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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文档 

范围 

本文档对应产品为 N21 模块。 

读者对象 

本文档的使用对象为系统工程师，开发工程师及测试工程师。 

修订记录 

版本 日期 变更 作者 

1.0 2020-07 初始版本 Zhang Shaonan 

 

符号约定 

符号 含义 

 

危险或警告，用户必须遵从的规则，否则会造成模块或客户设备不可逆的故障损坏，

甚至可能造成人员身体伤害。 

 

注意，警示用户使用模块时应该特别注意的地方，如不遵从，模块或客户设备可能

出现故障。 

 
说明或提示，提供模块使用的意见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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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文档 

《Neoway_N21_Datasheet》 

《Neoway_N21_产品规格书》 

《Neoway_N21_硬件设计指南》 

《Neoway_N21_AT 命令手册》 

《Neoway_N21_EVK 用户指南》 

《NB-IoT 协议设备开发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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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本文主要描述使用 N21 模组接入电信 AEP 云平台的应用流程，以帮助客户快速了解接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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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EP 云平台侧流程 

2.1 登录平台 

步骤 1：登录网址：https://www.ctwing.cn/。登录后界面如下： 

 

 

步骤 2：点击右上角的“登录”按钮登入系统。如果没有账号，点击“注册”按钮注册账号。注册界面如

下： 

 

步骤 3：使用账号登入系统后，界面如下，点击右上角的“控制台”按钮进入控制台。 

https://www.ctwin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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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点击 LWM2M 协议栏的右侧按钮“开始设备接入”进入产品中心页面。 

2.2 创建产品 

步骤 1：在产品中心界面点击右上角的“创建产品”按钮可以创建新产品，也可以选择已经创建好的产

品。 

 

 

步骤 2：选择“创建产品”，进入创建新产品页面创建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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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产品时可以选择透传方式和非透传方式两种，选择非透传方式，用户要根据实际的应用场景添

加产品对应的服务和属性定义。选择透传方式，平台展示实际的收发数据，不需要定义服务和属性。本

文以常用的透传方式为例进行操作和说明。具体的透传非透传操作详见平台的帮助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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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电模式支持 PSM、DRX、eDRX 三种，根据终端支持的类型进行选择。 

⚫ PSM 模式：设备在数据连接终止或周期性 TAU 完成后进入 PSM 状态，PSM 态的设备处于休眠

状态，不再监听信号。平台的下行数据不会立即下发，缓存直到设备退出 PSM 态才会下发。 

⚫ DRX 模式：非连续接收模式，由于 DRX 周期短，平台下行数据可以立即下发（如果设备在注册

时 Binding Mode 支持 Qmode，则按照 Qmode 方式下发指令，即采用空闲时间窗进行激活态到

休眠态的切换）。 

⚫ eDRX 模式：增强型非连续接收，DRX 周期更长，对时延要求高，需要根据设备是否休眠选择消

息缓存或者立即下发。创建 eDRX 模式的产品，需要输入设备实际的 eDRX 周期，用于下发指令

的超时时间判断。 

产品创建好之后，在产品列表即可看到对应的新建产品。 

 

 

2.3 添加设备 

步骤 1：点击创建好的产品，即可进入设备管理界面，点击“设备管理”标签，进入设备列表。在该页面

可以看到添加好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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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可选）如果需要添加新设备，点击右上角“添加设备”按钮进行设备添加。 

 

 

添加设备成功后，在设备列表中即可看到对应的设备信息。 

 

 

2.4 查看数据 

通过右侧的“查看数据”图标，可以查看平台接收到的上行数据。平台采用的是紧凑型二进制数据

传输，所以在编解码选项中选择“16 进制”解码，即可看到对应的上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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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指令下发 

步骤 1：通过右侧的“下发指令”图标，可以进行下行数据传输 

 

 

步骤 2：通过“指令下发状态”可以看到指令的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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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EP 平台接入指令流程 

3.1 模块初始化流程 

使用 N21 模块接入电信 AEP 平台进行数据业务之前，请首先将 N21 模块成功注册到电信 AEP 平

台。然后按照下述流程，完成模块初始化并成功注册网络。 

图 3-1 模块初始化及通信基础条件检测流程 

①上电开机

②检查串口是否已通

发送：AT

④检查信号强度

发送：AT+CSQ

⑤查询网络注册情况

发送：AT+CEREG?

1）若返回“OK”，则串口已通,可进入下一步；

2）若无回码，则继续向模块发送AT，1s/次，发送10次；

3）若10次后，串口仍无回码，则串口不通，则返回到步骤①：重启模块；

1）若返回”+CSQ: 99,99”,表明无信号。则循环查询40次，1s/次；

2）若返回”+CSQ: 0<X≤31,”,则有信号,建议循环查询：X≥12时，再进入下一步;

3）若查询40次后仍无信号，则返回①：检查天线，重启模块。

收到”OK”？

+CSQ: 

0<X≤31,””

N

Y

Y

+CEREG: 0,1或+CEREG: 0,5？

1）若返回:”+CEREG: 0,1"或”+CEREG: 0,5"表示模块已注册网络，可进入下一

步；

2）若返回”+CEREG:0,<0,2,3,4>"，则未注册网络，循环查询40次，1s/次；

3）若循环查询40次后仍注册不上网络，返回步骤①：重启模块；

模块注册网络正常

③检查SIM卡状态
发送：AT+CPIN？

+CPIN: READY

Y

1）若返回”+CPIN：READY”,则模块已识别到SIM卡，可进入下一步；

2）若返回”+CPIN：<Code>”,则参考AT指令集输入PIN码或PUK码解锁后再查询；

3）若返回”+CPIN：ERROR”或者“+CME ERROR”或者“ERROR”,则模块未识别

到SM卡，部分SIM卡初始化需要的时间较久，可循环查询10次，1s/次；

4）若查询10次后回码中仍含”ERROR”，则返回①：检查或更换SIM卡，重启模块；

Tips：

   A、输入三次错误的 PIN 码后，会要求输入 PUK 码才能解锁；

   B、输入10次错误的PUK码后，SIM将被永远锁上，无法解锁；

延时

N

N

Y

N

1）固定波特率版本检测开机回码“+PBREADY”;

2）波特率自适应版本，延时5~10s

N

输入
PIN/PUK

码解锁

 

 

3.2 使用休眠模式的接入流程 

3.2.1 使能休眠参数配置 

使用休眠模式，需要设置超低功耗模式和开启 PSM，这两个步骤不分先后顺序。休眠模式参数配置

可在前述模块初始化流程中，任意节点之间设置；也可在模块注册网络正常之后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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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设置完 AT+NVSETPM=2 和 AT+CPSMS=1，模块就已使能休眠模式，如果主控与

模块之间长时间无 AT 指令交互，则模块可能会快速进入休眠模式，导致后续 AT 指令不响应。建议 PSM

模式参数配置完成后，AT 指令交互的空闲时间间隔不超过 10 秒。 

N21 模块支持 PSM 状态自动上报功能，若使用 PSM 状态自动上报，可在模块初始化流程中，首

先必须通过 AT+IPR 指令设置固定波特率、AT&W 保存配置；然后通过 AT+NEONBIOTCFG=0,0,1,0 指

令设置 PSM 状态自动上报。请查阅《Neoway_N21_低功耗应用指南_V3.0》，获取更多应用说明。 

图 3-2 PSM 模式参数配置流程 

PSM模式参数配置完成

开启PSM

AT+CPSMS=1

设置超低功耗模式

AT+NVSETP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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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休眠模式电信云平台接入 

图 3-3 休眠模式下电信云平台接入流程 

返回“OK”？

①获取IP地址

AT+XIIC=1

+XIIC： 1，IP ?

②查询IP地址

AT+XIIC？

Y

· 若返回”+XIIC： 1 ,<IP>”,则表明已成功获取IP地

址,可进入下一步；

· 若返回”+XIIC： 0 ,0.0.0.0”，表明未成功获取IP

地址。则返回②循环查询，1s/次，最多20次，若20

次后仍未获取IP地址，则返回检查信号强度、网络

注册情况，或重新获取IP地址；

· 若重新执行获取IP地址（3次）指令后，仍无法成功

获取IP地址，则重启模块；

④登录AEP平台

AT+CTM2MREG=x

AT+CTM2MREG?

<state>：当前登录状态： 

0-未登录

1-登录中

2-已登录未 Observe（未收到 
Observe190/0，不能发送数据,可接收数据）

3-已登录已 Observe（收到 Observe19/0/
0,可以发送数据，可接收数据）

4-取消登录中

⑤发送数据到AEP平台

AT+CTM2MSEND=x

Y

N

N

Y

PSM模式参数配置完成模块注册网络正常

⑦等待进入休眠

⑧模块处于休眠状态 · 休眠状态下，模块不能与AEP平台进行数据业务

③初始化接入平台能力

AT+CTM2MINIT=x

⑨休眠模式唤醒

· 模块处于休眠状态下，有两种方式唤醒：

（1）外部拉高模块的PIN18管脚1秒以上

（2）TAU周期T3412超时自动唤醒，TAU周期与运营商

网络有关

⑥自动接收并打印数据

+CTM2MRECV=x

 

 

休眠模式唤醒后： 

若已设置模块PSM状态自动上报功能，表示已自动设置了固定波特率，则模块自动上报+PBREADY

和+PSMEVENT: PSM WAKEUP 字符； 

若未设置模块 PSM 状态自动上报功能，也未设置固定波特率，则休眠模式唤醒后的第 1 条 AT 指

令用于自适应波特率，模块波特率自适应成功并上报+PBREADY 字符后，再进入后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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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不使用休眠模式的接入流程 

3.3.1 关闭休眠参数配置 

不使用休眠模式时，只需使用 AT+CPSMS=0 关闭 PSM，可在前述模块初始化流程中，任意节点之

间设置。与使用休眠模式不同的是，AT+NVSETPM 指令采用默认设置即可，不需要再进行设置。 

图 3-4 关闭 PSM 模式参数配置流程 

关闭PSM

AT+CPSMS=0

关闭PSM模式参数配置完成

 

3.3.2 非休眠模式 AEP 平台接入 

图 3-5 非休眠模式下电信云平台接入流程 

返回“OK”？

①获取IP地址

AT+XIIC=1

+XIIC： 1，IP ?

②查询IP地址

AT+XIIC？

Y

· 若返回”+XIIC： 1 ,<IP>”,则表明已成功获取IP地

址,可进入下一步；

· 若返回”+XIIC： 0 ,0.0.0.0”，表明未成功获取IP

地址。则返回②循环查询，1s/次，最多20次，若20

次后仍未获取IP地址，则返回检查信号强度、网络

注册情况，或重新获取IP地址；

· 若重新执行获取IP地址（3次）指令后，仍无法成功

获取IP地址，则重启模块；

④登录AEP平台

AT+CTM2MREG=x

AT+CTM2MREG?

<state>：当前登录状态： 

0-未登录

1-登录中

2-已登录未 Observe（未收到 
Observe190/0，不能发送数据,可接收数据）

3-已登录已 Observe（收到 Observe19/0/
0,可以发送数据，可接收数据）

4-取消登录中

⑤发送数据到AEP平台

AT+CTM2MSEND=x

Y

N

N

Y

关闭PSM模式配置完成模块注册网络正常

③初始化接入平台能力

AT+CTM2MINIT=x

⑥自动接收并打印数据

+CTM2MRECV=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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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EP 平台接入相关命令 

4.1 AT+CTM2MVER–查询模组版本 

查询模组接入物联网开放平台软件版本。 

命令格式 

类型 命令 响应格式 

查询 AT+CTM2MVER?<CR> 
<CR><LF>+CTM2MVER:<lwm2m>,<ctm2m>,<chip>,<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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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应时间 

最大响应时间 300ms。 

参数 

<lwm2m> LWM2M 协议版本： 固定为 1.0。 

<ctm2m> CTM2M 协议版本号： 固定为 1.2.0。 

<chip> 模组使用的芯片类型，字符串类型。 

<sv> 模组软件版本号，字符串类型。 

示例 

AT+CTM2MVER?  

+CTM2MVER:1.0,1.2.0,RDA8908,N21_RDD0CM_BZ_V005 

OK 

查询软件版本 

4.2 AT+CTM2MINIT–初始化接入物联网开放平台能力 

设置模组接入物联网开放平台相关参数。该命令设置后掉电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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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格式 

类型 命令 响应格式 

执行 

AT+CTM2MINIT=<Sever_IP>,<Port>,<lifetime>, 

<Binding Mode>,<Securitymode> 

[,(<PSKID>,<PSK>)]<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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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 

<CR><LF>+CTM2M 

ERROR:<err><CR><LF> 

查询 AT+CTM2MINIT? <CR> 

<CR><LF>+CTM2MINIT:<Sever_IP>

,<Port>,<lifetime>, <Binding 

Mode>,<Securitymode>[,(<PSKID>,<

P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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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应时间 

最大响应时间 300ms。 

参数 

<Sever_IP> LWM2M 服务器 IP 地址。 

<Port> LWM2M Server 端口号 

<Lifetime> 模组向中国电信物联网开放平台发送 register update 的时间间隔 (s)； 

Lifetime 必须大于等于 300 秒，否则返回错误（“参数值错误”） 

<Binding Mode> 整形： 0 – U,1 – UQ 

<Security mode> 是否加密： 

0- NoSec mode  

1-Pre-Shared Keys(TLS_PSK_WITH_AES_128_CCM_8) 

2-PreShared Keys(TLS_PSK_WITH_AES_128_CBC_SHA256) 

<PSKID> <Security mode> =1,2 时，必须提供 

<PSK > <Security mode> =1,2 时，必须提供 

<err> 错误码 

1 其它错误 

2 参数数量错误 

3 参数值错误 

5 <Security mode>不支持 

32 终端与平台连接中，不能执行此操作 



  

N21 AEP 平台接入指南 

第 4 章 AEP 平台接入相关命令 

 

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20 

 

示例 

AT+CTM2MINIT=221.229.214.202,5683,3600,0,0 

OK 

设置模组接入物联网开放平台参数完成 

AT+CTM2MINIT? 

+CTM2MINIT:221.229.214.202,5683,3600,0,0 

OK 

查询模组接入物联网开放平台参数 

4.3 AT+CTM2MREG–登录物联网开放平台 

登录中国电信物联网开放平台。 

命令格式 

类型 命令 响应格式 

执行 
AT+CTM2MREG=[<Lifetime>]<C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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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 

<CR><LF>+CTM2M ERROR:<err><CR><LF> 

查询 AT+CTM2MREG?<CR> 
<CR><LF>+CTM2MREG:<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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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动上报 
⚫ +CTM2M:reg,0 

⚫ +CTM2M:obsrv,0 

<CR><LF>+CTM2M:reg,<state> 

<CR><LF>+CTM2M:obsrv,<state> 

响应时间 

最大响应时间 300ms。 

参数 

<Lifetime> 模组向中国电信物联网开放平台发送 register update 的时间间隔 (s)； Lifetime 

必须大于等于 300 秒，否则返回错误（“参数值错误”）。 

<state> 当前登录状态：  

0-未登录 

1-登录中 

2-已登录未 Observe（未收到 Observe19/0/0，不能发送数据,可接收数据） 

3-已登录已 Observe（收到 Observe19/0/0,可以发送数据，可接收数据） 

4-取消登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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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 错误码 

1 其它错误 

2 参数数量错误 

3 参数值错误 

8 物联网开放平台连接参数未初始化 

16 无法获取 IMSI (如未插 SIM 卡) 

33 不能发出此指令（终端只有处于“未登录”状态时，才能发出登录请求） 

34 创建 LWM2M 会话失败 

示例 

AT+CTM2MREG  

OK 

 

+CTM2M:reg,0 

 

+CTM2M:obsrv,0 

 

 

注册成功 

 

订阅成功 

 

AT+CTM2MREG? 

+CTM2MREG:3 

OK 

登录平台成功、订阅成功 

4.4 AT+CTM2MUPDATE–更新 BINDING MODE 模式 

向中国电信物联网开放平台更新 Binding Mode 模式。 

命令格式 

类型 命令 响应格式 

执行 
AT+CTM2MUPDATE=<Binding 

Mode><CR> 

<CR><LF>+CTM2MUPDATE:<MsgID><CR><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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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 

<CR><LF>+CTM2M ERROR:<err><CR><LF> 

响应时间 

最大响应时间 300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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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Binding Mode> 0：U 模式  

1：UQ 模式。 

<MsgID> 本消息的 ID 

<err> 错误码 

1 其它错误 

2 参数数量错误 

3 参数值错误 

4 不能发出此指令 

示例 

AT+CTM2MUPDATE=0 

+CTM2MUPDATE:6650 

 

OK 

 

+CTM2M:update,0,6650 

 

 

 

向中国电信物联网开放平台更新 Binding Mode 模式完成 

4.5 AT+CTM2MDEREG–登出物联网开放平台 

取消登录中国电信物联网开放平台。 

命令格式 

类型 命令 响应格式 

执行 AT+CTM2MDEREG<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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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 

<CR><LF>+CTM2M ERROR:<err><CR><LF> 

响应时间 

最大响应时间 300ms。 

参数 

<err> 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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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其它错误 

2 参数数量错误 

3 参数值错误 

4 不能发出此指令（终端处于“未登录” 状态时，不能发出此请求） 

示例 

AT+CTM2MDEREG 

OK 

 

+CTM2M:dereg,0 

 

退出中国电信物联网开放平台完成 

4.6 AT+CTM2MSEND–发送业务数据到物联网开放平台 

向中国电信物联网开放平台发送业务数据。 

命令格式 

类型 命令 响应格式 

执行 
AT+CTM2MSEND=<Data>[,

<mode>]<CR> 

<CR><LF>+CTM2MSEND:<MsgID><CR><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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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 

<CR><LF>+CTM2M ERROR:<err><CR><LF>  

响应时间 

最大响应时间 300ms。 

参数 

<MsgID> 本消息的 ID。 

<err> 错误码 

1 其它错误 

2 参数数量错误 

3 参数值错误 

4 不能发出此指令（终端处于“未登录”，“登录中“，“取消登录中” 状态时

不能发生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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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Data 字段解码失败 

14 Data 字段长度超过上限 

15 平台未准备好接收数据（终端处于“已登录未 Observe”状态时不能发送数

据） 

17 Data 字段长度不是偶数 

示例 

AT+CTM2MSEND=02000400020805 

+CTM2MSEND:29656 

 

OK 

 

+CTM2M:send,0,29656 

 

 

向中国电信物联网开放平台发送数据 02000400020805成功 

4.7 +CTM2MRECV–接收到物联网开放平台下发的数据 

模组使用该命令通知终端接收中国电信物联网开放平台下发的数据。 

命令格式 

类型 命令 

主动上报 +CTM2MRECV: <Data><CR><LF> 

响应时间 

无 

参数 

<Data> 接收到的下行数据。 

示例 

+CTM2MRECV:31323334353637383930 主动上报平台下行数据 31323334353637383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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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CTM2M–上报指令处理结果通知及其它通知 

模组主动向终端上报指令处理的结果通知信息及其它通知信息。 

命令格式 

类型 命令 

主动上报 
<CR><LF>+CTM2M: <Operation>,<status code>, 

[<data1>,<data2>,<data3>]<CR><LF> 

响应时间 

最大响应时间 300ms。 

参数 

<operation> 取值如下： 

reg: 登录物联网开放平台处理结果。 

obsrv: 登录物联网开放平台后模组收到对 19/0/0 的 Observe 的处理结果。 

update: 更新物联网开放平台 Binding Mode 模式处理结果。 

ping: 模组后台自动更新物联网开放平台 lifetime 处理结果通知。 

dereg: 取消登录物联网开放平台处理结果。 

send: 发送数业务据到物联网开放平台处理结果。 

lwstatus：模组发出 lwm2m session 的 status 状态变化通知。 

<status code> 

 

当<operation>=reg 时： 

0：登录成功 

1：超时无响应 

2：未发出报文 

10：Endpoint Name 无法识别或参数错误 

13：鉴权失败，Server 拒绝接入 

22：IOT Protocol 或 LWM2M 版本不支持 

当<operation>= obsrv 时: 

0：成功收到 19/0/0 的 Observe 通知。 

1：接收到 19/0/0 的 Observe 通知，但处理失败。 

2：收到 19/0/0 的 Cancel Observe 通知，删除本地记录的订阅。 

当<operation>= update 时: 

0：更新成功 

1：超时无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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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未发出报文 

10：参数错误 

13：鉴权失败，Server 拒绝接入 

14：终端未登录（URI 错误） 

<data1> 对应的更新 Binding Mode 模式报文的 MsgID 

当<operation>= ping 时: 

0 延长 Lifetime 成功 

1：超时无响应 

10：参数错误 

13：鉴权失败，Server 拒绝接入 

14：终端未登录（URI 错误） 

当<operation>= dereg 时: 

0：取消登录成功 

1：超时无响应 

2：未发出报文 

10：未明原因导致的失败 

13：鉴权失败，Server 拒绝接入 

14：终端未登录（URI 错误） 

当<operation>= send 时: 

0：上报平台成功 

1：超时无响应 

2：未发出报文 

9：平台不能处理上报数据 

11：其它错误，处理失败 

<data1> 对应的上报数据报文的 MsgID 

当<operation>= lwstatus 时: 

0：lwm2m session 已经失效 

1：lwm2m session 恢复成功 

2：lwm2m session 开始恢复 

示例 

+CTM2M: update,13 

+CTM2M: update,14 

+CTM2M: ping, 1 

+CTM2M: ping, 10 

+CTM2M: ping,13 

+CTM2M: ping,14 

+CTM2M: dereg,10 

+CTM2M: dereg,13 

+CTM2M: dereg,14 

+CTM2M: send,9,<MsgID> 

当模组返回左侧所示通知时，用户应重新使用 AT+CTM2MREG 登录平台。 

+CTM2M: reg,1 

+CTM2M: reg,2 

当模组返回左侧所示通知时，用户应重新使用 AT+CTM2MREG 登录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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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M2M: update,1 

+CTM2M: update,2 

当模组返回如下通知时，用户应继续重试 AT+CTM2MUPDATE。 

+CTM2M: dereg,1 

+CTM2M: dereg,2 

当模组返回如下通知时，用户可重试 AT+CTM2MDEREG。 

+CTM2M: lwstatus,0 当模组返回左侧所示通知时，用户应重新登录物联网开放平台。 

+CTM2M: obsrv,1 

+CTM2M: obsrv,2 

当模组返回左侧所示通知时，用户希望发送数据，应首先发出 AT+CTM2MDEREG 再重新登录物联

网开放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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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参考示例 

A.1 非休眠模式 AEP 平台接入 

[15:13:47.278]发→◇AT 

[15:13:47.278]收←◆AT 

OK 

 

[15:13:48.058]发→◇AT+CPIN? 

[15:13:48.058]收←◆AT+CPIN? 

+CPIN:READY 

OK 

 

[15:13:52.411]发→◇AT+CPSMS=0 

[15:13:52.411]收←◆AT+CPSMS=0 

OK           //关闭 PSM 

 

[15:13:53.534]发→◇AT+CSQ 

[15:13:53.534]收←◆AT+CSQ 

+CSQ: 25,99 

OK 

 

[15:13:54.797]发→◇AT+CEREG? 

[15:13:54.797]收←◆AT+CEREG? 

+CEREG: 0,1           //模块注册网络成功 

OK 

[15:13:59.009]发→◇AT+XIIC=1 

[15:13:59.009]收←◆AT+XIIC=1 

OK           //执行指令获取 IP地址 

 

[15:14:00.398]发→◇AT+XIIC? 

[15:14:00.413]收←◆AT+XIIC? 

+XIIC:    1,10.175.67.95           //获取 IP地址成功 

OK 

[15:14:03.206]发→◇AT+CTM2MINIT=221.229.214.202,5683,3600,0,0 

[15:14:03.206]收←◆AT+CTM2MINIT=221.229.214.202,5683,3600,0,0 

[15:14:05.608]收←◆OK           //初始化接入 AEP平台能力，返回 OK，表示初始化成功 

 

[15:14:08.369]发→◇AT+CTM2MREG 

[15:14:08.369]收←◆AT+CTM2MREG 

+CTM2M:reg,0 

+CTM2M:obsrv,0          //登录 AEP平台 

 

[15:14:11.177]发→◇AT+CTM2MREG? 

[15:14:11.193]收←◆AT+CTM2MREG? 

+CTM2MREG:3           //登录 AEP平台成功 

 

[15:14:18.851]发→◇AT+CTM2MSEND=030D05  

[15:14:18.903]收←◆AT+CTM2MSEND=030D05  

OK            

+CTM2M:send,0,15848 //数据发送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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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4:19.102]收←◆+CTM2MRECV:0102030405 //收到 AEP平台下发数据，自动打印 

A.2 休眠模式 AEP 平台接入 

[14:32:27.284]发→◇AT 

[14:32:27.284]收←◆ 

+PBREADY 

 

[14:32:37.128]发→◇AT 

[14:32:37.143]收←◆AT 

OK 

 

[14:32:38.126]发→◇AT+CPIN? 

[14:32:38.126]收←◆AT+CPIN? 

+CPIN:READY           //SIM卡正常 

OK 

 

[14:32:39.499]发→◇AT+CSQ 

[14:32:39.515]收←◆AT+CSQ 

+CSQ: 27,7 

OK 

 

[14:32:41.090]发→◇AT+CEREG? 

[14:32:41.106]收←◆AT+CEREG? 

+CEREG: 0,0           //模块未成功注册网络，需要继续查询 

OK 

 

[14:32:42.728]发→◇AT+CEREG? 

[14:32:42.744]收←◆AT+CEREG? 

+CEREG: 0,1           //模块注册网络成功 

OK 

 

[14:32:45.068]发→◇AT+NVSETPM=2 

[14:32:45.084]收←◆AT+NVSETPM=2           //设置超低功耗模式 

OK 

 

[14:32:47.283]发→◇AT+CPSMS=1 

[14:32:47.299]收←◆AT+CPSMS=1           //开启 PSM 

OK 

 

[14:32:49.779]发→◇AT+XIIC=1 

[14:32:49.779]收←◆AT+XIIC=1           //执行指令，获取 IP地址 

OK 

 

[14:32:52.088]发→◇AT+XIIC? 

[14:32:52.104]收←◆AT+XIIC?  

+XIIC:    1,10.163.138.87           //成功获取 IP地址 

OK 

 

[14:33:03.206]发→◇AT+CTM2MINIT=221.229.214.202,5683,3600,0,0 

[14:33:03.206]收←◆AT+CTM2MINIT=221.229.214.202,5683,3600,0,0 

[14:33:03.608]收←◆OK           //初始化接入 AEP平台能力，返回 OK，表示初始化成功 

 

[14:33:05.369]发→◇AT+CTM2MREG 

[14:14:05.369]收←◆AT+CTM2MREG 

+CTM2M:reg,0 

+CTM2M:obsrv,0          //登录 AEP平台 

[14:07:11.177]发→◇AT+CTM2MR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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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7:11.193]收←◆AT+CTM2MREG? 

+CTM2MREG:3           //登录 AEP平台成功 

 

[14:09:18.374]发→◇AT 

□           

[14:10:22.602]发→◇AT 

□                   //模块进入休眠，不响应 AT指令 

 

[14:10:41.275]发→◇AT           //拉高模块 PIN18 WAKEUP管脚，唤醒模块 

[14:10:41.275]收←◆            //第 1条 AT指令用于波特率自适应 

+PBREADY           //模块从休眠模式醒来，提示+PBREADY信息 

 

[14:11:18.851]发→◇AT+CTM2MSEND=030D05  

[14:11:18.903]收←◆AT+CTM2MSEND=030D05  

OK            

+CTM2M:send,0,15848 //数据发送成功 

[14:11:22.102]收←◆+CTM2MRECV:0102030405 //收到 AEP平台下发数据，自动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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