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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版本更新记录 

 

版本号 修改记录 软件作者 时间 备注 

V1.2 1：增加了模块主从一体功能 

2：增加了 PWM 输出功能(P14

脚位) 

3：增加了 AD功能(P22脚位) 

4：降低了待机功耗 

  

Suntin 2015-0

9-18 

 

 

 

 

 

 

 

 

 

 

 

 

BCM99 蓝牙模块电压支持单电源 3.3V。是一款多功能的蓝牙

http://www.blueinven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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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传模块，根据内置软件的不同，可以应用于多种蓝牙产品，尤其适

合只有数据传输的产品。内置 SPP，BLE4.0,GAP GATT 蓝牙协议

规范。 支持 IOS，安卓系统，WINCE系统等,不需要 MFI认证及加

密芯片，不需要额外开发包及授权费用，不需要 iOS设备越狱.可直

接使用该模块蓝牙传输数据。 

※技术参数 

● 主芯片：英国 CSR6551(BlueCore) 

● 支持蓝牙 Profile:SPP+BLE4.0+GATT 

● 蓝牙版本：V4.0+3.0+2.0 

● 输出功率：Class II 

● 工作频率：2.4GHz 

● 输出功率：2.5mW 

● 电源供应：3.3V 

● 接口方式：UART 

● 外形尺寸：27mm*13mm*2.2mm 

● Rohs标准：满足 

 

 

※应用范围 

● 蓝牙 GPS 

● 汽车诊断仪 OBDII 

● 蓝牙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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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牙数码相机 

● 蓝牙鼠标，蓝牙键盘等 

● PDAS,PND,PCS 

● 游戏手柄 

●蓝牙转串口产品 

●蓝牙医疗产品 

●蓝牙 LED控制灯 

※原理方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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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形尺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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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实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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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状态下，BCM99模组烧录标准程序，其参数如下： 

蓝牙名称：BCM99 

配对码：1234 

串口参数：115200，8数据位，1停止位，无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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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UID通道描述： 

 

Service UUID: 0x18F0  

     Characteristics  

         |- 0x2AF1: Write 

         |- 0x2AF0: Indicate, Notify 

16BIT UUID:18F0 

对应 2个 Characteristics:  

Write UUID:0X2AF1 

Notify indicate UUID:0X2AF0 

以上 UUID通道可以根据用户需求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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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指示： 

PIN6状态指示：未连接，输出高电平；已连接，输出低电平。 

LED状态指示灯：PIN5未连接输出低电平，连接状态输出 1HZ脉冲

(ON: 500ms, OFF: 500ms)  

※参考设计原理图 

 

※脚位定义 

1 UART  TXD 数据发送端口 14 GPIO5/PWM1 通用 IO口/PWM1 

2 UART  RXD 数据接受脚 15 GPIO 6/PWM2 通用 IO口/PWM2 

3 CTS 数据流控制 CTS 16 GPIO 7/PWM3 通用 IO口/PWM3 

4 RTS 数据流控制 RTS 17 GPIO 8/PWM4 通用 IO口/PWM4 

5 LED1 蓝牙状态指示灯 18 GPIO 9/PWM5 通用 IO口/PWM5 

6 LED2 蓝牙状态指示灯 19 GPIO10 通用 IO口  

 7 PROG 升级程序端口 20 GPIO11/AD1 通用 IO口/AD1 

 8 GPIO1 通用 IO端口 21 GPIO12/AD2 通用 IO口/AD2 

 9 GPIO2 通用 IO端口 22 GPIO13/AD3 通用 IO口/AD3 

 10 GPIO3 通用 IO端口 23 GND 电源地 

 11 GPIO4 通用 IO端口 24 GND 电源地  

12 3.3V 电源正 25 GND 电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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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特性 

 

 

※命令列表 

序号 命令 注释 

1 %S:CMDSET:n$ 进入命令模式 

2 %N:xxxx$ 修改蓝牙名字 

3 %P:XXXX$ 修改模块配对密码 

4 %B:X,Y$ 修改波特率及校验位 

5 %D:XyXyXyXyXyXy$ 修改蓝牙 MAC地址码 

6 %R:RST$ 恢复出厂值 

7 %G:GET$ 读出当前配置内容 

8 %O:Pxx,Y$ 设置相关 IO的输出状态 

13 GND 电源地 26 GND 电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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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I:INPUT$ 读入相关 IO的状态 

10 %PWM:xxx$ 设置 PWM输出.XXX:000-255 

11 %ADC$ 获取 ADC结果 

12 %PA:X,Y$ 启动 PWM,ADC功能 

13 %INQUIRY$ 搜索附近的蓝牙从设备 

14 %CON:XyXyXyXyXyXy$ 主动连接到指定的 MAC地址从设备 

15 %CONLAST$ 主动连接到最后一次连接的从设备 

   

本模块通过云端和硬件 UART两种方法修改内部相关参数，开放 15

条命令修改模块的相应配置： 

 

命令传送方法 1(蓝牙云端修改)： 

蓝牙模块上电后，操作手机或电脑建立蓝牙连接，然后用手机或

者电脑下发相关命令到模块，模块会自动识别命令，做相关修改。 

所有命令修改成功后，在下次上电后，会自动生效。如果有多条命令

同时下发，建议命令之间插入点延时 100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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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命令传送方法 2(硬件 UART修改)： 

蓝牙模块上电后，蓝牙无连接的情况下， 通过电脑的 COM端口

或者 MCU下发相关命令到模块，模块会自动识别命令，做相关修改。 

所有命令修改成功后，在下次上电后，会自动生效。如果有多条命令

同时下发，建议命令之间插入点延时。 

※串口通讯参考电路： 

3.3V供电的 MCU或电脑 COM口可以直接连接通信端口： 

 

 

5.0V供电的 MCU建议电平转换后再连接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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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SPP测试方法 

用电脑蓝牙适配器测试为例 

1安装 bluesoleil ,打开软件搜索到模块(如图) 

 

2连接上 BCM99模块(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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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查看蓝牙连接后的 COM端口号(如图) 

 

 

 

4打开串口助手，将模块的 RXD和 TXD短接起来，点击发送，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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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数据自发自收了，表示数据通道测试 OK。 

 

  

 

 

 

 

 

 

 

※模块 BLE4.0测试方法 

   打开 ipad 或者 iPhone 进入 APP Store 下载中心，下载一个测试软件

lightblue, 安装好这个软件，打开后搜索 BCM99蓝牙双模块，模块默认名称：

BCM99，然后连接上，连接成功后，就可以双向测试数据了。 

图 1所示成功连接到模块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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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从模块下发数据，如图 1所示，点击“Write new value” 

 

 

 

 

 

 

 

 

 

 

 

 

 

 

 

 

 

 

 

 

 

写上几个测试数据 Test BCM99，就可以下发数据给模块，从模块的 TXD上有

需要测试的数据输出 TestBCM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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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接受给模块上传的数据。如图 2，点击“Listen for notification”

变成“Stop listening”变成数据侦听状态后，就可以接受到模块 RXD

脚位上传的数据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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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集介绍  

模块上电后，启动蓝牙协议栈初始化程序时间是 400ms。 

 

 

引导符：%        结束符：$ 

命令一：进入/退出命令设置模式 

功能         具体指令      返回结果      说明                        

进入指令模式 %S:CMDSET:1$ OK 使能后，可以识别其他指令 

退出指令模式 %S:CMDSET:0$ OK 关闭后，不识别其他指令 

备注：为了避免用户误操作，只有使能命令模式指令后，才能发送其他指令； 

如果没有返回 OK，请检查 Uart 串口线路、波特率设置是否正确 

注意：命令二到命令十五只有当命令一有效后，才能被接受解析，切记！ 

命令二：修改蓝牙名称 

功能         具体指令      返回结果      说明                        

修改蓝牙名称 %N:<NAME>$ 
成功：OK          

失败：ERRO 

<NAME>蓝牙名称 

最长 16个字节 

示例：设置蓝牙名称：”BCM99” 

发送命令：%N:BCM99$ 

返回:OK 

 

 



深圳蓝创电子有限公司   www.blueinvent.cn 

命令三：修改配对密码 

功能         具体指令      返回结果      说明                        

修改配对密码 %P:<PIN>$ 
成功：OK          

失败：ERRO 

<PIN>蓝牙名称 

有效 4个字节 

示例：设置配对密码：”1234” 

发送命令：%P:1234$ 

返回:OK 

  

命令四：修改波特率，本模块最高波特率是 921600 

功能         具体指令      返回结果      说明                        

修改波特率 %B:<X>,<Y>$ 
成功：OK          

失败：ERRO 

<X>波特率 

<Y>校验位 

示例：设置波特率 115200无校验位 

发送命令：%B:5,0$ 

返回:OK 

 

备注：  

X的范围 0-8，Y的范围 0-2，  

X：0对应波特率 4800 

1对应波特率 9600 

2对应波特率 19200 

3对应波特率 38400 

4对应波特率 57600 

5对应波特率 115200 

6对应波特率 23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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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对应波特率 460800 

8对应波特率 921600 

Y:0无校验 

1 ODD奇校验 

2 EVEN偶校验 

命令五：修改蓝牙 MAC地址码  

功能         具体指令      返回结果      说明                        

修改 MAC地址 
%D:<XyXyXyXyXyXy>$ 

成功：OK          

失败：ERRO 

Xy 组合成一个 8bit

字节，共 6 字节 MAC

地址码， 

X：高 4位字节，  

y: 低 4位字节 

示例：设置本模块蓝牙地址：11:22:33:AA:BB:CC 

发送命令：%D:112233AABBCC$ 

返回:OK 

注：这里的 12位 MAC码都是对应 ASCII码，比如 1的 ASCII码是 0x31 

该命令需要重新上电生效！用户端重新搜索时候会发现新的地址码。 

 

命令六：恢复出厂配置 

功能         具体指令      返回结果      说明                        

恢复出厂配置 %R:<RST>$ 
成功：OK          

失败：ERRO 

所有的参数将恢复到默

认参数 

 

示例：恢复到默认参数 

发送命令：%R:RST$ 

返回: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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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上电，模块的出厂配置全部被修改成下面参数(出厂缺省配置参数) 

波特率：115200 

蓝牙名字：BCM99 

配对密码：1234 

蓝牙地址码：00 0D 18 000099 

  

命令七：获得当前模块配置情况 

功能         具体指令      返回结果      说明                        

获得模块的参

数配置 

%G:<GET>$ 
成功：OK          

失败：ERRO 

获得所有模块参数 

 

示例：获得模块所有内置参数 

发送命令：%G:GET$ 

返回:内置参数 

  

例如当前配置： 

名字：BCM99 

MAC地址：00:0D:18:00:00:99 

配对密码：1234 

波特率：115200，校验位：偶校验 

模块返回数据： 

N:BCM99 

MAC:00:0D:18:00:00:99 

P:1234 

UART:115200,9,Even,1 

该数据返回到手机或电脑虚拟串口。 

 

 

 

 

 



深圳蓝创电子有限公司   www.blueinvent.cn 

命令八：通过命令控制本模块 IO 

功能         具体指令      返回结果      说明                        

控制模块 IO 
%O:<Pxx,Y>$ 

成功：OK          

失败：ERRO 

PXX是对应的模块脚位 

Y:1置高,0置低 

示例：如果将 PIN14脚置高  

发送命令：%O:P14,1$, 

返回:OK 

注：本模块只有 14,15,16,17,18,19,20,21,22这些脚的 IO可以受命令控

制，这些脚默认是高电平。 

  

命令九：通过命令读出本模块 IO状态 

功能         具体指令      返回结果      说明                        

获取模块 IO状

态 

%I:<INPUT>$ 
成功：OK          

失败：ERRO 

获取4个指定IO的状态 

示例：获取指定 4个 IO的状态 

发送命令：%I:INPUT$  

返回状态格式：%IN:ABCD$  

A:表示 PIN8的电平状态 0/1 

B:表示 PIN9的电平状态 0/1 

C:表示 PIN10的电平状态 0/1 

D:表示 PIN11的电平状态 0/1 

本模块支持 PIN8,PIN9,PIN10,PIN11作为状态读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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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十：通过命令设置 PWM输出的占空比 

功能         具体指令      返回结果      说明                        

设置 PWM 占空

比 

%PWM:XXX$ 
成功：OK          

失败：ERRO 

 PWM 输出频率是 1K，如果

需要例外的频率，请联系我

公司。 

xxx：高电平周期 000-255 

示例：修改占空比为 50%左右，占空比计算方法：占空比=xxx/255 

发送命令：%PWM:128$  

如果要输出常高电平：%PWM:255$ 

命令十一：通过命令 ADC获取的 AD结果 

功能         具体指令      返回结果      说明                        

获取 AD 端的

AD结果 

%ADC$ 
成功：OK          

失败：ERRO 

将 AD 端的结果送出给用

户 

示例：如 AD的电压是 2.5V 

发送命令：%ADC$  

送出：%V=2500mV$ 

备注：AD端最高采样是 3.3V，如果 AD端的电压超过 3.3V，建议采用分

压的办法，将送出的结果乘以分压比的倒数， 

比如：要 AD端读出 5V的电压值，如果采样 1/2分压的办法，那么实际分

要到 AD端的电压是 2.5V，将读出的电压 2500mV乘 2就得到了 5V。 

命令十二：通过命令开启 PWM,ADC功能 

功能         具体指令      返回结果      说明                        

使能 PWM/ADC 
%PA:X,Y$ 

成功：OK          

失败：ERRO 

 模块默认 PWM,ADC 功

能是关闭状态 

示例：如开启 PWM,A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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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命令：%PA:1,1$  

 

 

命令十三：通过命令查询周围的从设备 

功能         具体指令      返回结果      说明                        

查询从设备 

（主模式） 
%INQUIRY$ 成功：OK          

失败：ERRO 

将查询到的结果送给用

户 

示例：发起查询命令：%INQUIRY$ 

     模块送出信息：+Device:990000180D00,BCM99 

 +Device:是设备信息引导信息， 

 当前搜索到蓝牙地址信息(12个字节):990000190D00 

 当前蓝牙的设备名字：BCM99 

 

命令十四：通过命令连接周围的从设备 

功能         具体指令      返回结果      说明                        

连接指定 MAC 地址

的从设备(主模式) 

%CON:XyXyXyXyXyX

y$ 

成功：OK          

失败：ERRO 

 

示例：如果要连接从设备，对应的 MAC地址是：990000190D00 

发起连接命令：%CON:990000190D00$ 

有些从蓝牙设备，发起配对连接时候可能要输入配对密码：模块内置密码是 1234

和 0000，如果从设备的配对密码是别的密码，请参考数据手册修改配对密码即

可。 

命令十五：通过命令连接最后一次连接过的从设备 

功能         具体指令      返回结果      说明                        

连接最后一次

连接的从设备 
%CONLAST$ 成功：OK          

失败：ERRO 

 

示例：如果要最后一次连接过的从设备，对应的 MAC地址是：990000190D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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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如下：%CONLAST$ 

那么模块会主动连接上一次对应的 MAC地址蓝牙设备。 

 

 

※、指令操作流程  

MCU软件代码操作流程  

硬件准备：MCU交叉连接模组 Uart接口，模组上电。  

软件编程：  

Uart_Init(rate); //config Current Uart Baud rate  

Uart_Send(“%S:CMDSET:1$”); //enable COMMAND 

Uart_Receive();  

if (receive == “OK\r\n”)  

{  

Uart_Send(“%P:0000$”); //set pincode 0000  

Uart_Receive();  

if (receive == “OK\r\n”)  

{  

printf(“Set OK!”);  

}  

Uart_Send(“%S:CMDSET:0$”); //disable CMD    

Uart_Receive();  

} 

※常见问题问和答 
 

1问：为什么我用安卓手机能收到模块名字 BCM99，为什么我用

IOS系统的苹果手机搜索不到蓝牙模块名字 BCM99呢？ 

答：因为安卓系统是开源系统，对所有外围无线设备是开放式的，

无论是蓝牙数据传输设备还是蓝牙音频传输设备都是允许配对

连接，所有能搜索到。但是 ios 苹果系统不是开源系统，由于

要对系统的用户数据的保护，不允许搜索数据类传输的外围设备，

防止数据外泄，所以需要用户写 APP 去实现搜索查找设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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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数据传输功能，比如说下载 lightblue 。 

2 问：为什么我的 MCU(或 PC)发数据给蓝牙模块，模块没有将

数据送到手机上？ 

答：使用蓝牙模块之前，先了解模块的默认波特率是多少，还有

模块的数据收发接口 RXD,TXD是否和 MCU连接正确，注意，蓝

牙模块的TXD要接MCU的RXD，蓝牙模块的RXD接MCU的T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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