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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由于 Windows 主机默认有拨号工具，可以通过驱动层完成 QMI 交互，因此用户可以通过

AT$QCRMCALL 来完成拨号。而在非 Windows 主机上，拨号流程中必须需要外部的 QMI 客户端交互参与，

所以 AT$QCRMCALL 无法做到直接拨号。 

 

在 Linux 平台上，由于没有类似于 Windows 的通用拨号工具，仅通过 AT$QCRMCALL 无法完成拨号，

用户必须在 Linux 中集成并开发 quectel-CM 拨号工具才能完成拨号。 

 

为降低用户使用难度，针对未集成开发 quectel-CM 工具的情况，移远通信开发了新的 AT 命令，即

AT+QCRMTOOL，帮助用户实现仅通过 AT 命令直接拨号，无需集成开发 quectel-CM 拨号工具。 

 

本文档介绍如何在 Linux 环境下使用 AT+QCRMTOOL 和 AT$QCRMCALL 完成拨号。 

 

1.1. 适用模块 

 

表 1：适用模块 

模块系列 模块 

RG50xQ  

RG500Q 系列 

RG501Q 系列 

RG502Q-EA 

RM5xxQ 

RM500Q 系列 

RM502Q 系列 

RM505Q-AE 

RM510Q-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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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T+QCRMTOOL 命令介绍 
 

2.1. AT 命令说明 

2.1.1. 定义 

⚫ <CR>  回车符。 

⚫ <LF>  换行符。 

⚫ <…>  参数名称。实际命令行中不包含尖括号。 

⚫ […]   可选参数或 TA 信息响应的可选部分。实际命令行中不包含方括号。若无特别说明，

   配置命令中的可选参数被省略时，将默认使用其之前已设置的值或其默认值。  

⚫ 下划线  参数的默认设置。 

 

2.1.2. AT 命令语句 

前缀 AT 或 at 必须加在每个命令行的开头。输入<CR>将终止命令行。通常，命令后面跟随形式为

<CR><LF><response><CR><LF>的响应。在本文档中表现命令和响应的表格中，省略了<CR><LF>，仅

显示命令和响应。  

 

表 2：AT 命令类型 

AT 命令类型 语句 描述 

测试命令 AT+<cmd>=? 
测试是否存在相应的设置命令，并返回有关其参

数的类型、值或范围的信息。 

查询命令 AT+<cmd>? 查询相应设置命令的当前参数值。 

设置命令 AT+<cmd>=<p1>[,<p2>[,<p3>[...]]] 设置用户可定义的参数值。 

执行命令 AT+<cmd> 返回特定的参数信息或执行特定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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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AT 示例声明 

 

本文中的示例仅为方便用户了解 AT 命令的使用方法，不构成移远通信对终端流程设计的建议或意见，

也不代表模块应被设置成相应示例中的状态。某些 AT 命令存在多个示例，这些示例之间不存在承接关系或

连续性。 

 

2.3. AT+QCRMTOOL 命令详解 

2.3.1. AT+QCRMTOOL  QCRMTOOL 拨号工具控制 

该命令用于控制 QCRMTOOL 拨号工具（以下简称 QCRMTOOL）的启动和停止，并配置和查询

QCRMTOOL 拨号工具使用的相关参数。 

AT+QCRMTOOL  QCRMTOOL 拨号工具控制 

测试命令 

AT+QCRMTOOL=? 

响应 

+QCRMTOOL: "CTL",(支持的<status>列表) 

+QCRMTOOL: "IP_TYPE",(支持的<IP_type>列表) 

+QCRMTOOL: "AGG_PROT",(支持的<version>范围) 

+QCRMTOOL: "DLAGG_GRAMS",(支持的<DLAGG_gram

s>范围) 

+QCRMTOOL: "DLAGG_SIZE",(支持的<DLAGG_size>范

围) 

+QCRMTOOL: "ULAGG_GRAMS",(支持的<ULAGG_gram

s>范围) 

+QCRMTOOL: "ULAGG_SIZE",(支持的<ULAGG_size>范

围) 

+QCRMTOOL: "EP_TYPE",(支持的<ep_type>范围) 

+QCRMTOOL: "IFACE_ID",(支持的<iface_ID>范围) 

+QCRMTOOL: "MUX_ID",(支持的<MUX_ID>范围) 

 

OK 

设置命令 

AT+QCRMTOOL=<options>[,…] 

响应 

OK 

 

若出现任何错误： 

ERROR 

最大响应时间 100 毫秒 

特性说明 
该命令立即生效； 

参数配置不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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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备注 

1. 该命令执行后，重启模块参数配置不保存，如果需要配置生效，每次开机后需重新执行相关命令。 

2. 有关 AT+QCRMTOOL=<options>,[…]详情，参见第 2.3.1.1 章 ~ 第 2.3.1.10 章。 

举例 

AT+QCRMTOOL=?    //测试命令，列出命令支持的参数范围。 

+QCRMTOOL: "CTL",(0-1) 

+QCRMTOOL: "IP_TYPE",(4,6,10) 

+QCRMTOOL: "AGG_PROT",(5-9) 

+QCRMTOOL: "DLAGG_GRAMS",(8-64) 

+QCRMTOOL: "DLAGG_SIZE",(4096-31744) 

+QCRMTOOL: "ULAGG_GRAMS",(8-64) 

+QCRMTOOL: "ULAGG_SIZE",(1024-4096) 

+QCRMTOOL: "EP_TYPE",(1-3) 

+QCRMTOOL: "IFACE_ID",(1-5) 

+QCRMTOOL: "MUX_ID",(129-137) 

 

OK 

 

 

 

 

 

 

 

 

<options> 字符串类型。表示需要设置的参数对象。 

   "CTL"    控制 QCRMTOOL 的启动、停止，或查询 QCRMTOOL 运行状态 

   "IP_TYPE"   配置 QCRMTOOL 使用的拨号 IP 类型 

   "AGG_PROT"  配置 QCRMTOOL 使用的 AGG 协议版本 

   "DLAGG_GRAMS" 配置 QCRMTOOL 使用的 AGG DL 聚合数量 

   "DLAGG_SIZE"  配置 QCRMTOOL 使用的 AGG DL 聚合大小 

   "ULAGG_GRAMS" 配置 QCRMTOOL 使用的 AGG UL 聚合数量 

   "ULAGG_SIZE"  配置 QCRMTOOL 使用的 AGG UL 聚合大小 

   "EP_TYPE"   配置 QCRMTOOL 使用的终端类型 

   "IFACE_ID"   配置 QCRMTOOL 使用的终端接口号 

   "MUX_ID"   配置 QCRMTOOL 使用的聚合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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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1. AT+QCRMTOOL="CTL"  设置/查询 QCRMTOOL 服务状态 

该命令用于查询 QCRMTOOL 服务状态、启动或停止 QCRMTOOL 服务。 

参数 

备注 

1. 执行 AT+QCRMTOOL="CTL",1 启动 QCRMTOOL 服务后，会直接返回 OK，之后，QCRMTOOL

服务的启动状态会通过 URC 消息上报，详情参见第 2.4.3 章 关于 URC 消息的描述。  

2. 注意不要重复启动 QCRMTOOL 服务，否则将返回 ERROR。 

举例 

AT+QCRMTOOL="CTL"  //查询当前 QCRMTOOL 服务的运行状态。 

+QCRMTOOL: "CTL",0 

 

OK 

AT+QCRMTOOL="CTL",1 //启动 QCRMTOOL 服务。 

OK 

AT+QCRMTOOL="CTL",0 //停止 QCRMTOOL 服务。 

OK 

AT+QCRMTOOL="CTL"  设置/查询 QCRMTOOL 服务状态 

设置命令 

AT+QCRMTOOL="CTL"[,<status>] 

响应 

若省略可选参数，则查询当前 QCRMTOOL 服务状态： 

+QCRMTOOL: "CTL",<status> 

 

OK 

 

若指定可选参数，启动/停止 QCRMTOOL 服务： 

OK 

 

若出现任何错误： 

ERROR 

最大响应时间 100 毫秒 

特性说明 
该命令立即生效。 

参数配置不保存。 

<status> 整型。配置 QCRMTOOL 服务状态。 

   0 停止 QCRMTOOL 服务 

   1 启动 QCRMTOOL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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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2. AT+QCRMTOOL="IP_TYPE"  设置 QCRMTOOL 拨号 IP 类型 

该命令用于设置 QCRMTOOL 拨号使用的 IP 类型。 

参数 

举例 

AT+QCRMTOOL="IP_TYPE"      //查询当前 QCRMTOOL 拨号使用的 IP 类型。 

+QCRMTOOL: "IP_TYPE",10 

 

OK 

AT+QCRMTOOL="IP_TYPE",4  //设置 QCRMTOOL 拨号使用的 IP 类型。 

OK 

 

 

 

 

AT+QCRMTOOL="IP_TYPE"  设置 QCRMTOOL 拨号 IP 类型 

设置命令 

AT+QCRMTOOL="IP_TYPE"[,<IP_ty

pe>] 

响应 

若省略可选参数，则查询当前配置： 

+QCRMTOOL: "IP_TYPE",<IP_type> 

 

OK 

 

若指定可选参数，设置 QCRMTOOL 拨号 IP 类型： 

OK 

 

若出现任何错误： 

ERROR 

最大响应时间 100 毫秒 

特性说明 
该命令在下一次启动 QCRMTOOL 服务时生效。 

参数配置不保存。 

<IP_type> 整型。QCRMTOOL 拨号使用的 IP 类型。 

   4 IPv4 

   6 IPv6  

        10 IPv4v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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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3. AT+QCRMTOOL="AGG_PROT"  设置 QCRMTOOL 拨号 AGG 协议版本 

该命令用于设置 QCRMTOOL 拨号使用的 AGG 协议版本。 

参数 

备注 

<version>和模块、主机驱动有关，不建议改动，保持默认值即可。 

举例 

AT+QCRMTOOL="AGG_PROT"  //查询当前 QCRMTOOL 拨号使用的 AGG 协议版本。 

+QCRMTOOL: "AGG_PROT",9 

 

OK 

AT+QCRMTOOL="AGG_PROT",9  //设置 QCRMTOOL 拨号使用的 AGG 协议版本。 

OK 

 

AT+QCRMTOOL="AGG_PROT"  设置 QCRMTOOL 拨号 AGG 协议版本 

设置命令 

AT+QCRMTOOL="AGG_PROT"[,<ve

rsion>] 

响应 

若省略可选参数，则查询当前配置： 

+QCRMTOOL: "AGG_PROT",<version> 

 

OK 

 

若指定可选参数，设置 QCRMTOOL 拨号 AGG 协议版本： 

OK 

 

若出现任何错误： 

ERROR 

最大响应时间 100 毫秒 

特性说明 
该命令在下一次启动 QCRMTOOL 服务时生效。 

参数配置不保存。 

<version> 整型。QCRMTOOL 使用的拨号 AGG 协议版本。范围为 5~9，分别对应 AGG 协议版本     

   V1~V5。默认值：9（AGG 协议版本 V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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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4. AT+QCRMTOOL="DLAGG_GRAMS"  设置 QCRMTOOL 拨号 AGG DL 聚合数量 

该命令用于设置 QCRMTOOL 拨号使用的 AGG DL 聚合数量。 

参数 

备注 

<DLAGG_grams>和模块、主机驱动有关，不建议改动，保持默认值即可。 

举例 

AT+QCRMTOOL="DLAGG_GRAMS"    //查询 QCRMTOOL 拨号使用的 AGG DL 聚合数量。 

+QCRMTOOL: "DLAGG_GRAMS",32 

 

OK 

AT+QCRMTOOL="DLAGG_GRAMS",32  //设置 QCRMTOOL 拨号使用的 AGG DL 聚合数量。 

OK 

 

 

AT+QCRMTOOL="DLAGG_GRAMS"  设置 QCRMTOOL 拨号 AGG DL 聚合数量 

设置命令 

AT+QCRMTOOL="DLAGG_GRAMS"[

,<DLAGG_grams>] 

响应 

若省略可选参数，则查询当前配置： 

+QCRMTOOL: "DLAGG_GRAMS",<DLAGG_grams> 

 

OK 

 

若指定可选参数，设置 QCRMTOOL 拨号 AGG DL 聚合数量： 

OK 

 

若出现任何错误： 

ERROR 

最大响应时间 100 毫秒 

特性说明 
该命令在下一次启动 QCRMTOOL 服务时生效。 

参数配置不保存。 

<DLAGG_grams> 整型。QCRMTOOL 拨号使用的 AGG DL 聚合数量。范围：8~64。默认值：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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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5. AT+QCRMTOOL="DLAGG_SIZE"  设置 QCRMTOOL 拨号 AGG DL 聚合大小 

该命令用于设置 QCRMTOOL 拨号使用的 AGG DL 聚合大小。 

参数 

备注 

<DLAGG_size>和模块、主机驱动有关，不建议改动，保持默认值即可。 

举例 

AT+QCRMTOOL="DLAGG_SIZE"        //查询 QCRMTOOL 拨号使用的 AGG DL 聚合大小。 

+QCRMTOOL: "DLAGG_SIZE",31744 

 

OK 

AT+QCRMTOOL="DLAGG_SIZE",31744  //设置 QCRMTOOL 拨号使用的 AGG DL 聚合大小。 

OK 

 

 

 

 

AT+QCRMTOOL="DLAGG_SIZE"  设置 QCRMTOOL 拨号 AGG DL 聚合大小 

设置命令 

AT+QCRMTOOL="DLAGG_SIZE"[,<

DLAGG_size>] 

响应 

若省略可选参数，则查询当前配置： 

+QCRMTOOL: "DLAGG_SIZE",<DLAGG_size> 

 

OK 

 

若指定可选参数，设置 QCRMTOOL 拨号 AGG DL 聚合大小： 

OK 

 

若出现任何错误： 

ERROR 

最大响应时间 100 毫秒 

特性说明 
该命令在下一次启动 QCRMTOOL 服务时生效。 

参数配置不保存。 

<DLAGG_size>  整型。QCRMTOOL 拨号使用的 AGG DL 聚合大小。范围：4096~31744。默认值：

     31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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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6. AT+QCRMTOOL="ULAGG_GRAMS"  设置 QCRMTOOL 拨号 AGG UL 聚合数量 

该命令用于设置 QCRMTOOL 拨号使用的 AGG UL 聚合数量。 

参数 

备注 

<ULAGG_grams>和模块、主机驱动有关，不建议改动，保持默认值即可。 

举例 

AT+QCRMTOOL="ULAGG_GRAMS"    //查询 QCRMTOOL 拨号使用的 AGG UL 聚合数量。 

+QCRMTOOL: "ULAGG_GRAMS",11 

 

OK 

AT+QCRMTOOL="ULAGG_GRAMS",11  //设置 QCRMTOOL 拨号使用的 AGG UL 聚合数量。 

OK 

 

 

AT+QCRMTOOL="ULAGG_GRAMS"  设置 QCRMTOOL 拨号 AGG UL 聚合数量 

设置命令 

AT+QCRMTOOL="ULAGG_GRAMS"[

,<ULAGG_grams>] 

响应 

若省略可选参数，则查询当前配置： 

+QCRMTOOL: "ULAGG_GRAMS",<ULAGG_grams> 

 

OK 

 

若指定可选参数，设置 QCRMTOOL 拨号 AGG UL 聚合数量： 

OK 

 

若出现任何错误： 

ERROR 

最大响应时间 100 毫秒 

特性说明 
该命令在下一次启动 QCRMTOOL 服务时生效。 

参数配置不保存。 

<ULAGG_grams> 整型。QCRMTOOL 拨号使用的 AGG UL 聚合数量。范围：8~64。默认值：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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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7. AT+QCRMTOOL="ULAGG_SIZE"  设置 QCRMTOOL 拨号 AGG UL 聚合大小 

该命令用于设置 QCRMTOOL 拨号使用的 AGG UL 聚合大小。 

参数 

备注 

<ULAGG_size>和模块、主机驱动有关，不建议改动，保持默认值即可。 

举例 

AT+QCRMTOOL="ULAGG_SIZE"        //查询 QCRMTOOL 拨号使用的 AGG UL 聚合大小。  

+QCRMTOOL: "ULAGG_SIZE",4096 

 

OK 

AT+QCRMTOOL="ULAGG_SIZE",4096   //设置 QCRMTOOL 拨号使用的 AGG UL 聚合大小。 

OK 

 

 

 

 

AT+QCRMTOOL="ULAGG_SIZE"  设置 QCRMTOOL 拨号 AGG UL 聚合大小 

设置命令 

AT+QCRMTOOL="ULAGG_SIZE"[,<

ULAGG_size>] 

响应 

若省略可选参数，则查询当前配置： 

+QCRMTOOL: "ULAGG_SIZE",<ULAGG_size> 

 

OK 

 

若指定可选参数，设置 QCRMTOOL 拨号 AGG UL 聚合大小： 

OK 

 

若出现任何错误： 

ERROR 

最大响应时间 100 毫秒 

特性说明 
该命令在下一次启动 QCRMTOOL 服务时生效。 

参数配置不保存。 

<ULAGG_size>  整型。QCRMTOOL 拨号使用的 AGG UL 聚合大小。范围：1024~4096。默认值： 

     4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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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8. AT+QCRMTOOL="EP_TYPE"  设置 QCRMTOOL 拨号终端类型 

该命令用于设置 QCRMTOOL 拨号使用的终端类型。 

参数 

备注 

<ep_type>和模块、主机驱动有关，不建议改动。 

举例 

AT+QCRMTOOL="EP_TYPE"            //查询 QCRMTOOL 拨号使用的终端类型。 

+QCRMTOOL: "EP_TYPE",2 

 

OK 

AT+QCRMTOOL="EP_TYPE",2          //设置 QCRMTOOL 拨号使用的终端类型。 

OK 

 

AT+QCRMTOOL="EP_TYPE"  设置 QCRMTOOL 拨号终端类型 

设置命令 

AT+QCRMTOOL="EP_TYPE"[,<ep_t

ype>] 

响应 

若省略可选参数，则查询当前配置： 

+QCRMTOOL: "EP_TYPE",<ep_type> 

 

OK 

 

若指定可选参数，设置 QCRMTOOL 拨号终端类型： 

OK 

 

若出现任何错误： 

ERROR 

最大响应时间 100 毫秒 

特性说明 
该命令在下一次启动 QCRMTOOL 服务时生效。 

参数配置不保存。 

<ep_type> 整型。QCRMTOOL 拨号使用的终端类型。 

1 预留值 

  2 USB 终端 

  3 PCIe 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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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9. AT+QCRMTOOL="IFACE_ID"  设置 QCRMTOOL 拨号终端接口号 

该命令用于设置 QCRMTOOL 拨号使用的终端接口号。 

参数 

备注 

<iface_ID>和模块、主机驱动有关，不建议改动，保持默认值即可。 

举例 

AT+QCRMTOOL="IFACE_ID"            //查询 QCRMTOOL 拨号使用的终端接口号。 

+QCRMTOOL: "IFACE_ID",4 

 

OK 

AT+QCRMTOOL="IFACE_ID",4          //设置 QCRMTOOL 拨号使用的终端接口号。 

OK 

 

 

AT+QCRMTOOL="IFACE_ID"  设置 QCRMTOOL 拨号终端接口号 

设置命令 

AT+QCRMTOOL="IFACE_ID"[,<iface

_ID>] 

响应 

若省略可选参数，则查询当前配置： 

+QCRMTOOL: "IFACE_ID",<iface_ID> 

 

OK 

 

若指定可选参数，设置 QCRMTOOL 拨号终端接口号： 

OK 

 

若出现任何错误： 

ERROR 

最大响应时间 100 毫秒 

特性说明 
该命令在下一次启动 QCRMTOOL 服务时生效。 

参数配置不保存。 

<iface_ID> 整型。QCRMTOOL 拨号使用的终端接口号。范围：1~5。默认值：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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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10. AT+QCRMTOOL="MUX_ID"  设置 QCRMTOOL 拨号聚合 ID 

该命令用于设置 QCRMTOOL 拨号使用的聚合 ID。 

参数 

备注 

<MUX_ID>和模块、主机驱动有关，不建议改动，保持默认值即可。 

举例 

AT+QCRMTOOL="MUX_ID"            //查询 QCRMTOOL 拨号使用的聚合 ID。 

+QCRMTOOL: "MUX_ID",129 

 

OK 

AT+QCRMTOOL="MUX_ID",129         //设置 QCRMTOOL 拨号使用的聚合 ID。 

OK 

 

AT+QCRMTOOL="MUX_ID"  设置 QCRMTOOL 拨号聚合 ID 

设置命令 

AT+QCRMTOOL="MUX_ID"[,<MUX_I

D>] 

响应： 

若省略可选参数，则查询当前配置： 

+QCRMTOOL: "MUX_ID",<MUX_ID> 

 

OK 

 

若指定可选参数，设置 QCRMTOOL 拨号聚合 ID： 

OK 

 

若出现任何错误： 

ERROR 

最大响应时间 100 毫秒 

特性说明 
该命令在下一次启动 QCRMTOOL 服务时生效。 

参数配置不保存。 

<MUX_ID> 整型。QCRMTOOL 拨号使用的聚合 ID。范围：129~137。默认值：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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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URC 消息 

2.4.1. URC 介绍 

模块端与主机系统正常交互的过程中，除了对主机系统的请求进行响应以外，也会通过主动上报的方

式通知主机系统外来事件的发生，例如，来电与接收短信等。通常，模块主动上报的信息称为 URC

（Unsolicited Result Code）。 

 

通常情况下，RG50xQ&RM5xxQ 系列模块和主机系统之间只通过 UART 或 USB 接口进行通信，所以

模块端的 URC 也只会在这两种接口上报。根据此种情况，移远通信提供了 AT+QURCCFG 命令用于配置

模块端 URC 上报的端口。 

备注 

AT+QURCCFG 命令详情，参见《Quectel_RG50xQ&RM5xxQ 系列_AT 命令手册》第 2.25 章。 

 

2.4.2. URC 消息描述 

AT+QCRMTOOL 命令的 URC 统一以+QCRMTOOL: <stage>,<code>形式上报至主机，用于通知

QCRMTOOL 的服务状态。 

 

2.4.3. 状态上报 URC 

参数 

状态上报 URC 

+QCRMTOOL: <stage>,<code> 用于将当前 QCRMTOOL 服务的状态上报至主机 

<stage>   整型。QCRMTOOL 服务运行阶段。 

         1 服务初始化阶段 

            2 参数设置阶段 

            3 端口绑定阶段 

            4 普通运行阶段 

            5 服务监听阶段 

            6 服务处理阶段 

<code>   整型。QCRMTOOL 服务阶段运行的状态。 

   0  正常运行状态 

   小于 0 QCRMTOOL 服务当前阶段运行出现错误，服务停止 



                                                                        

                                  RG50xQ&RM5xxQ 系列_AT+QCRMTOOL 数据拨号_应用指导 

上海移远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 / 25 
 
 
 

备注 

QCRMTOOL 服务启动之后，URC 会一次性上报<stage>取值 1~4 所对应阶段的运行状态，这部分属于

QCRMTOOL 服务的初始化阶段。如果在这四个阶段上报的<code>不为 0，即初始化错误，服务停止。初

始化完成之后，服务将会进入正常的运行状态。只有当服务出现错误的时候，才会再次上报+QCRMTOOL: 

<stage>,<code>。 

举例 

AT+QCRMTOOL="CTL",1    //启动 QCRMTOOL 拨号服务工具。 

OK 

 

+QCRMTOOL: 1,0                      //QCRMTOOL 服务初始化正常。 

 

+QCRMTOOL: 2,0                      //QCRMTOOL 参数设置初始化正常。 

 

+QCRMTOOL: 3,0                      //QCRMTOOL 端口绑定初始化正常。 

 

+QCRMTOOL: 4,0                      //QCRMTOOL 普通运行初始化正常。 

 

+QCRMTOOL: 4,-1                     //QCRMTOOL 普通运行阶段出现错误，服务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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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T 拨号操作 
 

3.1. 环境准备 

3.1.1. 环境要求 

1. Linux-USB 环境。 

2. 使用 AT+QCRMTOOL 前，需要安装移远通信提供的 USB qmi_wwan_q 驱动，无需使用

quectel-CM 工具。 

3. 根据 QCRMTOOL 服务中所使用的参数，需要对 qmi_wwan_q 驱动中的相关参数做一定的修改，

详情参见第 3.1.2 章。 

备注 

1. 目前 AT+QCRMTOOL 只适用于 Linux-USB 环境，PCIe 环境下还未开发，Windows 环境下直接使用

AT$QCRMCALL 进行拨号即可。 

2. 联系移远通信技术支持获取 USB qmi_wwan_q 驱动。 

 

3.1.2. qmi_wwan_q 驱动参数修改 

如果驱动中的参数和 QCRMTOOL 中的参数不一致，会导致网络异常。因此，使用 AT+QCRMTOOL

前，请先确认安装的驱动中使用的参数和 QCRMTOOL 中使用的参数的一致性。尽量以 QCRMTOOL 中的

默认参数为准去修改驱动中对应的参数。 

 

qmi_wwan_q 驱 动 参 数 修 改 涉 及 到 的 AT+QCRMTOOL 配 置 参 数 有 <DLAGG_size> 、

<ULAGG_grams>、<ULAGG_size>和<MUX_ID>，这些参数在驱动配置文件 qmi_wwan_q.c 中的位置和

取值要求如下： 

 

1. <DLAGG_size>： 

 

qmi_wwan_q.c 中，下图中的值 31 为驱动中 AGG DL 聚合大小<DLAGG_size>的值。该值乘以

1024 应为 AT+QCRMTOOL 命令中配置的<DLAGG_size>参数值，默认值为 31 × 1024 = 31744。 

 
 

2. <ULAGG_grams>和<ULAGG_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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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mi_wwan_q.c 中，下图中的值 1 代表驱动中 AGG UL 聚合数量<ULAGG_grams>的值；1500

代表驱动中 AGG UL 聚合大小 <ULAGG_size>的值。在驱动中， <ULAGG_grams>和

<ULAGG_size>的默认值分别为 1 和 1500，此时，需要手动将其修改为 AT+QCRMTOOL 命令

中配置的值，即 AT+QCRMTOOL 中的默认值 11 和 4096。 

 

 

3. <MUX_ID>： 

 

qmi_wwan_q.c 中，下图中的值 0x81（129 的 16 进制）为驱动中<MUX_ID>的值。该值转换为十

进制应为 AT+QCRMTOOL 命令中配置的<MUX_ID>参数值。 

 

 

3.1.3. 拨号状态改写 

对于 RG50xQ&RM5xxQ 系列模块来说，驱动加载之后，网卡设备默认是未连接状态，即网卡设备还

未连接到主机。此时，主机不会向设备发送 DHCP 等类型的数据，以免在模块还没有拨号的情况下，主机

向模块发送数据引起模块异常。 

 

在使用 quectel-CM 工具时，拨号工具会在拨号成功之后控制设备，让设备处于连接状态，但是当前条

件下不使用 quectel-CM 工具，所以移远通信提供另外一个工具，用于在使用 AT 拨号成功之后设置设备的

连接状态。该工具的使用方法如下： 

 

进入/sys/class/net/wwan0/link_state 路径打开驱动设备文件，并写入数据 1\n 打开驱动设备连接。如

果需要断开驱动设备连接，写入数据 0\n。具体写入方法，参见下面的示例代码。 

备注 

/sys/class/net/wwan0/link_state 中的 wwan0 是默认值，如果主机加载的设备的名称不是 wwan0，请将

/sys/class/net/wwan0/link_state 中的 wwan0 改为实际加载的设备名。 

 

拨号状态改写工具的示例代码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ctype.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signal.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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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 <errno.h> 

#include <unistd.h> 

 

void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char link_file[128]; 

int fd; 

int new_state = 0; 

if(argc == 1) 

new_state = 1; 

else if(argc == 2) 

{ 

if(atoi(argv[1]) == 0) 

new_state = 0; 

else if(atoi(argv[1]) == 1) 

new_state = 1; 

else  

return; 

} 

else 

return; 

printf("set ql_set_driver_link_state new_state=%d\r\n", new_state); 

snprintf(link_file, sizeof(link_file), "/sys/class/net/wwan0/link_state"); 

fd = open(link_file, O_RDWR | O_NONBLOCK | O_NOCTTY); 

if (fd == -1) 

{ 

printf("Fail to access %s, errno: %d (%s)\r\n", link_file, errno, strerror(errno)); 

return; 

} 

snprintf(link_file, sizeof(link_file), "%d\n", new_state); 

if (write(fd, link_file, sizeof(link_file)) == -1) 

{ 

printf("set ql_set_driver_link_state fail\r\n"); 

} 

close(fd); 

} 

 

3.2. AT 拨号流程 

3.2.1. 流程简述 

1. 发送 AT+QCRMTOOL="CTL",1 命令，启动 QCRMTOOL 服务。 

2. 检查上报的 URC +QCRMTOOL: <stage>,<code>消息，判断 QCRMTOOL 服务是否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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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送 AT$QCRMCALL，进行拨号。 

4. 使用拨号状态改写工具修改驱动连接状态为 1（连接状态）。 

5. 执行 ifconfig wwan0 up && ifconfig wwan0_1 up 启动网卡（如果之前就是启用状态，建议先执行

ifconfig wwan0 down && ifconfig wwan0_1 down，再执行 ifconfig wwan0 up && ifconfig 

wwan0_1 up）。 

6. 使用 udhcpc 等工具向网卡中发送 DHCP 请求获取 IP 地址等信息。 

 

3.2.2. 注意事项 

1. 如果因为网络问题或者地址租约到期等问题导致网络断开，QCRMCALL 不会自动重连，需要用户先根

据具体情况判断网络断开的原因，再手动重新拨号。 

2. 如果当前使用的是 IPv4v6 双栈拨号，若通过执行 AT$QCRMCALL=1,1,3,2,1 来同时断开 IPv4v6，只

会上报一次 URC +QCRMTOOL: <stage>,<code>指示 QCRMTOOL 服务状态。如果分别执行

AT$QCRMCALL=1,1,1,2,1 和 AT$QCRMCALL=1,1,2,2,1 断开 IPv4 和 IPv6，则可以分别上报 URC

通知 QCRMTOOL 服务状态。所以，建议用户分别断开 IPv4 和 IPv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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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录 参考文档及术语缩写 
 

表 3：参考文档 

文档名称 

[1] Quectel_RG50xQ&RM5xxQ 系列_AT 命令手册 

 

表 4：术语缩写 

缩写 英文全称 中文全称 

AGG Aggregation 聚合 

DHCP Dynamic Host Configuration Protocol 动态主机设置协议 

DL Downlink 下行 

ID Identifier 标识符 

IP Internet Protocol 网络协议 

PCIe Peripheral Component Interconnect Express 快捷外围部件互连标准 

QMI 
Qualcomm MSM (Mobile Station Modem) 

Interface 
高通 MSM（移动站点 Modem）接口 

UL Uplink 上行 

URC Unsolicited Result Code 未经请求的结果码 

USB Universal Serial Bus 通用串行总线 

UART Universal Asynchronous Receiver/Transmitter 通用异步收发传输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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