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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更新说明： 

 

版本号(s.s) 发布日期 更新内容 

0.8 201401208 内测版 

1.0 201150212 第一次发布 

 

注：文档版本为 Vs.s.w 定义如下： 

1. s.s 为模块固件版本 

2. w  为此固件下的文档版本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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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模块介绍 
 LKBMxxx（以下简称模块）是一款基于蓝牙 4.0（单模）技术特别设计的模块，采用

TI 的 CC2540 作为核心处理器，具备连接快速，低能耗，和苹果设备接口免 MFI 认证等优

点，主要应用于低功耗传感网络及手机周边应用的设备中。模块集成度高，尺寸小，工作在

从机模式, 下载联客智能科技灯控固件后即可具备灯控方案的全部功能。 

模块采用双排邮票孔设计，集成高性能 PCB 板载天线。 

 

 

1.1 主要特点 

此模块应用在灯控方案时，主要特点如下: 

（1） 板载状态指示灯：模块带板载信号灯，可借以了解模块的当前状态，方便调试，正

式产品后，可以通过 AT指令禁止此功能，以降低模块功耗； 

（2） 4 路 PWM 控制：频率可调，占空比可调，3 种（全高脉宽，全低脉宽和自定义脉宽）

可设置上电输出脉宽，突变和渐变两种 PWM值变化方式； 

（3） 8 路输出 IO 控制：自由组合控制 8 个 IO 输出； 

（4） 内置日历时钟：年月日周时分秒； 

（5） 定时功能：定时控制 4 路 PWM 和 8 路 IO 口，定时时间精确到分钟，定时事件多达

20 个，可以实现对 PWM 和 IO 多样定时设置； 

（6） 自循环模式：循环执行不同 PWM 和 IO 动作事件，20 个可自定义循环事件，自由

组合成不同循环模式，模块最多可保存 8 个循环模式； 

（7） 三种工作模式：一般模式，定时模式和循环模式，可以自设置其中一种为上电初始

化模式； 

（8） 蓝牙无线 AT 指令：完全兼容串口 AT 指令系统，调试更方便，开发更省事； 

（9） 默认广播态：上电即处于广播状态，可被主设备发现和连接，方便测试和使用，可

通过 AT 指令进行开启或关闭； 

（10） 低功耗待机：采用蓝牙 BlueTooth 4.0 (BLE) 技术； 

（11） 集成天线：模块内集成 RF 天线（PCB 天线/陶瓷天线）； 

（12） 宽电压范围：供电电源范围宽至 2.0V-3.6V； 

（13） 4 层板工艺：PCB 为 4 层板的设计，模块性能更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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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引脚定义 

 

注：由于串口的在灯控模块中不使用，相关引脚定义这里忽略。 

NO. 引脚名称 IO CC2540 引脚 用途 备注 

6 GND Power GND 电源负极  

7 VDD Power VCC 电源正极  

24 RESET I RESET_N 复位模块 低有效，带内部上电复位 

2 LED O P2_1 指示模块状态 指示蓝牙工作状态 

14 PWM1 O P1_1 可调控输出脉宽  

15 PWM2 O P1_0 可调控输出脉宽  

16 PWM3 O P0_7 可调控输出脉宽  

17 PWM4 O P0_6 可调控输出脉宽  

23 IO0 O P0_0 普通 IO 输出  

22 IO1 O P0_1 普通 IO 输出  

13 IO2 O P1_2 普通 IO 输出  

12 IO3 O P1_3 普通 IO 输出  

11 IO4 O P1_4 普通 IO 输出  

10 IO5 O P1_5 普通 IO 输出  

5 IO6 O P1_6 普通 IO 输出  

4 IO7 O P1_7 普通 IO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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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模块工作模式 

模块工作模式有 3 种模式：一般模式，定时模式和自循环模式，通过“AT+WM< >”指

令进行模式切换，但定时模式和循环模式之间的切换须通过一般模式，如下图： 

 

 

  

 

 

一般模式：在该模式下可以进行设置 4 路 PWM 和 8 路 IO 的参数，以及设置定时事件和时

间和循环事件和时间，而定时模式和自循环模式则不能，具体请参考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循环模式：具有 20 个循环事件，每个事件对应一个时间，该时间是事件状态保持的

时间，可以将不同的事件组合成不同的循环模式，本模块最多可以保存 8 个模式。下图说明

在一般模式下设置循环事件和时间，以及进入循环模式的过程，如果事件，时间，模式不需

变更，则直接可以执行最后一步进入循环模式。 

 

 

 

 

 

 

 

●定时模式：具有 20 个定时事件，每个事件对应一个事件时间，该时间包含周、时、

分，当定时模式开启后，在设置的时间点将执行相应的事件，定时事件和时间也可以自定义，

具体参考“AT+TP”,“AT+TIO”,“AT+TT”3 条指令的介绍。下图给出在一般模式下设

置事件和时间到进入定时模式的过程，当使能事件和时间不变时可以直接执行最后一步进入

定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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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LED 指示灯说明 

模块默认上电广播状态，在与设备连接成功后进入连接状态，断开连接将再次进入广播

状态。 

模块内置工作状态指示 LED，在 LED 使能情况下也可以通过其判断模块的工作状态，

如下表： 

  全速工作模式 省电模式 

上电 LED亮 0.5s LED亮 0.5s 

 

 

蓝牙连

接状态 

广播状态 LED常亮 以广播间隔进行闪烁 

连接状态 LED常亮 以连接间隔进行闪烁 

连接成功 LED 亮灭各 1s LED 亮灭各 1s 

断开连接 LED 闪烁 2 次（每次亮灭各

250ms），再灭 1s 

LED 闪烁 2 次（每次亮灭

各 250ms），再灭 1s 

 

LED 默认开启指示功能，为实现最低功耗运行，用户可以关闭 LED 指示功能，关闭的

方法详见 AT 指令相关文档。下图为蓝牙连接状态的示意图： 

 

 

 

 

 

 

1s 1s

亮1秒 灭1秒

连接状态
（连接的时间
间隔可设置）

建立连接

状态4状态1

1s 1s
闪烁2次（每次
500ms,亮250ms,

灭250ms)

灭1秒

广播状态
（广播的时间
间隔可设置）

断开指示

状态3状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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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蓝牙协议接口(内置 profile) 

模块无线 AT 指令通道：使用的服务 UUID：0XFFD0 

接收通道：设备发送数据到手机端，使用的服务 UUID：0xFFD0,属性值的 UUID：0XFFD1 

发送通道：手机端发送数据到设备，使用的服务 UUID：0xFFD0,属性值的 UUID：0XFFD2  

设备信息：服务 UUID：0x180A 

设备 ID(设备地址)UUID：0x2A23 例如 11:22:33:00:00:44:55:66<==>66:55:44:33:22:11 

固件版本 UUID：0x2A26   例如 V1.0 

制造商 ID UUID：0x2A29    例如 Linkiing CO.,LTD. 

设备名称 UUID：0x2A51     例如 LKBM00133445566 

电池服务 UUID：0x180F 

电池电量百分比 UUID：0x2A19    例如 0x64<===>100% 

1.6 模块规格 

1、模块尺寸 

22.5mm×15.6mm×2mm（长×宽×厚） 

 

   

TOP 层                BOTTOM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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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参数 

 

属性 出厂设置 

模块名称 LKBM001xxxx(xxxx:设备地址后 4bytes) 

主从模式 从机模式 

工作方式 上电默认进入广播模式 

密码验证类型 无需配对和密码 

默认串口波特率 115200bps 

串口数据格式 无校验，1 位停止位，8 位数据位 

默认广播时间间隔 200ms 

默认连接时间间隔 20ms 

默认功率设置 0dBm 

 

 

 

 

 

 

 

 

 

 

 

 

 

 

 

 

 

 

 

 

 

 

 

 

 

 

指标项 规格 

蓝牙协议版本 Bluetooth V4.0 

调制方式 GFSK 

输出功率 0dBm 

灵敏度 -93dBm 

频率范围 2402-2480MHz 

带宽 2MHz 

天线阻抗 50Ω 

工作电压 2.0-3.6 V 

温度范围 -40 ~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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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注意事项 

（1） 蓝牙的使用环境，无线信号应用都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很大，如树木、金属等障碍物

会对无线信号有一定的吸收，从而在实际应用中，数据传输的距离受一定的影响。 

（2） 由于蓝牙模块都要配套现有的系统，放置在外壳中，但由于金属外壳对无线射频信

号是有屏蔽作用，所以建议不要安装在金属外壳中。 

（3） PCB 布板：蓝牙模块的天线部分，由于金属会削弱天线的功能，在给模块布板的时

候，模块天线(天线的左右及前端)下面严禁铺地和走线，若能挖空更好。 

 

 

 

 

 

 

 

 

 

 

建议：1：RF 模组放在控制底板上,

应注意 RF 天线挖空左右两

边及前方(图 3 所示禁区 1,

禁区2及RF天线底下挖空)

不能有走线,特别是电源线,

如需要在 RF 天线旁边走

线,走线需离 RF 模组天线

10MM 以上的距离(注电源

线需要更远尽量不要走电

源线) 否则严重影响 RF 距

离及 RF 性能稳定性. 

2：控制底板在绿色框位置

需挖空处理(即RF模组天线

下), 

3：RF 模组天线部分不能有

带金属或其它带屏蔽材料

的外壳 

建议：4-1：控制底

板在相应的

模组脚位下

做 2MM 的

禁止铺铜区

域，防止生

产焊接工艺

不良造成脚

位短路。 

建议：5：控制底板在模组大小尺寸范围

内铺上白油，防止工艺问题导致

模组和控制底板出现短路问题 

建议：4：控制底板在相应的模组

脚位下做 2MM的禁止铺铜

区域，防止生产焊接工艺不

良造成脚位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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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linkiing.com           联客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1 / 23 

二、 AT 指令 

用户可以通过蓝牙无线发送AT指令(简称指令)控制模块系统参数或对4路PWM和8路

IO输出做相应控制。 

根据指令控制模块参数的不同，本文将AT指令分为6类：系统指令类，控制4路PWM类，

控制IO类，控制定时模式类，控制循环模式类和管理模块工作模式类。AT指令列表列出了

各类相关的指令，并说明了所列指令的用途。 

AT 指令列表 

分类 指令 说明 支持模式 

 

 

系统 指

令类 

AT+RESET  软件复位  所有模式 

AT 测试指令 所有模式 

AT+T? /AT+T< > 查询/设置模块当前时间 所有模式 

AT+LEDEN 使能 LED 指示模块状态 一般模式 

AT+LEDDIS 禁止 LED 指示模块状态 一般模式 

AT+UPTOFW 使模块进入固件升级模式 所有模式 

控 制 4

路PWM 

类 

AT+PWMV? / 

AT+PWMV< > 
查询/设置 PWM 占空比 一般模式 

AT+PWMPV? / 

AT+PWMPV< > 
查询/设置 PWM 频率 一般模式 

AT+PWMCTV? / 

AT+PWMCTV < > 
查询/设置 PWM 渐变时间 一般模式 

AT+PWMIM? / 

AT+PWMIM< > 
查询/设置 PWM 上电初始化模式 一般模式 

控 制 8

路 IO 类 

AT+GIOV? / 

AT+GIOV< > 
查询/设置 IO 的状态 一般模式 

AT+SGIOV 设置 IO上电初始化状态为当前状态 一般模式 

控制 定

时模 式

类 

AT+TP< > 设置定时 PWM 事件 一般模式 

AT+TIO< > 设置定时 IO 事件 一般模式 

AT+TT< > 设置定时事件时间 一般模式 

AT+TEEN 定时事件使能设置 一般模式 

控制 循

环模 式

类 

AT+CP< > 设置循环 PWM 事件 一般模式 

AT+CIO< > 设置循环 IO 事件 一般模式 

AT+CT< > 设置循环事件时间 一般模式 

AT+CM< > 设置循环模式 一般模式 

AT+CMEN< > 使能循环模式 一般模式 

管理 模

块工 作

模式类 

AT+WMIM? / 

AT+WMIM< > 
查询/设置模块上电工作模式 一般模式 

AT+WM< > 设置模块工作模式 所有模式 

http://www.linki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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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表示查询，“< >”表示设置。 

根据指令的分类，以下将详细说明各指令的具体使用。本模块所使用的指令区分大小写，

都以回车换行符(“\r\n”)结束,以字符格式发送。当指令格式错误或指令设置的参数不在设

定范围内，模块将应答“ERROR\r\n”。      

2.1 系统指令类 

1. 软件复位——AT+RESET 

指令 应答 参数 

AT+RESET +RESET OK 无 

注：模块成功接收到指令后返回“+RESET OK”字符串，并在 0.1s 后进行软件复位。 

2. 测试指令——AT 

测试指令 应答 参数 

AT +OK 无 

注：该指令用于检验 AT 指令功能是否正常，返回“+OK”说明通信正常。 

3. 查询/设置模块时间——AT+T?/AT+T< > 

指令 应答 参数 

AT+T? +T= Para1, … , Para7   当前模块时间 

AT+T< Para1, … ,Para6> +TS= Para1, … , Para6 

注:① 模块重置时间默认为 2000 年 01 月 01 日 00 时 00 分 00 秒 星期四， 

② 查询模块时间返回 7 个参数，分别如下： 

参    数 Para1 Para2 Para3 Para4 Para5 Para6 Para7 

内    容 年 月 日 时 分 秒 星期 

字符长度 2 2 2 2 2 2 1 

其中，Para1 只返回与默认年份差值，如查询默认时间将返回：0001010000004 

③ 设置模块时间时总共 6 个参数，格式如下： 

参    数 Para1 Para2 Para3 Para4 Para5 Para6 

内    容 年 月 日 时 分 秒 

字符长度 2 2 2 2 2 2 

其中，年份是与默认年份的差值，如需设置时间为 2015 年 02 月 14 日 08 时 00 分 00 秒，

AT 指令为：AT+T<150214080000> 

④ 建议在 APP 与模块连上后，使用 AT+T< >指令同步手机时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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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软件设置使能 LED——AT+LEDEN 

指令 应答 参数 

AT+LEDEN +LEDEN  OK 无 

注：返回“+LEDEN  OK”字符串，表示设置使能 LED 指示模块状态成功。 

5. 软件设置禁止 LED——AT+LEDDIS 

指令 应答 参数 

AT+LEDDIS +LEDDIS  OK 无 

注：返回“+LEDDIS  OK”，表示禁止LED指示模块状态成功，LED立即灭。 

6. 使模块进入固件升级模式——AT+UPTOFW 

指令 应答 参数 

AT+UPTOFW 无 无 

注：模块收到该无线指令后直接进入固件升级模式并与手机断开连接。 

2.2 控制 4 路 PWM 类 

1. 查询/设置 PWM 占空比——AT+PWMV?/ AT+PWMV< > 

指令 应答 参数 

AT+PWMV? +PWMV= Para1,..., Para4  当前 4 路 PWM 值 

AT+PWMV< Para1,...,Para4 > +PWMVS= Para1,...,Para4  设置 4 路 PWM 值 

注：① 4 路 PWM 值与 4 个参数对应关系如下： 

参    数 Para1 Para2 Para3 Para4 

内    容 PWM4 PWM3 PWM2 PWM1 

字符长度 2 2 2 2 

    ② ）（其中，占空比 4,3,2,1
255

 x
PWM

PWM x
x

 

例： AT+PWMV<FFB07F00 

 PWM4 = 0xFF 

   PWM3 = 0xB0 

   PWM2 = 0x7F  

   PWM1 = 0x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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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查询/设置 PWM 上电初始化模式——AT+PWMIM?/AT+PWMIM< > 

指令 应答 参数 

AT+PWMIM? +PWMIM=Para1   

 

三种 PWM 上电初始化模式， 

0：全低脉宽初始化 

1：全高脉宽初始化 

2: 当前输出脉宽初始化 

字符长度：1 

AT+PWMIM< Para1> +PWMIMS= Para1  

例： AT+PWMIM<2>设置当前输出脉宽为上电 PWM 输出脉宽。  

3. 查询/设置 PWM 频率——AT+PWMPV?/AT+PWMPV< > 

指令 应答 参数 

AT+PWMPV? +PWMPV=Para1   Para1：500-65535 

字符长度：3-5 AT+PWMPV<Para1> +PWMPVS=Para1  

注：①默认 Para1=4000, 即默认频率为 1kHz； 

    ②
sP

PWM
00000025.0*1ara

1
频率 。 

例: AT+PWMPV<33333> 

   设置频率为 120Hz 

4. 查询/设置 PWM 渐变时间—AT+PWMCTV?/AT+PWMCTV< > 

指令 应答 参数 

AT+PWMCTV? + PWMCTV= Para1  Para1：（0-60000）*10ms， 

默认 0；字符长度：1-5 AT+ PWMCTV < Para1>  + PWMCTVS =Para1   

例：AT+PWMCTV<400>设置渐变时间为 4s 

2.3 控制 8 路 IO 类 

1. 查询/设置 IO 状态——AT+GIOV?/AT+GIOV< >  

注：Paral 的第 1 个字符为 IO4-IO7 输出状态，第 2 个字符为 IO0-IO3 输出状态 

例：AT+GIOV<F3> 

表示设置 IO4-IO7 输出高电平，IO2-IO3 输出低电平，IO0-IO1 输出高电平 

指令 应答 参数 

AT+GIOV? + GIOV= Para1   Para1： IO 状态 

字符长度：2 AT+ GIOV<Para1>  + GIOVS= Par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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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置当前 IO 状态为上电初始状态——AT+SGIOV 

指令 应答 参数 

AT+SGIOV +SGIOV  OK 无 

注：返回“+SGIOV  OK”,表示设置成功,模块重新上电后，8 个 IO 的初始状态即为设置

状态  

2.4 控制定时模式类 

1. 设置定时 PWM 事件——AT+TP< > 

指令 应答 参数 

AT+TP< Para1, … ,Para6> +TPS= Para1, … , Para6 定时 PWM 事件  

注:  PWM 事件参数包含事件索引值、4 路 PWM 变化目标值，PWM 变化类型，共 6 个参

数，如下： 

参    数 Para1 Para2 Para3 Para4 Para5 Para6 

内    容 事件索引值  PWM4 PWM3  PWM2  PWM1  pwm_action 

字符长度 2 2 2 2 2 1 

其中，事件索引值范围为：0-19，对于 pwm_action，0→无动作，1→突变，2→渐变（渐变

的时间是 AT+PWMCTV< >指令设置的时间） 

例：AT+TP<00FFFFFFFF1> 

设定索引值为 0 的定时事件在指定的时间将 4 路 PWM 值渐变为 FFFFFFFF 

2. 设置定时 IO 事件——AT+TIO< > 

指令 应答 参数 

AT+TIO<Para1，Para2> +TIOS= Para1, … , Para2 定时 IO 事件参数 

注：IO 事件参数包含事件索引值和 8 个 IO 状态，如下： 

参    数 Para1 Para2 

内    容 事件索引值 IO 状态 

字符长度 2 2 

    其中，事件索引值范围为：0-19。 

例：AT+EIO<010F> 

设置在第一件定时事件中，IO4-IO7 输出低电平，IO0-IO3 输出高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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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置定时事件时间——AT+TT< > 

指令 应答 参数 

AT+TT< Para1, … , Para4> +TTS= Para1, … , Para4 定时事件时间  

注：① 定时事件时间参数包含事件索引值、星期、时、分，共 4 个参数，格式如下： 

参    数 Para1 Para2 Para3 Para4 

内    容 事件索引值  星期 时  分 

字符长度 2 1 2 2 

   其中， 事件索引值范围为：0-19 

② 当设定事件只于某时某分发生时，“星期”对应参数 Para2 须设置为 0； 

例：AT+TT<0100800>设置每天 8 时 0 分执行 01 定时事件 

4. 设置定时事件使能——AT+TEEN< > 

指令 应答 参数 

AT+TEET<Para1> +TEETS=Para1   Para1:8 个字符长度 

注：① 8 个字符长度的 Para1 对应一个 32bits 值，其中 bit0-bit19 分别对应索引值 0-19 定时

事件，0→不使能事件，1→使能事件； 

 ② bit20-bit31 保留，设置为 0，因此前 3 个字符为 0。 

例：AT+TTEN<000F0000>  设置使能事件 16,17,18,19 

2.5 控制循环模式类 

1. 设置循环 PWM 事件——AT+CP< > 

指令 应答 参数 

AT+CP<Para1, … ,Para6> +CPS=Para1, … , Para6 循环 PWM 事件参数 

注: 与定时事件相同，循环事件中 PWM 事件的参数也包含事件索引值、4 路 PWM 变化目

标值，PWM 变化类型，共 6 个参数，如下： 

参    数 Para1 Para2 Para3 Para4 Para5 Para6 

内    容 事件索引值  PWM4 PWM3  PWM2  PWM1  pwm_action 

字符长度 2 2 2 2 2 1 

其中，事件索引值范围为：0-19，对于 pwm_action，0→无动作，1→突变，2→渐变（渐变

的时间是 AT+PWMCTV< >指令设置的时间） 

例：AT+CP<00FFFFFFFF2>设值00循环事件，在该事件中将4路PWM值渐变为FFFFF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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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置循环 IO 事件——AT+CIO< > 

指令 应答 参数 

AT+CIO< Para1, Para2> +CIOS=Para1，Para2 循环 IO 事件参数 

注：与定时事件相同，循环事件中 IO 事件的参数也包含事件索引值和 8 个 IO 状态，共 2

个参数，如下： 

参    数 Para1 Para2 

内    容 事件索引值 IO 状态 

字符长度 2 2 

    其中，事件索引值的范围：0-19 

例：AT+CIO<010F> 

设置在 01 循环事件中，IO4-IO7 输出低电平，IO0-IO3 输出高电平 

3. 设置循环事件时间——AT+CT< > 

指令 应答 参数 

AT+CT<Para1，Para2> +CTS=Para1，Para2   循环事件时间 

注：循环事件时间包含事件索引值和事件设置状态的保持时间，共 2 个参数，格式如下: 

参    数 Para1 Para2 

内    容 事件索引值 时间 

字符长度 2 1-2 

    其中，事件索引值范围为：0-19，时间范围：（0-50）*200ms 

例：AT+CT<015> 

 设置 01 循环事件变更的事件状态保持 5*200ms 的时间 

4. 设置循环模式——AT+CM< > 

指令 应答 参数 

AT+CM<Para1, Para2> +CMS=Para1,Para2   循环模式参数 

注：① 设置循环模式的参数包含模式索引值和模式中使能的循环事件，共 2 个参数，如下： 

参    数 Para1 Para2 

内    容 模式索引值 使能的事件 

字符长度 2 8 

   ② 循环模式索引值范围：0-7； 

③ 8 个字符长度的循环事件使能参数对应一个 32 位的值，其中高 10 位保留，设置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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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20 位分别对应 20 个事件的使能，0→事件不使能，1→事件使能 

例：AT+CM<01000FFFFF> 

设置循环模式 01，在该模式下使能所有循环事件，因此当模块选取该模式工作时，

20 个事件将由索引值从小到大依次被执行。 

5. 使能循环模式——AT+CMEN< > 

指令 应答 参数 

AT+CMEN<Para1> +CMENS=Para1   模式索引值 1 个字符长 

注：模式索引值范围：0-7 

例：AT+CMEN<3>使能循环模式 3 

2.6 管理模块工作模式类 

1. 设置模块工作模式——AT+WM< > 

指令 应答 参数 

AT+WM<Para1> +WMS=Para1   工作模式（1 个字符长度）: 

0—一般模式（默认） 

1—循环模式 

2—定时模式 

 

例：AT+WM<1>设置循环模式，设置完成后，模块即刻进入循环模式 

2. 查询/设置模块上电初始化工作模式—AT+WMIM?/AT+WMIM< > 

指令 应答 参数 

AT+WMIM? +WMIM=Para1,[Para2]   Para1 为工作模式索引值（1

个字符长度）； 

Para2 为可选参数 
AT+WM<Para1，[Para2]> +WMIMS=Para1,[Para2] 

注: Para2 为可选参数，设置模式不同，其选取情况如下： 

   一般模式：Para1 =工作模式索引值 0； 

   循环模式：Para1+Para2 =工作模式索引值 1+循环模式索引值(1 个字符长)； 

   定时模式：Para1+Para2 =工作模式索引值 2+定时事件使能参数(8 个字符长)； 

例：AT+WM<0>设置一般模式为上电初始化工作模式 

AT+WM<17>设置循环模式 7为上电初始化工作模式 

AT+WM<02000FFFFF>设置定时模式为上电初始化工作模式，在该定时模式下全部 

使能 20 个定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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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块固件无线升级 

本部分主要介绍模块固件无线升级方法。本模块固件升级使用“联客 show”APP，其运

行于 IOS 设备且必须是 Iphone4S 以上（含 Iphone4s），使用安卓 APP 的升级方法在后续更

新文档中给出。固件升级主要有三个步骤： 

1、 将固件下载到“联客 show”上； 

2、 将“联客 show”连接设备，写更新指令进入无线升级模式 

3、 利用“联客 show”升级固件 

以下详细介绍无线升级过程。 

1、将固件下载到“联客 show”上 

首先在 PC 上下载安装 iTunes 软件，启动该软件，同时用数据线连接手机，将会出现下

面界面。 

 

点击“应用程序”，将纵向的进度条拖至最下端，可以看到“联客 show”出现在“应用程序”

中，如下： 

 

单击选中“联客 show”应用程序，并在在右下角点击“添加文件”添加相应固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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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后出现一个.bin 的文件。 

2、利用“联客 show”写入固件更新指令使模块进入无线升级模式 

下载固件完成后，用“联客 show”(可以从 App Store 上下载)扫描连接模块。 

下左图为“联客 show”连接成功的界面，在右上角单击打开功能菜单进入功能选择界面，

见下右图。 

           

           连接成功的界面                     功能选择界面 

在功能选择界面点击“更新”，进入固件更新界面，如下左图，然后点击“请求更新”，

如果连接断开，同时出现下右图界面,则说明操作成功，接下来重启蓝牙进行第三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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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利用“联客 show”升级新的固件 

完成第二步后，重新启动“联客 show”扫描连接已经进入无线固件升级模式设备，

以 LK-BM-5C313E87F980 举例，分别列出连接成功和更新界面。 

           

            连接成功的界面                         更新界面 

 

对比前面连接成功的界面可以发现少了很多的信息，如：设备版本，设备地址，公司

名称等等。 

    在更新界面点击“Select FW File”进入更新固件选择界面，见下左图。在左图点

击“shared files”，则下载到 APP 中的固件全都被列出，在固件列中点击需要更新的固

件开始进行更新。 

 

           

 

显示之前添加成

功的.bin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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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左图为固件更新界面，在该界面显示更新固件的进度和固件大小，升级完成后，“联

客 show”与模块断开连接且提示模块更新成功，如下右图，自此固件更新完成，设备

处于广播状态可以被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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