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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档说明 

本文档描述高新兴物联 GM122 模组用户快速通过 AT 命令，创建 socket，与 socket 服务器建立 TCP 或 UDP 

连接。 

 

2. 引言 

2.1. 文档目的 

 
本文描述了如何使用 Socket AT 指令，实现客户的设备作为 Socket 客户端， 实现与服务端的网络连接并且

发送和接收数据 

2.2. TCP/UDP 协议简介 

TCP(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 传输控制协议)是一种面向连接的、可靠的、基于字节流的传输层通信协议。

由 RFC793 定义。它位于 IP 层之上，应用层之下。它为应用层提供可靠的，像管道一样的连接。它具有以下特

点： 

1、 TCP 是面向连接的通信协议，通过三次握手建立连接，通讯完成时要拆除连接。只能用于端到端的通讯。 

2、 TCP 提供的是一种可靠的数据流服务， 提供超时重发，丢弃重复数据，检验数据，流量控制等功能，保

证数据能从一端传到另一端。 

UDP(User Datagram Protocol 用户数据报协议)是一种无连接传输层协议，提供面向事务的简单不可靠信息传

送服务，由 RFC768 定义。它不提供数据包分组、组装和排序，当报文发送之后，无法得知其是否完整到达。正

因为 UDP 协议的控制选项较少，在数据传输过程中延迟小，数据传输效率高，适用于一次只传送少量数据、可

以保障可靠性的应用程序。 

 

图 2–1  TCP UDP 协议在互联网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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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内容简介 

本文先详细说明了 Socket AT 指令， 然后分别举例了 TCP 和 UDP 两种套接字的连接过程。 

3.  应用 

3.1. 与 TCP Server 连接 

本文在具有公网 IP 的电脑上运行 TCP/UDP Socket 调试工具，令调试工具作为 TCP Server 运行。设定端口号

5002， IP 地址为 180.167.122.150。先输入 AT 指令 AT+SKTCREATE 创建 TCP 客户端，再输入 AT 指令 AT+SKTCONNECT

与 TCP Server 连接，再使用 AT+SKTSEND 发送数据，调试工具界面上将显示收到的数据，调试工具向模组发送数

据，会在串口上以主动上报的 AT 指令的形式显示。 调试工具收发数据的情况如下。 

 
 

图 3–1  TCP 服务器接收和发送数据 

终端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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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终端发送和接收数据 

具体流程如下图显示。 

 

 
图 3–3  与 TCP Server 交互 

 

3.2. 与 UDP Server 交互 

令调试工具作为 UDP Server 运行。设定端口号 5002， IP 地址为 180.167.122.150。先输入 AT 指令 AT+SKTCREATE

创建 UDP 客户端，再输入 AT 指令 AT+SKTCONNECT 设定客户端要发送数据的远端地址，再使用 AT+SKTSEND 发送数

据，调试工具收发数据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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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udp 服务器接收和发送数据 

终端的显示如下 

 

 

 
图 3–5  终端发送和接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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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 AT 操作流程如下图显示。 

 
图 7：与 UDP Server 交互 

 

 

3.3. AT 指令详细说明 

 
 

3.3.1. AT+SKTCREATE 创建 Socket 

该命令会在 UE 端创建一个基于 TCP 或者 UDP 的 socket。UE 支持最多同时创建 7 个 TCP 或者 UDP socket，超出

会返回如果发生错误。 

 

AT+SKTCREATE  

设置命令 

AT+SKTCREATE=<domain>,<type>,<protocol> 

正确，响应： 

+SKTCREATE: <fd> 
OK 

如果发生错误，响应： 

+SOCKET ERROR: <err> 

测试命令 

AT+SKTCREATE=? 

响应： 

+SKTCREATE: (列举支持的 <domain>s), (列举支持的 

<type>s), (列举支持的 <protocol>s) 

OK 

最大响应时间 5s 

参数保存模式 不保存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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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 整型； 

0-9 Socket文件描述符 

<domain> 整型 

1 域名是IPV4方式 

2 域名是IPV6方式 

<type> 整型 

1 TCP Socket方式 

2 UDP Socket方式 

<protocol> 整型；标准的网络协议定义 

6 IPPROTO_TCP TCP协议定义 

17 IPPROTO_UDP UDP协议定义 

 

举例： 

AT+SKTCREATE=1,2,17 
+SKTCREATE: 1 
 
OK 

 

3.3.2. AT+SKTCONNECT 连接远程服务器和端口 

对于 TCP,  该命令将会执行连接到远程服务器地址和端口。 

对于 UDP，该命令将会保存远程服务器的地址和端口号，用于后续数据的发送。 

 

AT+SKTCONNECT  

设置命令 

AT+SKTCONNECT=<fd>,<addr>,<port> 

正确，响应： 

OK 

如果发生错误，响应： 

+SOCKET ERROR: <err> 

测试命令 

AT+SKTCONNECT=? 

响应： 

+SKTCONNECT: (列举支持的 <fd>s), (<addr>), (列举支持的 <port>s) 

OK 

最大响应时间 35s 

参数保存模式 不保存 

 

参数： 

<fd> 整型；Socket描述符 

0~9 +SKTCREATE指令返回的socket文件描述符 

<addr> 字符串类型； 

远程服务器的地址 

<port> 整型 

远程服务器的端口号 

 

3.3.3. AT+SKTBIND 绑定 socket 到本地地址和端口 

该命令绑定 socket 到本地地址和端口号，如果地址缺省，则绑定地址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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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SKTBIND  

设置命令 

AT+SKTBIND=<fd>,<addr>,<port> 

正确，响应： 

OK 

如果发生错误，响应： 

+SOCKET ERROR: <err> 

测试命令 

AT+SKTBIND=? 

响应： 

+SKTBIND: (列举支持的 <fd>s), ( <addr>), (列举支持的 <port>s) 

OK 

最大响应时间 5s 

参数保存模式 不保存 

 

参数： 

<fd> 整型； 

0~9 +SKTCREATE指令返回的socket文件描述符 

<addr> 字符串类型； 

要绑定的地址，若参数缺省，则为任意地址 

<port> 整型； 

要绑定的端口 

 

3.3.4. AT+SKTSEND 发送数据 

发送一定长度的数据到远程服务器地址和端口中。 

 

AT+SKTSEND  

设置命令 

AT+SKTSEND=<fd>,<data len>,<data>[,<rai info>[,<except 
info>]] 

正确，响应： 

OK 

如果发生错误，响应： 

+SOCKET ERROR: <err> 

测试命令 

AT+SKTSEND=? 

响应： 

+SKTSEND: (列举支持的 <fd>s), (列举支持的 <data len>s), 

(<data>), (列举支持的 <rai info>s), (列举支持的 <expect info>s) 

OK 

最大响应时间 5s 

参数保存模式 不保存 

 

参数： 

<fd> 整型； 

0-7 +SKTCREATE指令返回的socket文件描述符 

<data len> 整型； 

十进制表示的数据长度，发送最长字节数为1400字节（UDP方式） 

<data> 整型； 

发送的数据，十六进制字符表示 

<rai info> 整型 (可选)； 

0-2 连接释放辅助指示 

0   无指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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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等待紧跟的下行数据，MME将上行数据发送后立即通知基站释放该终端连接 

2   MME收到并发送下行消息时通知基站当数据成功发送给终端后释放RRC连接 

说明：默认值是0 

<except info> 整型 (可选)； 

0-1 期望数据指示 

0   禁用期望数据指示 

1   使能期望数据指示 

说明：默认值是0 

 

举例： 

发送数据:23456 

AT+SKTSEND=0,5,3233343536 
OK 
 
 

3.3.5. AT+SKTSENDT 数据透传 

使用透明模式将数据发送到远程地址上的远程端口。 

如果命令包含参数“ data len”，则在“>”输出后需要输入足够的十六进制字符串格式的数据。 如果命令不

包含“ data len”参数，则数据输入必须以“ CTRL + Z”结尾。 

AT+SKTSEND  

设置命令 

AT+SKTSENDT=<fd>[,<data len>[,<rai 
info>[,<except info>]]] 

响应 

OK 
If there is any error, response: 
+SOCKET ERROR: <err> 

测试命令 

AT+SKTSENDT=? 

响应 

+SKTSENDT: (list of supported <fd>s), (list of supported <data len>s), (list of supported 
<rai info>s), (list of supported <expect info>s) 
OK 

最大响应时间 60s 

参数保存模式 不保存 

 

参数 

<fd> 整型 

0-9 +SKTCREATE指令返回的socket文件描述符 

<data len> 整型 

length of data in hex string format, the max length is 1400 

十进制表示的数据长度，发送最长字节数为1400字节 

<data> 整型 

发送的数据，十六进制字符表示 

<rai info> 整型 (可选)； 

0-2 连接释放辅助指示 

0   无指示信息 

1   不等待紧跟的下行数据，MME将上行数据发送后立即通知基站释放该终端连接 

2   MME收到并发送下行消息时通知基站当数据成功发送给终端后释放RRC连接 

说明：默认值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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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pt info> 整型 (可选)； 

0-1 期望数据指示 

0   禁用期望数据指示 

1   使能期望数据指示 

说明：默认值是0 

 

举例： 

Send data:23456 
AT+SKTSENDT=0,5 
>3233343536 
OK 
 
AT+SKTSENDT=0 
>3233343536 
1A 
OK 
 
 

3.3.6. +SKTRECV 接收数据 URC 上报 

主动上报消息，显示收到的数据。 

 

+SKTRECV  

+SKTRECV: <fd>,<len>,<data> 

 

参数： 

<fd> 整型； 

0-7  +SKTCREATE指令返回的socket文件描述符 

<len> 字符串类型； 

接受数据的长度(字节) 

<data> 字符串类型； 

十六进制字符表示的接收到的数据 

 

3.3.7. +SKTERR 错误信息 URC 上报 

主动上报消息，显示如果发生错误号码。 

 

+SKTERR  

+SKTERR: <fd>,<errno> 

 

参数： 

<fd> 整型； 

0-7  +SKTCREATE指令返回的socket文件描述符 

<errno> 整型（遵循Posix如果发生错误码定义规范） 

12          Out of memory error 

105         No buffer space available 

62          Timer expired 

113         No route to host 

115         Operation now in progress 

22          Invalid arg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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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Operation would block 

107         Transport endpoint is not connected 

103         Software caused connection abort 

104         Connection reset by peer 

说明: 如果Socket产生如果发生错误，那么此Socket连接将会自动关闭 

 

3.3.8. AT+SKTSTATUS 获取 socket状态 

该命令获取相应文件描述符的 socket 状态。 

 

AT+SKTSTATUS  

设置命令 

AT+SKTSTATUS=<fd> 

正确，响应： 

+SKTSTATUS: <status> 
OK 

如果发生错误，响应： 

+SOCKET ERROR: <err> 

测试命令 

AT+SKTSTATUS=? 

响应： 

+SKTSTATUS: (列举支持的 <fd>s) 

OK 

最大响应时间 5s 

参数保存模式 不保存 

 

参数： 

<fd> 整型； 

0-9  +SKTCREATE指令返回的socket文件描述符 

<status> 整型； 

1 未连接 

2 正在连接 

3 已连接 

 

3.3.9. AT+SKTDELETE 删除 socket 

该命令根据 socket 文件描述符删除一个 socket 对象。 

 

AT+SKTDELETE  

执行命令 

AT+SKTDELETE=<fd> 

正确，响应： 

OK 

如果发生错误，响应： 

+SOCKET ERROR: <err> 

测试命令 

AT+SKTDELETE=? 

响应： 

+SKTDELETE: (列举支持的 <fd>s) 

OK 

最大响应时间： 5s 

参数保存模式 不保存 

 

参数 

<fd> 整型； 

0-9  +SKTCREATE指令返回的socket文件描述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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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录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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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与 TCP Server 连接流程 

（1） AT+SKTCREATE=1,1,6 //建立 socket 

（2） AT+SKTCONNECT=1,180.167.122.150,5002 //与 TCP Server 连接 

（3） AT+SKTSEND=1,5,3233343536 //文件描述符为 1 的 socket 发送数据 23456 

（4） +SKTRECV: 1,5,3334353637 //文件描述符为 1 的 socket 收到数据 34567 

4.3. 与 UDP Server 连接流程 

（1） AT+SKTCREATE=1,2,17 //建立 socket 

（2） AT+SKTCONNECT=1,180.167.122.150,5002 //设定发送数据的地址 

（3） AT+SKTSEND=1,5,3233343536 //发送数据 23456 

（4） +SKTRECV: 1,5,3334353637 //收到数据 34567 

4.4. Socket 状态查询和对象注销 

（1） AT+SKTSTATUS=1 //查询 socket 文件描述符为 1 的 socket 的连接状态 

（2） AT+SKTDELETE=1 //注销 socket 文件描述符为 1 的 so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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