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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本文档描述中国电信物联网开放平台和 LTE 终端之间端云交互协议使用 AT的交

互方式及 AT 指令集。

二、AT指令交互模式

（一）终端主动向模组发出的 AT 指令

所有终端应用主动发出的 AT 指令全部以“AT+ZCTAPP=”开始。对这些指令由模

组中的 SDK 代码进行处理。所有指令的第一个参数是操作类型码，用来区分不同的

操作指令。

AT+ZCTAPP=<操作类型码>,<参数 1>,<参数 2>…<CR><LF>

如果处理成功，则 AT 指令应答返回：

<CR><LF>+ZCTAPP:<结果参数 1>,<结果参数 2>…<CR><LF>

<CR><LF>OK<CR><LF>

或者

<CR><LF>OK<CR><LF>

如果处理失败，则返回：

<CR><LF>ERROR:<err><CR><LF>

需要注意的是： 终端应用向模组发出“AT+ZCTAPP=”后到终端应用收到

“+ZCTAPP:<参数 1>,<参数 2>…”之间模组可能发出其它通知。终端应用应采取相

应的处理机制解决可能存在的并发操作问题。

部分指令为异步操作，即后续会有和此指令相关的通知发出。则采用如下方式：

AT+ZCTAPP=<操作类型码>,<参数 1>,<参数 2>…<CR><LF>

处理成功，则 AT 指令应答返回：

<CR><LF>+ZCTAPP:<MsgID>,<结果参数 1>,<结果参数 2>…<CR><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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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LF>OK<CR><LF>

若在上述操作之后,模组使用如下 AT 通知通知终端应用：

+ZCTM2M: <MsgID>,<参数 1>,<参数 2>…

上述消息通过<MsgID>进行关联。

（二）模组主动向终端发出的 AT 通知

所有模组主动向终端应用发出的通知全部以“+ZCTM2M”开始:

+ZCTM2M:<通知类型代码>,<参数 1>,<参数 2>…

（三）查询 AT 指令的参数和返回参数类型

Command 返回结果

AT+ZCTAPP=<CMDType >,? <CR><LF>+ZCTAPP:<CMDType>,<Para1>,<Para2>…..<CR><LF>

CMDType 操作类型码

输入 AT+ZCTAPP=<操作类型码>,?指令，模组将返回此指令的输入参数信息。

AT 指令执行失败返回错误码（<err>）

803 操作类型错误

807 参数个数错误

816 忙碌中不允许并行业务处理

举例

+ZCTAPP: 22,<QoS>,<UpdateSN>,<PayloadType>,<DatasetID>,<Payload>[,<DataCollectResult>]

三、AT指令使用简明指南

模组内部已经预置了和中国电信物联网开放平台之间完成 T-Link 协议交互的代

码。终端应用开发者无须了解 T-Link 协议细节，只需要在其终端应用程序中调用

AT 指令或接收 AT 通知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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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AT 参数数据类型描述

数据类型参数描述如下：

uint(n)表示此参数的最大值为 n 个字节表示的无符号整数（作为 AT 指令的参

数，直接输入“18”这个字符串代表 0x12；

string 可见 ASCII 码字符串(由于 AT 指令解析的方式导致不能带“,”字符)；

binary 是指十六进制表示的二进制码流。

对于 string 类型的参数，模组不做任何处理，在终端应用和平台之间进行透传。

对于 binary 类型的参数，终端应用调用 AT 指令将参数传递给模组前，必须将

原始参数的每个二进制字符从 1个二进制字符转换到两个可见字符（16 进制，仅支

持 0~9,A~F,a~f）。模组收到后进行反向转换还原成原始参数。当模组发送 AT 通知

给终端应用时，若参数是 binary 类型，则应将 1个二进制字符转换到两个可见字符

（16 进制，仅支持 0~9,A~F,a~f）后传送给终端应用。终端应用收到后进行反向转

换还原成原始参数。

需要注意的是，T-Link 相关 AT 指令中的用来传送 JSON 串的参数，也是按照

binary 参数来处理的。

对于 AT 指令串中 uint(n)类型的参数，模组将自动去除参数第一个非空格字符

之前的空格和最后一个非空格字符之后的空格后继续处理。对于 string 和 binary

类型的参数，也是同样处理。

（二）业务数据编解码说明

不同的终端应用和平台之间可以传输各自需要的业务数据内容。T-Link 提供普

通的紧凑二进制和普通 JSON 格式两种业务数据语法描述方式。但是终端应用一次采

集多个指标的情况下，有可能出现部分指标未采集到的情形。在这样的情形下，应

允许终端上报已经采集到的指标，并告知平台哪些指标未采集到。为满足这样的需

求，T-Link 又引入了第三种业务数据语法描述方式：带采集结果说明的紧凑二进制

格式。

我们把业务数据称为“数据集”（平台门户称为“服务”），即多个数据元素（平

台门户称为“属性”或“参数”）构成的一个数据集合。无论数据集的语法描述采用

哪种方式，都采用“数据集标识+数据集元素序列”模式进行描述。“数据集标识”

是一个数据集区别于其它数据集的标志，采用 2个字节的整形（Integer）表示。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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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数据集标识”，平台可以知道如何解析数据集元素序列。因为平台已经事先登记

了这个数据集标识和其相应的数据集元素序列的数据结构。而“数据集元素序列”

则是由顺序串联的多个数据元素组成。

三种业务数据语法描述方式如下：

 普通的紧凑二进制格式

数据集标识 DatasetID + Payload(数据集元素序列-紧凑二进制序列)

(1)数据集标识为 Unsigned Integer 类型，2个 Byte.

(3)数据集元素序列：各个数据元素语法表述方式见后。

 带采集结果说明的紧凑二进制格式

数据集标识 DatasetID+数据采集结果说明 DataCollectResult

+Payload(数据集元素序列-紧凑二进制序列)

(1)数据集标识: 同前。

(2)数据采集结果说明（如果有 N个数据元素，则使用 N个 Bit 位标识采集结果

（从高位开始对应）：0 成功，1空（未采集到数据）

(3)数据集元素序列: 同前。

 普通 JSON 格式 （使用 JSON 语法，不支持数组、不支持嵌套）

数据集标识 DatasetID + Payload（数据集元素序列-JSON 字符串）

数据集标识: 同前。

数据集元素序列：{ "元素 1 名称":"元素 1 Value","元素 2 名称":"元素 2

Value",…… } ( 如果未采集到某个元素的数据，即值为空，则相应节点的 Value

为空）

终端发送的每个报文携带一个数据集合，和 AT 指令命令，及其它参数合并在一

起的整个 AT 字符串长度不应超过上限（2048 个字节）。

数据集定义：一个产品下的终端可定义多个数据集。每个数据集事先由客户在

平台定义数据集标识（DatasetID）、这个数据集包含的数据元素序列构成（数据元

素的顺序，以及每个数据元素的数据类型、长度、单位、范围、业务含义等）；

使用“数据集”语法描述的 AT 指令和通知包括：

 终端数据上报

 发送应答（指令下发的处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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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送应答（数据获取请求的处理结果）

 指令下发通知

 数据获取通知

在上述 AT 指令中，相关参数包括 PayloadType，DatasetID 和 Payload：

 PayloadType ：数据类型为 uint(1)，代表业务数据的数据集类型

0 普通的紧凑二进制模式

1 带采集结果说明的紧凑二进制格式

2 普通 JSON 模式

 DatasetID ：数据类型为 uint(2)，代表业务数据的数据集标识

 Payload：数据类型为 binary，变长，业务数据的具体内容（数据集元素序

列）

其中，对于“终端数据上报”和“发送应答（数据获取请求的处理结果）”，由

于可能存在部分数据元素无法成功上报（如采集失败等）的情形，可能需要提供

DataCollectResult 参数。

对于 Payload,需要终端应用按照事先已在平台定义的数据集定义进行编码形成

Payload 参数(按照数据集元素序列逐一编码和拼接)后再传送给相关 AT 指令，或者

将 AT 通知中的 Payload 参数进行解码（按照数据集元素序列逐一解码和拆分成多个

数据元素）后再进行进一步的处理。

对于需要提供 DataCollectResult 参数的情形，也需要终端应用首先按照规则

进行编码后再传送给相关 AT 指令。

（三）终端管理数据编解码说明

终端管理数据涉及三个 AT 指令：参数配置、参数查询和事件上报。

事件上报的事件附加信息的数据描述采用和“业务数据编解码说明”基本一致，

即采用 PayloadType，DatasetID 和 Payload 三个参数来进行描述。只不过，对于事

件上报指令，使用 EventID 而不是 DatasetID 而已。

终端查询和终端配置请求中需要对查询和配置的参数进行数据描述。其数据描

述和编解码方式说明如下：

 方式一 紧凑二进制模式：

参数采用“参数名”=“值”模式，不支持嵌套模式的参数管理机制。本模式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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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适合配置参数和状态参数数量较少的场景，用户可以定义一到数个查询和配

置参数数据集。

采用和“业务数据编解码说明”中相同的普通紧凑二进制模式。同样需要事先

在平台定义终端参数数据集及其包含的数据元素序列定义。

(1)参数查询请求和应答

 平台下发参数查询请求时对所查参数内容的表示方法：提供 DatasetID 即可。

 终端应用得到 DatasetID 后，根据平台事先定义的元数据，逐一获取相应数

据集元素序列中每个元素的值，然后发出应答。只有当“执行成功”时，才

返回查询结果。需要注意的是：只要部分参数查询成功，就认为“执行成功”。

所以，终端应用有两种返回结果：

1）全部参数查询成功时，返回数据集标识 DatasetID 和数据集元素序列

Payload

2）部分参数查询成功时，返回数据集标识 DatasetID、数据查询结果说明

DataCollectResult 和数据集元素序列 Payload。其中数据集元素序列中有

多少个数据元素，DataGetResult 字段就有多少个 Bit。每个 Bit 对应相应

的数据元素的处理结果：0：成功 1 值为空（未查询到相应数据）。

对于 Payload,终端应用应首先对参数查询结果进行编码后，再将参数查询

的结果作为参数传递给相应的 AT 指令。对于 DataCollectResut 也是一样。

(2)参数设置请求和应答

 平台下发参数设置请求时，应提供完整的配置数据内容，即配置数据集标识

DatasetID 和配置数据集元素序列 Payload。

 终端应用应根据 DatasetID 将 Payload 中包含的数据元素逐一解码，得到需

要进行配置的参数集合。其中，终端应用应首先检配置数据的合法性。如果

配置数据内容非法，按照如下方式在应答中进行返回错误信息：DatasetID +

DataSetResult。其中数据序列中有多少个数据元素，DataSetResult 字段

就有多少个 Bit(从高到低排列)。每个 Bit 对应相应的数据元素的解析结果：

0：值 OK 1 值非法（如越界、可打印字符串含不可打印字符等）。

 通过配置数据合法性检查后，终端应用应将配置数据集中的参数逐一进行设

置。设置完成后，终端应用根据设置结果在应答中返回：Dataset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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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SetResult。DataSetResult 的每个 Bit 对应相应的解析结果：0 ：设

置成功，1 设置失败。DataSetResult 参数需要终端应用自行进行编码。

 方式二 普通 JSON 模式

参数采用“参数名”=“值”模式，不支持嵌套模式的参数管理机制。本模式比

较适合配置参数和状态参数数量较多的场景，用户可以定义一到数个查询和配

置参数数据集。

采用和“业务数据编解码说明”中相同的普通 JSON 模式。同样需要事先在平台

定义终端参数数据集及其包含的数据元素序列定义。

(1)参数查询请求和应答

 平台下发参数查询请求时对所查参数内容的表示方法：直接提供 JSON 串即

可（Value 为空）。

 终端应用得到参数查询参数 Payload 后，自行将 JSON 串解码，得到查询参

数序列。如果查询参数序列中存在终端应用不识别的参数，则终端应用向平

台发出查询失败应答。应答中可携带 Payload 参数，此参数由终端应用进行

编码（对于终端应用不识别的参数，直接将查询序列中相应 JSON 节点删除

即可）

 如果查询参数序列中所有参数都能识别，则终端应用逐一获取相应数据集元

素序列中每个元素的值，然后发出应答。只有当“执行成功”时，才返回查

询结果。需要注意的是：只要部分参数查询成功，就认为“执行成功”。如

果获取到相应参数的值，则将相应 JSON 节点的 Value 字段赋值；如果没有

获取到相应参数的值，则将相应 JSON 节点的 Value 字段设置为空。上述编

码过程由终端应用完成。

(2)参数设置请求和应答

 平台下发参数设置请求时，应提供完整的配置数据内容，即配置数据集 JSON

串（每个 JSON 节点由配置数据名和配置数据值组成）。

 模组将 JSON 串告知终端应用，终端应用解析 JSON 串后应首先检查数据集的

合法性。如果数据集内容非法（无法识别的参数名称或参数值 Value 出错），

则终端应用应按照如下方式进行编码形成配置参数解析结果说明（JSON 串）

并向平台发出应答: 如果值非法，则参数对应的 Value 设置为空。如果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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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识别，则删除该 JSON 节点。参数名称和参数值正确的节点继续保留。必

须全部参数和值都正确，终端应用才能进一步执行参数配置操作。

 终端应用执行完参数配置后，根据配置结果返回成功与否。如果全部参数配

置成功，则直接返回“成功”即可。如果部分成功或全部失败，则终端应用

应按如下原则进行编码形成 Payload 后调用 AT 指令向平台发送应答：如果

某个配置参数配置成功，则删除相应 JSON 节点；否则，保留该 JSON 节点。

（四）数据集元素类型定义

 Unsigned Integer(1) 1Byte 0 - 255

 Integer(1) 1Byte -128 - 127

 Unsigned Integer（2） 2Byte 0 - 65535

 Integer(2) 2Byte -32768 – 32767

 Unsigned Integer（4） 4Byte 0 - 4294967295

 Integer(4) 4Byte -2147483648 –-2147483647

 Binary 定长或变长，二进制码流

 TimeStamp 定长，8个 Byte, 表示从 1970 年 1 月 1 日 0 点之后到”当前”

经过的时间长度（单位：秒或毫秒）

 String 定长或变长，ASCII 字符串(可打印字符)

 Float 定长，单精度浮点型,从高到低，符号位为 1，阶码为 8 位，尾数为

23 位，共 32 位

 Double 定长，双精度浮点型,从高到低，符号位为 1，阶码为 11 位，尾数

为 52 位，共 64 位

下面以 Double 为例进行说明： 最高到最低位分别是第 63、62、61、……、

0位： 最高位 63 位是符号位，1表示该数为负，0正； 62-52 位，一共 11

位是指数位； 51-0 位，一共 52 位是尾数位。

 Enum 定长，1Byte 0-256（可指定支持多少个枚举值，0-1,0-2,1-N 等，并

可描述每个枚举值对应的语义含义 ）

（五）典型使用方式

模组加电启动后，T-Link 协议栈处理单元自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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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阶段 参数初始化

终端应用程序（简称终端应用）应首先使用 AT+ZCTAPP=0 完成初始化参数配置。

这些初始化参数包括平台的 IP 地址或域名、平台访问端口、终端 ID、终端应用软

件版本、终端设备型号、心跳长度，以及终端连接方式。

如果 ConnectMode 设置为 2（TLS 单向认证），即使用 TLS 加密终端和平台之间

的传输通道。则还需要调用 AT+ZCTAPP=14 设置 TLS 相关初始化参数：

 平台证书的根证书

如果 ConnectMode 设置为 3（TLS 单向认证），即使用 TLS 加密终端和平台之间

的传输通道同时启用终端证书认证。则终端应用还需要调用 AT+ZCTAPP=14 设置 TLS

和终端证书相关初始化参数：

 平台证书的根证书

 终端证书

 终端私钥文件

由于上述证书或文件的长度较长，终端应用可能需要将证书拆分成多行，然后

使用相同的 AT 指令写入模块，并在传输完成后使用 AT+ZCTAPP=??查询终端证书合

法性（验证模组内部已经写入的证书的 Checksum 是否一致）

2．第二阶段 登录平台

终端应用使用 AT+ZCTAPP=？主动登录平台。调用时需要提供底层网络类型

NetworkType、用于终端认证的终端身份标识模式 IdentityMode 和相应的终端标识

Identity、终端当前时间戳 DeviceTimestamp,以及终端当前的 UTC 时区差 UTC

Offset。

其中初始化时，若 ConnectMode 采用 1(明文)则，IdentityMode 应使用 1(特征

串)或 3(SM9 认证)；若 ConnectMode 采用 2(TLS 单向认证)则，IdentityMode 应使

用1(特征串)或3(SM9认证)；若ConnectMode采用3(TLS双向认证)则，IdentityMode

只能使用 2(TLS 终端证书认证)。

若 IdentityMode 使用 3(SM9 认证)，则终端应用在调用登录指令前，首先应应

该使用 AT+ZCTAPP=15 生成 SM9 签名。之后将得到的 SM9Signature 作为 Identity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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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在登录操作中使用。

终端发出登录操作后，模组会等待平台的应答（或者超时未收到平台应答而结

束 AT 指令处理，返回失败），这需要等待一小段时间。

如果通过认证，平台会下发三个参数：重定向平台 IP 地址 RedirectIP、平台时

间戳 PlatformTimestamp 和连接心跳长度 HeartBeatTimer。对于 RedirectIP 和

HeartBeatTimer，终端应用应记录这些值。对于 PlatformTimestamp，建议终端将

本地时钟与其同步。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平台下发新的 IP 地址，模组会按照新的

IP 地址重新登录新的 IP 地址。

3．第三阶段 报文交互

终端应用登录成功之后，模组自动周期性的向平台发出心跳以保持终端和平台

之间的连接会话，直到终端应用登出平台。

在上述登录和登出之间的连接会话中，终端应用和平台之间可以进行多种上下

行交互。

所有主动上行操作（终端上报业务数据、上报透明数据和上报事件信息），AT 指

令提供 QoS=0 和 QoS=1 两种传输模式。使用 QoS=0 时，模组将采用尽力传输的模式，

即 AT 指令调用完成后，将形成的上行报文放入模组协议栈，模组后续将报文发向平

台。使用 QoS=1 时，模组将采用至少一次的模式，即模组在发送报文后将等待平台

下发的 ACK 报文应答，如果超时未收到应答，则模组将自动重传报文，直到超过 3

次(用户可以设置)为止。无论发送成功或者失败，模组都会在之后以异步的方式将

发送结果使用“报文传输处理结果通知”告诉终端应用。

(1) 终端上报业务数据（平台进行数据解析）

支持 QoS=0 和 QoS=1 两种传输模式

除了 QoS 参数外，终端应用还须提供如下参数：

 UpDataSN 数据上报序列号/流水号。此流水号由终端应用赋值，可被接收报文的平台/应用来判

断是否有上报报文在传输过程中发生重复发送以及丢失的情况

上报数据内容：

 PayloadType（普通紧凑二进制格式或普通 JSON 格式）+DatasetID（上报数据的数据集标识）+Payload

（紧凑二进制串或 JSON 串）

或者

 PayloadType(带采集结果说明的紧凑二进制格式)+DatasetID（上报数据的数据集标识）+Payload（紧凑

二进制串）+DataCollectResult(采集结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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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终端上报透明数据（平台不进行数据解析）

支持 QoS=0 和 QoS=1 两种传输模式

除了 QoS 参数外，终端应用还须提供如下参数：

 UpTpDataSN 透明数据上报序列号/流水号。此流水号由终端应用赋值，可被接收报文的平台

/应用来判断是否有上报报文在传输过程中发生重复发送以及丢失的情况

 上报数据内容（Payload）

(3) 终端接收下发的透明数据（平台不进行数据解析）

模组向终端应用发出相应通知。通知包含以下参数：

 DnTpDataSN 透明数据下发序列号/流水号。此流水号由平台/应用赋值，可被接收报文的终端

应用来判断是否有下发报文在传输过程中发生重复发送以及丢失的情况

 下发数据内容（Payload）

需要注意的是透明数据上传和下发透明数据之间是相互独立的，虽然终端应用

可以使用“终端上报透明数据”来对平台下发的透明数据进行应答。

(4) 终端上报事件信息

支持 QoS=0 和 QoS=1 两种传输模式

除了 QoS 参数外，终端应用还须提供如下参数：

 EventSN 事件上报序列号/流水号。此流水号由终端应用赋值，可被接收报文的平台/应用来判断是

否有事件上报报文在传输过程中发生重复发送以及丢失的情况

 EventTime 事件发生时的时间戳（单位：秒）

 EventType 事件类型

（ 0 普通事件/ 1 告警事件（普通级）/ 2 告警事件（重大级）/ 3 告警事件（严重级））

事件信息（包含必选的 EventID 和可选的 PayloadType 和 Payload）

 EventID 事件标识(区分不同的事件类型)

 PayloadType 事件附加信息描述数据集类型

 Payload 事件附加信息

(5)终端接收数据获取请求并进行应答

平台下发的数据获取请求由模组向终端应用发出相应通知。通知内容包括：

 GDSN 数据获取请求序列号/流水号

 PayloadType 数据获取请求信息的数据集类型（紧凑二进制或 JSON）

 DatasetID 数据获取请求信息的数据集标识

终端应用接收通知并收集完数据后，使用 AT 指令向模组发送应答。模组采用

QoS=1 传输模式将报文发送给平台。应答包含的参数有：

 GDSN 该应答消息对应的数据获取请求序列号



13

 ResultCode 数据获取请求处理结果码

（0 执行成功 1 执行失败 2 无效数据集类型 3 无效数据集标识（终端无法识别 DatasetID））

当 ResultCode 为 0(执行成功)时，须使用如下参数提供获取的数据内容：

 PayloadType 上报数据信息的数据集类型（紧凑二进制、带采集结果的紧凑二进制、JSON）

 DatasetID 上报数据信息的数据集标识

 Payload 上报数据信息（紧凑二进制串或 JSON 串）

若 PayloadType 为“带采集结果的紧凑二进制”，还须包含：

 DataCollectResult 上报数据的采集结果说明

(6)终端接收指令下发请求并进行应答

平台下发的指令下发请求由模组向终端应用发出相应通知。通知内容包括：

 CMDSN 指令下发请求序列号/流水号

 PayloadType 下发指令内容的数据集类型（紧凑二进制或 JSON）

 DatasetID 下发指令内容的数据集标识

 Payload 下发指令内容（紧凑二进制串或 JSON 串）

终端应用接收通知并处理完成后，使用 AT 指令向模组发送应答。模组采用 QoS=1

传输模式将报文发送给平台。应答包含的参数有：

 CMDSN 该应答对应的指令下发请求序列号

 ResultCode 指令下发请求处理结果码（0 执行成功; 1 执行失败; 2 无效数据集类型; 3 无效数据集

标识（终端无法识别 DatasetID）; 4 指令数据集 Payload 解析失败 ）

当 ResultCode 为 0(执行成功)或 1（执行失败）时，终端应用可以提供如下参数以提供更多附加信息：

 PayloadType 指令执行结果附加信息的数据集类型（紧凑二进制或 JSON）

 DatasetID 指令执行结果附加信息的数据集标识

 Payload 指令执行结果附加信息（紧凑二进制串或 JSON 串）

(7) 终端接收参数查询请求并进行应答

平台下发的参数查询请求由模组向终端应用发出相应通知。通知内容包括：

 DMSN 终端管理请求序列号/流水号

 PayloadType(所查询数据的数据集类型)+DatasetID(所查询数据的数据集标识)

（PayloadType 为紧凑二进制时）

 PayloadType(所查询数据的数据集类型)+Payload(所查询数据的具体内容:JSON 串）

（PayloadType 为 JSON 时）

终端应用接收通知并处理完成后，使用 AT 指令向模组发送应答。模组采用 QoS=1

传输模式将报文发送给平台。应答包含的参数有：

 DMSN 该应答对应的终端管理请求序列号

 ResultCode 参数查询请求处理结果码 （0 执行成功; 1 执行失败; 2 无效的数据集类型;

3 无效数据集标识（针对“普通的紧凑二进制模式”，终端无法识别 DatasetID）;

4 无效参数内容（针对普通 JSON 模式）; 5 查询内容（Payload）解析失败(针对普通 JSON 模式，JSON

串语法不合法等); 6 其他错误)

当 ResultCode 为 0（执行成功）时，须携带如下参数：

 PayloadType(所查询数据的数据集类型)+DatasetID(所查询数据的数据集标识)+ Payload(所查询数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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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 (PayloadType 为紧凑二进制)

或

 PayloadType(所查询数据的数据集类型)+DatasetID(所查询数据的数据集标识)+ Payload(所查询数据的

具体内容)+ DataCollectResult(参数查询结果说明) (PayloadType 为带结果说明的紧凑二进制)

或

 PayloadType(所查询数据的数据集类型)+Payload(所查询数据的具体内容:JSON 串) (PayloadType

为 JSON 时)

当 ResultCode 为 4（无效参数内容（针对普通 JSON 模式））时，可以携带下列参数：

 Payload(参数解析结果内容:JSON 串)

(8) 终端接收参数配置请求并进行应答

平台下发的参数配置请求由模组向终端应用发出相应通知。通知内容包括：

 DMSN 终端管理请求序列号/流水号

 PayloadType(配置数据请求的数据集类型)+DatasetID(配置数据请求的数据集标识)+Payload（配置数据

的具体内容）

（PayloadType 为紧凑二进制时）

 PayloadType(配置数据请求的数据集类型)+Payload(配置数据的具体内容:JSON 串）

（PayloadType 为 JSON 时）

终端应用接收通知并处理完成后，使用 AT 指令向模组发送应答。模组采用 QoS=1

传输模式将报文发送给平台。应答包含的参数有：

 DMSN 该应答对应的终端管理请求序列号

 ResultCode 参数查询请求处理结果码 （0 执行成功；1 执行失败（执行全部失败）； 2 执行部

分成功；3 无效数据集类型；4 无效数据集标识（针对“普通的紧凑二进制模式”，终端无法识别

DatasetID）； 5 无效数据集内容（无法识别的配置参数（JSON），或参数值 Value 出错（JSON 或紧凑

二进制格式）） ； 6 配置内容（Payload）解析失败(紧凑二进制编码内容长度不符等；JSON 串语法

不合法等)； 7 其他错误)

当 ResultCode 为 5（无效数据集内容）时，可以携带下列参数（告诉平台无效数据是哪些）：

 PayloadType（配置参数解析结果说明的数据集类型）+DatasetID(配置参数解析结果说明的数据集标

识)+DataSetResult（配置参数解析结果说明）

（PayloadType 为带结果说明的紧凑二进制格式时）

 PayloadType（配置参数解析结果说明的数据集类型）+Payload（配置参数解析结果说明:JSON 串）

（PayloadType 为 JSON 时）

当 ResultCode 为 1（执行全部失败）或 2（执行部分成功）时，可以携带下列参数：

 PayloadType（配置参数配置结果说明的数据集类型）+DatasetID(配置参数配置结果说明的数据集标

识)+DataSetResult（配置参数配置结果说明）

（PayloadType 为带结果说明的紧凑二进制格式时）

 PayloadType（配置参数配置结果说明的数据集类型）+Payload（配置参数配置结果说明:JSON 串）

（PayloadType 为 JSON 时）

(9)终端接收远程控制请求并进行应答

平台下发的远程控制请求由模组向终端应用发出相应通知。通知内容包括：

 DMSN 终端管理请求序列号/流水号

 ControlType 远程控制操作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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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强制终端重启

2 强制终端退出中国电信物联网开放平台

3 强制终端重新登录中国电信物联网开放平台（先退出平台，再登录平台）

4 终端自检

5 通知终端软件升级

6 开始发送数据

7 停止发送数据

8 Factory Rest

以下参数为可选参数

 AdditionalInfo 控制指令的附加信息

若 ControlType 为“通知终端软件升级”，须提供以下参数：

 UpgradeID 目标软件序号 (0－预留，1－应用软件包 （含 SDK）)

 FileChecksum 文件校验码（MD5）

 UpgradeType 升级模式 （0-全量升级 其它预留）

 UpgradeVersion 目标版本

 UpgradeURL 升级 URL

 Token 如果采用 UserName/Password 模式，则 Token 需将两者合并为一个字符串，中

间使用空格分开（UserName 和 Passwrd 不能使用空格）

需要注意的是：Token、UpgradeURL、UpgradeVersion 等字符串中不得包含“,”。

终端应用接收通知并处理完成后，使用 AT 指令向模组发送应答。模组采用 QoS=1

传输模式将报文发送给平台。应答包含的参数有：

 DMSN 该应答对应的终端管理请求序列号

 ControlType 远程控制操作类型

 ResultCode 参数查询请求处理结果码 （0 执行成功；1 执行失败；2 无效 ControlType）

针对 ControlType=5“通知终端远程升级”操作，ResultCode 可返回软件升级结果码（128：URI 连接

不上；129：目标版本获取不到；130：文件下载失败；131：升级操作失败；132：文件校验和不一致）

以下参数为可选参数

 AdditionalInfo 附加信息（当控制类型是“终端自检“时，此字段可被用于传送自检结果信息）

4．第四阶段 登出平台

当终端决定终止与平台的连接会话时，终端使用 AT+ZCTAPP=21 主动登出平台。

四、详细指令集

（一）AT+ZCTAPP=0 初始化参数

设置和接入平台的初始化参数。

该指令同步回复 817 代表 AT指令接收成功，最终处理结果+ZCTAPP:818 代表初始化参数成功，如果初始化参数

错误会返回对应的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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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and 返回结果

AT+ZCTAPP=0,<HostIP|DNS>,<HostPort>,<DeviceNo>,<Softversion>,

<Heartb eat>, <ConnectMode>[,<Deviceinfo>]

<CR><LF>817<CR><LF>

<CR><LF>+ZCTAPP:818<CR><LF>

<CR><LF>OK<CR><LF>

or

<CR><LF>ERROR:<err><CR><LF>

AT 指令参数

HostIP|DNS string(1-46) 必选，变长 中国电信物联网开放平台地址（支持 IP 或域名）

HostPort uint(2) 必选 平台服务端口

DeviceNo string（1-64） 必选，变长 终端 ID

SoftVersion string（1-64） 必选，变长 终端应用软件版本

Heartbeat uint(2) 必选， HeartbeatTimer 心跳时间（秒）

ConnectMode uint(1) 必选，定长 终端连接方式

1、明文

2、TLS单向认证

3、TLS双向认证

DeviceInfo string（1-64） 可选，变长 设备型号

AT 指令 ACK 命令说明

817： AT 命令接收成功（ 初始化和登录同步返回）

818 ： 初始化成功 （异步返回结果） +ZCTAPP: 818 OK

AT 指令执行失败返回错误码（<err>）

211 内存不足 （这种情况下，建议终端重启模组）

991 初始化失败（终端不能在模组处于 LOGINED 和 BEFORE_LOGIN 状态下进行初始化）

800 内存申请失败

802 AT 指令名称错误

801 DNS 参数解析错误

803 操作类型错误

807 参数个数错误

809 参数值不在指定范围内(含 String，int)

810 参数类型错误

811 输入参数为空

816 忙碌中不允许并行业务处理

举例

AT+ZCTAPP=0,187.106.147.146,11884,1011111,SoftwareVersion,60,1,DevieceInfo

817

+ZCTAPP:818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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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AT+ZCTAPP=2 初始化参数查询

查询目前的平台接入初始化参数。如果未执行初始化参数指令就调用此 AT指令，模组将返回 NULL或 0。

Command 返回结果

AT+ZCTAPP=2 <CR><LF>+ZCTAPP:<HostIP>,<HostPort>，<DeviceNo>,<Softversion>,<HeartBeat>,

<ConnectMode>[,<Deviceinfo>]<CR><LF>

<CR><LF>OK<CR><LF>

or

<CR><LF>Error:<err><CR><LF>

AT 指令参数

无

AT 指令执行成功返回信息

HostIP string(1-46) 变长 中国电信物联网开放平台 IP 地址

HostPort uint(2) 平台服务端口

DeviceNo string（1-64） 变长 终端 ID

SoftVersion string（1-64 ) 变长 终端应用软件版本

HeartBeat uint(2) HeartbeatTimer（秒）

ConnectMode uint(1) 定长 终端连接方式

1、明文

2、TLS单向认证

3、TLS双向认证

DeviceInfo string（1-64 ) 变长 设备型号(可能为空)

AT 指令执行失败返回错误码（<err>）

802 AT 指令名称错误

803 操作类型错误

807 参数个数错误

816 忙碌中不允许并行业务处理

举例

AT+ZCTAPP=2

+ZCTAPP=0,187.106.147.146,11884,1011111,SoftwareVersion,60,1

OK

（三）AT+ZCTAPP=3 设置终端认证信息

终端向模组写入终端证书等内容；

Command 返回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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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ZCTAPP=3,<CERT_TYPE>,<CERT_FLAG>,<CERT_DATA> <CR><LF>OK<CR><LF>

or

<CR><LF>ERROR:<err><CR><LF>

AT 指令参数

CERT_TYPE: uint(2) 必选 写入模组的证书等信息的类型

0 平台证书的根证书

1 终端证书

2 终端私钥

4 SM9 私钥

CERT_FLAG uint(1) 必选 证书内容发送结束标识符

0 未结束

1 结束（包含证书的最后一段内容（含-----END

CERTIFICATE----- 或 -----END PRIVATE KEY）

CERT_DATA string（1-1900 )必选，变长 证书\公钥\私钥内容

AT 指令执行成功返回信息

无

AT 指令执行失败返回错误码（<err>）

211 内存不足【待定】

800 内存申请失败

802 AT 指令名称错误

803 操作类型错误

807 参数个数错误

809 参数值不在指定范围内(含 String，int)

810 参数类型错误

811 输入参数为空

812 不是 hex 字符串

814 文件写入错误(因为证书写入为同步模式，用户可根据 CERT_TYPE 确认是哪个证书错误)

816 忙碌中不允许并行业务处理

举例

AT+ZCTAPP=3,0,1,q2w3e4rtred…rrdf

OK

（四）AT+ZCTAPP=4 查询终端证书合法性

终端向模组提供证书的校验码，模组返回其内部存储的证书的校验码是否一致（采用 MD5 算法）

Command 返回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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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ZCTAPP=4,<CERT_TYPE>,<Checksum> <CR><LF>+ZCTAPP:<StatusID><CR><LF>

<CR><LF>OK<CR><LF>

or

<CR><LF>ERROR:<err><CR><LF>

AT 指令参数

CERT_TYPE: uint(2) 必选 写入模组的证书等信息的类型

0 平台证书的根证书

1 终端证书

2 终端私钥

4 SM9 私钥

Checksum binary(16) 必选，定长 证书文件校验码

AT 指令执行成功返回信息

StatusID uint(1) 模组存储证书是否具有相同的 Checksum

0 相同

1 不同

AT 指令执行失败返回错误码（<err>）

211 内存不足【待定】

800 内存申请失败

802 AT 指令名称错误

803 操作类型错误

807 参数个数错误

809 参数值不在指定范围内(含 String，int)

810 参数类型错误

811 输入参数为空

816 忙碌中不允许并行业务处理

举例

AT+ZCTAPP=4,0,120AFF67120AFF67120AFF67120AFF67

+ZCTAPP:0

OK

（五）AT+ZCTAPP=5 修改 SDK 系统参数

修改 SDK 系统参数

Command 返回结果

AT+ZCTAPP=5,<SysPara_type>,<data> <CR><LF>OK<CR><LF>

or

<CR><LF>ERROR:<err><CR><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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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指令参数

SysPara_type uint(1) 必选 被修改的 SDK 系统参数类型，具体见下表

SysPara_typ

e

系统参数名称 类型 单位 初始化参数涵义

0 commandTimeout uint(2) Ms 报文往返最长时间

1 readSocketPeriod uint(2) Ms 轮询所需接收报文单次等待时间

2 regLoginDuration uint(2) Ms 登录和注册函数后的等待云端下发应答

报文的超时时间

3 maxPayloadLenSent uint(2) MQTT 报文最大长度发送

4 maxPayloadLenRecv uint(2) MQTT 报文最大长度接收

5 maxQueueLen uint(2) 最大队列长度

6 maxProcessMessageNum uint(1) 单次处理消息数目

7 pingTimes uint(1) 心跳包文重发次数

8 QOSMaxRetrans uint(1) QOS1 最大重传次数

9 QOSMsgRetransTimeout uint(4) Ms QOS1 报文 ACK 超时时间

注意：所有的 SDK 系统参数值如果设置为 0，会被 SDK 里面设置的默认值覆盖；

AT 指令执行成功返回信息

无

AT 指令执行失败返回错误码（<err>）

211 内存不足【待定】

800 内存申请失败

802 AT 指令名称错误

803 操作类型错误

807 参数个数错误

809 参数值不在指定范围内(含 String，int)

810 参数类型错误

811 输入参数为空

816 忙碌中不允许并行业务处理

举例

AT+ZCTAPP=5,7,3

OK

（六）AT+ZCTAPP=6 查询模组和平台的连接状态

终端向模组查询，模组返回当前和平台的连接状态

Command 返回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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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ZCTAPP=6 <CR><LF>+ZCTAPP:<StatusID><CR><LF>

<CR><LF>OK<CR><LF>

or

<CR><LF>ERROR:<err><CR><LF>

AT 指令参数

无

AT 指令执行成功返回信息

StatusID uint(1) 模组和平台的连接状态

0 DETACHED（SDK 处于起始状态，参数未初始化）

1 INITIALIZED（SDK 参数初始化已完成）

2 LOGOUTED（未登录平台/已登出平台）

3 LOGINED（已登录平台）

4 BEFORE_LOGIN（终端正在登录平台）

5 ERROR（终端状态异常）

AT 指令执行失败返回错误码（<err>）

802 AT 指令名称错误

803 操作类型错误

807 参数个数错误

816 忙碌中不允许并行业务处理

举例

AT+ZCTAPP=6

+ZCTAPP:3

OK

处理建议

1. 当终端应用查询结果是 ERROR 时，终端应执行“终端登出”后再执行“终端登录”操作或者等待模组执行

登出操作变更为登出状态后直接执行“终端登录”，以恢复连接。

（七）AT+ZCTAPP=7 查询模组接入物联网开放平台软件版本

查询模组接入物联网开放平台软件版本

Command 返回结果

AT+ZCTAPP=7 <CR><LF>+ZCTAPP:<TLinkVer>,<ModuleVer><CR><LF>

<CR><LF>OK<CR><LF>

or

<CR><LF>ERROR:<err><CR><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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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无

返回值说明

TLinkVer string(4-8） Tlink 协议版本

ModuleVer string(4-8） 模组接入物联网开放平台软件版本

AT 指令执行失败返回错误码（<err>）

802 AT 指令名称错误

803 操作类型错误

807 参数个数错误

816 忙碌中不允许并行业务处理

举例
AT+ZCTAPP=7

+ZCTAPP:v1.0,1.0.0

OK

（八）AT+ZCTAPP=20 终端登录

终端使用 AT+ZCTAPP=20登录中国电信物联网开放平台；

该指令同步回复 817代表 AT指令接收成功，如登录失败会返回对应的错误码。

AT+ZCTAPP=20,<NetworkType>, <IdentityMode>, <

DeviceTimestamp >,<UTC Offset>[,<Identity>]

<CR><LF>817<CR><LF>

<CR><LF>+ZCTAPP:<RedirectIP>,<PlatformTimestamp>

,<HeartbeatTimer><CR><LF>

<CR><LF>OK<CR><LF>

or

<CR><LF>ERROR:<err><CR><LF>

登录过程需要等待平台的应答，因而会有一小段等待时间

（备注：模组会上报 SDKMode 为 2（模组内置 SDK 模式））

AT 指令参数

NetworkType uint(1) 必选 底层网络类型

（提供终端当前连接的网络类型，ME3610 目前可使用 134（LTE Cat.1））

IdentityMode uint(1) 必选 终端身份标识模式

1 特征串

2 TLS终端证书认证(此模式下Identity参数无效)

3 SM9 认证(此模式下 Identity 参数无效)

备注：该参数的设置和 AT+ZCTAPP=0 初始化参数 ConnectMode 取值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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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Mode 为 1(明文)时，可选择 1 或 3

ConnectMode 为 2(TLS 单向认证)时，可选择 1 或 3

ConnectMode 为 3(TLS 单向认证)时，只能选择 2，

DeviceTimestamp uint(8 字节) 必选 终端当前时间戳

(表示从 1970 年 1 月 1 日 0 点之后到”当前”经过的时间长度（以秒为单位）)

UTC Offset string(6) 必选 终端当前的 UTC 时区差，如“+02:00”

（北京时间填写“+08:00”）

Identity binary 可选，变长 终端身份标识认证串

IdentityMode 为 1 时，必须提供（特征串）

AT 指令 ACK 命令说明

817： AT 命令接收成功（ 初始化和登录同步返回）

AT 指令执行成功返回信息

+ZCTAPP:RedirectIP,PlatformTimestamp,HeartBeatTimer

返回参数说明

RedirectIP string(1-20) 必选，变长 平台下发的终端后续应使用的平台 IP 地址

PlatformTimestamp uint(8 字节) 必选 平台下发的平台当前时间戳

(表示从 1970 年 1 月 1 日 0 点之后到”当前”经过的时间长度（以秒为单位）)

HeartBeatTimer uint(2) 必选 平台下发的终端后续使用的心跳周期（秒）

AT 指令执行失败返回错误码（<err>）

800 内存申请失败

802 AT 指令名称错误

803 操作类型错误

804 未初始化

806 已登录，不需要重复登录

807 参数个数错误

809 参数值不在指定范围内(含 String，int)

810 参数类型错误

811 输入参数为空

816 忙碌中不允许并行业务处理

861 其他异常

862 入参错误

865 算法内部错误

211 内存不足

202 SOCKET 连接失败

205 证书加载失败

206 证书加载失败

207 证书加载失败

208 TLS Handshake 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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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线程创建失败

310 MQTT 连接失败

440 登录失败，其它原因

441 登录失败，平台执行订阅操作失败

442 登录失败，终端鉴权失败

443 登录失败，平台上报认证方式和平台不一致

444 登录失败，非法 IdentityMode

445 登录失败，登录应答解码失败

446 登录失败，终端已经登录或正在登录

447 登录失败，非法 Identity 值（1 和 3 时应不为空（NULL 或 len=0））

448 登录失败，非法 softwareVersion（长度应大于 0 且小于等于 64）

449 登录失败，非法 deviceInfo（可选参数，长度大于 64）

450 登录失败，非法 DeviceNo （如果不是 NULL,长度应大于 0 且小于等于 64）

451 登录失败，等待平台应答报文超时

452 登录失败，非法 UTC Offset 值

举例

成功收到应答的情形：

AT+ZCTAPP=20,1,1,20181201,+08:00,XOU5DIzULeefHEikb1t8AsdCWjsWg

817

+ZCTAPP:180.106.18.16,1545703157,60

OK

发生错误的情形：

AT+ZCTAPP=20,1,1,20181201,+08:00,XOU5DIzULeefHEikb1t8AjsWg

817

ERROR:442

（九）AT+ZCTAPP=21 终端登出

终端登出中国电信物联网开放平台

Command 返回结果

AT+ZCTAPP=21 <CR><LF>OK<CR><LF>

AT 指令参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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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指令执行成功返回信息

无

AT 指令执行失败返回错误码（<err>）

802 AT 指令名称错误

803 操作类型错误

805 未登录，不能登出也不能收发数据

807 参数个数错误

816 忙碌中不允许并行业务处理

举例

AT+ZCTAPP=21

OK

（十）AT+ZCTAPP=22 终端数据上报

终端发送数据到中国电信物联网开放平台（平台进行数据解析）

Command 返回结果

AT+ZCTAPP=22,

<Qos>,<UpDataSN>,<PayloadType>,<DataSetID>,<Payloa

d>[,DataCollectResult]

<CR><LF>+ZCTAPP:<MsgId>,<Result><CR><LF>

<CR><LF>OK<CR><LF>

or

<CR><LF>ERROR:<err><CR><LF>

<Qos>为 1 时，模组后续会发送报文传输处理结果通知：<CR><LF>+ZCTM2M:1,<MsgID>,<result><CR><LF>

AT 指令参数

Qos uint(1) 必选 本报文传输模式

0（尽力传送）

1（至少一次）

UpDataSN uint(4) 必选 数据上报序列号/流水号

PayloadType uint(1) 必选 上报数据的数据集类型

0 普通的紧凑二进制模式

1 带采集结果说明的紧凑二进制格式

2 普通 JSON 模式

DatasetID uint(2) 必选 上报数据的数据集标识

Payload binary 必选，变长 上报数据内容

当PayloadType参数为1时，AT指令还需要提供如下参数：

DataCollectResult binary 上报数据的采集结果说明

AT 指令执行成功返回信息

MsgId uint(4) 指令序列号

（<Qos>为 1 时，需要通过 MsgID 关联后续的+ZCTM2M 通知）

（<Qos>为 0 时，此 MsgID 可被忽略）

Result uint(1) 固定为 0（数据进入发送队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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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指令执行失败返回错误码（<err>）

800 内存申请失败

802 AT 指令名称错误

803 操作类型错误

804 未初始化

805 未登录，不能登出也不能收发数据

807 参数个数错误

808 PayloadType 取值错误

809 参数值不在指定范围内(含 String，int)

810 参数类型错误

811 输入参数为空

812 不是 hex 字符串

813 WIFI 未连接

816 忙碌中不允许并行业务处理

211 内存不足

301 发送长度超限

997 队列数目越界（发送队列已满）

560 数据上报，非法 Payload 值（应不为空（NULL 或 len=0））

561 数据上报，无效数据集类型

562 数据上报，无效 QoS

563 数据上报失败，非法 DataCollectResult 值（应不为空（NULL 或 len=0））

举例

AT+ZCTAPP=22,0,12345678,0,1,1234

+ZCTAPP:2345,0

OK

AT+ZCTAPP=22,0,12345678,1,1,111111,7f

+ZCTAPP:2345,0

OK

QOS=1 时，后续模组会向终端发送报文传输处理结果通知

AT+ZCTAPP=22,1,12345678,1,1,111111,7f

+ZCTAPP:4,0

OK

+ZCTM2M:1,4,3

（十一）AT+ZCTAPP=23 透明数据传输上报

终端发送透明数据到中国电信物联网开放平台（平台不进行数据解析）

Command 返回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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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ZCTAPP=23,<Qos>,<UpTpdataSN>,<Payload> <CR><LF>+ZCTAPP:<MsgId>,<Result><CR><LF>

<CR><LF>OK<CR><LF>

or

<CR><LF>ERROR:<err><CR><LF>

<Qos>为 1 时，模组后续会发送报文传输处理结果通知：<CR><LF>+ZCTM2M:1,<MsgID>,<result><CR><LF>

AT 指令参数

Qos uint(1) 必选 本报文传输模式

0（尽力传送）

1（至少一次）

UpTpDataSN uint(4) 必选 数据上报序列号/流水号

Payload binary 必选，变长 上报数据内容

AT 指令执行成功返回信息

MsgId uint(4) 指令序列号

（<Qos>为 1 时，需要通过 MsgID 关联后续的+ZCTM2M 通知）

（<Qos>为 0 时，此 MsgID 可被忽略）

Result uint(1) 固定为 0（数据进入发送队列）

AT 指令执行失败返回错误码（<err>）

800 内存申请失败

802 AT 指令名称错误

803 操作类型错误

804 未初始化

805 未登录，不能登出也不能收发数据

807 参数个数错误

809 参数值不在指定范围内(含 String，int)

810 参数类型错误

811 输入参数为空

812 不是 hex 字符串

813 WIFI 未连接

816 忙碌中不允许并行业务处理

211 内存不足

301 发送长度超限 CTIOT_MQTT_BUFFER_OVERFLOW

997 队列数目越界（发送队列已满）

601 透明数据上报，无效 QoS

602 透明数据上报，非法 Payload 值（应不为空（NULL 或 len=0））

举例

AT+ZCTAPP=23,0,2256,745f68656c6c6f776f726c64

+ZCTAPP:2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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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

（十二）AT+ZCTAPP=24 终端事件上报

终端发送事件信息到中国电信物联网开放平台

Command 返回结果

AT+ZCTAPP=24,

<Qos>,<EventSN>,<EventID>,<EventTime>,<EventType>

[, <PayloadType>,<Payload>]

<CR><LF>+ZCTAPP:<MsgId>,<Result><CR><LF>

<CR><LF>OK<CR><LF>

or

<CR><LF>ERROR:<err><CR><LF>

<Qos>为 1 时，模组后续会发送报文传输处理结果通知：<CR><LF>+ZCTM2M:1,MsgID,result<CR><LF>

AT 指令参数

Qos uint(1) 必选 本报文传输模式

0（尽力传送）

1（至少一次）

EventSN uint(4) 必选 事件上报序列号/流水号

EventID uint(2) 必选 事件标识(区分不同的事件类型)

EventTime uint(8) 必选 事件发生时间的时间戳

(表示从 1970 年 1 月 1 日 0 点之后到”当前”经过的时间长度（以秒为单位）

EventType uint(1) 必选 事件类型

0 普通事件

1 告警事件（普通级）

2 告警事件（重大级）

3 告警事件（严重级）

可以提供以下参数，以进一步提供事件附加信息（若提供，须一起提供）：

PayloadType uint(1) 事件附加信息的数据集类型

0 普通的紧凑二进制模式

2 普通 JSON 模式

Payload binary 变长 事件附加信息

AT 指令执行成功返回信息

MsgId uint(4) 指令序列号

（<Qos>为 1 时，需要通过 MsgID 关联后续的+ZCTM2M 通知）

（<Qos>为 0 时，此 MsgID 可被忽略）

Result uint(1) 固定为 0（数据进入发送队列）

AT 指令执行失败返回错误码（<err>）

800 内存申请失败

802 AT 指令名称错误

803 操作类型错误

804 未初始化

805 未登录，不能登出也不能收发数据

807 参数个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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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8 PayloadType 取值错误

809 参数值不在指定范围内(含 String，int)

810 参数类型错误

811 输入参数为空

812 不是 hex 字符串

813 WIFI 未连接

816 忙碌中不允许并行业务处理

211 内存不足

301 发送长度超限 CTIOT_MQTT_BUFFER_OVERFLOW

997 队列数目越界（发送队列已满）

580 事件上报，eventType 不合法

581 事件上报，payloadType 不合法

582 事件上报，非法 Payload 值（若不为 NULL，len>0））

583 事件上报，无效 QoS

举例

AT+ZCTAPP=24,0,1,1,20181205,0,0,41F00000

+ZCTAPP:8,0

OK

（十三）AT+ZCTAPP=30 发送应答（数据获取请求的处理结果）

终端处理完平台下发的数据获取请求后，将处理结果发送给平台；

Command 返回结果

AT+ZCTAPP=30,<GDSN>,<ResultCode> （resultCode>0 时）

AT+ZCTAPP=30,<GDSN>,<ResultCode>,<PayloadType>,<Dataset

ID>,<Payload>[,DataCollectResult]

（resultCode=0 时）

<CR><LF>+ZCTAPP:<MsgId>,<Result><CR><LF>

<CR><LF>OK<CR><LF>

or

<CR><LF>ERROR:<err><CR><LF>

应答报文使用的<Qos>为 1

模组后续会发送报文传输处理结果通知：<CR><LF>+ZCTM2M:1,<MsgID>,<result><CR><LF>

AT 指令参数

GDSN uint(4) 必选 本应答对应的数据获取请求序列号

ResultCode uint(1) 必选 数据请求处理结果码

0 执行成功

1 执行失败

2 无效数据集类型

3 无效数据集标识（终端无法识别的 DatasetID）

当 ResultCode 为 0 时，须提供以下参数：

PayloadType uint(1) 上报数据信息的数据集类型

0 普通的紧凑二进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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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带采集结果说明的紧凑二进制格式

2 普通 JSON 模式

DatasetID uint(2) 上报数据信息的数据集标识

Payload binary 变长 上报数据信息

其中，当 PayloadType 为 1 时，须提供如下参数字段：

DataCollectResult binary 变长 上报数据的采集结果说明

AT 指令执行成功返回信息

MsgId uint(4) 指令序列号

（<Qos>为 1 时，需要通过 MsgID 关联后续的+zvtm2m 通知）

Result uint(1) 固定为 0（数据进入发送队列）

AT 指令执行失败返回错误码（<err>）

800 内存申请失败

802 AT 指令名称错误

803 操作类型错误

804 未初始化

805 未登录，不能登出也不能收发数据

807 参数个数错误

808 PayloadType 取值错误

809 参数值不在指定范围内(含 String，int)

810 参数类型错误

811 输入参数为空

812 不是 hex 字符串

813 WIFI 未连接

816 忙碌中不允许并行业务处理

211 内存不足

301 发送长度超限 CTIOT_MQTT_BUFFER_OVERFLOW

997 队列数目越界（发送队列已满）

630 数据获取返回报文，resultCode 不合法【OK】

631 数据获取返回报文，payloadType 不合法【OK】

632 数据获取返回报文，非法 DataCollectResult 值（执行成功且 PayloadType=1, 应不为空（NULL 或 len=0））

633 数据获取返回报文，非法 Payload 值（执行成功，应不为空（NULL 或 len=0））

举例

AT+ZCTAPP=30,1,0,1,11,11,22

+ZCTAPP:1676,0

OK

AT+ZCTAPP=30,2135,0,0,256,7766FD34AB626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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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CTAPP:1767,0

OK

（十四）AT+ZCTAPP=31 发送应答（指令下发请求的处理结果）

将指令下发请求的处理结果上报给平台

Command 返回结果

AT+ZCTAPP=31,<CMDSN>,<ResultCode>[,Payl

oadType, DataSetID,Payload]

<CR><LF>+ZCTAPP:<MsgId>,<Result><CR><LF>

<CR><LF>OK<CR><LF>

or

<CR><LF>ERROR:<err><CR><LF>

应答报文使用的<Qos>为 1

模组后续会发送报文传输处理结果通知：<CR><LF>+ZCTM2M:1,<MsgID>,<result><CR><LF>

AT 指令参数

CMDSN uint(4) 必选 本应答对应的下发指令序列号

ResultCode uint(1) 必选 指令处理结果码

0 执行成功

1 执行失败

2 无效数据集类型

3 无效数据集标识（终端无法识别的 DatasetID）

4 指令数据集 Payload 解析失败

当 ResultCode=0 或 1 时，可以提供以下参数（若提供，须一起提供）：

PayloadType uint(1) 指令处理结果信息的数据集类型

0 普通紧凑二进制模式

2 普通 JSON 模式

DatasetID uint(2) 指令处理结果信息的数据集标识

Payload binary 变长 指令处理结果信息

AT 指令执行成功返回信息

MsgId uint(4) 指令序列号

（<Qos>为 1 时，需要通过 MsgID 关联后续的+ZCTM2M 通知）

Result uint(1) 固定为 0（数据进入发送队列）

AT 指令执行失败返回错误码（<err>）

800 内存申请失败

802 AT 指令名称错误

803 操作类型错误

804 未初始化

805 未登录，不能登出也不能收发数据

807 参数个数错误

808 PayloadType 取值错误

809 参数值不在指定范围内(含 String，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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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 参数类型错误

811 输入参数为空

812 不是 hex 字符串

813 WIFI 未连接

816 忙碌中不允许并行业务处理

211 内存不足

301 发送长度超限 CTIOT_MQTT_BUFFER_OVERFLOW

997 队列数目越界（发送队列已满）

655 指令下发，非法 Payload 值（若不为 NULL，len>0））

656 指令下发应答，PayloadType 不合法

657 指令下发应答报文，resultCode 不合法

举例

AT+ZCTAPP=31,1,0,0,1,111111

+ZCTAPP:21,0

OK

+ZCTM2M:1,21,3

（十五）AT+ZCTAPP=32 发送应答（远程控制请求的处理结果）

终端处理完平台下发的远程控制请求后，将处理结果发送给平台；

Command 返回结果

AT+ZCTAPP=32,<DMSN>,<ControlType>,<Resu

ltCode>[,<AdditionalInfo >]

<CR><LF>+ZCTAPP:<MsgId>,<Result><CR><LF>

<CR><LF>OK<CR><LF>

or

<CR><LF>ERROR:<err><CR><LF>

应答报文使用的<Qos>为 1

模组后续会发送报文传输处理结果通知：<CR><LF>+ZCTM2M:1,<MsgID>,<result><CR><LF>

AT 指令参数

DMSN uint(4) 必选 本应答对应的远程控制指令序列号

ControlType uint(2) 必选 远程控制操作类型

1. 强制终端重启

2. 强制终端退出中国电信物联网开放平台

3. 强制终端重新登录中国电信物联网开放平台（先退出平台，再登录平台）

4. 终端自检

5. 通知终端软件升级

6. 开始发送数据

7. 停止发送数据

8. Factory 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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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Code uint(1) 必选 控制指令处理结果码

0 执行成功

1 执行失败

2 无效 ControlType

针对 ControlType=5“通知终端远程升级”操作，可返回软件升级结果码：

128：URI 连接不上

129：目标版本获取不到

130：文件下载失败

131：升级操作失败

132：文件校验和不一致

AdditionalInfo binary 可选，变长 附加信息

（当控制类型是“终端自检“时，此字段可被用于传送自检结果信息）

AT 指令执行成功返回信息

MsgId uint(4) 指令序列号

（<Qos>为 1 时，需要通过 MsgID 关联后续的+ZCTM2M 通知）

Result uint(1) 固定为 0（数据进入发送队列）

AT 指令执行失败返回错误码（<err>）

800 内存申请失败

802 AT 指令名称错误

803 操作类型错误

804 未初始化

805 未登录，不能登出也不能收发数据

807 参数个数错误

809 参数值不在指定范围内(含 String，int)

810 参数类型错误

811 输入参数为空

812 不是 hex 字符串

813 WIFI 未连接

816 忙碌中不允许并行业务处理

211 内存不足

301 发送长度超限 CTIOT_MQTT_BUFFER_OVERFLOW

997 队列数目越界（发送队列已满）

540 远程控制，非法 Additional 值（若不为 NULL，len>0））

举例

AT+ZCTAPP=32,1,4,0,111111

+ZCTAPP:27,0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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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CTM2M:1,27,3

（十六）AT+ZCTAPP=33 发送应答（参数查询请求的处理结果）

终端处理完平台下发的参数查询指令后，将处理结果反馈给平台；

Command 返回结果

AT+ZCTAPP=33,<DMSN>,<ResultCode>,<PayloadType>,<DatasetI

D>,<Payload>[,<DataGetResult>]

(ResultCode 为 0 且 PayloadType 为 0 或 1 时)

AT+ZCTAPP=33,<DMSN>,<ResultCode>,<PayloadType>,<Payload

> (ResultCode 为 0 且 PayloadType 为 2 时)

AT+ZCTAPP=33,<DMSN>,<Resutcode>[,Payload]

(ResultCode 为 4 时，Payload 内容可选)

AT+ZCTAPP=33,< DMSN>,<Resutcode> (ResultCode 为 其 他 值

时)

<CR><LF>+ZCTAPP:<MsgId>,<Result><CR><LF>

<CR><LF>OK<CR><LF>

or

<CR><LF>ERROR:<err><CR><LF>

应答报文使用的<Qos>为 1

模组后续会发送报文传输处理结果通知：<CR><LF>+ZCTM2M:1,<MsgID>,<result><CR><LF>

AT 指令参数

DMSN uint(4) 必选 对应的终端管理请求序列号/流水号

ResultCode uint(1) 必选 参数查询请求处理结果码

0 执行成功

1 执行失败

2 无效的数据集类型

3 无效数据集标识（针对“普通的紧凑二进制模式”，终端无法识别 DatasetID）

4 无效参数内容（针对普通 JSON 模式）

5 查询内容（Payload）解析失败(针对普通 JSON 模式，JSON 串语法不合法等)

6 其他错误

当 ResultCode 为 0 时且 PayloadType 为 0 或 1 时，须携带下列参数：

PayloadType uint(1) 参数查询结果的数据集类型

0 普通的紧凑二进制模式

1 带查询结果说明的紧凑二进制格式

2 普通 JSON 模式

DatasetID uint(2) 参数查询结果的数据集标识

Payload binary 变长 参数查询结果内容

其中，当 PayloadType 为 1 时，须携带下列参数：

DataCollectResult binary 变长 参数查询结果说明

当 ResultCode 为 0 时且 PayloadType 为 2 时，须携带下列参数：

Payload binary 变长 参数查询结果内容



35

当 ResultCode 为 4 时，可以携带下列参数：

Payload binary 变长 参数解析结果内容

AT 指令执行成功返回信息

MsgId uint(4) 指令序列号

（<Qos>为 1 时，需要通过 MsgID 关联后续的+zvtm2m 通知）

Result uint(1) 固定为 0（数据进入发送队列）

AT 指令执行失败返回错误码（<err>）

800 内存申请失败

802 AT 指令名称错误

803 操作类型错误

804 未初始化

805 未登录，不能登出也不能收发数据

807 参数个数错误

808 PayloadType 取值错误

809 参数值不在指定范围内(含 String，int)

810 参数类型错误

811 输入参数为空

812 不是 hex 字符串

813 WIFI 未连接

816 忙碌中不允许并行业务处理

211 内存不足

301 发送长度超限 CTIOT_MQTT_BUFFER_OVERFLOW

997 队列数目越界（发送队列已满）

501 参数查询，无效 Payload（Result 为 0 时，Payload 为 NULL 或 len=0;Result 为 4 时且 Payload 不为空时，

len=0）

502 参数查询，无效 PayloadType 参数内容（ResultCode 为 0 时）

503 参数查询，无效 ResultCode 参数内容

504 参数查询，无效 DataGetResult（Result 为 0 时，且 PayloadType 为 1 时，DataGetResult 为 NULL 或 len=0）

举例

AT+ZCTAPP=33,1,0,0,1,111111

+ZCTAPP:40,0

OK

+ZCTM2M:1,40,3

（十七）AT+ZCTAPP=34 发送应答（参数配置请求的处理结果）

终端处理完平台下发的参数配置请求后，将处理结果发送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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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and 返回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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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LF>+ZCTAPP:<MsgI

d>,<Result><CR><LF>

<CR><LF>OK<CR><LF>

or

<CR><LF>ERROR:<err><C

R><LF>

应答报文使用的<Qos>为 1

模组后续会发送报文传输处理结果通知：<CR><LF>+ZCTM2M:1,<MsgID>,<result><CR><LF>

AT 指令参数

DMSN uint(4) 必选 对应的终端管理请求序列号/流水号

ResultCode uint(1) 必选 参数配置请求处理结果码

0 执行成功

1 执行失败（执行全部失败）

2 执行部分成功

3 无效数据集类型

4 无效数据集标识（针对“普通的紧凑二进制模式”，终端无法识别 DatasetID）

5 无效数据集内容（无法识别的配置参数（JSON），或参数值 Value 出错（JSON 或紧凑二

进制格式））

6 配置内容（Payload）解析失败(紧凑二进制编码内容长度不符等；JSON 串语法不合法等)

7 其他错误

当 ResultCode 为 5 时，可以携带下列参数：

PayloadType uint(1) 配置参数解析结果说明的数据集类型

1 带结果说明的紧凑二进制格式

2 JSON 格式

其中，当 PayloadType 为 1 时，须携带下列参数：

DatasetID uint(2) 配置参数解析结果说明的数据集标识

DataSetResult binary 变长 配置参数解析结果说明

其中，当 PayloadType 为 2 时，须携带下列参数：

Payload binary 变长 配置参数解析结果说明

当 ResultCode 为 1 或 2 时，可以携带下列参数：

PayloadType uint(1) 配置结果说明的数据集类型

1 带结果说明的紧凑二进制格式

2 JSON 格式

其中，当 PayloadType 为 1 时，须携带下列参数：

DatasetID uint(2) 配置结果说明的数据集标识

DataSetResult binary 变长 配置数据配置结果说明

其中，当 PayloadType 为 2 时，须携带下列参数：

Payload binary 变长 配置数据配置结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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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指令执行成功返回信息

MsgId uint(4) 指令序列号

（<Qos>为 1 时，需要通过 MsgID 关联后续的+zvtm2m 通知）

Result uint(1) 固定为 0（数据进入发送队列）

AT 指令执行失败返回错误码（<err>）

800 内存申请失败

802 AT 指令名称错误

803 操作类型错误

804 未初始化

805 未登录，不能登出也不能收发数据

807 参数个数错误

808 PayloadType 取值错误

809 参数值不在指定范围内(含 String，int)

810 参数类型错误

811 输入参数为空

812 不是 hex 字符串

813 WIFI 未连接

816 忙碌中不允许并行业务处理

211 内存不足

301 发送长度超限 CTIOT_MQTT_BUFFER_OVERFLOW

997 队列数目越界（发送队列已满）

520 参数查询，无效 Payload（Result 为 1/2/5 时，且 Payload 不为 NUL 时，PayloadType=2 时， strlen 为 0）

521 参数配置，无效 resultcode 参数内容

522 参数配置，无效 PayloadType 参数内容

523 参数查询，无效 DataSetResult（Result 为 1/2/5 时，且 Payload 不为 NUL 时，PayloadType=１时，len=0）

举例

AT+ZCTAPP=34,1,5,1,1,111111

+ZCTAPP:57,0

OK

+ZCTM2M:1,57,3

（十八）数据获取通知

模组通知终端收到了平台下发数据获取请求

模组通知

<CR><LF>+ZCTM2M:30,GDSN,PayloadType,DatasetID<CR><LF>

通知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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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SN uint(4) 必选 数据获取请求序列号/流水号

PayloadType uint(1) 必选 数据获取请求信息的数据集类型

0 普通紧凑二进制模式

2 普通 JSON 模式

DatasetID uint(2) 必选 数据获取请求信息的数据集标识

示例

+ZCTM2M:8,21748,0,256

（十九）指令下发通知

模组通知终端收到了平台的下发指令

模组通知

<CR><LF>+ZCTM2M:31,CMDSN,PayloadType,DatasetID,Payload<CR><LF>

通知参数

CMDSN uint(4) 必选 下发指令序号/流水号

PayloadType uint(1) 必选 下发指令内容的数据集类型

0 普通紧凑二进制模式

2 普通 JSON 模式

DatasetID uint(2) 必选 下发指令内容的数据集标识

Payload binary 必选，变长 下发指令内容

示例：

+ZCTM2M:5,2759,0,201,12DE683AA36AC0065

（二十）远程控制通知

模组通知终端收到了平台的远程控制指令

模组通知

<CR><LF>+ZCTM2M:32,DMSN,ControlType[,AdditionalInfo] <CR><LF>

<CR><LF>+ZCTM2M:32,DMSN,ControlType,UpgradeID,FileChecksum,UpgradeType,UpgradeVersion,UpgradeURL

,Token[,AdditionalInfo] <CR><LF> (ControlType 为 5 时)

通知参数

DMSN uint(4) 必选 终端管理指令序列号/流水号

ControlType uint(2) 必选 远程控制操作类型

1 强制终端重启

2 强制终端退出中国电信物联网开放平台

3 强制终端重新登录中国电信物联网开放平台（先退出平台，再登录平台）

4 终端自检

5 通知终端软件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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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开始发送数据

7 停止发送数据

8 Factory Rest

以下参数为可选参数

AdditionalInfo binary 可选，变长 控制指令的附加信息

当 ControlType 为 5 时,须提供如下参数：

UpgradeID uint(1) 目标软件序号

(0－预留，1－应用软件包 （含 SDK）)

FileChecksum binary(16) 定长 文件校验码

UpgradeType uint(1) 升级模式 （0-全量升级 其它预留）

UpgradeVersion string 变长 目标版本

UpgradeURL string 变长 升级 URL

Token string 变长 如果采用 UserName/Password 模式，则 Token 需将两

者合并为一个字符串，中间使用空格分开（UserName 和 Password 不能使用空格）

示例

+ZCTM2M:6,1523,1

+ZCTM2M:6,1524,5,1,120AFF67120AFF67120AFF67120AFF67,0,5.34,http://filedn.xyz.com/dir1/dir2/dir3/dir4

/dir5/ert,username password

（二十一）参数查询通知

模组通知终端收到了平台的参数查询请求

模组通知

<CR><LF>+ZCTM2M:33,DMSN,PayloadType,DatasetID<CR><LF> (PayloadType 为 0 时)

<CR><LF>+ZCTM2M:33,DMSN,PayloadType,Payload<CR><LF> (PayloadType 为 2 时)

通知参数

DMSN uint(4) 必选 终端管理请求序列号/流水号

PayloadType uint(1) 必选 所查询数据的数据集类型

0 普通的紧凑二进制模式

2 普通 JSON 模式

DatasetID uint(2) 所查询数据的数据集标识

Payload binary 变长 所查询数据的具体内容

示例：

+ZCTM2M:9,1526,2,628DA6FFFF1246820A

+ZCTM2M:9,1526,0,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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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参数配置通知

模组通知终端收到了平台的参数配置请求

模组通知

<CR><LF>+ZCTM2M:34,DMSN,PayloadType,Payload[,DatasetID] <CR><LF>

通知参数

DMSN uint(4) 必选 终端管理请求序列号/流水号

PayloadType uint(1) 必选 参数配置请求内容的数据集类型

0 普通的紧凑二进制模式

2 普通 JSON 模式

Payload binary 必选，变长 参数配置内容

当 PayloaType 为 0 时，须提供以下参数

DatasetID uint(2) 参数配置请求内容的数据集标识

示例

+ZCTM2M:10,1523,0,628DA6FFFF1246820A,126

（二十三）透明传输报文通知

模组通知终端收到了平台下发的透明数据报文

模组通知

<CR><LF>+ZCTM2M:0,DnTpDataSN,Payload<CR><LF>

通知参数

DnTpDataSN uint(4) 必选 平台下发的透明数据报文序列号/流水号

Payload binary 必选，变长 平台下发的透明数据报文内容

示例：

+ZCTM2M:4,2786,AD12560A0B565AFF012675A1A1

（二十四）报文传输处理结果通知

模组通知终端其发出的 QoS=1 的报文的传输处理结果

模组通知

<CR><LF>+ZCTM2M:1,MsgID,Result<CR><LF>

参数说明

MsgID uint(4) 必选 报文的序列号（本通知提供此报文的传输处理结果）

Result uint(1) 必选 报文的传输处理结果

2 失败，报文已发送未收到 ACK（已超出重发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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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功，报文发送成功且收到 ACK

0 入队 1已发

（二十五）模组运行事件通知

模组通知终端其内部和平台连接的运行单元的相关事件

模组通知

<CR><LF>+ZCTM2M:2, <EventID><CR><LF>

参数说明

EventID uint(1) 必选 模组内部运行单元发生的事件 ID

211 内存开辟失败

302 MQTT 处理失效（MQTT PUBLISH FAIL）

307 MQTT 严重错误（MQTT YIELD FAIL）

309 MQTT 连接中断（MQTT NOT CONNECT）

处理建议

1. 当终端应用收到 EventID 为 302/307/309 时，建议终端应用执行”终端登出”后再“终端登录”指令，以

恢复连接。

2. 当终端应用收到 EventID 为 211 时，建议终端应用重启模组后再执行后续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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