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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inux 系统加载域格模块 USB 驱动 

 

1.1 添加 USB 串口驱动系统组件 

 

在 Linux 系统中通常使用 USB 转串口的驱动。添加驱动需要配置 Linux 内核，方法如

下： 

cd kernel 

make menuconfig 

device drivers -> usb support -> usb serial converter support 

选中如下组件： 

USB driver for GSM and CDMA modems 

选中后保存配置。 

 

1.2 增加设备驱动 

 

使用 lsusb 查看 usb 设备，确认发现设备。 

 

如上图，模块的 VID、PID 默认为 0x05C6、0x9025。 

设备确认连接后，可执行命令： sudo modprobe usbserial vendor=0x05c6 

product=0x9025，加载 USB 串口驱动。通过查询命令：ls /dev/ttyU*，可查看 USB 串口

加载情况。 

嵌入式系统若不支持以上命令，则需修改内核源码文件 option.c (路径一般为

drivers/usb/serial/option.c)。在文件中找到 option_ids[]的数组，在数组中添加域格产品的

VID 和 PID。VID 0x05C6 一般已存在，可根据实际情况，参照以下方法添加 VID、PID。 

 

添加数组元素 

 

修改完成后，重新编译内核。 

编译完成后，通过查询命令：ls /dev/ttyU*，可查看 USB 串口加载情况，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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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inux 系统下交互 AT 过程 

 

1) 将 USIM/SIM 卡正确插入应用终端，将 4G 全频天线连接到模块的射频连接器。模块

开机，加载 USB 驱动，获取 USB 端口：ttyUSB0~ttyUSB4。 

ttyUSB0 -> DIAG 

ttyUSB1 -> ADB 

ttyUSB2 -> AT 

ttyUSB3 -> Modem 

ttyUSB4 -> 暂不使用（使用 NDIS 需将该口过滤） 

2) 启动 Linux 系统串口应用程序 minicom，使用如下指令： 

#minicom -s 

在 minicom 菜单中选择“Serial port setup”，配置“Serial device”为/dev/ttyUSB2(模

块的串口中 AT(ttyUSB2)，Modem(ttyUSB3)可以发 AT 命令，其他不能发 AT 指令)；

修改完毕后退出到 minicom 菜单，选择“Save setup as dfl”保存配置后选择“exit”

退出 minicom 配置。 

3) 通过 minicom 发送 AT 指令进行系统测试 

#minicom 

将得到如下的返回结果： 

Welcome to minicom 2.7 

OPTIONS: I18n  

Compiled on Jan  1 2014, 17:13:22.  

Port /dev/ttyUSB2 

Press CTRL-A Z for help on special keys 

 

输入如下指令，打开回显： 

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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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系统工作正常，将得到如下的返回结果： 

OK 

 

输入如下指令，查询产品信息： 

ATI 

将得到如下信息： 

Manufacturer: YUGE                                                               

Model: CLM920                                                                    

Revision: CLM920-v1 [Aug  3 2015 13:11:41]                                       

IMEI: 357941053041368                                                                  

+GCAP: +CIS707-A, CIS-856, +MS, +ES, +DS, +FCLASS 

 

输入如下命令，查询 PIN 码信息： 

AT+CPIN? 

将得到如下信息： 

+CPIN: READY 

 

输入如下命令，查询信号： 

AT+CSQ 

将得到如下信号强度和误码率信息： 

+CSQ: 31,99 

 

输入如下指令，查询注册状态： 

AT+CREG? 

将得到如下注册信息： 

+CREG: 0,1 

 

输入如下指令，查询网络运营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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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COPS? 

将得到如下运营商信息（不同运营商返回信息不同，以下以中国联通 USIM 卡为例） 

+COPS: 0,0,"CHN-UNICOM",0 

 

3. Linux 系统下拨号上网过程 

 

1) 重复模块的 USB 加载过程和 AT 交互流程。确保模块正确注册到网络，信号强度 CSQ

返回的第一个参数在 9 以上； 

2) 确认 Linux 系统带有 pppd 和 chat 可执行程序。如果系统没有 pppd，请安装 kppp，

里面带有 pppd 应用程序（推荐使用 pppd 2.4.3、pppd 2.4.5）； 

3) 软件版本在[Jun 11 2015 12:00:32]及之后的域格模块，在电信 2G、3G 模式下，拨号

号码可与其他制式统一，支持使用*99#拨号； 

拨号上网有两种方式： 

a) 直接使用我们提供的拨号脚本（CDMA 及 evdo 下使用 evdo.gprs-pppd，其他网

络下使用 wcdma.gprs-pppd，或在 wcdma.gprs-pppd 中加入电信拨号时需要的

用户名和密码，可供电信 2G、3G 下使用），注意给脚本执行权限； 

b) 分别写 pppd 脚本和 chat 脚本： 

(1) /etc/ppp/peers/evdo 文件，内容如下： 

# Usage: root>pppd call evdo& 

/dev/ttyUSB3 

115200 

crtscts 

modem 

debug 

 

nodetach 

usepeerdns 

noipdefault 

defaultro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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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card 

password card 

connect '/usr/sbin/chat -s -v -f /etc/ppp/evdo-connect-chat'  

(2) /etc/ppp/evdo-connect-chat 文件，内容如下： 

#/etc/ppp/evdo-connect-chat 

# chat script for China telecom. 

TIMEOUT 15 

ABORT "DELAYED" 

ABORT "BUSY" 

ABORT "ERROR" 

ABORT "NO DIALTONE" 

ABORT "NO CARRIER" 

"" AT 

OK ATE0 

OK ATDT*99# 

CONNECT 

两个脚本写好后，执行 pppd call evdo&，拨号上网。 

注： 

① 软件版本在[Jun 11 2015 12:00:32]及之后的域格模块，各制式下可统一使用

chat 脚本中的 ATDT*99#拨号。 

② pppd 脚本中的用户名和密码是注册在电信 2G、3G 时使用的，对其他网络无

影响。 

4) 测试连接 Internet 

测试是否连接 Internet，用如下指令： 

# ping 115.239.210.27 

测试是否 ping 通 baidu 的 IP 地址。 

如果 IP 地址能 ping 通，而 ping 域名不通，如下指令： 

# ping www.baid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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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需要添加 DNS(114.114.114.114)到/etc/resolv.conf。 

5) 断开 Internet 连接： 

a) 调用我们提供的结束脚本 ppp-off 

b) 使用指令：# killall pppd 

 

4. Linux 系统加载域格模块 NDIS 驱动 

 

4.1 过滤 NDIS 接口 

 

由于 USB 串口跟 NDIS 都属于非标准 CDC 设备，需要防止 NDIS 口被 USB 串口驱动

加载而导致无法正常加载 NDIS 口驱动。以下提供三种解决方式，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处

理。 

1、kernel 版本 3.8 以上的，在 option.c 中的 option_ids 中添加 blacklist，可使驱动在

加载时自动跳过 blacklist 指定的 interface。 

先添加模块的 VID 和 PID： 

 

设置 interface 4 不加载 option 驱动，添加内容如下： 

 

添加 blacklist 到 option_ids 数组中： 

 

 

2、对于之前的内核，不支持在 option_ids 数组中设置过 blacklist，要先添加模块的

VID 和 P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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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option_probe 函数内判断当前 interface 号进行过滤： 

 

 

3、对于使用usb-serial.ko驱动的用户，需要在usb-serial.c文件中的usb_serial_probe()

函数开始增加如下判断来过滤 NDIS 接口： 

 

NDIS 接口过滤完成后，通过查询命令：ls /dev/ttyU*，查看 USB 串口加载情况，只

有四个端口被加载为 ttyUSB 口，如下图。 

 

 

4.2 添加 NDIS 驱动系统组件 

 

NDIS 驱动需要系统的 usbnet 驱动支持，因此需要配置 Linux 内核，方法如下： 

cd kernel 

make menuconfig 

device drivers -> Network device support -> usb Network Adapters 

选中如下组件： 

Multi-purpose USB Networking Framework 

选中后保存配置，重新编译内核。 

 

4.3 编译 NDIS 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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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IS 驱动以原代码的形式提供，由用户在自己的系统编译。 

ki_cdc_ether.c 为 ndis 口驱动，qmi 开头的文件为 QMI 协议相关文件，用于解析 iocti

的 QMI 包。 

将内核源码文件解压到 drivers/net/usb 目录下。在解压后形成的 ndis-linux-driver_v2

目录下执行 make modules 命令，即可在该目录下生成 ki_ether.ko 文件。 

 

4.4 加载 NDIS 驱动 

 

通过 insmod 命令加载 NDIS 驱动：sudo insmod ki_ether.ko。 

在 ndis_driver 目录执行 make install 命令：sudo make install。该命令会将驱动安

装到系统的 module 目录中，并且分析依赖关系，将相关模块同时加载。 

使用 ifconfig 命令查看网卡信息，如果出现 wan0 表示驱动加载成功，如图。 

 

 

5. Linux 系统下域格模块 NDIS 拨号上网 

 

5.1 NDIS 拨号相关命令 

 

1)  拨号前请查询以下命令，确认模块成功注册到网络，具体返回结果参考 AT 手册。 

AT+CPIN? 

AT^SYSINFO 

AT+CSQ 

AT+CGREG?              //注册在电信 2G 或 3G 时，查询 AT+CREG? 

2)  确认模块注册上网络后，通过以下命令进行 NDIS 拨号及查询连接情况。 

AT^NETACT=1,0          //发起 NDIS 拨号，连接 0 口 

AT^NETACT?             //查询。连接成功后，能查询到如下信息 

^NE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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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10.113.243.81","10.113.243.80","255.255.255.252","211.136.150.66","211.1

36.112.5" 

//依次表示：NDIS 接口，连接状态，地址类型，网关，IP 地址，掩码，主 DNS，次 

DNS 

3)  断开拨号命令 

AT^NETACT=0,0 

 

5.2 NDIS 网卡获取 IP 

 

模块成功获取 IP 后，通过 DHCP 将 IP 赋给网卡 wan0。可参考以下命令： 

udhcpc -i wan0 

注：该操作需在模块获取 IP 后 2 分钟内进行。2 分钟后，若网卡没有成功获取 IP，模

块获取的连接会断开，需重新通过 AT^NETACT=1,0 拨号。 

 

5.3 查看 IP 地址与网络测试 

 

输入 ifconfig 查看 wan0 的 IP 地址，如下图： 

 

之后，就可通过 ping 测试是否连接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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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Linux 系统域格模块 ECM 拨号说明 

 

域格模块支持 ECM 拨号（APP 版本为 Oct 15 2015 18:24:48），需使用命令

AT+USBCFG=905A 将模块 PID 切为 905A。模块端口顺序与默认也有所不同，具体 VID、

PID 信息及端口对应 interface 信息如下： 

VID PID：05C6 905A 

端口：modem，AT，ADB，ECM 

modem —— interface 0 

AT —— interface 1 

ADB —— interface 2 

ECM —— interface 3、4 

 

6.1 过滤 ECM 接口 

 

由于 USB 串口跟 ECM 都属于非标准 CDC 设备，需要防止 ECM 口被 USB 串口驱动加

载而导致无法正常加载 ECM 口驱动。以下提供三种解决方式，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处理。 

1、kernel 版本 3.8 以上的，在 option.c 中的 option_ids 中添加 blacklist，可使驱动在

加载时自动跳过 blacklist 指定的 interface。 

先添加模块的 VID 和 PID： 

 

设置 interface 3、4 不加载 option 驱动，添加内容如下： 

 

添加 blacklist 到 option_ids 数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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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于之前的内核，不支持在 option_ids 数组中设置过 blacklist，要先添加模块的

VID 和 PID： 

 

 

在 option_probe 函数内判断当前 interface 号进行过滤： 

 

 

3、对于使用usb-serial.ko驱动的用户，需要在usb-serial.c文件中的usb_serial_probe()

函数开始增加如下判断来过滤 ECM 接口： 

 

 

ECM 接口过滤完成后，通过查询命令：ls /dev/ttyU*，查看 USB 串口加载情况，只有

三个端口被加载为 ttyUSB 口，如下图。 

 

其中，ttyUSB0 为 modem 口；ttyUSB1 为 AT 口；ttyUSB2 为 ADB 口。 

 

6.2 查看 ECM 网卡 

 

ECM 驱动为系统自带，模块 USB 接入后，可使用 ifconfig 命令查看网卡信息，如果

出现 usb0 表示网卡加载成功。 

 

6.3 ECM 网卡获取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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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块 USB 成功接入后 2 分钟内，可通过 DHCP 将 IP 赋给网卡 usb0。可参考以下命

令： 

udhcpc -i usb0 

usb0 获取的 IP 为模块分配的内网 IP，信息如下： 

 

注：若在模块 USB 接入 2 分钟后再操作获取 IP，会导致 usb0 无法获取 IP。当 usb0

获取不到 IP 时，可以通过重新断连 USB 来解决。USB 重新连接时，dhcp server 会重新启

动，但也需要在 2 分钟之内获取 IP，否则还会超时。 

 

6.4 ECM 拨号相关命令 

 

1)  拨号前请查询以下命令，确认模块成功注册到网络，具体返回结果参考 AT 手册。 

AT+CPIN? 

AT^SYSINFO 

AT+CSQ 

AT+CGREG?              //注册在电信 2G 或 3G 时，查询 AT+CREG? 

2)  确认模块注册上网络后，通过以下命令进行 NDIS 拨号及查询连接情况。 

AT+CONN=1,1           //发起 ECM 拨号 

AT+CONN=1,?           //查询 

+CONN:2         //0 表示断开，1 表示正在连接，2 表示已连接，3 表示正在断开 

3)  断开拨号命令 

AT+CONN=1,0 

 

6.5 网络测试 

 

确认 usb0 成功获取 IP，拨号命令发送后，就可通过 ping 测试是否连接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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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Linux 系统域格模块 RNDIS 拨号说明 

 

域格模块支持 RNDIS 拨号（APP 版本为 Oct 15 2015 18:24:48），需使用命令

AT+USBCFG=9059 将模块 PID 切为 9059。模块端口顺序与默认也有所不同，具体 VID、

PID 信息及端口对应 interface 信息如下： 

VID PID：05C6 9059 

端口：RNDIS，modem，AT，ADB 

RNDIS —— interface 0、1 

modem —— interface 2 

AT —— interface 3 

ADB —— interface 4 

 

7.1 过滤 RNDIS 接口 

 

由于 USB 串口跟 RNDIS 都属于非标准 CDC 设备，需要防止 RNDIS 口被 USB 串口驱

动加载而导致无法正常加载 RNDIS 口驱动。以下提供三种解决方式，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处理。 

1、kernel 版本 3.8 以上的，在 option.c 中的 option_ids 中添加 blacklist，可使驱动在

加载时自动跳过 blacklist 指定的 interface。 

先添加模块的 VID 和 PID： 

 

设置 interface 0、1 不加载 option 驱动，添加内容如下： 

 

添加 blacklist 到 option_ids 数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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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于之前的内核，不支持在 option_ids 数组中设置过 blacklist，要先添加模块的

VID 和 PID： 

 

 

在 option_probe 函数内判断当前 interface 号进行过滤： 

 

 

3、对于使用usb-serial.ko驱动的用户，需要在usb-serial.c文件中的usb_serial_probe()

函数开始增加如下判断来过滤 RNDIS 接口： 

 

 

RNDIS 接口过滤完成后，通过查询命令：ls /dev/ttyU*，查看 USB 串口加载情况，只

有三个端口被加载为 ttyUSB 口，如下图。 

 

其中，ttyUSB0 为 modem 口；ttyUSB1 为 AT 口；ttyUSB2 为 ADB 口。 

 

7.2 加载 RNDIS 驱动 

 

使用 RNDIS，需要安装驱动 rndis_host.ko。一般发行版均已经编译好，直接运行即可。

如果嵌入式开发板可以配置内核的 rndis_host 为动态模块，它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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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加载好，模块 USB 接入后，可使用 ifconfig 命令查看网卡信息，如果出现 usb0 

表示网卡加载成功。 

 

7.3 RNDIS 网卡获取 IP 

 

在模块 USB 成功接入后 2 分钟内，可通过 DHCP 将 IP 赋给网卡 usb0。可参考以下命

令： 

udhcpc -i usb0 

usb0 获取的 IP 为模块分配的内网 IP，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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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若在模块 USB 接入 2 分钟后再操作获取 IP，会导致 usb0 无法获取 IP。当 usb0

获取不到 IP 时，可以通过重新断连 USB 来解决。USB 重新连接时，dhcp server 会重新启

动，但也需要在 2 分钟之内获取 IP，否则还会超时。 

 

7.4 RNDIS 拨号相关命令 

 

1)  拨号前请查询以下命令，确认模块成功注册到网络，具体返回结果参考 AT 手册。 

AT+CPIN? 

AT^SYSINFO 

AT+CSQ 

AT+CGREG?              //注册在电信 2G 或 3G 时，查询 AT+CREG? 

2)  确认模块注册上网络后，通过以下命令进行 NDIS 拨号及查询连接情况。 

AT+CONN=1,1           //发起 RNDIS 拨号 

AT+CONN=1,?           //查询 

+CONN:2         //0 表示断开，1 表示正在连接，2 表示已连接，3 表示正在断开 

3)  断开拨号命令 

AT+CONN=1,0 

 

7.5 网络测试 

 

确认 usb0 成功获取 IP，拨号命令发送后，就可通过 ping 测试是否连接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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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Linux 下 FAQ 

8.1 问：内核里添加了域格模块 VID PID，为何 ls /dev/ttyU*仍查看不到端口？ 

答：首先，要确认已给模块上电，且 USB 已成功接入。可通过 lsusb 或 dmesg 查看接

入的 USB 设备信息，确认模块已接入到系统，否则要先确认硬件连接是否正确。 

如图为接入域格模块（VID:05C6 PID:9025）后，lsusb 相关信息。 

 

如图为接入域格模块（VID:05C6 PID:9025）后，dmesg 相关信息。 

 

通过 lsusb 或 dmesg 查看到模块信息后，再确认添加的 VID PID 是否正确。核对无误

后，最终确认修改的信息是否被系统编译到。 

以上信息都确认无误，就能通过 ls /dev/ttyU*查看到端口了。 

 

8.2 问：linux 下如何通过 echo cat 手动发送 AT 命令？ 

答：以向 ttyUSB2 发送命令 AT 为例，可按以下命令操作（通过 ctrl+c 退出） 

sudo echo -en "AT\r\n" > /dev/ttyUSB2;cat /dev/ttyUSB2 

 

 

8.3 问：为何在 linux 下读取不到模块的主动上报信息？ 

答：不可在 generic.c 中添加模块 VID PID，需在 option.c 文件中添加，确认模块加载

为 GSM modem。如下图为域格模块加载且过滤 NDIS 接口后，dmesg 中的相关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