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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档说明 

本文档描述高新兴物联 GM122 模组与云平台对接流程，对接时采用 MQTT 协议。本文旨在帮助客户在 AT 

COMMAND 的方式下快速的完成基于 GM122 与云平台的对接工作。 

在完成本手册进行云平台对接之前，需要先完成模组初始化入网流程，模组注网成功后，方可进行云平台业务

对接流程。 

2. 引言 

2.1. 文档目的 

 

GM122 模组 MQTT 应用指导描述了如何使用 MQTT 实现用户设备与云的连接，以及如何实现云与设备的交互

操作。并以 OneNet 和阿里物联网两种云平台的接入和通信为例，进行了介绍。 

本文对于 GM122 模组和云平台的使用进行了介绍，描述了详细的 AT 交互流程，可以帮助客户的开发人员尽

快完成相关的应用开发。 

 

2.2. MQTT 协议简介 

MQTT（Message Queuing Telemetry Transport，消息队列遥测传输）是 IBM 开发的一个即时通讯协议，有可能

成为物联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协议支持所有平台，几乎可以把所有联网物品和外部连接起来，被用来当做传感器

的通信协议。 

MQTT 协议是为大量计算能力有限，且工作在低带宽、不可靠的网络的远程传感器和控制设备通讯而设计的协

议，它具有以下主要的几项特性： 

1）使用发布/订阅消息模式，提供一对多的消息发布，解除应用程序耦合。 

2）对负载内容屏蔽的消息传输。 

3）使用 TCP/IP 提供网络连接。 

4）有三种消息发布服务质量： 

至多一次：消息发布完全依赖底层 TCP/IP  网络。会发生消息丢失或重复。至少一次：确保消息到达，但消息

重复可能会发生。 

只有一次：确保消息到达一次。这一级别可用于如下情况，在计费系统中，消息重复或丢失会导致不正确的结

果。 

5）小型传输，开销很小，固定长度的头部是 2 字节，协议交换最小化，以降低网络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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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对接总体流程 

GM122 模组与云平台对接包括两个方面的准备工作： 

1）云平台侧—用户注册和产品创建 

2）GM122 模组侧—创建客户端和客户端与平台的交互操作 

 

图 2–1  和 server 云对接流程 

 

3. 与 OneNet 平台对接流 

3.1. OneNet 平台侧操作说明 

 

3.1.1. 用户注册 

步骤 1：访问 https://open.iot.10086.cn。点击”注册”，进入注册页面 

步骤 2：填写注册信息，完成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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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用户注册 

3.1.2. 产品创建 

步骤 1：登录 OneNET 

 

步骤 2：点击”开发者中心”，进入后，找到进入”多协议接入”的界面，点击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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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2  多协议接入界面入口 

进入后，点击”添加产品” 

 
图 3–3  进入多协议接入界面 

 
图 3–4  添加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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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添加产品成功 

步骤 3：添加设备，进入”设备列表”界面，点击”添加设备”，填写信息完成设备添加 

 
 

图 3–6  设备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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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添加设备 

设备添加成功后，在”设备列表”中，可以看到设备，设备不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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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添加设备成功 

  
步骤 4：查看产品和设备信息，点击左上角的带云标志的”OneNET”，进入开发者中心 

 
图 3–9  开发者中心 

点击”ec_power”，进入产品信息界面，记住”产品 ID”是 280752。点击”设备列表”，进入后，查看设备

信息，记住”设备 ID”是 551991540，”鉴权信息”是 ecshpower。 

“产品 ID”，”设备 ID”和”鉴权信息”是创建 MQTT  客户端必须的 3 种信息。 

 

 
图 3–10  产品信息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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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设备信息界面 

 
 

3.2. 模组侧操作说明 

3.2.1. 与 OneNet 平台交互介绍 

Mqtt 的 at 命令是根据 mqtt 的功能划分来设计的，包括 mqtt config，mqtt open，mqtt close，mqtt connect，

mqtt disconnect，mqtt sub，mqtt unsub，mqtt pub，mqtt status 和 mqtt receive，共 10 个 at 命令： 

Mqtt config 的作用是配置 mqtt 的各种参数 Mqtt open 的作用是创建一个 tcp 连接 Mqtt close 的作用是关

闭一个 tcp 连接 Mqtt connect 的作用是连接到 onenet 平台 Mqtt disconnect 的作用关闭 mqtt 连接，同时也关闭

tcp 连接 

Mqtt sub 的作用是订阅 topic 

Mqtt unsub 的作用是取消订阅的 topic Mqtt pub 的作用是发送数据给云平台 Mqtt status 的作用是上报 mqtt 

的状态 

Mqtt receive 的作用是接收 mqtt server 下发的数据 

使用 mqtt 的 at 命令的流程如下： 

步骤 1：使用 mqtt conf 命令配置 cloud 类型为 OneNet 

步骤 2：使用 mqtt open 和 mqtt connect 创建 mqtt 连接步骤 3：使用 mqtt sub 订阅 topic 

步骤 4：使用 mqtt pub 发送数据 

步骤 5：当 mqtt server 下发数据的时候，mqtt receive 命令会自动接收，并以”+ECMTRECV: XXX”的格式，

打印出来 

步骤 6：使用 mqtt disconnect 删除 mqtt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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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  与 OneNet 平台交互图 

 

3.2.2. 与 OneNet 平台交互操作 

1） 设备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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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本模组支持多个平台， 支持多种格式的数据， 所以在连接平台前， 需要先配置平台类型。 使用命令 

AT+ECMTCFG=”cloud”,0,1,3 配置平台类型为 OneNet. 

当使用 AT+ECMTOPEN=0, ”183.230.40.39”,6002 和 AT+ECMTCONN=0, ”551991540”, ”280752”,”ecshpower”

命令后， 打开 onenet 的”设备列表”， 可以看到对应的设备状态变成绿色， 设备显示“在线” 

“产品 ID”， “设备 ID” 和“鉴权信息” 是创建 MQTT 客户端必须的 3 种信息。 

280752 是“产品 ID”， 551991540 是“设备 ID”， ecshpower 是“鉴权信息”，这 3 种信息的查找示例，

见 3.1.2 节产品创建的步骤 4 

 

 
 

图 3–13  设备状态 

2） 设备发送数据 

当使用 AT+ECMTPUB=0,0,0,0,”$dp”命令在>输入

03001b7b2265635f736d6172745f73656e736f725f64617461223a38387d 后， 打开 onenet 上”设备列表”栏目下， 在

线的设备的”数据流”， 进入如下界面。 可以看到”最新数据值”是刚才 at 命令发送的数据值。注意>之后发

送的数据 03001b7b2265635f736d6172745f73656e736f725f64617461223a38387d 按照 ascii 码发送，结束符 1A 按

照 hex 格式发送 

AT+ECMTPUB 这条命令， 发送的数据， 是按照 OneNET 规定的 type3 数据格式发送的， 内容是”

{“ec_power_data”:88}”， 发送时， 需要转成 HEX 格式 

模组还支持直接发送数据， 可以使用 AT+ECMTPUB=0,0,0,0,”$dp”, ”{“ec_power_data”:88}”命令直接发

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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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  数据流 

 
图 3–15  数据流 

3） onenet 下发数据 

打开 onenet 上”设备列表”栏目下， 在线的设备的”数据流”， 进入如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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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6 数据流 

点击”下发命令”， 进入”下发命令”界面， 如下， 选择”字符串”或”16 进制”， 输入命令内容， 点

击”发送”。 在串口显示的时候， 因为没有办法区分是字符串还是 16 进制， 所以 MQTT 收到的命令 payload

都按照字符串打印出来。 当选择为”16 进制”的时候， 在串口工具上， 可能看到的是乱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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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7  下发数据 

发送完毕后，在设备的串口中，可以看到+ECMTRECV 信息打印出来，如下图 

注：如果选择下发 16 进制数据， UE 收到后仍以%s 形式打印出来，可能会出现乱码。打印只是为了方便展

示示例， 收到的 raw data 是正确的， MCU 收到相关数据需添加对应处理。 

 

图 3–18  通过 UART 收到的数据 

 

4. 与阿里物联网平台对接流程 

4.1. 阿里物联网平台侧操作说明 

4.1.1. 用户注册 

步骤 1： 访问 https://help.aliyun.com/product/30520.html?spm=a2c4g.11174283.6.540.32021668tk7sOP。 点击”

注册”，进入注册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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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填写注册信息，完成注册 

步骤 3：完成实名认证， 开通物联网平台 

 
图 4–1  用户注册 

4.1.2. 产品创建 

步骤 1：登录阿里物联网平台 

步骤 2： 登陆进去后，点击“设备管理”，再点击“产品”，然后点击“创建产品”，开始创建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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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创建产品 

步骤 3： 产品创建后，出现如下界面，表示产品已经创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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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产品创建成功 

步骤 4： 点击“管理设备”，进入设备管理界面 

 
图 4–4  设备管理界面 

点击“添加设备”，填写 DeviceName，添加成功后，会出现设备证书，点击“一键复制”保存好设备信息。

设备证书中的 ProductKey， DeviceName 和 DeviceSecret，以及产品名称，是创建 MQTTclient 的必须信息。 

 
图 4–5  添加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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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设备信息 

设备创建成功后，可以看到设备没有被激活 

 
图 4–7  设备创建成功 

 

4.2. 模组侧操作说明 

4.2.1. 与阿里物联网平台交互介绍 

Mqtt 的 at 命令是根据 mqtt 的功能划分来设计的，包括 mqtt config， mqtt open， mqtt close， mqtt connect， 

mqtt disconnect， mqtt sub， mqtt unsub， mqtt pub， mqtt status 和 mqtt receive，共 10 个 

at 命令： 

Mqtt config 的作用是配置 mqtt 的各种参数 

Mqtt open 的作用是创建一个 tcp 连接 

Mqtt close 的作用是关闭一个 tcp 连接 

Mqtt connect 的作用是连接到阿里物联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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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qtt disconnect 的作用关闭 mqtt 连接，同时也关闭 tcp 连接 

Mqtt sub 的作用是订阅 topic 

Mqtt unsub 的作用是取消订阅的 topic 

Mqtt pub 的作用是发送数据给云平台 

Mqtt status 的作用是上报 mqtt 的状态 

Mqtt receive 的作用是接收 mqtt server 下发的数据 

使用 mqtt 的 at 命令的流程如下： 

步骤 1：设置 cloud 平台类型为阿里物联网，并设置阿里设备的认证信息 

步骤 2：使用 mqtt open 和 mqtt connect 创建 mqtt 连接 

步骤 3：使用 mqtt sub 订阅 topic 

步骤 4：使用 mqtt pub 发送数据 

步骤 5：当 mqtt server 下发数据的时候， mqtt receive 命令会自动接收， 并以”+ECMTRECV: XXX”的格式，

打印出来 

步骤 6：使用 mqtt disconnect 删除 mqtt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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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与阿里物联网平台交互图 

 

4.2.2. 与阿里物联网平台交互操作 

1）设备上线 

因为模组支持多个平台，支持多种格式的数据，所以在连接平台前，需要先配置平台类型。使用命令 AT+ 

ECMTCFG=”cloud”,0,2,1 配置平台类型为阿里物联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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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使用 AT+ECMTCFG=”aliauth”,0 ,"a1xFDTv3InR","ec_smoke","sWZtNMYkODMxvauyaSiGeJrVEp9jZ4Tg"命令， 

AT+ECMTOPEN=0,"a1xFDTv3InR.iot-as-mqtt.cn-shanghai.aliyuncs.com",1883 命令和 AT+ECMTCONN=0,”eigencomm”命

令后，打开阿里物联网平台的”设备管理”，可以看到对应的设备状态变成绿色， 设备显示“在线” 

“产品名称”，“DeviceName”，“ProductKey”和“DeviceSecret”是创建阿里物联网 MQTT 客户端必须的 4 

种信息。 

在 AT 命令中，eigencomm 是“产品名称”，ec_smoke 是“DeviceName”，a1xFDTv3InR 是“ProductKey”，

sWZtNMYkODMxvauyaSiGeJrVEp9jZ4Tg 是“DeviceSecret”，这 4 种信息的查找示例，见 4.1.2 节产品创建 

 
图 4–9  设备上线 

点击“查看”，可以看到设备详情 

 
图 4–10  设备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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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备发送数据 

当使用 AT+ECMTPUB=0,0,0,0,,"a1xFDTv3InR/ec_smoke/user/get","update"命令后，在阿里物联网平台的“设备

详情”栏目下，点击“日志服务”，进入如下界面，然后点击“前往查看 

 
图 4–11  日志服务入口 

进入日志服务后，可以看到，已经收到 client 上报的数据 

 
图 4–12  日志服务界面 

点击“MessageID”查看上报数据详细情况，把内容显示设置为“Text(UTF-8)”，可以看到收到的数据就是发送

过来的“update” 



 

高新兴物联版权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扩散       24 

  GM122 

 
图 4–13  上报消息详细内容 

3） 阿里物联网平台下发数据 

测试阿里物联网平台下发数据，需要用到阿里物联网平台的“在线调试”功能，在进行在线调试之前，需要给

产品添加“自定义功能” 

首先进入产品界面 

 
图 4–14  产品界面 

下拉，能看到“自定义功能”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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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5  自定义功能 

点击“添加功能”进行自定义功能添加 

 
图 4–16  添加自定义功能 

自定义功能添加完成后，进入设备管理页面，选择“在线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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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7  在线调试入口 

点击“前往查看” 

 
图 4–18  在线调试界面 

选择“属性调试”，调试功能选择“电源开关”，方法选择“设置”，然后发送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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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9  在线调试界面 

 

在串口工具上， 可以看到 client 收到的下发消息“{“PowerSwitch”:0}” 

 
图 4–20  收到下发的消息 

 

5. 与 Mosquitto 平台对接流程 

5.1. Mosquitto 平台侧操作说明 

5.1.1. Mosquitto 介绍 

Mosqueitto 是轻量级的，适用于从低功耗单板计算机到全套服务器的所有设备。MQTT 协议提供了一种使用

发布/订阅模型执行消息传递的轻量级方法。这使得它适用于物联网的信息传递，例如低功耗传感器或移动设备，

如电话、嵌入式计算机或微控制器。 

Mosquitto 是使用的比较多的 mqtt server， 当 mqtt client 连接 mosquitto 的时候，不需要设置 deviceName 

password 等信息。 另外 mosquitto server 没有可操作的界面，因此只做简单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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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模组侧操作说明 

5.2.1. 与 mosquitto 平台交互介绍 

Mqtt 的 at 命令是根据 mqtt 的功能划分来设计的，包括 mqtt config， mqtt open， mqtt close， mqtt connect， 

mqtt disconnect， mqtt sub， mqtt unsub， mqtt pub， mqtt status 和 mqtt receive，共 10 个 

at 命令： 

Mqtt config 的作用是配置 mqtt 的各种参数 

Mqtt open 的作用是创建一个 tcp 连接 

Mqtt close 的作用是关闭一个 tcp 连接 

Mqtt connect 的作用是连接到阿里物联网平台 

Mqtt disconnect 的作用关闭 mqtt 连接，同时也关闭 tcp 连接 

Mqtt sub 的作用是订阅 topic 

Mqtt unsub 的作用是取消订阅的 topic 

Mqtt pub 的作用是发送数据给云平台 

Mqtt status 的作用是上报 mqtt 的状态 

Mqtt receive 的作用是接收 mqtt server 下发的数据 

使用 mqtt 的 at 命令的流程如下： 

步骤 1：使用 mqtt open 和 mqtt connect 创建 mqtt 连接 

步骤 2：使用 mqtt sub 订阅 topic 

步骤 3：使用 mqtt pub 发送数据 

步骤 4： 当 mqtt server 下发数据的时候， mqtt receive 命令会自动接收， 并以”+ECMTRECV: XXX”的格式，

打印出来 

步骤 5：使用 mqtt disconnect 删除 mqtt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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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与 mosquitto 平台交互介绍 

 
图 5–1  与 mosquitto 平台交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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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QTT AT 指令详细说明 

6.1. AT+ECMTCFG 创建客户端 

该命令创建一个 MQTT 客户端。 

 

AT+ECMTCFG  

设置命令 

配置保活时间

AT+ECMTCFG=”keepalive”,<tcpconnectID>[,<keep-alive 
time>] 
 

响应 

OK 

如果省略<keep-alive time>，请查询keep-alive时间： 

+ECMTCFG: "keepalive",<keep-alive time> 
OK 

如果发生错误，响应: 

ERROR 

设置命令 

配置会话类型

AT+ECMTCFG=”session”,<tcpconnectID>[,<clean_sessio
n>] 
 

响应 

OK 

如果省略<clean_session>，请查询会话类型： 

+ECMTCFG: "session",<clean_session> 
OK 

如果发生错误，响应: 

ERROR 

设置命令 

配置消息发送超时时间

AT+ECMTCFG=”timeout”,<tcpconnectID>[,<pkt_timeou
t>[,<retry_times>][,<timeout_notice>]] 
 

响应 

OK 

如果省略<pkt_timeout>，<retry_times>，<timeout_notice>，请查询消

息发送的超时值： 

+ECMTCFG: "timeout",<pkt_timeout>,<retry_times>,<timeout_notice> 
OK 

如果发生错误，响应: 

ERROR 

设置命令 

配置Will信息 

AT+ECMTCFG=”will”,<tcpconnectID>[,<will_fg>[,<will_q
os>,<will_retain>,“<will_topic>”,“<will_msg>”]] 
 

响应 

OK 

如果省略<will_fg>，<will_qos>，<will_retain>，<will_topic>和<will_msg>，

请查询Will信息：+ECMTCFG: 

"will",<will_fg>[,<will_qos>,<will_retain>,<will_topic>,<will_msg>] 
OK 

如果发生错误，响应: 

ERROR 

设置命令 

配置要使用的MQTT协议版本

AT+ECMTCFG=”version”,<tcpconnectID>[,<version>] 
 

响应 

OK 

如果省略<version>，请查询MQTT协议版本： 

+ECMTCFG: "version",<version> 
OK 

如果发生错误，响应: 

ERROR 

设置命令 

配置阿里云的设备信息

AT+ECMTCFG=”aliauth”,<tcpconnectID>[,“<product_ke
y>”,“<device_name>”,“<device_secret>”] 

响应 

OK 

如果省略“ <product_key>”，“ <device_name>”，“ <device_secret>”，请

查询设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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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MTCFG: "aliauth",<product_key>,<device_name>,<device_secret> 
OK 

如果发生错误，响应: 

ERROR 

设置命令 

配置云类型和云发送数据的格式

AT+ECMTCFG=”cloud”,<tcpconnectID>,<cloud 
type>,<data type> 

响应 

OK 

如果发生错误，响应: 

ERROR 

测试命令 

AT+ECMTCFG=? 

响应 

+ECMTCFG:  
+ECMTCFG: "keepalive",(0),(0-3600) 
+ECMTCFG: "session",(0),(0,1) 
+ECMTCFG: "timeout",(0),(1-60),(1-10),(0,1) 
+ECMTCFG: "will",(0),(0,1),(0-2),(0,1),"will_topic","will_msg" 
+ECMTCFG: "version",(0),(3,4) 
+ECMTCFG: "aliauth",(0),"productkey","devicename","devicesecret" 
+ECMTCFG: "cloud",(0-255), (0-255)  
OK 

最大响应时间 5秒 

参数保存模式 不保存 

 

参数 

<tcpconnectID> 字符串类型 

MQTT套接字标识符，值为0 

<echo_mode> 整型。 是否在数据模式下将输入数据回显到UART（不支持） 

0 不要将输入数据回显到UART 

1 将输入数据回传到UART 

<keep-alive time> 整型。  

范围是0-3600。 默认值为120。单位：秒。 它定义了从客户端收到的消息之间的最大时间间

隔。 如果服务器在保持活动时间段的1.5倍内未收到来自客户端的消息，则它将断开客户端的

连接，就好像客户端已发送DISCONNECT消息一样。 

<clean_session> 整型。 配置会话类型 

0 断开连接后，服务器必须存储客户端的订阅。 

1 服务器端丢弃之前为该客户端保留的任何信息，并将连接视为“clean（清除）” 

<pkt_timeout> 整型。  

数据包传递超时时间。 范围是1-60。 默认值为10。单位：秒。 

<retry_times> 整型. (不支持) 

数据包传递超时的重试时间。 范围是0-10。 预设值为3。 

<timeout_notice> 整型. (不支持) 

0 传输数据包时不报告超时消息 

1 传输数据包时报告超时消息 

<will_fg> 整型。 配置Will标志 

0  忽略Will标志配置 

1  需要Will标志配置 

<will_qos> 整型。 消息传递的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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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最多一次 

1 最少一次 

2 正好一次 

<will_retain> 整型。 Will保留标志仅用于发布消息。 

0 当客户端向服务器发送发布消息时，服务器在将消息传递给当前订户后将不保留该消息 

1 当客户端向服务器发送PUBLISH消息时，服务器在将消息传递给当前订户后应保留该消息 

<will_topic> 整型。  

Will主题字符串，最大大小为255字节 

<will_msg> 整型。 

Will消息定义了客户端意外断开连接时发布到will主题的消息的内容。 它可以是零长度的消

息。 最大大小为255个字节 

<version> 整型。 MQTT协议的版本，默认为MQTT v3.1.1 

3 MQTT v3.1 

4 MQTT v3.1.1 

<product_key> 整型。  

阿里云发布的产品密钥，最大大小为32个字节 

<device_name> 整型.  

阿里云发布的设备名称，最大为32个字节 

<device_secret> 整型.  

阿里云发布的设备密钥，最大为64个字节 

<cloud type > 整型 

0 mosquitto平台 

1 OneNet平台 

2 阿里云 

3-255 客户自定义 

<data type> 整型，范围是 0-255 

 OneNet 云平台定义如下 

1 OneNet数据类型1 

2 OneNet数据类型2 

3 OneNet数据类型3 

4 OneNet数据类型4 

5 OneNet数据类型5 

6 OneNet数据类型6 

阿里云定义如下 

1 Json 数据  

2 字符串数据 

其他平台，数据格式没有规定 

 

6.2. AT+ECMTOPEN 打开客户端连接 

该命令用于为 MQTT 客户端打开网络。 

 

AT+ECMT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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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命令 

AT+ECMTOPEN=<tcpconnectID>,“<host_name>”,<port> 

响应 

OK 
+ECMTOPEN: <tcpconnectID>,<result> 

如果发生错误，响应: 

ERROR 

测试命令 

AT+ECMTOPEN=? 

响应 

+ECMTOPEN: (支持列表 

<tcpconnectID>s),“<host_name>”,(支持列表 <port>s) 

OK 

查询命令 

AT+ECMTOPEN? 

响应 

[+ECMTOPEN: <tcpconnectID>,“<host_name>”,<port>] 
OK 

最大响应时间 5秒 

参数保存模式 不保存 

 

参数 

<tcpconnectID> 整型 

MQTT套接字标识符。 值是0 

<host_name> 字符串类型 

服务器的地址。 它可以是IP地址或域名。 最大100个字节 

<port> 整型 

服务器的端口。 范围是1-65535 

<result> 整型，命令执行结果 

-1   打开网络失败 

0    打开网络成功 

 

6.3. AT+ECMTCLOSE 关闭客户端 

该命令发送 MQTT 关闭数据包。 

说明：AT+ECMTCLOSE（关闭客户端）和 AT+ECMTDISC（关闭连接指令）指令是通用的，关闭其中一个，另一

个也同时关闭。因此，使用其中一个指令即可。 

AT+ECMTCLOSE  

设置命令 

AT+ECMTCLOSE=<tcpconnectID> 

响应 

OK 
+ECMTCLOSE: <tcpconnectID>,<result> 

如果发生错误，响应： 

ERROR 

测试命令 

AT+ECMTCLOSE=? 

响应 

+ECMTCLOSE: (支持列表 <tcpconnectID>s) 

OK 

最大响应时间 5秒 

参数保存模式 不保存 

 

参数 

<tcpconnectID> 整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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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QTT套接字标识符。 值是0 

<result> 整型 

-1   关闭mqtt失败 

0    关闭mqtt成功 

 

6.4. AT+ECMTCONN 创建连接 

连接客户端到 MQTT 服务器。 

 

AT+ECMTCONN  

设置命令 

AT+ECMTCONN=<tcpconnectID>,“<clientID>”[,“<username>”[,“<pass
word>”]] 

响应 

OK 
+ECMTCONN: <tcpconnectID>,<result>[,<ret_code>] 

如果发生错误，响应: 

ERROR 

测试命令 

AT+ECMTCONN=? 

响应 

+ECMTCONN: (支持列表 

<tcpconnectID>s),“<clientID>”[,“<username>”[,“<password
>”]]  
OK 

查询命令 

AT+ECMTCONN? 

响应 

[+ECMTCONN: <tcpconnectID>,<state>] 
OK 

最大响应时间 5秒 

参数保存模式 不保存 

 

参数 

<tcpconnectID> 整型 

MQTT套接字标识符。 值是0 

<clientID> 字符串类型 

客户端标识符，最大48个字节 

<username> 字符串类型 

客户端的用户名。 可用于身份验证，最大48个字节 

<password> 字符串类型 

客户端用户名对应的密码。 它可以用于身份验证，最大96个字节 

<result> 整型 

0  发送数据成功，并收到服务器的回复 

1  发送数据成功，并收到服务器的错误回复 

2  发送失败 

<ret_code> 整型，服务器返回的连接结果 

0  连接服务器成功 

1  连接服务器被拒绝 – 错误的协议版本 

2  连接服务器被拒绝 – 错误的客户端ID 

3  连接服务器被拒绝 – 找不到服务器 

4  连接服务器被拒绝 – 用户名或者密码错误 



 

高新兴物联版权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扩散       35 

  GM122 

5  连接服务器被拒绝 – 认证失败 

6  连接服务器失败 

<state> 整型，连接状态 

1  关闭 

2  连接中 

3  已连接 

4  已断开或已关闭 

 

6.5. AT+ECMTDISC 断开连接 

断开客户端和 MQTT 服务器的连接。 

说明：AT+ECMTCLOSE（关闭客户端）和 AT+ECMTDISC（关闭连接指令）指令是通用的，关闭其中一个，另一

个也同时关闭。因此，使用其中一个指令即可。 

AT+ECMTDISC  

设置命令 

AT+ECMTDISC=<tcpconnectID> 

响应 

OK 
+ECMTDISC: <tcpconnectID>,<result> 

如果发生错误，响应： 

ERROR 

测试命令 

AT+ECMTDISC=? 

响应 

+ECMTDISC: (支持列表 <tcpconnectID>s) 

OK 

最大响应时间 5秒 

参数保存模式 不保存 

 

参数 

<tcpconnectID> 整型 

MQTT套接字标识符。 值是0 

<result> 整型 

-1  断开连接失败 

0   断开连接成功 

 

6.6. AT+ECMTSUB 发起订阅 

该命令发送 MQTT 订阅数据包。 

 

AT+ECMTSUB  

设置命令 

AT+ECMTSUB=<tcpconnectID>,<msgID>,“<topic>”,<qos> 

响应 

OK 
+ECMTSUB: <tcpconnectID>,<msgID>,<result>[,<value>] 

如果发生错误，响应： 

ERROR 

测试命令 

AT+ECMTSUB=? 

响应 

+ECMTSUB: (支持列表 <tcpconnectID>s),(支持列表 

<msgID>s),“<topic>”,(支持列表 <qos>s)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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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响应时间 5秒 

参数保存模式 不保存 

 

参数 

<tcpconnectID> 整型 

MQTT套接字标识符。 值是0 

<msgID> 整型 

报文的报文标识。 范围是1-65535 

<topic> 字符串类型 

客户想要订阅或取消订阅的主题。 最大长度为255个字节 

<qos> 整型 

消息QoS，可以为0,1或2 

<result> 整型 

0  发送成功，并收到server回复 

1  发送成功，但接收到的回复错误 

2  发送失败 

<value> 整型 

服务器授予的qos等级 

 

6.7. AT+ECMTUNS 取消订阅 

该命令发送 MQTT 取消订阅数据包。 

 

AT+ECMTUNS  

设置命令 

AT+ECMTUNS=<tcpconnectID>,<msgID>,“<topic>” 

响应 

OK 
+ECMTUNS: <tcpconnectID>,<msgID>,<result> 

如果发生错误，响应： 

ERROR 

测试命令 

AT+ECMTUNS=? 

响应 

+ECMTUNS: (支持列表 <tcpconnectID>s),(支持列表 

<msgID>s),“<topic>” 
OK 

最大响应时间 5秒 

参数保存模式 不保存 

 

参数 

<tcpconnectID> 整型 

MQTT套接字标识符。 值是0 

<msgID> 整型 

报文的报文标识。 范围是1-65535 

<topic> 字符串类型 

客户想要订阅或取消订阅的主题。 最大长度为255个字节 

<result> 整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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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发送成功，并收到server回复 

1  发送成功，但接收到的回复错误 

2  发送失败 

 

6.8. AT+ECMTPUB 发布数据 

该命令发送 MQTT 发布数据包。 

 

AT+ECMTPUB  

设置命令 

AT+ECMTPUB=<tcpconnectID>,<msgID>,<qos>,<retain>,“
<topic>”,“<payload>" 

响应 

OK 
+ECMTPUB: <tcpconnectID>,<msgID>,<result>[,<value>] 

如果发生错误，响应： 

ERROR 

测试命令 

AT+ECMTPUB=? 

响应 

+ECMTPUB: (支持列表 <tcpconnectID>s),(支持列表 <msgID>s),(支持

列表 <qos>s),(支持列表 <retain>s),“<topic>”,“<msg>” 

OK 

最大响应时间 5秒 

参数保存模式 不保存 

 

参数 

<tcpconnectID> 整型 

MQTT套接字标识符。 值是0 

<msgID> 整型 

报文的报文标识。 范围是0-65535。 仅当<qos> = 0时它将为0 

<qos> 整型 

消息QoS，可以为0,1或2 

<retain> 整型 

0 服务器不应保留该消息 

1 服务器应保留该消息 

 10 Enable RAI flag 

<topic> 字符串类型 

需要发布的主题。 最大长度为255个字节 

<payload> 字符串类型 or Hex type 

需要发布的消息。 最大长度为700个字节。 如果处于数据模式，则最大长度为1024字节 

<result> 整型 

0  发送成功，并收到server回复 

1  发送成功，但接收到的回复错误 

2  发送失败 

<value> 整型 

服务器授予的qos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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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ECMTSTAT  URC 消息，报告链路层状态 

当 MQTT 链路层状态发生变化时，将上报此 URC。 

 

+ECMTSTAT  

+ECMTSTAT: <tcpconnectID>,<err_code> 

 

参数 

<tcpconnectID> 整型 

MQTT套接字标识符。 值是0 

<err_code> 整型。错误代码 

1    连接已关闭或由对等方重置 

 

6.10. +ECMTRECV  URC 消息，指示接收服务器数据 

这是一条 URC 消息，指示 MQTT 客户端从 MQTT 服务器接收数据。 

 

+ECMTRECV  

+ECMTRECV: <tcpconnectID>,<msgID>,<topic>,<data> 

 
Parameter 

<tcpconnectID> 整型 

MQTT套接字标识符。 值是0 

<msgID> 字符串类型 

报文的报文标识。 

<topic> 字符串类型 

从MQTT服务器收到的主题。 

<data> 字符串类型 

从服务器接收数据。 

 

 
 
 
 
 
 

7. 附录 

7.1. 上电检查流程 

（1） AT      //判断模组是否上电开机成功 

（2） AT+CFUN=1    //关闭飞行模式 

（3） AT+CEREG?    //判断 PS 域附着状态，第二个参数为 1 或 5 表示附着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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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与 OneNet 交互流程 

（1） AT+ECMTCFG=”cloud”,0,1,3 //配置平台为 onenet， 数据类型为 json 格式 

（2） AT+ECMTOPEN=0,“183.230.40.39”,6002 

（3） AT+ECMTCONN=0,“551991540”,“280752”,”ecshpower” //创建 mqtt， 在 OneNet 上注册设备 

（4） AT+ECMTSUB=0,1,”test”,2 //订阅 topic 

（5） AT+ECMTUNS=0,4,”test”   //取消订阅 topic 

（6） AT+ECMTPUB=0,0,0,0,”$dp” 

> 03001b7b2265635f736d6172745f73656e736f725f64617461223a38387d 

//发送数据给 OneNet, 内容是”{“ec_power_data”:88}” 

//注意>之后发送的数据按照 hex 格式发送，结束符 1A 按照 hex 格式发送也可以使用 

AT+ECMTPUB=0,0,0,0,”$dp”,“{“ec_power_data”:88}” 直接发送数据。 

直接发送数据的时候， 需要注意 AT+ ECMTCFG=”cloud”命令配置的数据类型 

（7） AT+ECMTPUB //支持 OneNet 的几种数据格式 

OneNet 数据格式 1： 

AT+ECMTCFG=”cloud”,0,1,1 

AT+ECMTPUB=0,0,0,0,”$dp”, "{"datastreams":[{"id":"temperature","datapoints":[{"at":"2013-04-22 22:22:22","value": 
36.5}]}]}" 

OneNet 数据格式 2： 

AT+ECMTCFG=”cloud”,0,1,2 

AT+ECMTPUB=0,0,0,0,”$dp”, "{"ds_id":"eigencomm","at":"2018-08-0809:09:09","desc":"nb"}0000{"ec":33}" 

OneNet 数据格式 3： 

AT+ECMTCFG=”cloud”,0,1,3 

AT+ECMTPUB=0,0,0,0,”$dp”, ”{“ec_power_data”:88}” 

OneNet 数据格式 4： 

AT+ECMTCFG=”cloud”,0,1,4 

AT+ECMTPUB=0,0,0,0,”$dp”, "{"temperature":{"2019-9-28 18:18:18":77}}" 

OneNet 数据格式 5： 

AT+ECMTCFG=”cloud”,0,1,5 

AT+ECMTPUB=0,0,0,0,”$dp”, ",;temperature,2019-9-28 18:18:18,21.8;103;pm2.5,55" 

OneNet 数据格式 6： 

AT+ECMTCFG=”cloud”,0,1,6 

AT+ECMTPUB=0,0,0,0,”$dp”, ”160712104703” 

（8） +ECMTRECV: 0,0,topic,ec_power //接收到 OneNet 下发的数据 ec_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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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AT+ECMTDISC=0 //删除 mqtt client 和 mqtt 连接 

 

7.3. 与阿里物联网交互流程 

（1） AT+ECMTCFG=”cloud”,0,2,1 //配置平台为阿里物联网， 数据类型为 string 格式 

（2） AT+ECMTCFG=”aliauth”,0 ,"a1xFDTv3InR","ec_smoke","sWZtNMYkODMxvauyaSiGeJrVEp9jZ4Tg" 

//配置阿里物联网信息 

（3） AT+ECMTOPEN=0,"a1xFDTv3InR.iot-as-mqtt.cn-shanghai.aliyuncs.com",1883 //建立 tcp 

（4） AT+ECMTCONN=0,“eigencomm” //创建 mqtt，在阿里物联网平台上注册设备 

（5） AT+ECMTSUB=0,1,”test”,2 //订阅 topic 

（6） AT+ECMTUNS=0,4,”test”  //取消订阅 topic 

（7） AT+ECMTPUB=0,0,0,0,"a1xFDTv3InR/ec_smoke/user/get","update" //发送数据给阿里物联网平台 

（8） +ECMTRECV: 0,0,/sys/a1xFDTv3InR/ec_smoke/thing/service/property/set,{"method":"thing.service.property.set", 

"id":"1879030995","params":{"PowerSwitch":0},"version":"1.0.0"} //接收到阿里物联网平台下发的数据

"PowerSwitch":0 

（9） AT+ECMTDISC=0 //删除 mqtt client 和 mqtt 连接 

 

7.4. 与 mosquitto 平台交互流程 

（1） AT+ECMTOPEN=0,"test.mosquitto.org",1883 //建立 tcp 

（2） AT+ECMTCONN=0 //创建 mqtt，在 mosquitto 平台上注册设备 

（3） AT+ECMTSUB=0,1,”test”,2 //订阅 topic 

（4） AT+ECMTUNS=0,4,“test” //取消订阅 topic 

（5） AT+ECMTPUB=0,0,0,0,"test","hello" //发送数据给 mosquitto 平台 

（6） +ECMTRECV: 0,0,test,hello //接收到 mosquitto 平台下发的数据 

（7） AT+ECMTDISC=0 //删除 mqtt client 和 mqtt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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