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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简介 

本模块采用 TI 公司的 CC2530 为核心处理器，我们提供了预先

编译好的协调器和路由器的固件，你无需再研究那复杂的 TI 协议栈 

（ZStack）就能很方便轻松的使用我们提供的 Zigbee 模块实现组网，

使用串口进行数据透传。当然你也可以是使用 IAR 开发自己想要的应

用，可以选择使用串口下载，也可以使用 CC DEBUGGER 进行调试，是

开发 zigbee 的致胜利器。 

模块主要特点： 

 下载方便：我们的模块出厂已经下载好了串口的 Bootloader，可

以直接用串口下载程序，也可以使用 CC DEBUGGER 下载。 

 简单易用：用户可以不用了解复杂的 zigbee 协议栈，就能实现组

网，串口数据透明传输。 

 自动组网：使用串口下载我们提供的固件，即可自动组网。 

 传输模式简单：只需要把 zigbee理解为无线串口，通过串口发送

数据就可以和网络中的任意模块进行通信。 

 全球唯一的 IEEE 地址。 

 最大稳定传输数据可达到 127 字节/次。 

 通过串口简单配置模块参数：用户可以用上位机软件或者 AT 指令

来配置模块的串口波特率，PANID,信道等信息。 

 通过串口一键读取模块配置信息：用户可以用上位机软件或者 AT

指令来读取 PANID，ADDR，FADDR，IEEE，FIEEE,信道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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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模块接口定义 

zigbee 模块提供 Core2350和 XCore2530 二个版本，排针引出的

管脚顺序和引脚间距完全一样，但是 XCore2530 比 Core2530 的天线

部分多加了一个功率放大器（PA），使发送距离更远,但是多占用了

P1_1 和 P1_4 来控制数据的发送使能和接口使能。二个模块的管脚图

如下： 

 

Core2530                                        XCore2530  

 

1 P2_4 5 P2_2 9 P2_0 13 P0_6 17 P0_4 21 P0_2 25 P0_0 

2 GND 6 RESET 10 VCC 14 P1_6 18 P1_4 22 P1_2 26 P1_0 

3 P2_3 7 P2_1 11 P0_7 15 P0_5 19 P0_3 23 P0_1   

4 GND 8 VCC 12 P1_7 16 P1_5 20 P1_3 24 P1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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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Z igbee 角色介绍 

3.1. 协调器(Coodinator) 

 选择一个频道和 PAN ID，组建网络。 

 允许路由和终端节点加入这个网络。 

 对网络中的数据进行路由。 

 必须常电供电，不能进入睡眠模式。 

 可以为睡眠的终端节点保留数据，至其唤醒后获取。 

3.2. 路由器(Router) 

 在进行数据收发之前，必须首先加入一个 zigbee 网络。 

  本身加入网络后，允许路由和终端节点加入。 

  加入网络后，可以对网络中的数据进行路由。 

  必须常电供电，不能进入睡眠模式。 

 可以为睡眠的终端节点保留数据，至其唤醒后获取。 

 可以为睡眠的终端节点保留数据，至其唤醒后获取。 

3.3. 终端(End Device)  

 在进行数据收发之前，必须首先加入一个 zigbee 网络。 

 不能允许其他设备加入。 

 必须通过其父节点收发数据，不能对网络中的数据进行路由。 

 可由电池供电，进入睡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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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AR 工程配置和 Bootloader 的介绍 

模块出厂时内部都下载好了一个串口的 Bootloader 程序，所以我

们用户就可以直接使用我们的串口下载 bin 文件了。 

4.1. 如何设置 IAR 工程输出 bin 文件 

打开 IAR 工程，在工程的 Options…中如下设置： 

 在 General Options 栏的 Target 中选择 CC2530F256 

 在 C/C++ Compoler 栏中的 Preprocessor 面板添加如下宏： 

MAKE_CRC_SHDW  

 在 Linker 栏中 Config 面板中选择 cc2530-sb.xcl，路径如下： 

ZStack-CC2530-2.3.1-1.4.03\ZStack-CC2530-2.3.1-1.4.0\Projects\zsta

ck\Tools\CC2530DB\ 

 Build Actions 栏中的 post-build command line 中添加如下路劲： 

"$PROJ_DIR$\..\..\..\Tools\CC2530DB\oad.exe" 

"$PROJ_DIR$\EndDeviceEB\Exe\SampleApp.sim" 

"$PROJ_DIR$\EndDeviceEB\Exe\SampleApp.bin" 

 在 Linker Output 中如下选择； 

 

转换工具的路径 

Sim 文件的路径 

转换出来的 BIN 文件

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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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菜单栏 Project ->Rebuild all，在 Output 文件夹中打开 xx.map

文件，找到__checksum 0xf10b，复制这个校验值，打开在 ZMain

文件中的 OnBoard.c 的文件，找到 const CODE uint16 _crcShdw = 

XXXX ，之后把之前复制的检验值黏贴到这里，点击菜单栏 Project 

->Rebuild all 之后编译出来的 BIN 文件就可以给 bootloader 来下载

了。 

4.2. 如何使用 CC DEBUGGER 烧写 bootloader 

 CC DEBUGGER 和模块如下硬件连接模块 

 

Core2530，XCore2530 和 CC DEBUGGER 接口 

 

 
CC Debugger 调试下载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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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Flash Program 使用 CC DEBUGGER 下载 bootloader 

 

 如①选择 Program CCxxxx soC or MSP430（并且选择 system-0n-Chip选项

卡）。 

 用 USB 线连接 CC Debugger 和 PC 机，并和目标板的连接，按 RESET 键，在

②中会显示设备列表。芯片类型为 CC2530。 

 在③中选择你需要下载的 bootloader.hex 文件。 

 在④中一般选择 Erase, program and verify （擦除，编程和校验）。 

 点击 ⑤中的 Perform actions, 执行操作。在这里需要几秒中的时间，耐心

等待。 

 如果⑥出现 Program and verifyOK，则下载程序成功。 

4.3. 如何使用 bootloader 下载程序 

给模块供电，如果检测到 P0_1 管脚为低电平，此时进入串口下载

模式，可以使用 UART0（RX P0_2，TX P0_3）下载程序。如果检测到

P2_0 为高电平，进入用户程序。 

打开 SBDemo.exe，在 COM Port 中输入你使用串口模块的 COM 口，

点击 ，选择需要下载的 bin 文件，选择之后点击 Load Image,此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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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下载时的进度条，下载完成之后会弹出 Download completed 

successfully 的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5. 串口传输固件的使用 

为了方便用户快速的开发 zigbee 项目，我们为客户预先制作了一

个路由器和协调器的固件，可以直接通过串口烧录到模块中，再通过

简单的操作就可以成功的组建好一个网络，并且进行相互之间的通信，

大大缩短了产品开发周期。 

5.1. 如何使用我们的模块快速组网 

Zigbee 的网络组建的最小单元为一个协调器+一个路由器（或终端设备），

由于我们的模块出厂默认配置为路由器，所以我们还需要使用串口给其中一个模

块烧写一个协调器的固件。 

协调器固件：Coodinator.bin   路由器固件：Router.bin 

 将模块连接如下硬件 

 

将 P1_0，P1_1，P1_4分别连

接到四个 LED 

 
将 P0_1 和 P2_0 连接到二个

按键上 

 

使用 P0_2 P0_3连接到 USB转串

口模块上，用于接收和发送数据 

 把一个模块配置为协调器 

 给模块上电，此时 LED1 和 LED2交替闪烁，把串口的 TXD 连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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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_2，RXD 连接到 P0_3,按一下 KEY1，此时 LED1 闪烁，进入串口下

载模式，之后使用 SBDemo 下载 Coodinator.bin 文件。 

 协调器新建网络 

按一下 KEY2，此时 LED3 长亮，串口输出：Device starting ok，说

明新建网络成功。 

 路由器加入新建的网络中。 

给另外两个模块上电，此时 LED1 和 LED2 交替闪烁，按 KEY2，模

块会自动连接到这个新建的网络中，连接成功后 LED3 长亮，串口输

出 Device starting ok。  

NOTE: 

1，Xcore2530 片上加了 PA，刚好用 P1_1 和 P1_4 来控制数据的发送使能和接收使能,所以一下有

LED1 和 LED2 的闪烁现象不会有，这个是属于正常现象的。 

2，ZB502 的 KEY2 和文档中介绍的原理图完全匹配，但是 ZB600 的 KEY2 接到了摇杆的中键。 

5.2. 模块之间的通信 

以下几种通信方式都是通过串口助手来完成，串口默认是：UART0(RX ->P0_2，

TX ->P0_3)，波特率为 38400，无流控制（ZB502 和 ZB600 直接板载了一个 USB

转串口，直接连接 USB 线既可在上位机上接收和发送数据）。 

5.2.1. 广播模式数据传输 

广播方式是由一个设备发送信息至整个 zigbee 网络的所有设备  

NOTE： 

如果任意一个模块需要以广播的方式发送信息“HELLO waveshare”，操作现象如

下： 

字符串输入框如下字符，点击发送: 

 
所有路由和协调器的字符串接收框都可以接收如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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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点对点数据传输 

网络中的任意两个模块都可以实现点对点的通信， 

格式：P2P 目的地址 要发送的数据 

 

NOTE： 

如果 A 模块要向 B 模块发送数据“HELLO Word”，操作和现象如下： 

通过 AT+READ_ADDR 读取 A 和 B 模块的短地址 

字符串输入框： 

 
A 模块    B 模块  

在 A 模块使用 P2P 指令就可以给 B 模块发送数据了。如下： 

 
此时就只有 B 模块能收到如下数据，其他的节点和路由都无法收到数据。 

 

5.2.3. 点对多数据传输 

网络中的任意模块都可以实现点对多点的通信。 

格式：O2M 目的地址个数 目的地址 1 目的地址 2  ... 发送数据 

NOTE： 

如果 A 模块要向 B，C 模块发送数据“HELL Word”，操作和现象如下： 

通过 AT+READ_ADDR 读取 A，B，C 模块的短地址 

字符串输入框： 

 
字符串接收框： 

A 模块   B 模块   C 模块  

在 A 模块使用 O2M 指令就可以给 B 模块发送数据了。如下： 

 
此时就只有 B，C 模块能收到如下数据，其他的节点和路由都无法收到数据。 

 

5.3. 网络拓扑图的使用 

Z-Sensor Monitor 可以方便的 查看设备之间的网络连接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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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扑图方便、直观的表示出设备的连接状况和自己的地址，方便我们

对网络进行控制。Z-Sensor Monitor 是通过接收协调器的串口把当前

的联网的信息，根据这些信息自动绘制出当前网络的拓扑图。 

NOTE： 

Z-Sensor Monitor 波特率固定为 38400,如果你的模块不是在这个波特率的话可以通过

AT+SETUART 0 38400 0 这条指令去设置，然后使用 AT+RESTART 重启模块，之后就可以正常

使用了。 

5.3.1. Z-Sensor Monitor 的使用 

打开 Z-Sensor Monitor 软件，把串口连接到协调器的 UART0（RX 

P0_2，TX P0_3）（ZB502 和 ZB600 板载了一个 USB 转串口接到 UART0，

直接接上 USB 就行了）,当路由器的 P2_0 检测到有一个高电平（ZB502

的 KEY2，ZB600 的摇杆中键），此时路由器就会把自己的短地址上报

给协调器，再检测到一个低电平时，停止上报。如下图所示，蓝色的

上报的路由器的短地址和数据上报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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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开始接收来自协调器的信息 

② 暂停从串口捕获数据 

③ 停止数据捕获/回放 

④ 连接路由器 A 的信息，包括路由器的

地址和获取时间 

 

⑤ 在这里选择协调器对应的 COM 口 

⑥ 协调器 

⑦ 连接路由器 B 的信息，包括路由器的

地和获取时间 

⑧ 刷新当前电脑上所有的 COM 口 

查看帮助文档 

 

5.4. 使用上位机配置和读取模块信息 

我们根据我们的模块，设计了一款专门配套的上位机软件，选择好相应的 COM 口，点

击打开串口，就可以随意的对模块进行设置和读取模块的配置信息，如果你恢复出厂设置的

话，只需要点击右下脚的原厂设置，然后重启就可以了。  

 

5.5. 配置指令解析 

如果你不想用上位机去配置这个模块的话，还可以通过连接单片机，通过串口进行对模 

块的配置，指令和返回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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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 重启模块 

 

5.5.2. 恢复出厂设置 

5.5.3. 串口信息配置 

 

 

NOTE: 

如果需要设置串口的波特率，只需在字符串输入框中输入“AT+SETUART 0 38400 0” 点击发

送即可，需重启设备才生效，操作和现象如下： 

字符串输入框： 

  
字符串接收框：  

 

命令 AT+RESTART 

输入参数 无 

返回值 RESTART OK 

备注 当串口返回 RESTART OK 之后,模块重新启动  

命令 AT+RESET 

返回值 SETUART OK   SETCHN OK   SETPANID OK 

备注 重启模块之后生效 

出厂参数： 

PANID ：0xFFFF（随机分配） 

        CHANNEL：11/2405MHz 

UART 选择：0（选择串口 0） 

波特率：38400 

流控制：0（无流控制） 

命令 AT+SETUART 串口通道 波特率 流控制(命令参数之间用空格隔开) 

功能介绍 设置串口号，波特率，流控制， 

输入参数 串口通道：这里必须写 0，选择串口 0 进行配置。 

波特率：9600-115200 

流控制：这里必须写 0，关闭流控制 

返回值 成功：SETUART OK   

失败：SETUART ERR 

备注 出厂参数：UART 选择：0（选择串口 0） 

波特率：38400 

流控制：0（无流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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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 信道设置 

5.5.5. PANID 的设置 

5.6. 读取设备指令 

5.6.1. 读取所有的配置信息 

命令 AT+GETCFG 

功能介绍 读取所有的配置信息 

输入参数 无 

返回值 UART：串口的参数（波特率，流控制）。 

PANID：局域网标志符 

ADDR：自己的短地址 

FADDR：父辈的短地址 

CHANNEL：模块的通信信道 

备注  

 

 

命令 AT+SETCHN 信道 

功能介绍 设置 zigbee 的信道。 

输入参数 信道: 取值范围 11-26。 

返回值 成功返回： SETCHN OK 

失败返回： SETCHN ERR 

备注 所有的模块必须设置为同一的信道才可以进行组网，默认自动分配。 

出厂参数： 11/2405MHz。 

命令 AT+SETPANID  局域网标志符 

功能介绍 ZigBee 协议使用一个 16 位的局域网标志符（PANID）来标识一

个网络 

输入参数 局域网标志符 ：0X0000-0XFFFE 

返回值 成功返回：SETPANID OK   

失败返回：SETPANID ERR 

备注 如果 PANID=0XFFFF：设备将建立或加入一个“最优“的网络。 

如果 PANID≠0XFFFF：设备建立或加入指定 PANID 网络。 

PANID 的出现一般是伴随在确定信道以后的。 



 

  
 16 

 

  

5.6.2. 读取串口的配置信息 

命令 AT+GETUART 

功能介绍 读取串口的配置信息 

输入参数 无 

返回值 串口编号：0/1（串口 0/串口 1） 

串口波特率：9600-115200 

流控制：0/1（没有流控制/有流控制） 

备注  

5.6.3. 读取模块的信道 

5.6.4. 读取自身的 PANID 

命令 AT+GETPANID 

功能介绍 读取当前网络的标示符 

输入参数 无 

返回值 成功将返回：PANID=0xxxx; 

不成功返回：PANID=0xFFFE  

备注  

5.6.5. 读取自身的短地 

 

 

命令 AT+GETCHN 

功能介绍 读取模块的通信信道 

输入参数 无 

返回值 返回 CHANNEL 的信道值 

备注  

命令 AT+GETADDR 

功能介绍 读取自身短地址 

输入参数 无 

返回值 返回 ADDR=0Xxxxx; 

备注 短地址长度：16 位 

用于点对点，点对多的数据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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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6. 读取父节点的短地址 

 

命令 AT+GETFADDR 

功能介绍 读取父节点的短地址 

输入参数 无 

返回值 FADDR=0Xxxxx; 

备注 短地址长度：16 位 

5.6.7. 读取自己的 IEEE 地址 

5.6.8. 读取父节点的 IEEE 地址 

这个地址是全球唯一的地址 

命令 AT+GETFIEEE 

功能介绍 读取父节点的 IEEE 地址 

输入参数 无 

返回值 MY_FIEEE=xx xx xx xx xx xx xx xx 

备注 父设备的 IEEE 是一个 64 位的地址 

 

 

  

命令 AT+GETIEEE 

功能介绍 读取自身 IEEE 地址 

输入参数 无 

返回值 IEEE=xx xx xx xx xx xx xx xx 

备注 设备的 IEEE 是一个 64 位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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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FAQ: 

 模块的串口不能下载程序了怎办呢？ 

答：我们有提供 BOOT 的 BIN 文件，需要用 CC DEBUGGER 烧写到

模块里面。 

 我怎能通过单片机控制模块发送数据呢？ 

答：如果使用我们提供的协调器和路由器的固件的话，可以把

zigbee 模块直接看做是无线串口，用单片机和 zigbee 的串口交叉

连接就可以实现双机通信（配置模块参数，发送数据）。 

 我怎么使用 zigbee 模块开发自己的应用呢？ 

答：如果你需要要串口下载程序的话，按照前面介绍的方法设置

IAR，生成 BIN 文件。也可以直接使用 CC DEBUGGER 在 IAR 中下载，

这种方法会破坏原来的 BOOT，如果还想使用串口下载的话，需要

重新下载 BOOT。 

 我在使用提供的协调器和路由器的固件觉得很好用，但是我想使

用终端设备来采集传感器的数据怎才能接入这个网络？ 

答：我们正在开发配套的终端设备的固件，固件里面集成市场上

大部分传感器的应用，只需要通过串口配置一下就可以把传感器

直接接入网络，并且把传感器采集的到的数据发给协调器（此功

能正在测试稳定性，敬请等待）。 

 如何在同一个地方怎么组建二个不同的网络呢? 

答：我们只需要把二个协调器设置为不同的 PANID 或者信道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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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之后把所要加入的节点也设置成为一样的就可以加入不同的

网络了。 

 

 

7. 版本修订 

版本号 修改地方 发行时间 作者 

1.0 初稿 2014/07/21 Wave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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