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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介绍

产品零缺陷，
售后零服务。
不需要服务的产品

才是更好的产品。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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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笛是一家集硬件、软件研发、

生产、销售一体的高科技企业，

注册资金2000万元，

产品行销海内外，

业内享有极高的美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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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概述03

把方便留给客户，
把麻烦留给我们。

能简单才不简单。

提供高可靠的短信软硬件，

立志把可靠性做到极致。

产品经过十多年的技术积累和积淀，

不断迭代升级，日趋完善。

产品选型图02



USB口款

串口款

金笛M2010-RC3

是4G全网通的精简版，

它分为串口款和USB口两款。

它支持移动 / 联通 / 电信，

帮用户从2G短信设备平滑过度到

4G设备，为客户节约了成本。

M2010-RC3是我公司在2020年年底
推出的最佳性价比型号

4G全网通

支持三大
运营商网络

4G网络
发送速度快

接口可选
串口或USB口



围绕安全
进行核心设计
可以应用于政府、部队、银行等
对安全性要求极高的领域。

4G工业级核心芯片

国产化

只为更高性价比



接口自由选择
串口或者USB口

连接简单，多系统兼容
适用于所有主要的操作系统

Windows全系列 Linux



内嵌看门狗功能
内嵌看门狗功能，

确保设备24小时稳定运行、

不宕机。设计的目的，就是

一切自动化、智能化。

内嵌工业级4G全网通模块，

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

均支持

不挑卡



外壳采用铝合金材质，防刮防指纹，坚固耐用
磨砂工艺，高端时尚，质感十足



发送速度快
4G短信猫的优势

3秒/条
完美替代老款2G设备

信号好 频段多 兼容性好



防伪标签设计

激光防伪
金笛正品质量保证

天线接头设计

采用纯铜接头材质
信号更强更稳定

卡槽设计

抽屉式卡托设计
完美防尘

串口设计

15孔插头既满足数据传输
又可以语音通话

USB口设计

采用USB2.0公头接口
适用于绝大部分主机和服务器



信号好 支持频段多

有手机信号的地方都可以使用

兼容性好



强劲ESD保护超宽温度范围

金笛M2010-RC3有着

超宽温度范围（-40°C ～+85°C），

核心模块采用强劲的ESD保护，直接放电空气

±10KV，接触±5KV，充分的FLASH

保护机制和多重防呆机制，保证设备

可以长期稳定运行。



可靠压倒一切
一切尽在掌握

产品参数

产品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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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参数







产品配件

您可能有这样的经历，
插机箱前的USB不识别，

插机箱后的USB就正常。

金笛USB口短信猫增加了USB
稳压电路，采用双接头供电，无论是
USB1.0，USB2.0，USB3.0都有
很好的兼容，在USB电压不稳
或者不达标时，仍然可以
长期稳定工作。

供电

差别就在于前面的USB口阻抗大，
或屏蔽层做得不好。标准的USB数据线
应该有纯铜或是镀锡铜作为传输内芯，
外层有铝箔和金属编织网进行屏蔽以
保证USB数据线信号的稳定传输，
防止周围电磁场的干扰。
外被采用柔软适中的材料来保护内部线材，
避免外界的损伤。

很多厂商为了抢低价位，把这些都省略了，
把延长线里的铜芯信号线换成了铝芯，
造成了GSM MODEM工作的不稳定。

数据线

金笛短信猫玄英黑

USB数据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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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B接头提供一组5伏特的电压，
可作为相连接USB设备的电源。

实际上，设备接收到的电源可能会低于5V，
只略高于4V。USB规范要求在任何情形下，

电压均不能超过5.25V;
在最坏情形下(经由USB供电HUB所连接的LOW POWER设备)

电压均不能低于4.375V，一般情形电压会接近5V。
许多山寨USB猫劣质的USB延长线并不能提供足额电流，

直流电的传输距离是有限的，由于导线本身的电阻性，任何导线都有电阻，
USB供电正好就是直流低电压供电， 传输线损耗是越不过去的坎，

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尽量小的减少其影响。
一根劣质的USB延⻓长线 2.6欧姆，通过1A的电流，

在线上降压2.6V，导致供电不足，需要经常插拔重启，
不能长期 7*24小小时稳定工作。

同样一根1.5米米的USB延长线，有卖2元一根有卖20元一根，
USB端口为外部设备提供5V±5%的供电电压，

每个USB端口最大输出电流为500mA，
过长或质量太差的USB延⻓长线，

就会造成信号不稳、死机、或者硬件出错等情况。

使用无氧铜的内芯，
使用阻抗小且损耗小的全铜电缆，

不仅时尚美观，
有良好的屏蔽层

传输性能稳定、高速，
并且能够适应不同的环境

进行数据传输。

金笛短信猫玄英黑USB数据线



GSM天线是信号强弱的关键因素。
天线增益不仅是天线最重要的参数之一，而且对无线通
信系统的运行质量也非常重要。增加天线增益，
就可以增大某个方向上的信号覆盖范围。
配套的GSM天线是我公司委托工厂定制开发的，
采用全金属棒吸盘天线，高度100mm，增益(dBi):5.0，
是普通短棒天线的2倍以上，驻波比:≤1.5 。

 天线

电源
金笛短信猫配套品牌电源，
具有CCC、CE、UL、CSA
等安全认证，故障率小于
万分之一，远非普通山寨开关
电源可比。



USB接口

LED

后面 天线

SIM卡槽

天线接口

SIM卡

按下黄色按钮
可弹出卡座

卡座

产品细节图06

金笛短信中间件数据库 金笛短信猫
移动运营商

移动用户



配件07

USB款 配件包装

产品

光盘保修卡

USB延长线 天线

说明书

串口款 配件包装

产品

光盘保修卡

电源 天线 数据线

说明书



三视图08

M2010-RC3分为串口和USB口。
需要连接电脑主机，USB口不需要电源线，插入电脑即用。

串口需要电源线，并插入电脑使用。

M2010-RC3

4G全网通

M2010-RC3

4G全网通



选配软件09

（附）安装测试

检测软件10

金笛短信中间件WEB版提供数据库和HTTP接口，
实现短信发送和接收。有失败重发机制。
支持windows和linux全平台，支持短信猫、猫池、
短信网关、短信app。
适用于各种开发语言。支持短信回调机制，
即：收到短信后执行用户自己的HTTP程序调用。
支持Email转短信功能。

再好的硬件，也需要优秀的软件配合，才能达到理想的运行效果。
针对运营商锁卡、封卡的情况，金笛软件通过监控模块和看门狗模块自动判断，
自动根据响应返回结果运行指定动作，比如自动重启硬件，自动重启软件，
自动延时重发等，无需人工干预，让您高枕无忧。

金笛短信中间件VC版提供数据库和命令行接口，
实现短信发送和接收。有失败重发机制。
运行环境支持Windows全系列，支持短信猫，
猫池和短信网关发送。适用用于各种开发语言。
适合支持命令行调用的短信报警、通知类应用。

金笛短信中间件

WEB版

金笛短信中间件

VC版

下载

下载

金笛短信设备专测工具可自动检测
金笛短信设备端口号、连接速率、AT反馈
是否正常、是否读SIM卡等。

金笛短信设备

专测工具

下载

http://doc.chundi.com/Media/Files/node_220/node_261/WEB/WEB4
http://doc.chundi.com/Media/Files/node_220/node_261/VC/VC6
http://doc.chundi.com/node_68/node_331/JDCheck


价格政策11

简单、可靠、价格合理，

不做最贵的，永远不做最便宜的

长期生存，

稳定发展，

持续服务



售后12

先试用，后购买，来回运费我承担。

坚持做好品质和服务，坚持稳定健康发展，
长期生存，保证产品生命周期和供货，

保证客户的长期利益。

金笛从研发测试，稳定性测试、生产管理、
出货质检，层层把关，提供1年无条件质保，

客户原因损坏我们也给保。

400-050-1096
服务热线



资质13

营业执照

商标注册证书



软件著作证书





北京春笛网络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金笛通信 金笛短信

扫码关注我们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23号量子银座903室

网址：www.sendsms.cn

电话：010-82356575，010-82356576，010-82356577

传真：010-82356576-6004

E-mail：service@chundi.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