一直亮表示没有搜寻到网络或设备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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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USB Modem 的安装

第一步：查看 USB硬件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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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安装硬件设备

步骤 1：接入天线

步骤 2：安装 SIM卡

步骤 3：连接 USB线，设备指示灯闪烁表示已连接到通信网络，指示灯

一直亮表示没有搜寻到网络或设备故障。

步骤 4：USB接口设备需安装 USB-COM转换驱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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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安装后，查看设备管理器，会显示该端口及端口号，例如图中端

口号为 COM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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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安装金笛短信群发机器人

打开金笛光盘，内有 setup.exe文件，双击执行安装。如图：

点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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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默认，下一步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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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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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 开 短 信 群 发 机 器 人 标 准 版 会 让 您 选 择 ：

选择 GSM Modem。自动搜索短信设备。如图。如果 SIM卡收到一条新

的短信息时，还将自动接收 SIM卡的新短信息。可以看到下面连接状态：

已连接到 1个短信收发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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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有多个短信设备，可使用金笛短信群发机器人广告版。打开短

信群发机器人广告版需要设置,打开广告版 如下图：

打开后，点选设备管理项。设备类型改为 GSM MODEM,串口号是软

件自动检测，启用即可。可以看到下面连接状态：已连接到 1个短信收

发设备！如果连接不成功，那说明串口波特率是 115200，默认的是 9600。

软件启动后将自动进行连接短信收发设备；连接完成后，有消息提示。

软件左上角的连接按钮如果为绿色，如图 , 还有通过左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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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有表示连接成功状态；这样就表示处于连接成功状态。如图

如果软件左上角的连接按钮为黄色，如图 ，相对应左下角

有未连接到短信收发设备的提示。如图：

表示连接处于未成功状态。未连接状态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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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笛短信群发机器人标准版简介

“金笛短信群发机器人”，是面向广大企事业单位开发的短信群发软

件，它使企业可以充分利用移动（联通）公司提供的手机短信服务功能，

来发布各种企业相关信息。可完成短信息群组发送(如短信广告、客户联

络、新产品发布通知)、分组发送(如会议通知、紧急通知)、 定时群发（如

提醒短信、恭贺短信、祝福短信）、以及接收工作情况汇报短信等等，从

而达到提高办公效率、降低办公成本的目的。

软件特点

 支持发送数据库文件、发送 ODBC数据

 支持一次给多人发不同的短信

 支持定时发送。自定义发送时间段,比如设定发送时间从早上 9:00

到晚上 8:00,超过规定时间自动暂停发送

 可视管理短信发送状况，可暂停和继续发送

 强大、易用的通讯录管理功能，可多级用户分组，提供手机号码可

以从文本文件导入功能

 支持常用短语维护，可在编辑短信时插入短语

 支持循环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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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发送短信日志管理

 支持多个 GSM/GPRS设备同时发送

 支持联通移动两大运营商短信路由，使用两套设备，分别放联通和

移动的 SIM卡，系统可自动识别接收方所属网络，自动使用对应的

卡发送，节省费用，进一步提高成功率

 收发件箱信息导出到 Excel功能

 电话薄导出到 Excel功能

 搜索所有地区的号码

 清除重号功能

 优先发送功能

 收取号码保存功能

 电话薄导入功能（该功能用户可自行配置）

使用说明

 短信发送：

点击工具栏上的发送短信息图标，进入发送短信息工作界面。

 手工输入号码：

可在收件人输入框输入接收者的手机号码，在屏幕下面的短信内容

部分输入想要发送的短信内容，点击“立即发送短消息”按钮完成

发送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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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电话簿选择手机号发送短信：

可以从事先维护好的电话簿中选择要发送的手机号。

 从号段生成手机号：

该功能主要用于群发广告，使用者可向特定的地区中的特定人群发

送广告信息。

 从文件导入手机号：

使用者可事先将要发送的手机号码存放在指定文件中，并且该文件

只能是一行一个手机号码的格式，利用此功能选择该文件取得手机

号码。该系统支持小灵通、移动、联通全网发送功能。所以在输入

号码的时候，小灵通的格式请采用 106+区号+小灵通号码这样的标

准格式，如 10602245782566。

 删除接收者：从要发送的手机号中选择部分删除。

 清空接收者：完全清空要发送的手机号。

 插入常用短语：

用户输入短信的时候也可选择系统中维护好的短语进行发送。当短

信超过 70汉字或超过 160字符的时候，系统提示输入字符过长。

 定时发送：

用户也可根据自身的需要定时发送短信，使用该功能时，系统提示

输入定时发送的时间，您只需输入该时间就可以了。

 附加签名：

使用该功能，短信内容中会自动增加事先设定好的签名信息。

 已收短信息：

本系统接收到的短信都可以在这里显示，使用者可对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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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发送短信箱：

已经发送的短信日志内容显示在这里，使用者可对其管理。

 待发送短信箱：

用户设定的定时短信在这里显示，使用者可对其管理。

 失败短信箱：

由于网络等原因，有时发送短信会失败，这里显示所有失败的短信，

使用者可对其管理。

 通讯名录管理：

可以添加联系人。

 分组管理：

本系统的电话薄管理功能非常强大，可实现分组管理，最多可建立

4级分组，每级分组最多可建立 100个组别。

 导入电话薄：

使用者可将原来在 Excel或其他文本文件中的联系人信息导入到系

统中。

 导出电话薄：

用户可依据此功能将已经存在的联系人信息导出到 Excel中。

 常用短信：

用户点击菜单，进入常用短语界面。用户可增加自己新的短语。

 导出短信：

系统中发送和接收短信记录都可以导出到 Excel中，供用户使用。

 短信查找：

系统中发送和接收短信都可以使用“短信查找”功能查找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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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上网指南

一、申请开通 GPRS服务。

二、将开通 GPRS服务的 SIM卡插入 BM2403A模块中的卡座。

三、用 RS232串口线将模块与 PC相连。

四、在控制面板->调制解调器->添加标准 336调制调器。

五、在拨号网络中建立新连接，设备选标准调制调器，号码为*99***1#。

六、无用户名,无密码,拨号后即可无线接入互联网，速度在 22-88k左右。

七、上网前需在超级终端中设置 MODEM的几个参数：

at+cgdcont=1,”IP”,”CMNET” 设置网络

at+ipr=115200 设置最高速率

at&w 保存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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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 GSM Modem只能入中国移动或者中国联通的 GSM网络，CDMA

的卡插入不能识别。

2、 一定要在断电的情况下插拔ＳＩＭ卡。未插卡加电时Ｍｏｄｅｍ灯常

亮，插入ＳＩＭ卡大约１０秒～３０秒找到ＧＳＭ网络后灯开始闪

烁，此时方可启动相应软件。

3、 为了发挥使用本短信群发软件的优势，建议正式使用之前，请先在“名

片管理”中添加 联系人信息；请先在短语管理中添加您所需要的常

用短语。另外，如果已建立了电子文档（或数据库记录）的通信录，

可通过工具导入（或关联）本短信群发软件的数据库表，以避免再次

手工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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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问：为什么使用你们的短信猫+软件时，打开软件会提示“连接状态：未

连接到短信设备”？

答：有三种可能性：

1、 请查看 USB线和天线是否插好、拧紧。SIM卡是否插好。

2、 请您查看短信猫的 LED灯是否闪。如果闪就表示正常。

3、 请查看是否占用了当前短信猫的 COM口。可以做以下操作。

打开Windows自带的超级终端，连接时使用的 COM是当前你设备

的 COM口。点下面的配置，端口设置为还原默认置，确定即可。

然后在框里输入 ATE1回车。然后输入 AT回车。如果返回 OK。说

明短信设备好。如果不显示。说明 COM口有可能被占用。只能重新

启动机器。打开短信群发机器人软件看是否连接成功。如果还无法使

用，请您联系我们，联系方式见末尾。

问：为什么使用你们的短信猫时，LED灯不闪啊？

答: 第一、请确定您把相关的连接线都插好了。如果是 USB接口，驱动

是否安装完成？

第二、插好所有的设备，请您等十几秒，看它是否闪，若依旧无法使

用，请您联系我们，联系方式见末尾。

问：为什么使用你们的短信猫时，LED灯不亮啊？

答: 请您查看是否接好电源。如果一切都接好但还是不亮，请您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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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23 号量子银座 9 层（863 软件园）

邮编：100191

电话： 010-82358387 ， 82356956 ，82355864

传真：010-82358387 转 6004

短信技术支持网址：www.sendsms.com.cn

http://www.sendsm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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