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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TCP SDK介绍

（一）概要说明

中国电信终端 TCP SDK 为物联网领域的开发人员推出，其目的是帮助开发者快速方便搭建

终端与中国电信物联网使能平台的双向通信。

现有SDK版本包含登录/登出、数据上报、数据下发等功能接口及相关使用样例。

TCP SDK 支持网络类型：移动蜂窝网络和 WIFI。

TCP SDK 支持两种认证：密码认证，TLS 终端证书认证。

TCP SDK 功能 API 接口说明详见“中国电信物联网开放平台 TCP SDK API 说明文档”。

（二）目录结构

+-- readme.txt : 快速开始说明

+-- doc : 开发说明文档

+-- sample

+-- client ：客户端示例程序

+-- server ：服务器示例程序

+-- demo ：客户端 demo 程序

+-- src

+-- ctiot_tcp : 终端 SDK的接口文件目录, 提供所有接口 API

+-- mbedtls : MbedTLS模块, 允许终端以 TLS安全接入

+-- platform : 平台相关接口模块，实现 SDK 跨平台功能

+-- util : 工具模块, 实现通用工具函数, 如日志等

二、使用说明

（一）前提条件

开发语言：C 语言；编译及测试环境：Linux 64 位的 CentOS 7.

（二）操作步骤

1.在平台创建产品及设备,详细步骤见”创建产品及设备”;

2.从平台获取接入 IP 和端口，设备 ID，认证信息(明文接入请下载特征串，TLS 接入请下载证

书文件)，服务 ID；

3.下载 TCP SDK 最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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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考 demo 目录样例程序修改 SDK 配置信息;

(1) 修改配置文件 ctiot_tcp_config.h，配置 SDK 网络通信报文长度/超时时间，TLS 证书

路径，Log 输出方式及级别等;

5.参考 sample/client 目录样例程序编写自己终端程序

(1) 根据从平台获取的平台接入地址、端口，修改终端初始化信息;

(2) 根据从平台获取的设备 ID，认证信息，修改登录信息；

6.编译代码,运行程序与平台对接测试：在 makefile 文件所在目录运行 make 命令。

三、Demo样例说明

（一）DEMO 场景描述

业务场景功能：

设备登录（明文特征串认证）->设备上报数据给平台->用户通过平台查看设备上报的数据->平

台下发数据给设备->设备处理平台收到的数据；

平台操作流程：

创建产品及设备->获取平台接入地址和端口->获取设备 ID、认证信息（特征串）；

终端代码开发流程：

主程序->初始化函数->登录函数->业务处理函数(数据上报，指令下发回调处理)->登出函数。

（二）DEMO 开发详细步骤

1．在平台创建产品和设备

产品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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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设备如下：

2．从平台获取接入 IP 和端口，设备 ID，认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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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下载 SDK，熟悉 demo 程序目录文件：

目录文件说明

+-- sample : 简要样例程序目录



7

| +-- demo : 演示如何使用 SDK API的 demo样例目录

+-- demo.c : demo样例的测试程序详细代码实现文件

+-- demo.h : demo样例的测试程序详细代码头文件

+-- makefile : 编译 makefile文件

4．根据自己业务修改样例程序；

样例程序目录为 sample/demo;

主程序文件：demo.c，可以不用修改；

具体业务逻辑修改如下：

6.1 修改初始化函数 ctiot_test_init 中的服务器 IP、端口、deviceId、password 设置，其他

设置可以根据自己需求变更，也可以使用已经设定好的默认值；

6.2 调用登录函数 ctiot_test_login_req;

6.3 调用数据上报函数 ctiot_test_send_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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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修改指令下发回调函数 ctiot_command_msghandler 处理平台下发的指令.

5．编译及运行程序对接平台测试

将修改完的 SDK 工程文件夹 ctiot_tcp_sdk 放入运行环境中(Linux-CentOS 7) ，进入

ctiot_tcp_sdk/sample/demo 目录，执行 make 命令，系统自动编译生成可执行文件，运行程序

（输入“l”登录，登录成功后输入“s”上报数据,此命令功能详见 demo 主程序 main.c 代码)，

在平台下发指令，终端执行指令并返回处理结果后再平台查验指令处理状态；

7.1 设备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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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平台查看终端已在线：

7.3 终端输入’s’进行数据上报：

7.4 在平台进行数据查看，可看到数据已上报：

7.5 可看到上报的两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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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平台执行指令下发：

7.7 平台可查看指令下发日志，可看到下发已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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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终端查看指令下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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