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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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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s 2017-8-20 2.0 新增设备获取时间，新增无需预设 licence

方式登录 

    



 

 

1 通信数据流说明 

设备直连 SDK主要为硬件创建了上行和下行的数据通道。设备应用层不需

要处理登录，鉴权等网络逻辑，只需要负责按极动云平台的格式生产数据并调用

SDK 接口上报数据，同时解析和处理服务器返回或推送下来的业务数据。本章

节对设备上报的数据格式、服务器响应数据格式、服务器推送数据格式进行说明。 

 

1.1 设备主动上报数据 

在设备联网，并且 SDK处于运行状态下时，设备应用层可以通过 SDK的发

送数据接口上报数据给极动云服务器。调用上报数据的接口如果返回值为 0表示

创建发送任务失败，可能是未调用 SDK 初始化接口或者网络无法连接导致。上

行通道中的数据主要包含两种，一是设备主动上报一些状态，二是设备在收到服

务 器 推 送 下 来 的 通 知 后 上 报 响 应 数 据 给 服 务 器 。 设 备 调 用

expeed_cloud_send_packet(uint8_t *body, uint16_t body_len)接口主动上报的示例

格式如下： 

{ 

    "msg_type":"push", 

"data": [ 

{ 

            "temp": 25, 

            "humi ": 45, 

        }, 

        { 

            "temp": 26, 

            "timestamp": 14587266, 

        }, 

        { 

             "humi ": 44, 

            "timestamp": 12537252, 

        } 

    ] 

} 

“msg_type”表示报文的类型，" temp "，" humi"表示属性名，既温度和湿度, 

"timestamp"表示此条信息的时间戳，代表 1970年 1月 1日至今的秒数，没有该

字段表示当前时间。设备收到下面的回包时表示服务器已经接收了设备的请求，

SDK会通过 expeed_regist_callbacks 注册回调 expeed_onresponse_callback(int32_t 

task_id, int32_t err_code, const uint8_t* body, uint32_t body_len)接口将服务器的回

包返回给设备应用层，task_id 为调用发送数据接口时的返回值，err_code为 SDK

链路层的错误码，跟业务（body）中的数据无关，成功时为 0。body既为下面示



例中的内容： 

 

 

 

{ 

     "msg_type":" push ", 

     "result_code": 0 

} 

 

1.2 服务器推送控制请求 

服务器主动发送过来的请求，SDK 通过注册 expeed_onnotify_callback(int32_t 

task_id, const uint8_t* body, uint32_t body_len)接口通知设备应用层，task_id为

SDK分配任务编号，body为极动云推送下来的设备控制请求，示例如下： 

{ 

    "msg_type":"set", 

    "data": [ 

        { 

            "temp_target": 25, 

             "switch": "on", 

        }, 

        { 

            " timestamp ":14587266, 

            "switch": "off" 

        } 

    ] 

} 

设备应用层收到上述控制命令后，解析字段，并按要求控制设备，"temp_target"

表示设置设备温度为 25，"switch"开关在一定时间后关闭，完成控制以后，调用

expeed_cloud_send_ack_packet(uint32_t task_id, uint8_t *body, uint16_t body_len)

接口上报结果，task_id为服务器推送控制请求的时候 SDK分配的任务编号，让

SDK知道上报的任务，上报内容示例如下： 

{ 

    "msg_type":"set", 

    "result_code": 0 

} 

1.3 设备查询参数信息 

设备需要查询存放在平台的信息，可以按照特定时间段和最近一条信息进行

获取参数信息。 

查询最近一条记录格式如下： 

{ 

 "msg_type":"query", 

"count": 1, 



    "data": [ 

        " temp", 

        "humi" 

    ] 

} 

"count": 1表示查询的信息" temp"，"humi"，分别为一条记录。 

平台返回信息如下： 

{ 

"result_code": 0, 

"msg_type":"query", 

    "data": [ 

        { 

" temp ": 15, 

            " timestamp ": 14587266, 

        }, 

        { 

            " timestamp ": 14587266, 

            " humi ": 120 

        } 

    ] 

} 

查询特定时间段格式如下： 

{ 

    "msg_type":" query ", 

    "start_time": 14587200, 

    "end_time": 14587266, 

    "count": 1, 

    "data": [ 

        " temp ", 

        " humi " 

    ] 

} 

返回格式和查询最近一条记录的返回格式一样。 

1.4 设备获取服务器时间 

设备需要获取服务器时间进行校时，需要设备登录成功后，调用

expeed_cloud_check_time接口，返回结果在 expeed_onresponse_fn回调里获取，

数据格式如下所示： 

{ 

    "msg_type": "timing", 

    "result_code": 0 

      "data": { 

        "time_format": "2017-08-22 15:35:13", 

        "time": "1503387313" 



    }, 

 } 

time为 1970年 1月 1日至今的秒数，time_format为格式化的时间。 

 

1.5 网关设备开发流程 

在极动云平台中，网关和其下的配件或子设备均可被认为一种型号的产品，

只有在添加产品的时候勾选具有子设备管理能力的设备才能够调用 SDK 的网

关功能 API。子设备上报和接收的数据格式如上所述。如果网关设备新增子设

备，需调用 expeed_cloud_register_subdev，平台会返回一个子设备 id。注册子设

备成功后，利用子设备上报数据接口发送数据给极动云后台，同时针对该子设备

的推送消息也会通过回调接口通知应用层。 

 

 

1.5.1 网关注册子设备  

开发者在开发者中心申请到的子设备 subdev_key 和自身唯一的子设备序列

号 subdev_sn，通过此接口获取子设备 device_id。 

格式如下： 

 

{ 

    "msg_type": "reg", 

    "data": { 

        "subdev_key": "488c6ce3b2f444e3b7d8cf0f745948da", 

        "subdev_sn": "0215391656" 

    } 

} 

 

平台返回信息如下： 

{ 

    "msg_type": "reg", 

    "result_code": 0, 

    "data": { 

        "subdev_id": "0040000000000006" 

    } 

} 

 

1.5.2 网关解除子设备  

 格式如下： 

{ 

    "msg_type": "unreg", 

    "data": { 

        "subdev_key": "488c6ce3b2f444e3b7d8cf0f745948da ", 

        "subdev_id": "0040000000000006" 

    } 



} 

 

平台返回信息如下： 

{ 

    "msg_type": "unreg", 

    "result_code": 0, 

} 

 

1.5.3 网关获取子设备列表 

针对网关设备没有保存所有子设备信息的能力，网关设备重启后或者需要

实时更新子设备信息，需要调用 expeed_cloud_get_subdev_list接口。 

格式如下： 

{ 

    "msg_type": "list" 

} 

 

 

平台返回信息如下： 

 

 { 

    "msg_type": "list", 

    "result_code": 0, 

    "data": [ 

        { 

            "subdev_key": "488c6ce3b2f444e3b7d8cf0f745948da ", 

            "subdev_sn": "0215391653" , 

            "subdev_id": "0040000000000006" 

        }, 

        { 

            "subdev_key": "128c6ce3b2f444e3b7d8cf0f745948ee ", 

"subdev_sn": "0215391656" , 

            "subdev_id": "0030000000000003" 

        } 

       ……… 

    ] 

} 

 

1.6 设备升级 

当固件需要升级，首先在开发者中心上传新版本固件并填写相关信息，当平

台发现设备需要更新固件时，设备通过升级信息回调接口获得需要升级的版本

号，以及固件长度和 md5值，然后设备通过 expeed_cloud_get_upgrade_data接口

请求固件内容，当下载完成后，计算文件的 md5值并和之前的 md5进行比对，

如果正确，就可以更新固件。 



 

 

 

2 . SDK基本介绍  

2.1 SDK文件组成 

目前 SDK提供的文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 

expeed_types.h： 

SDK使用到的数据类型、数据结构定义头文件。 

expeed _cloudapi.h： 

SDK提供给设备应用层调用的 API接口，包括 SDK初始化，回调函数注册，发

送数据等接口。 

expeed_porting.h： 

SDK 使用到的外部函数的原型，开发者需要根据本文件定义的所有函数原型实

现相应的函数，并添加到工程中，否则编译链接静态库的时候会报错找不到函数。 

libexpeed.a或者 libexpeed.lib：  

SDK静态库文件，需要链接到工程中。 

 

 

 

 

 

 

 

 

 

 

 

 

 

 

 

 

 

 

 

 

 

 

 

 

 

 



 

 

 

2.2 SDK线程模型 

为了不影响应用层的逻辑，SDK 独立运行在一个逻辑线程，针对不支持线

程的系统，SDK与厂商程序可以运行在同一个线程。 

2.3初始化启动 SDK 

在设备连接上路由器以后，调用 expeed_cloud_init()完成 SDK初始化，然后在调

用 expeed_regist_callbacks()注册相关回调函数，这两个步骤完成以后，开发者就

可以通过 expeed_cloud_send_packet ()接口发送数据给服务器。如果运行的环境

支持多线程，开发者可以直接开一个线程来调用 expeed_cloud_loop()，该函数的

返回值为下一次期望调用 expeed_cloud_loop()的时间值，单位为毫秒(ms)。对于

不支持多线程的系统，开发者可以在程序大循环中调用 expeed_cloud_loop()，然

后在函数返回后再去处理数据或运行自己的逻辑代码，示例代码如下所示： 

1. 没有预设 licence方式 

 

 



 

2. 预设 licence，通过 https授权接口获得 licence 

 

 

本示例 Demo开启了多线程，SDK单独运行一个线程，在 Freertos系统下开辟了

512 的线程堆栈，否则会堆栈溢出，示例代码如下，其中 expeed_loop_run_sign

是一个全局变量，在设备成功联网以后会进行置位，充当信号的作用，开发者也

可以使用信号量或其他方式实现： 

 

在设备线程中，调用 expeed_cloud_send_packet()函数发起一次数据任务上送，示

例代码如下： 

 

数据内容为测试用，不是实际业务数据。本示例的接收响应回调函数定义如下： 

 



在多线程环境下，由于 expeed_onresponse_callback函数实际运行在 SDK线程，

为了 SDK运行正常，建议开发者只做数据拷贝工作，数据的具体解析和处理逻

辑放到别的线程中去执行，如果是单线程的则没有关系。注意 body指针指向的

内容在函数返回后就会进行内存释放，所以多线程环境的话要对数据进行拷贝，

而不是复制指针。本示例的接收服务器主动推送信息的回调函数定义如下： 

 
推送消息回调函数的处理方式与接收响应回调函数的处理方式基本一致，区别在

于推送消息回调会返回对于本次任务的 task_id，用于设备处理完消息后，调用

expeed_cloud_send_ack_packet上报服务器，示例如下： 

 

在 SDK运行过程中会发送一些事件消息给应用开发者，目前包括设备登录，示

例如下： 

 

 

 

 

 

 

 



3. 固件升级示例 

 

 



 

 

 



 

 

 

 

 

 

 

 



2.4 API接口说明 

1. 获取 SDK版本信息 

const char* expeed_cloud_version (void) 

Return Values: 

返回以\0结尾的字符串 

Discussion:  

可以直接打印，反馈问题需提供 

 

2. 初始化 SDK 

int32_t expeed_cloud_init(uint8_t *device_licence,  uint32_t  licence_len,  

    expeed_mutex_t*  task_mutex, expeed_mutex_t*  mem_mutex,   

       void* heap, uint32_t heap_len); 

 

Parameters: 

device_licence  

[in] 设备在极动云后台授权生成设备证书，格式字符串，每个设备都有唯一的一

个证书，每个证书只能在一台设备上使用。Licence可以为空，当 licence为空时，

必须调用 expeed_set_device_info 接口设置开发者信息和产品信息，具体参数详

见接口说明，SDK 会自动获取平台 licence。Licence 不为空时，通过 https 接口

预先获取，无需再次调用 expeed_set_device_info接口。 

 

licence_len  

[in] 证书长度 

task_mutex，mem_mutex 

[in] 多线程方式运行 SDK时提供常量指针 

heap 

[in] 提供给 SDK 的堆空间起始地址，为了避免地址对齐问题，建议定义一个全

局的 int 数组，并把数组地址传入，为保证 SDK正常运行，最少 6KB，6KB情

况下允许同时运行 2 个任务，8KB 运行同时运行 4 个任务，前提是每个任务的

数据不要超过 1KB，空间用完启动任务会返回失败，需要等其他任务完成或超

时才能继续启动新任务。 

heap_len 

[in] 堆空间大小，以字节为单位 

Return Values: 

0为成功，非 0表示失败 

 

3. 注册回调函数 

void expeed_regist_callbacks(expeed_callbacks_t* callbacks); 

Parameters: 

callbacks 

[in] 回调函数的结构体指针，如： 

typedef struct 

{ 



 expeed_onresponse_fn m_respcb; 

expeed_onnotify_fn m_notifycb; 

expeed_onsubdev_notify_fn m_subdev_notifycb; 

expeed_onsdkevent_fn m_eventcb; 

expeed_upgrade_info_fn  m_upgrade_infocb; 

expeed_upgrade_data_fn  m_upgrade_datacb; 

} expeed_callbacks_t; 

 

Return Values: 

无 

 

 

4. 任务执行结果回调接口实现示例 

void expeed_onresponse_callback(int32_t task_id, int32_t err_code, 

                          const uint8_t* body, uint16_t body_len) 

 

Parameters: 

task_id 

该响应对应的任务 id 

err_code 

0表示网络链路层正常，非 0失败，基本上为网络超时 

body 

数据内容 

body_len 

数据内容长度 

Discussion:  

函数名可以自定，返回值和参数类型固定，实现后把函数指针通过

expeed_regist_callbacks传给 SDK。 

 

5. 服务器推送消息回调接口实现示例 

 

void expeed_onnotify_callback (int32_t task_id,  

const uint8_t* body, uint16_t body_len) 

Parameters: 

task_id 

该推送消息的 id，用于回传数据给平台的标识 

body 

数据内容 

body_len 

数据内容长度 

Discussion:  

函数名可以自定，返回值和参数类型固定，实现后把函数指针通过

expeed_regist_callbacks传给 SDK。 

 



6. 服务器推送子设备消息回调接口实现示例 

 

void expeed_onsubdev_notify_callback (const uint8_t* subdev_id, int32_t task_id,  

const uint8_t* body, uint16_t body_len) 

 

Parameters: 

subdev_id 

子设备 id，用于标识不同子设备 

task_id 

该推送消息的 id，用于回传数据给平台的标识 

body 

数据内容 

body_len 

数据内容长度 

Discussion:  

只对具备网关能力的设备有效，函数名可以自定，返回值和参数类型固定，实现

后把函数指针通过 expeed_regist_callbacks传给 SDK。 

 

7. SDK事件消息回调接口实现示例 

void expeed_onsdkevent_callback(event_value_t event_value) 

Parameters: 

event_value 

事件类型 

Discussion:  

函数名可以自定，返回值和参数类型固定，实现后把函数指针通过

expeed_regist_callbacks传给 SDK。 

 

8. 设备主动发送数据给服务器 

int32_t expeed_cloud_send_packet(uint8_t *body, uint16_t body_len) 

Parameters: 

body  

[in] 要发送的数据内容，按业务要求填充报文 

body_len  

[in] 报文长度 

Return Values: 

返回小于 0表示创建上报任务失败，可能是内存不够或者没有调用初始化接口，

大于 0的话为 SDK返回给设备应用层用于标识该任务的 task_id，具体详见错误

码表。 

 

9. 设备发送反馈报文给服务器 

int32_t expeed_cloud_send_ack_packet(uint32_t task_id,  

uint8_t *body, uint16_t body_len) 

 

Parameters: 



task_id 

[in] 该 task_id是回调 expeed_onnotify_callback返回的任务 id 

 

body  

[in] 要发送的数据内容，按业务要求填充报文 

body_len  

[in] 报文长度 

Return Values: 

返回 0为成功，返回小于 0表示创建上报任务失败，可能是内存不够或者没有调

用初始化接口，具体详见错误码表。 

 

10. 获取当前证书对应的设备 ID 

const uint8_t* expeed_get_device_id(void); 

Parameters: 

无 

Return Values: 

字符串，以\0结尾 

Discussion:  

如果初始化接口预先指定 licence，调用本接口获取当前 Licence对应的设备 ID， 

否则需要设备登录成功后，再调用此接口 

 

 

11. 网关设备注册子设备 

int32_t expeed_cloud_register_subdev(uint8_t *body,  uint16_t body_len); 

Parameters: 

body  

[in] 要发送的数据内容，按业务要求填充报文 

body_len 

[in] 报文长度 

Return Values: 

字符串，以\0结尾 

Discussion:  

只对具备网关能力的设备有效，返回小于 0表示创建上报任务失败，可能是内存

不够或者没有调用初始化接口，具体详见错误码表，大于 0的话为 SDK返回给

设备应用层用于标识该任务的 task_id。 

 

12. 网关设备解除子设备 

int32_t expeed_cloud_unregister_subdev(uint8_t *body,  uint16_t body_len); 

Parameters: 

body  

[in] 要发送的数据内容，按业务要求填充报文 

body_len 

[in] 报文长度 

Return Values: 



字符串，以\0结尾 

Discussion:  

只对具备网关能力的设备有效，返回小于 0表示创建上报任务失败，可能是内存

不够或者没有调用初始化接口，具体详见错误码表，大于 0的话为 SDK返回给

设备应用层用于标识该任务的 task_id。 

 

13. 网关设备获取子设备列表 

int32_t expeed_cloud_get_subdev_list(uint8_t *body, uint16_t body_len); 

Parameters: 

body  

[in] 要发送的数据内容，按业务要求填充报文 

body_len 

[in] 报文长度 

Return Values: 

字符串，以\0结尾 

Discussion:  

只对具备网关能力的设备有效，返回小于 0表示创建上报任务失败，可能是内存

不够或者没有调用初始化接口，大于 0的话为 SDK返回给设备应用层用于标识

该任务的 task_id 

 

14. 子设备主动发送数据给服务器 

int32_t expeed_cloud_subdev_send_packet(const uint8_t* subdev_id,  

uint8_t *body, uint16_t body_len) 

Parameters: 

subdev_id 

[in] 子设备 

body  

[in] 要发送的数据内容，按业务要求填充报文 

body_len  

[in] 报文长度 

Return Values: 

返回小于 0表示创建上报任务失败，可能是内存不够或者没有调用初始化接口，

具体详见错误码表，大于 0 的话为 SDK 返回给设备应用层用于标识该任务的

task_id 

 

15. 服务器推送升级信息回调接口实现示例 

void expeed_upgrade_info_callback (int32_t err_code, fw_ver_t *fw_ver,  

uint32_t file_len, uint8_t *md5, uint8_t len); 

Parameters: 

err_code 

0表示正常 

fw_ver 

表示需要升级的固件版本号 

file_len 



固件文件长度 

md5 

固件文件 md5校验值 

len 

md5校验值长度 

Discussion:  

函数名可以自定，返回值和参数类型固定，实现后把函数指针通过

expeed_regist_callbacks传给 SDK。 

 

16. 设备请求下载文件内容 

int32_t expeed_cloud_get_upgrade_data(uint32_t file_addr, uint16_t file_size); 

Parameters: 

file_addr 

文件索引地址，从 0开始 

file_size 

单次请求文件长度，长度不要超过 1024字节 

Discussion:  

设备依次请求固件内容，服务器通过回调返回固件内容。 

 

17. 升级文件数据回调 

void expeed_upgrade_data_callback (int32_t err_code, uint8_t *data,  

uint16_t file_len) 

Parameters: 

err_code 

0表示正常 

data 

固件内容 

file_len 

固件文件长度 

Discussion:  

函数名可以自定，返回值和参数类型固定，实现后把函数指针通过

expeed_regist_callbacks传给 SDK。当接收完全部固件内容后，进行 md5计算来

验证固件内容是否完整。 

 

18. 设置设备信息 

int32_t expeed_set_device_info(uint8_t *device_key,  uint8_t *developer_secret, 

uint8_t* device_sn); 

Parameters: 

device_key 

产品编码，在开发者中心注册一个产品后获取。 

developer_secret 

在开发者中心注册用户，在用户信息中获取。 

device_sn 

设备唯一序列号，保证每个设备都不一样。 



Return Values: 

返回小于 0，表示参数有误，具体错误信息详见错误码表。 

Discussion:  

此接口必须在 expeed_cloud_init 调用之后使用，如果在初始化没有预先指定

licence，必须调用此接口。 

 

19. 设置固件版本号 

void expeed_set_fw_version(uint8_t main_ver, uint8_t sub_ver, uint8_t fix_ver); 

Parameters: 

main_ver 

主版本号 

sub_ver 

次版本号 

fix_ver 

修正版本号 

Discussion:  

此接口必须在 expeed_cloud_init调用之后使用，用于检测固件是否要更新。 

 

20. 获取服务器时间 

int32_t expeed_cloud_check_time(void); 

Return Values: 

返回小于 0，表示参数有误，具体详见错误码表，大于 0 的话为 SDK 返回给设

备应用层用于标识该任务的 task_id。 

 

 

 

 

3. SDK在不同平台的 Porting 

由于嵌入式平台种类较多，系统的资源和性能各异，极动云平台将核心逻辑代 

码进行了封装，将需要跨平台实现的代码通过外部函数的方式公开出来，因此在 

将静态库添加到项目工程以后，开发者还需要根据 expeed_porting.h中定义的 

函数原型来实现函数实体，本例以 freertos系统和 LWIP网络库的开发平台为例，

示例各外部接口函数的实现原理，简单实现如下： 

 

函数原型 int32_t expeed_mutex_create(expeed_mutex_t *mutex_ptr); 

函数说明 多线程模式下提供，创建 mutex，成功返回 0 

示例 struct expeed_mutex_t{ 

 xSemaphoreHandle  mutex;  

}; 

 

int32_t expeed_mutex_create(expeed_mutex_t *mutex_ptr) 

{ 

  mutex_ptr->mutex=xSemaphoreCreateMutex(); 



  return 0; 

} 

 

 

 

 

 

 

 

 

函数原型 int32_t expeed_mutex_lock(expeed_mutex_t *mutex_ptr); 

函数说明 多线程模式下提供，获取锁，成功返回 0 

示例 struct expeed_mutex_t{ 

 xSemaphoreHandle  mutex;  

}; //这个结构体需要根据开发者自己的平台修改变量类型 

 

int32_t expeed_mutex_lock(expeed_mutex_t *mutex_ptr) 

{  

 xSemaphoreTake( mutex_ptr->mutex ,portMAX_DELAY );  

 return 0; 

} 

 

 

函数原型 int32_t expeed_mutex_unlock(expeed_mutex_t *mutex_ptr); 

函数说明 多线程模式下提供，释放锁，成功返回 0 

示例 struct expeed_mutex_t{ 

 xSemaphoreHandle  mutex;  

}; 

 

int32_t expeed_mutex_unlock(expeed_mutex_t *mutex_ptr) 

{ 

 xSemaphoreGive( mutex_ptr->mutex );  

 return 0; 

} 

 

 

函数原型 int32_t expeed_dns_gethost(char* url, uint8_t* ipstr, uint8_t len); 

函数说明 DNS，根据域名获取 IP，阻塞方式返回 EXPEED_DNS_SUCCESS或

者 EXPEED_DNS_FAILED，非阻 塞方式 直接返回 EXPEED 

_DNS_WAITING 时 ， SDK 会 在 后 续 的 运 行 中 调 用

expeed_dns_checkstate查询当前的状态。 

返回值 typedef enum { 



 EXPEED_DNS_SUCCESS       =   0,     //succeed 

 EXPEED_DNS_FAILED        = -1,      //failed 

 EXPEED_DNS_WAITING       = 2,       //waiting 

} expeed_dns_state; 

示例  

int32_t expeed_dns_gethost(char* url, uint8_t* ipstr, uint8_t len) 

{ 

 struct hostent* hptr; 

 struct in_addr s;   

 uint8_t* ip; 

 

 if((hptr=gethostbyname(url))==NULL) 

  {  

   return EXPEED_DNS_FAILED; 

  } 

  else   

  {    

   memcpy(&s, *(hptr->h_addr_list), sizeof(struct in_addr));

    

   ip=inet_ntoa(s);    

   memcpy(ipstr, ip, strlen(ip)); 

   return EXPEED_DNS_SUCCESS; 

  } 

} 

 

 

 

函数原型 int32_t expeed_dns_checkstate(uint32_t* ipaddr); 

函数说明 expeed_dns_gethost接口返回 AK_DNS_WAITING时，SDK会在 

后续的运行中调用本接口，本接口用于 expeed_dns_gethost是非阻 

塞方式的平台，本接口的返回与 expeed_dns_gethost一致，如果使用

阻塞方式可不用实现本接口 

示例 无 

 

 

函数原型 expeed_socket expeed_tcp_socket_create(void); 

函数说明 创建 TCP套接字，失败返回-1 

示例 expeed_socket expeed_tcp_socket_create(void) 

{ 

 expeed_socket sock; 

 sock=socket(AF_INET,SOCK_STREAM,0); 

 if(sock<0) 

 { 



  return -1; 

 }  

 return sock; 

} 

 

 

 

 

 

函数原型 int32_t expeed_tcp_connect(expeed_socket socket, uint8_t* ipaddr, 

uint16_t port); 

函数说明 连接指定的 IP 地址和端口，ipaddr 为字符串格式，阻塞方式成功或

者失败如:”192.168.1.32”，需要异步链接的平台，采用非阻塞方式，

返 回 AK_TCP_CONNECT_WAITING ， 后 续 SDK 会 调 用

expeed_tcp_checkstate检查进度，返回值如下 

返回值 typedef enum { 

 EXPEED_TCP_CONNECT_SUCCESS    =   0,      //succeed 

 EXPEED_TCP_CONNECT_FAILED     = -1,      //failed 

 EXPEED_TCP_CONNECT_WAITING    =-2,       //waiting 

} expeed_tcp_state; 

 

示例 int32_t expeed_tcp_connect(expeed_socket socket, uint8_t* ipaddr, 

uint16_t port) 

{  

  int32_t ret; 

  struct sockaddr_in addr_server;    

  addr_server.sin_family=AF_INET;   

  addr_server.sin_addr.s_addr=inet_addr(ipaddr); 

  addr_server.sin_port=htons(port);  

ret=connect(socket,(struct sockaddr *)&addr_server,sizeof(addr_server));  

      if(ret<0) 

  { 

         return EXPEED_TCP_CONNECT_FAILED; 

  }    

  return EXPEED_TCP_CONNECT_SUCCESS; 

} 

 

 

函数原型 int32_t expeed_tcp_checkstate(expeed_socket socket); 

函数说明 检 查 TCP 链 接 的 状 态 ， 在 airkiss_tcp_connect 接 口 返 回

EXPEED_TCP_CONNECT_WAITING 时会被调用，本接口的返回与

expeed_tcp_connect一致，如果使用阻塞方式可不用实现本接口 



示例 无 

 

 

 

函数原型 int32_t expeed_tcp_send(expeed_socket socket, uint8_t*buf, uint32_t 

len); 

函数说明 通过 TCP套接字发送数据，返回成功发送的数据大小，-1为失败， 

示例 int32_t expeed_tcp_send(expeed_socket socket, uint8_t*buf, uint32_t 

len) 

{ 

 return send(socket,buf,len,0);   

} 

 

 

函数原型 int32_t expeed_tcp_recv(expeed_socket socket, uint8_t *buf, uint32_t 

size, uint32_t timeout); 

函数说明 通过 TCP套接字接收数据，返回成功收到的数据大小，-1为失败， 

timeout为建议接收的时长 

示例 int32_t expeed_tcp_recv(expeed_socket socket, uint8_t *buf, uint32_t 

size, uint32_t timeout) 

{ 

int32_t len; 

  struct timeval time_out;   

    fd_set fdst;    

  time_out.tv_sec=timeout/1000; 

  timeout = timeout%1000;  

  time_out.tv_usec = timeout*1000;    

  

  FD_ZERO(&fdst); 

    FD_SET(socket, &fdst);//add fiel descriptor to the set   

     select(socket+1, &fdst, NULL, NULL, &time_out);   

   if(FD_ISSET(socket, &fdst)) 

  {   

   len=recv(socket,buf,size,0);  

   if(len<0) 

    { 

     return -1; 

    } 

    else 

    { 

      return len;     

       }   



  }  

 return 0; 

} 

 

 

 

函数原型 void expeed_tcp_disconnect(expeed_socket socket); 

函数说明 关闭 TCP套接字 

示例 void expeed_tcp_disconnect(expeed_socket socket) 

{      

    close(socket); 

} 

 

 

函数原型 uint32_t expeed_gettime_ms(); 

函数说明 返回当前时间或系统已经启动运行了多长时间，单位为毫秒（ms） 

示例 uint32_t expeed_gettime_ms() 

{ 

 return get_time_ms(); 

} 

 

 

附录： 

1. 错误码表 

错误码 含义 

0 成功 

-1 内存分配失败 

-5 参数非法 

-8 Task不存在 

-9 数据包超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