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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简介

1.1 概述

HLK-RL05 是海凌科电子推出的低成本嵌入式 UART-WIFI(串口-无线网)模块。

本产品是基于通过串行接口的符合网络标准的嵌入式模块，内嵌 TCP/IP 协议栈，能够实

现用户串口-无线网(WIFI)之间的转换。

通过HLK-RL05模块，传统的串口设备在不需要更改任何配置的情况下，即可通过Internet

网络传输自己的数据，为用户的串口设备通过网络传输数据提供完整快速的解决方案。

1.2 产品特性

 支持无线802.11 b/g/n 标准

 支持STA/AP/STA+AP 三种工作模式

 内置TCP/IP协议栈

 支持丰富的AT指令

 支持UART/GPIO/PWM数据通信接口

 支持airkiss 智能联网功能

 支持无线升级（OTA）

 超低能耗，适合电池供电应用

 3.3V单电源供电,功耗小

 封装小

 GPIO引脚多

 支持双串口透传

 串口透传速度快

1.3 产品封装

图 1 HLK-RL05 封装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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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技术规格

表格 1 产品技术规格

模块
型号 HLK-RL05

封装 贴片

无线参数

无线标准 IEEE 802.11b/g/n

频率范围 2.412GHz-2.484GHz

发射功率

802.11b: +17 +/-2dBm (@11Mbps)

802.11g: +15 +/-2dBm (@54Mbps)

802.11n: +14 +/-2dBm (@HT20,HT40- MCS7)

接收灵敏度

802.11b: -88 dBm (@11Mbps ,CCK)

802.11g: -83dBm (@54Mbps, OFDM)

802.11n: -81dBm (@HT20, MCS7)

天线形式

外置：贴片焊盘

外置：I-PEX 连接器

内置：板载PCB 天线

硬件参数

硬件接口 UART，IIC，PWM，GPIO, SPI

工作电压 3.3V

GPIO驱动能力 Max：15ma

工作电流

持续发送下=>

平均值：~60mA,峰值: 60mA

正常模式下=>

平均: ~30mA,峰值: 60mA

工作温度 -40℃~125℃

存储环境 温度：<40℃，相对湿度：<90%R.H.

尺寸 板载 PCB天线：9mm*3mm

串口透传
传输速率 110-921600bps

TCP Client 1个

软件参数

无线网络类型 STA/AP/STA+AP

安全机制 WEP/WPA-PSK/WPA2-PSK

加密类型 WEP64/WEP128/TKIP/AES

固件升级 无线升级

网络协议 IPv4, TCP/UDP

用户配置 AT+指令集, airkiss智能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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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引脚介绍

表格 2 模块引脚接口

引脚 功能 方向 Description
1 GND GND
2 GND GND
3 NC
4 NC
5 NC
6 NC
7 VCC 3.3V
8 NC
9 GPIOE_4 I/O GPIOE_4
10 GPIOE_3 I/O GPIOE_3
11 GPIOE_2 GPIOE_2
12 GPIOE_1 GPIOE_1
13 GPIOE_0 GPIOE_0
14 NC
15 NC
16 NC
17 GND GND
18 RST 芯片复位引脚，低电平复位

19 GPIOA_0 I/O GPIOA_0
20 GPIOA_1 I/O GPIOA_1
21 GPIOA_2 I/O GPIOA_2
22 GPIOA_3 I/O GPIOA_3
23 GPIOA_4 I/O GPIOA_4
24 GPIOA_5 I/O GPIOA_5
25 NC
26 NC
27 GND GND
28 NC
29 NC
30 GND GND
31 VCC 3.3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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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功能描述

HLK-RL05 支持串口转 WIFI STA ,串口转 WIFI AP 及串口转 WIFI STA+AP 模式。

2.1 串口转 WIFI STA

图 2 模块作为 sta

32 NC
33 GND GND
34 VCC 3.3V
35 GND GND
36 GPIOC_3 I/O GPIOC_3
37 GPIOC_2 I/O GPIOC_2
38 GPIOC_1 I/O GPIOC_1
39 GPIOC_0 I/O GPIOC_0
40 GPIOC_4 I/O GPIOC_4
41 GPIOC_5 I/O GPIOC_5
42 GPIOB_3 I/O GPIOB_3
43 GPIOB_2 I/O GPIOB_2
44 GPIOB_1 GPIOB_1
45 GPIOB_0 GPIOB_0
46 NC
47 NC
48 GND GND
49 NC
50 NC
51 GND GND
52 GND GND
53 RF 2.4G RF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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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把设备的串口数据转换成 wifi 数据，以达到设备联网的目的。

2.2 串口转 WIFI AP

图 3 模块作为 ap

在 AP 模式下，手机，PC 或其他的 wifi 设备可以通过 wifi 连接到 RL05 模块上，串口设

备可以通过 RL05 模块和其他的 wifi 设备进行数据的传输。

2.3 串口转 WIFI STA+AP

图 4 模块作为 sta+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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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TA+AP 模式下，手机，PC 或其他的 wifi 设备可以通过 wifi 连接到 RL05 模块上，串

口设备可以通过 RL05 模块和其他的 wifi 设备进行数据的传输；也可以通过 STA 连接的路由器

AP,和其他的网络设备进行数据的通信。

2.4 串口工作状态转换

HLK-RL05 上电后，默认就是透传模式，通过拉低引脚 Exit(S3)进入 at 指令模式，模块会

将收到的数据当作是 at 指令进行处理，拉高 Exit (S3)引脚进入透传模式，在网络连接上后，

串口接收到的数据都将作为透传数据进行传输。

引脚应该在发送 at 指令之前拉低，每条指令发送完成之后引脚应该继续保持 30ms 以上。

图 5 串口工作模式转换

2.5 测试底板说明

图 6 测试底板说明

AT指令模式上电 透传模式

拉低引脚 Exit

拉高引脚 Exit

Power电源接口

S3

Reset

Exit/Default

Wifi模块透传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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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串口-网络数据转换

2.6.1 模块作为 TCP Server

图 7.TCP Server

该模式下，模块监听指定的端口，等待 TCP Client 连接，连接上后，所有 TCP 数据直

接发送到串口端，串口端的数据发送到所有的 TCP Client 端，当模块作为 TCP Server 的

时候，最多支持 5个 TCP Client 连接上 TCP Server。

2.6.2 模块作为 TCP Client

图 8.TCP Client

TCP Server

TCP Client

TCP Client

TCP Client

TCP Server

TCP Cl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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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模式下，模块会主动去连接指定的 IP,端口，所有的 TCP Server 端发送来的数据直

接发送到串口端，串口端的数据发送到 TCP Server 端。异常的网络断开会导致模块主动重连。

2.6.3 模块作为 UDP Server

图 9. UDP Server

在该模式下，模块打开本地的指定端口，一旦收到发往该端口的数据，模块会将数据发到

串口，并记录远端的 ip,端口。模块只会记录最后一次连接上的远端信息，串口发送的数据会

直接发送到已记录的远端 ip，端口上。

2.6.4 模块作为 UDP Client

图 10. UDP Client

UDP Client

UDP Server

UDP Server

UDP Cl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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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模式下，模块直接将串口数据发送到指定的 ip，端口，从服务器返回的数据将会发

送到串口。

2.7 airkiss 配置说明

在待接入互联网的设备不具备输入输出的能力或者用户不具备通过设备热点的方式进行

配置的能力，我们可以用 airkiss 让设备连接到无线网络，让路由器的 SSID 发送到设备。使

用方法如下：打开微信，关注公众号“海凌科智慧物联”，点击 airkiss->airkiss,输入密码

后点击连接，就会开始进行配置。

图 11. Airkiss配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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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一件配置进行配置的时候 ap 不能隐藏，不能是访客模式的 ap.

2.8 应用领域

 智能家居；

 仪器仪表；

 Wi-Fi 远程监控/控制；

 玩具领域；

 彩色 LED 控制；

 消防、安防智能一体化管理；

 智能卡终端，无线 POS 机，手持设备等。

3. AT 指令使用说明

指令格式：在 AT 指令模式下，可以通过串口的 AT 指令对系统进行配置，指令格式如下：

<<at+[command]=[value],[value],[value]......>>

所有的命令以“<<”开始，“>>”结束，如果命令没有以这种格式封装，将不进行处理，

根据不同命令模块将返回不同的返回值。

例如:“<<at+SUAR=115200,8,none,1>>”设置串口参数为 115200,8,none,1

查询指令格式：

<<at+[command]=?>>

指令使用格式查询：

<<at+[command]>>

由于每条指令等号后面的参数个数都不同，为了能够快速知道指令使用格式，可以使用命

令格式查询格式进行查询

3.1 查询当前模块版本:at+VERS

语法规则：

命令类型 语法 返回和说明

执行命令 <<at+VERS=?>>
<<at+VERS=HLK-RL05(V1.00(Jan 6 2017))>>:当前版本

<<ERROR>>:错误

执行命令 <<at+VERS>> <<at+VERS=?>>：命令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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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系统重启:at+REBT

命令类型 语法 返回和说明

执行命令 <<at+REBT=1>>
<<Reboot Now......>> :系统正在重启

<<ERROR>>:错误

3.3 设置 STA 连接参数:at+SSTA

命令类型 语法 返回和说明

执行命令 <<at+SSTA>>
<<at+SSTA=sta_ssid,sta_pwd>>：命令格式

<<ERROR>>:错误

查询命令 <<at+SSTA=?>>

<<at+SSTA=HLK-RL05_update,12345678>>

查询到模块作为sta时去连接的ssid为

HLK-RL05_update，

密码为：12345678

设置命令 <<at+SSTA=HLK-RL05_update,12345678>>
<<at+SSTA=OK>>：设置成功

把模块设置为STA模式并设置参数

参数定义：

参数 定义 取值 对取值的说明

sta_ssid 接入点名称 字符串型

sta_pwd 密码 字符串型，最长64字节，ASCII编码

3.4 设置 AP 连接参数:at+STAP

命令类型 语法 返回和说明

执行命令 <<at+STAP>>

<<at+STAP=ap_ssid,ap_pwd,channel>>：命令

格式

<<ERROR>>:错误

查询命令 <<at+STAP=?>>

<<at+STAP=HLK-RL05,12345678,1>>

查询到模块作为ap时的ssid为HLK-RL05，密码为：

12345678,连接信道为1

设置命令 <<at+STAP=HLK-RL05,12345678,1>>
<<at+STAP=OK>>：设置成功

把模块设置为AP模式并设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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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定义：

参数 定义 取值 对取值的说明

ap_ssid 接入点名称 字符串型

ap_pwd 密码 字符串型，最长64字节，ASCII编码

channel 信道 1~11

3.5 设置 STA+AP 连接参数:at+STSA

命令类型 语法 返回和说明

执行命令 <<at+STSA>>

<<at+STSA=ap_ssid,ap_ssid,channel,
sta_ssid,sta_pwd>>：命令格式

<<ERROR>>:错误

查询命令 <<at+STSA=?>>

<<at+STSA=HLK-RL05,12345678,1

,HLK-RL05_update,12345678>>查询到模块作为

sta+ap时的ap_ssid为HLK-RL05，密码12345678,

连接信道为1,sta_ssid为HLK-RL05_update:密码

是12345678

设置命令
<<at+STSA=HLK-RL05,12345678,1,

HLK-RL05_update,12345678>>

<<at+STSA=OK>>：设置成功

把模块设置为STA+AP模式并设置参数

参数定义：

参数 定义 取值 对取值的说明

ap_ssid 接入点名称 字符串型

ap_pwd 密码 字符串型，最长64字节，ASCII编码

channel 信道 1~11

sta_ssid 接入点名称 字符串型

sta_pwd 密码 字符串型，最长64字节，ASCII编码

3.6 设置 AP 连接 IP:at+SAIP

命令类型 语法 返回和说明

执行命令 <<at+SAIP>>
<<at+SAIP=ap_ip,netmask>>：命令格式

<<ERROR>>:错误

查询命令 <<at+SAIP=?>>

<<at+SAIP=192.168.13.1,255.255.255.0>>

查询到模块作为ap时的ip为192.168.13.1子网掩码

255.255.255.0

设置命令 <<at+SAIP=192.168.13.1,255.255.255 <<at+SAIP=OK>>：设置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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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参数定义：

参数 定义 取值 对取值的说明

ap_ip Ap的 ip 字符串型

netmask 子网掩码 字符串型

3.7 设置为一件配置模式 IP:at+SICF

命令类型 语法 返回和说明

执行命令 <<at+SICF>>
<<at+SICF=1>>：命令格式

<<ERROR>>:错误

查询命令 <<at+SICF=?>> <<at+SICF=1>>

设置命令 <<at+SICF=1>> <<at+SICF=OK>>：设置成功

3.8 查询当前模式及参数 IP:at+CHAL

命令类型 语法 返回和说明

执行命令 <<at+CHAL>>
<<at+CHAL=?>>：命令格式

<<ERROR>>:错误

查询命令 <<at+CHAL=?>>

返回当前模式及参数：

1，如果为一件配置模式将返回如下命令：

<<at+VERS=HLK-RL05(V1.00(Jan 12 2017))>>

<<at+SICF=1>>

<<at+SSTA=HLK-RL05_update,12345678>>

<<at+SNMO=TCP_CLIENT,192.168.11.102,8081>>

<<at+SUAR=115200,8,none,1>>

2，如果为sta模式将返回如下命令：

<<at+VERS=HLK-RL05(V1.00(Jan 12 2017))>>

<<at+SSTA=HLK-RL05_update,12345678>>

<<at+SSIP=192.168.11.190,255.255.255.0,192.168.11.1>>

<<at+SNMO=TCP_CLIENT,192.168.11.102,8081>>

<<at+SUAR=115200,8,none,1>>

3，如果为ap模式将返回如下命令：

<<at+VERS=HLK-RL05(V1.00(Jan 12 2017))>>

<<at+STAP=HLK-RL05,12345678,1>>

<<at+STAP=192.168.11.190,255.255.255.0>>

<<at+SNMO=TCP_CLIENT,192.168.11.102,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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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SUAR=115200,8,none,1>>

4，如果为sta+ap模式将返回如下命令：

<<at+VERS=HLK-RL05(V1.00(Jan 12 2017))>>

<<at+SSTA=HLK-RL05_update,12345678>>

<<at+SSIP=192.168.11.190,255.255.255.0,192.168.11.1>>

<<at+SNMO=TCP_CLIENT,192.168.11.102,8081>>

<<at+SUAR=115200,8,none,1>>

3.9 搜索模块:at+SECH

命令类型 语法 返回和说明

执行命令 <<at+SECH>>
<<at+SECH=?>>：命令格式

<<ERROR>>:错误

查询命令 <<at+SICF=?>> <<OK>>

3.10 设置 STA 模式的 IP:at+SSIP

命令类型 语法 返回和说明

执行命令 <<at+SSIP>>

<<at+SSIP=sta_localip,sta_netmask,sta_gateway>>：命
令格式

<<ERROR>>:错误

查询命令 <<at+SSIP=?>>

<<at+SSIP=192.168.11.190,255.255.255.0,192.168.1

1.1>>:模块在sta模式的ip是192.168.11.190，子网掩码是

255.255.255.0，网关是：192.168.11.1

设置命令

<<at+SSIP=192.168.11.190,

255.255.255.0,192.168.11.1

>>

<<at+SSIP=OK>>：设置成功

参数定义：

参数 定义 取值 对取值的说明

sta_localip sta的 ip 字符串型

sta_netmask 子网掩码 字符串型

sta_gateway 网关 字符串型

3.11 设置 STA 模式的 DHCP:at+DHCP

命令类型 语法 返回和说明

执行命令 <<at+DHCP>>
<<at+DHCP=1/0>>：命令格式

<<ERROR>>:错误

查询命令 <<at+DHCP=?>> <<at+DHCP=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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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DHCP=1>>

设置命令
<<at+DHCP=1>>：使用dhcp

<<at+DHCP=0>>：使用静态ip
<<at+DHCP=OK>>：设置成功

3.12 设置网络通信类型:at+SNMO/at+SNMO2

命令类型 语法 返回和说明

执行命令 <<at+SNMO>>

<<at+SNMO=tcp_type,ip,port/tcp_type,port>>：命令格

式

<<ERROR>>:错误

查询命令 <<at+SNMO=?>>

<<at+SNMO=TCP_CLIENT,192.168.11.102,8081>>:

查询到现在的网络通信类型为TCP_CLIENT,定向连接的ip是：

192.168.11.102，对应的端口是8081

设置命令

<<at+SNMO=TCP_CLIENT,

192.168.11.102,8081>>：设置

为TCP_CLIENT并设置项对应的ip

和端口。

<<at+SNMO=TCP_SERVER,

8081>>:设置为TCP_SERVER并

监听想对应的端口

<<at+SNMO=OK>>：设置成功

参数定义：

参数 定义 取值 对取值的说明

tcp_type 网络通信类型
字 符 串 型 ： TCP_SERVER/TCP_CLIENT/UDP_SERVER

/UDP_CLIENT

ip ip 字符串型

port 端口 字符串型

at+SNMO2 和 at+SNMO 使用方法相同。

3.13 设置串口参数:at+SUAR/at+SUAR2

命令类型 语法 返回和说明

执行命令 <<at+SUAR>>

<<at+SUAR=baudrate,number,parity,stopbits>>：命令格

式

<<ERROR>>:错误

查询命令 <<at+SUAR=?>> <<at+SUAR=115200,8,none,1>>:查询现在的串口参数

设置命令
<<at+SUAR=115200,8,none,

1>>
<<at+SUAR=OK>>：设置成功

参数定义：

参数 定义 取值 对取值的说明

baudrate 波特率
字符串型：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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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1200

2400

4800

9600

14400

19200

28800

38400

57600

115200

230400
460800
921600

number 数据位
字符串型：

5，6,7,8

parity 校验位 字符串型：none/add/even

stopbits 停止位 字符串型：1/2

at+SUAR2 和 at+SUAR 使用方法相同。

3.14 设置模块 PWM:at+SPWM

命令类型 语法 返回和说明

执行命令 <<at+SPWM>>
<<at+SPWM=LED_NUM,PWM>>

<<ERROR>>:错误

查询命令 <<at+SPWM=?>> <<ERROR>>:不能进行查询

设置命令
<<at+SPWM=2,50>>：

把LED2设置为50%的亮度
<<at+SPWM=OK>>：设置成功

参数定义：

参数 定义 取值 对取值的说明

LED_NUM Led灯编号 字符串型：0/1/2/3,对应板子上的LED0/1/2/3

PWM 脉宽调制占空比 字符串型：0-100

3.15 设置模块 PWM:at+SPWM

命令类型 语法 返回和说明

执行命令 <<at+SPWM>>
<<at+SPWM=LED_NUM,PWM>>

<<ERROR>>:错误

查询命令 <<at+SPWM=?>> <<ERROR>>:不能进行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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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命令
<<at+SPWM=2,50>>：

把LED2设置为50%的亮度
<<at+SPWM=OK>>：设置成功

参数定义：

参数 定义 取值 对取值的说明

LED_NUM Led灯编号 字符串型：0/1/2/3,对应板子上的LED0/1/2/3

PWM 脉宽调制占空比 字符串型：0-100

3.16 设置模块 PWM:at+GPIO

命令类型 语法 返回和说明

执行命令 <<at+GPIO>>
<<at+GPIO=PIN_NUM,0/1>>

<<ERROR>>:错误

查询命令 <<at+GPIO=?>> <<ERROR>>:不能进行查询

设置命令
<<at+GPIO=36,0>>：

把模块36引脚电平设置为0
<<at+GPIO=OK>>：设置成功

参数定义：

参数 定义 取值 对取值的说明

PIN_NUM 模块 GPIO引脚编号 字符串型：22/36/37/38

0/1 电平高和电平低 字符串型

3.17 设置模块各个模式 DEMO

3.17.1 设置模块为一件配置模式及其他参数

<<at+SICF=1>> //设置为一件配置模式

<<at+SNMO=TCP_CLIENT,192.168.11.102,8080>> //设置网络通信模式

<<at+SUAR=115200,8,none,1>> //设置串口参数

<<at+REBT=1>> //系统重启

3.17.2 设置模块为 STA 模式及其他参数

<<at+SSTA=HLK-RL05_update,12345678>>

<<at+SNMO=TCP_CLIENT,192.168.11.102,8080>>

<<at+SUAR=115200,8,none,1>>

<<at+REB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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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3 设置模块为 AP 模式及其他参数

<<at+STAP=HLK-RL05,12345678,1>>

<<at+SAIP=0.0.0.0,0.0.0.0>>

<<at+SNMO=TCP_CLIENT,192.168.11.102,8080>>

<<at+SUAR=115200,8,none,1>>

<<at+REBT=1>>

3.17.4 设置模块为 STA+AP 模式及其他参数

<<at+STSA=HLK_RL05,12345678,1,HLK-RL05_update,12345678>>

<<at+SNMO=TCP_CLIENT,192.168.11.102,8080>>

<<at+SUAR=115200,8,none,1>>

<<at+REBT=1>>

注：所有的命令设置完成后都要重启才能生效

3.18 配置软件说明

图 12. 串口配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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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待发送命令窗口

2：串口号选择

3：工作模式选择

4：wifi 名称和密码

5：网络协议选择

6：串口参数

7：提交配置

8：查询配置

9：进入透传模式

10：恢复出厂设置

11：串口返回命令

4. 升级原理

海凌科 HLK-RL05 模块升级是通过网络进行升级的，当电脑和模块同在一个局域网的时候，

电脑端软件可以通过局域网搜索到模块，并获取到模块的 ip，然后电脑端软件会自动去连接

模块，和模块建立连接，进行通信。

4.1 连接路由器方法

连接路由器提供了两种方法，一种是让模块自动连接默认的 wifi 名称，另一种是使用手

机端一键配置软件把模块配置到路由器。

4.1.1 修改路由器的 wifi 名称（ssid）和密码，让模块自动连接路由器

升级的时候需要将路由器的 WiFi 名称(SSID)修改为 HLK-RL05_update，密码修改为

12345678，我们可以把路由器修改为这个 wifi 名称，也可以开启手机 wifi 热点。

给模块上电，同时按住测试底板上的 S1 和 S3，然后按短按 S2，两秒后松开 S1 和 S3，模

块的 LED2 将会连续闪 7 次，这个时候模块进入自动连接升级模式，如果这个时候名称为

HLK-RL05_update 的 wifi 在范围内，模块将自动连接上去，连接上路由器后，模块的 LED2 将

由有规律的 7次连续闪烁变为无规律的快闪，表明连接上了路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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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一键配置连接路由器

按住底板上的 S1 键，然后短按 S2 键，两秒后松开 S1 键，模块进入一件配置模式，模块

的 LED2 将会连续闪烁 6次，打开手机的端的一件配置软件，把模块配置连接路由器。

4.2 程序升级

模块连接上路由器后，双击打开升级软件 HLK-RL05_broadcast 即可，如果模块也在同一

个局域网，升级软件将自动连接到模块升级，这个过程都是自动完成的，不需要人工参与。升

级完成后 LED2 将由无规律的快闪变为有规律的快闪，表明升级成功，如果 LED2 没有规律的快

闪，表明升级失败,需要重新升级。

HLK-RL05_broadcast 打开界面：

图 13. 网络升级界面

（如果电脑打开双网卡，可能不能升级，需要关闭一个网卡，如果是由安装虚拟机生成的

网卡，也需要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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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恢复出厂设置方法

长按底板上的 Default(S1)键 6 秒，LED 灯会有变为 6 闪，这时给模块重新上电或者短按

复位按键，即可恢复出厂设置。

6. 网络设置命令

所有的 at 指令都可以通过网络端发送对模块进行设置，使用 tcp 调试助手，连接模块的

989 端口，然后发送 at 指令，将会直接返回模块的处理结果，下图只是通过网络调试助手发

送指令<<at+CHAL=?>>，下面的返回时模块处理后的结果，返回结果和串口发送的 at 指令是一

样的：

图 14. 网络端 at指令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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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最小系统

图 15. 最小系统原理图

启动时按钮 S1（GPIOB3）下拉会进入升级模式，上拉是正常启动工作的模式，在正常工作

时，S1 按钮长按 6s 可以用来恢复出厂设置，S1 画原理图时建议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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