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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单列表

硬件：

电信开发套件：基板、通信板（LTE）、传感板、天线、LTE 通信卡(电信 4G)、电源线;

自备硬件工具：JLink 或 STLink、杜邦线、USB Hub（可选）;

电信开发套件：

自备硬件工具：

软件：

电信软件套件：基板工程代码包(ctiot_aep_st.zip);

自备软件工具：J-Link 驱动或 ST-Link 驱动、Segger(配合 J-Link 工具使用)或 SecureCRT(配合

ST-Link工具使用)、Keil5 软件、Keil.STM32L4xx_DFP2.0.0 库包;

文档：

《中国电信物联网开放平台 T-Link 协议 AT 指令集_LTE》

二、硬件连接

T-Link 开发板套件使用基板、通信板、传感器板进行搭配组合，通过 J-Link 工具或者

ST-Link 工具下载基板程序和 Debug 调试。

1. 基板跳线将 JP1 的 pin 7 和 pin 8 通过跳线帽连接；通信板(LTE)插入电信 4G 通信卡(必须

事先实名认证开通)并将通信板按照图示通过跳线帽连接，连接好天线；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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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通信板(LTE)通过 Arduino 接口与基板连接；将传感器板通过 Arduino 接口与通信板(LTE)

连接；如下图：

3. 使用 DC- JACK 5V 给基板通电；观察基板上面的 D4 显示灯、通信板(LTE)上面的 D3 显示灯、

传感器板上的 D1 显示灯状态，三个灯均点亮代表正常工作。如下图：

4. 如果使用 J-Link 工具，通过基板上的 J1 与 J-LINK 连接，连通基板和电脑，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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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果使用 ST-Link 工具，通过基板上的 J1 与 ST-LINK 连接，连通基板和电脑，如下图：

三、软件安装

1. 安装 JLink 驱动或 STLink 驱动(自备)；

2. 如果需要 Debug 工具，请安装 Segger(配合 J-Link 工具使用)或 SecureCRT(配合 ST-Link 工具

使用)(自备)；

3. 安装 Keil5 软件(自备)；

4. Keil5 导入库包 Keil.STM32L4xx_DFP.2.0.0(自备)；

导入库包 Keil.STM32L4xx_DFP.2.0.0 可选择以下两种方法中的一种：

方法一：打开工程，点击‘Pack Installer’按钮 ，然后在 pack installer 界面从 Packs

树形图中选择 STM32L476ZGTx，点击‘Install’按钮，安装 Keil.STM32L4xx_DFP 包，安装完成

后应该从右边 device 树状列表中就能查到设备型号“STM32L476Z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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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二：下载 Keil.STM32L4xx_DFP.2.0.0 包，下载地址为：http://www.keil.com/pack，打开

工程，点击‘Pack Installer’按钮 ，然后在 pack installer 界面点击菜单 file，选择 import

菜单，选择下载的安装包进行导入操作，安装完成后应该从右边 device 树状列表中就能查到设

备型号“STM32L476ZGT”。

http://www.keil.com/p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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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软件开发

开始进入软件开发前，请先熟悉 T-Link 协议文档及 T-Link 开发板 AT 指令文档。

1. 代码结构介绍

1.1下载基板程序文件 ctiot_aep_st.zip，解压文件到自己工作目录中（建议直接解压在根目录下，

如：D:\ctiot_aep_st）；

文件目录结构如下：

Drivers： 存放 ST 公司提供的 HAL 库文件和 CMSIS 接口文件；

Extern： 存放线程，日志文件；

MDK-ARM： 存放工程启动文件；

software-Drivers：存放 BSP 驱动文件；

Src： 存放 main 文件和是 stm32 系统接口文件；

User： 存放用户线程文件，实现了与通信模组的 AT 操作和业务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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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il: 存放共用接口文件；

1.2 基板程序是基于 MDK IDE 编写，使用 Keil5 打开工程：进入 MDK-ARM 目录，双击文件

ctiot_aep_st.uvprojx，或者打开 Keil 软件后选择 project 菜单中的 open project，即可打开

代码工程。

确认配置信息（按照红色步骤点击菜单，确认绿色内容）：

J-Link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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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Link 如下图：

如果没有下载配置内容，可以自行点击‘Add’添加下载配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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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架构介绍

User: 业务实现的具体存放区，目前里面已经实现了 lte_thread, wifi_thread, bsp_thread

如果用户想创建自己的业务逻辑可以参考这里的 thread。

Shell:命令行实现的具体文件，用户想自己创建测试命令，可以在 shel_user.c 文件里追加。

Thread-os： 一个基于线程的 RTOS。用户不需要关心该文件。

m_log： 日志打印文件，用户可以选择 UART 或者 RTT 进行日志数据的打印。

Segger_RTT: segger 官方打印接口文件，基于 Jlink 使用

bsp_drivers：bsp 驱动文件,比如 LED,LCD, DHT11,lis3dh。

ST_HAL： st 公司提供的库文件。

Startup： stm32 启动文件。如果用户想修改栈大小，可以修改该文件

备注:如需使用日志、定时器、线程、shell 命令详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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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开发基板程序

请参考 T-Link协议文档及 AT指令文档开发自己的业务程序，详见样例说明中的开发步骤

3. 编译基板程序

连接好开发板，点击左上角编译图标 进行代码编译，确认编译结果没有 error出现，编

译成功后输出如下：

4. 下载基板程序

编译成功后点击 load图标 进行下载调试，下载成功后输出如下图：

五、软件测试

5.1 通过 Keil 下载程序到基板后，开发板会自动运行用户代码，如果设备登录,可以在平台查看

终端已在线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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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平台查看上报的数据：

5.3 平台执行指令下发，查看指令下发日志，查指令执行状态如下图：

5.4 开发板可以根据用户自己编写的程序逻辑验证数据上报或者指令下发是否测试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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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样例说明

基于 LTE 通信板的样例程序通过串口使用 AT 指令与 LTE 模组通信，所有 AT 指令集参数说

明详见《中国电信物联网开放平台 T-Link 协议 AT 指令集_LTE》

基板程序开发步骤

1、组合连接好开发板，搭建好开发环境；

2、在平台创建产品，设备，属性/服务，详细步骤见“平台操作步骤”，

创建完成后，用户获取并保存如下所需信息：

a. 接入 IP地址或域名（hostIP 或 DNS），接口端口(hostPort)，
b. 设备 ID(deviceID)、设备认证信息（明文接入使用特征串，TLS 接入使用证书，SM9接入使

用终端私钥文件），

c. 服务 ID（用于设置数据上报或下行的 DatasetID）；

3、获取代码包，使用 Keil软件打开代码工程；

a. 主要关注 user目录中的如下代码文件：

main.c //主程序入口

userconfig.h //相关配置信息

lte_thread.h //业务接口头文件

lte_thread.c //业务接口源代码文件

b. At指令代码编写实例（拼接 AT串+发送 AT指令）：

/**---------------------------------------------------*/

//拼接并发送 AT 指令

printf("AT+ZCTAPP=31,%d,%d,%d,%d,%s\r\n", cmdsn, resultCode, payloadType,

datasetID , payloa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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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修改接入配置信息（userconfig.h）

明文接入配置如下：

5、业务场景接口开发

a) 激活数据链路，联网过程

AT 指令: AT+ZECMCALL=1\r\n

详见 lte_thread.h中的宏定义 CTIOT_ECMCALL，功能代码在 lte_thread.c中已实现，无需修改；

b) 设备初始化

AT 指令：AT+ZCTAPP=0,<HostIp|DNS>,<HostPort>,<DeviceID>, <Softversion>, <Heartbeat>, <Connect_mode>,[,

<Device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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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userconfig.h 中的宏定义 CTIOT_INIT,修改 AT对应参数值（hostIP、port、版本号、连接模

式等参数）：

c) 设备登录

AT 指令：AT+ZCTAPP=20,<NetworkType>, <IdentityMode>,<TimeStamp>, <Identity>, <UTC Offset >

参考 userconfig.h中的宏定义 CTIOT_LOGIN，修改宏定义 DEVICE_ID(设备 ID)和 IDENTITY(特
征串)

修改 userconfig.h中的对应参数值（网络类型，认证模式等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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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发送数据

AT 指令: AT+ZCTAPP=22,<QoS>,<UpdateSN>,<PayloadType>,<DataSetID>,<Payload>[,DataCollectResult]

根据业务逻辑，修改 lte_thread.c 中的拼接 AT指令代码（本样例中主要是处理红外传感器状态

数据控制 LED灯），其中 DataSetID设置为前面平台创建的服务 ID：

e) 指令接收与应答

下行报文主要通过 lte_thread.c中 parse_rev_data()进行处理，每个业务接口分别对应不同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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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

指令下发 parse_execute_cmd_func()，
远程控制 parse_remote_ctrl_func()，
数据获取 parse_data_retrive_func()，
参数查询 parse_param_enquire_func()，
参数设置 parse_param_set_func()

本样例中的指令下发业务对应修改 lte_thread.c 中的函数 parse_execute_cmd_func()，首先根据

T-Link协议解析数据，然后将处理结果拼接 AT指令返回给平台，其中 DataSetID设置为前面平台

创建的服务 ID：

返回指令下发处理结果的 AT 指令: AT+ZCTAPP=31,<CMDSN>,<ResultCode>[,PayloadType, DataSetID,Payload]

普通紧凑二进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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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样例中的参数配置业务对应修改 lte_thread.c中的函数 parse_param_set_func()，首先根据 T-Link
协议解析数据，然后将处理结果拼接 AT指令返回给平台，其中 DataSetID设置为前面平台创建的

服务 ID：

参数配置：

AT+ZCTAPP=34,<DMSN>,<ResultCode>

AT+ZCTAPP=34,<DMSN>,<ResultCode>[,<PayloadType>,<DatasetID>,<DataSetResult>]

(Resultcode 为 1,2,5 且 PayloadType 为 1 时)

AT+ZCTAPP=34,<DMSN>,<ResultCode>[,<Payloadtype>,<Payload>]

(Resultcode 为 1,2,5 且 PayloadType 为 2 时)

f) 其他业务操作请参考 AT指令集说明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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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 平台操作步骤

1、用户登录平台

2、在平台创建产品和设备

产品信息如下：

添加设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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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平台创建属性和服务

属性定义（温度，led 灯，电机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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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定义（指令下发，数据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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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从平台获取接入地址 IP和端口，终端 ID，认证信息和服务 ID

附 2 深入开发参考说明

1. Log 配置

该系统提供两种日志打印接口，分别是 UART 和 RTT。打开 os_config.h，修改宏

THREAD_OS_LOG，1 为打开 RTT，2 位 UART。需要注意的是，两种日志功能同时只能打开一种（推

荐使用 UART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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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hread-os介绍

thread-os 是基于 poll 线程模型设计的一块轻量级线程操作系统。对于该系统的使用可以

参考用户线程（BSP_thread 等）。

用户创建自己的线程需要以下几步：

2.1 声明线程

THREAD_INIT(xxx_process, "xxx thread");

2.2 线程实体

PROCESS_THREAD(xxx_process, ev, pdata)

{

THREAD_BEGAIN()

While(1)

{

//user code

THREAD_OS_DELAY(xxxx);

}

THREAD_END()

}

2.3 启动线程

thread_os_register(&xxx_process, NULL);

3. 软定时器的使用

该 RTOS 实现的软定时器驱动源来自与 systick 中断，用户可以自行根据具体的项目配置。

该定时器需要根据自身系统使用的定时器总数进行配置。默认最大可分配个数为 20 个。定时器

一共有两种工作模式，分别是连续模式和一次模式。在单独使用软定时器时，用户需要注册超

时回调函数。如果配合线程使用，则不需要注册回调函数。以下是使用步骤：

3.1 声明定时器句柄

static time_handle_t bsp_time_handle;

3.2 注册定时器句柄，选择工作模式，以及是否注册回调函数

ONE_TIME_MODE 为单次模式

OS_PERIODIC_MODE 为多次模式

bsp_time_handle = soft_timer_register(ONE_TIME_MODE, CALLBACK, NULL);

3.3 启动定时器

soft_timer_start(handle,delayms);

3.4 关闭定时器

soft_timer_stop(handle)

4. Shell使用（以 UART port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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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ll port 可以使用 uart 或者 RTT，以下用 UART 讲解。连接好串口之后，打开 secure CRT，

配置串口波特率为 115200，硬件留空不选择。配置回车键映射为\n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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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启开发板，crt 会打印出 log 信息。在 crt 中输入？敲回车键，会打印当前系统支持哪些命令。

如下：

$PS 显示当前注册的线程状态

$SUSPEND 用于挂起已经启动的线程，其中 PID 为线程名字

$RESTART 用于重启线程

$RESUME 用于恢复被挂起的线程

$RESET 系统复位

$RESET_WIFI 重启 wifi 通讯板子并且重启 mcu 的 wifi 线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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