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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1.1 产品简介 

千寻位置网差分数据 Linux SDK 为基于嵌入式 Linux 平台的应用提供自动注册差分账

号、自动获取差分数据的服务接口包，专注于为广大开发者提供高精度位置服务，本文简称

为差分数据 SDK。 

该 SDK 获取差分数据后，差分数据传输、芯片写入工作完全交由开发者完成，为开发

者提供最大灵活性。用户在获取这些服务的同时，不用考虑数据存储，数据安全和繁琐的网

络交互等细节。 

千寻位置网差分数据 SDK 主要提供以下功能：  

用户使用自己的高精度芯片差分算法， 使用 SDK 可以获取差分数据，用户可以使用这

些差分数据灌进相关定位芯片或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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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开发指南 

2.1 开发准备 

2.1.1 注册为开发者 

开发者需要入驻千寻位置网，在千寻位置官网（qxwz.com）注册为千寻位置开发者，

注册成功并通过个人/企业用户认证后，便可成为千寻位置网的开发者。详细信息请见千寻

官网帮助文档。 

（https://www.qxwz.com/help-document-settled-platform.html#link-0） 

2.1.2 创建应用 

登录千寻位置网官网的开发者管理控制台创建应用，成功后会自动生成该应用的

AppKey 和 AppSerect，并确保有足够的差分账号配额；AppKey 和 AppSecret 是应用的

凭证信息，请妥善保管。详细信息请见千寻官网帮助文档。 

2.1.3 申请试用账号 

1. 从千寻位置官网右上角免费入口进入申请服务试用页面； 

	

2. 根据您的需要申请对应的试用服务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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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申请完成后，在管理中心的订阅列表中，可以看到当前可启用的订阅，选择一条订阅，

点击“绑定设备”，输入您调试期间使用设备的［差分账号前缀］、［设备型号］、［设备 sn］； 

注意：在您配置 SDK 时，设备型号与设备 sn 也需要传入到 SDK，请保持两处设备型号与

设备 sn 的统一性； 

 

4. 设备绑定完成后，在订阅列表中激活已绑定设备的订阅； 

 

5. 订阅状态更新为运行中时，即表示该订阅已成功激活，该设备即可通过 SDK 连接对应的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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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下载 SDK 

 在千寻位置网官网下载千寻差分数据 SDK（Linux 版） 。 

2.2 接入流程图 

说明：目前 Linux 版差分 SDK 是通过 arm-none-linux-gnueabi-gcc 这个编译器编

译出来的。 如有特殊平台需要，请联系服务邮箱 service@wz-inc.com 

2.2.1 使用流程 

1，工程引入 SDK 包， 调用对应的 API 接口完成操作。 

2，由于 API 接口有先后依赖关系，列出相关 API 的调用流程（包括获取差分账号）。如下： 



9	
	

2.3 配置工程 

2.3.1 so 和头文件引入 

1，准备千寻位置网提供的 so 包.  例如“librtcm_v0.0.1.so” 

2，将千寻位置网提供的 SDK 拷贝到项目目录下，拷贝完成的工程目录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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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SDK 接口说明 

3.1 配置 RTCM 

3.1.1 接口定义 

/** 

 *  配置SDK 

*/ 

 

void qxwz_setting(qxwz_config* config); 

3.1.2 示例代码  

qxwz_config config; 

config.appkey="*申请的appKey*/"; 

config.appSecret="/*申请的secret*/"; 

config.deviceId="00:11:67:44:41:6A "; //设备的唯一ID，建议使用设备的序列号 

config.deviceType=" Test device"; 

qxwz_setting(&config); 

3.2 启动 RTCM 

3.2.1 接口定义 

/**   

 *  启动rtcm服务 

*/ 

   

void qxwz_rtcm_start(qxwz_rtcm_response rtcm_rsp, qxwz_status_response status_rsp); 

3.2.2 示例代码 

void qxwz_rtcm_response_callback(qxwz_rtcm data){ 

    printf("QXWZ_RTCM_DATA:%s\n",data.buff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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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d qxwz_status_response_callback(qxwz_rtcm_status_code code){ 

    printf("QXWZ_RTCM_STATUS:%d\n",code); 

} 

qxwz_rtcm_start(qxwz_rtcm_response_callback,qxwz_status_response_callback); 

3.3 获取 RTCM 数据 

3.3.1 接口定义 

/** 

 *  RTCM差分数据回调函数 

 *  @param qxwz_rtcm_response 

 */ 

 

typedef void (*qxwz_rtcm_response)(qxwz_rtcm data); 

3.3.2 示例代码 

// 示范: 根据差分账号获取差分数据流 

void qxwz_rtcm_response_callback(qxwz_rtcm data){ 

    printf("QXWZ_RTCM_DATA:%s\n",data.buffer); 

} 

3.4 发送 GGA  

3.4.1 接口定义 

/** 

 *  向Ntrip服务器发送GGA字符串用来获取rtcm数据 

 *  @param ggastring 

 */ 

 

void qxwz_rtcm_sendGGAWIthGGAString(char* ggastring); 

3.4.2 示例代码 

qxwz_rtcm_sendGGAWIthGGAString("$GPGGA,000001,3112.518576,N,12127.901251,E,1,8,1,0,M,-32,

M,3,0*4B\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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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获取 SDK 返回状态  

/** 

 *  RTCM服务状态码回调函数 

 *  @param qxwz_status_response 

 */ 

 

typedef void (*qxwz_status_response)(qxwz_rtcm_status code); 

3.6 返回状态码 

状态码 状态说明 

1000 Ntrip 连接到服务器 

1001 Ntrip 断开服务器 

1002 appKey 验证失败 

1003 appKey 验证成功 

1004 网络异常 

1005 Ntrip 用户达到上限 

1006 Ntrip 用户不存在 

1007 Ntrip 用户认证成功 

1011 发送的 GGA 不合法 

1012 GGA 发送超时 

1013 正在连接 Ntrip 服务器 

1014 正在接收 Ntrip 服务器数据 

1015 非法 APP KEY 

1016 非法 APP SEC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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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7 非法 Device type 

1018 非法 Device id 

1019 无法获取差分用户 

1020 SDK 内部错误 

1021 Ntrip 播发数据正常 

1022 Ntrip 认证失败 

2001 缺少参数 

2002 账号不存在 

2003 账号重复 

2004 错误密码 

2005 账号不可用 

2006 没有有效的账号 

2007 POPUser 不存在 

2008 服务端内部错误 

3.7 基本数据结构 

3.7.1 差分流数据 

/** 

 *  qxwz_rtcm 数据，包括数据（buffer），和数据长度(length) 

 */ 

 

typedef struct{ 

    char* buffer; 

    size_t length; 

}qxwz_rt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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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 差分 SDK 配置 

/** 

*  启动SDK配置信息 

*  deviceId   设备ID号 

*  deviceType 设备类型 

 */ 

 

typedef struct{ 

    char * appkey; 

    char * appSecret; 

    char * deviceId; 

    char * deviceType; 

}qxwz_rtcm_s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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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服务接入 

4.1 Find CM 服务接入 

目前，千寻位置网的 Find CM 服务需要付费进行使用。 

终端用户在使用集成千寻差分数据 SDK 连接 Find CM 服务时，需要在千寻位置网官网进行

服务购买。 

服务接入流程为： 

1. 购买服务，详细流程请见： 

https://www.qxwz.com/help-document-product-buy.html#link-0?af9542e9

90882b5309e9140daa3c4386 

2. 绑定设备：输入差分账号前缀、设备 sn、设备型号； 

3. 如需启用该设备，则在订阅列表中激活该设备，激活时间为该设备的计费起点； 

	

其中，绑定设备和激活设备流程与申请试用账号后的绑定、激活流程相同，详细方法可参考

2.1.3 申请试用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