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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SP-TOUCH 技术原理理简介	

1. ESP-TOUCH 技术原理理简介 
乐鑫⾃自主研发的 ESP-TOUCH 协议采⽤用的是 Smart Config（智能配置）技术，帮助⽤用户将
采⽤用 ESP8266EX 和 ESP32 的设备（以下简称“设备”）连接⾄至 Wi-Fi ⽹网络。⽤用户只需在⼿手
机上进⾏行行简单操作即可实现智能配置。整个过程如下图所示： 

!  
图 1-1. ESP-TOUCH 技术信息传输过程 

由于设备在⼀一开始并未连接⾄至⽹网络，ESP-TOUCH App ⽆无法直接向设备发送信息。通过 
ESP-TOUCH 通信协议，具备 Wi-Fi ⽹网络接⼊入能⼒力力的设备（例例如智能⼿手机）就可以向接
⼊入点 (AP) 发送⼀一系列列 UDP 包，其中每⼀一包的⻓长度（即 Length 字段）都按照 ESP-
TOUCH 通信协议进⾏行行编码，SSID 和密码就包含在 Length 字段中，随后设备便便可以获
得并解析出所需的信息。数据包结构如图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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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2. 数据包结构 

DA SA Length LLC DATASNAP FCS

 
SSID 

6 6 2 3 Variable5 4

Espressif ! /152 2018.06



!
2. ESP-TOUCH 使⽤用⽅方式	

2. ESP-TOUCH 使⽤用⽅方式 
2.1. ESP-TOUCH 功能概述 

ESP8266 OS 版和⾮非 OS 版 SDK 以及 ESP32 IDF 均⽀支持 ESP-TOUCH。 

上述 SDK 和 IDF 还集成微信 AirKiss 协议，⽤用户可使⽤用 ESP-TOUCH App 或微信客户端配
置设备。 

2.2. ESP-TOUCH 操作说明 

1. 准备⼀一台⽀支持 ESP-TOUCH 的设备，开启配置功能； 

2. 将⼿手机连接⾄至路路由器器； 

3. 打开安装在⼿手机上的 ESP-TOUCH App； 

4. 在 App 界⾯面输⼊入路路由器器的 SSID 和密码（若路路由不不加密则密码为空），开始连接。 

📖  说明： 

ESP-TOUCH App 源码的下载地址为：https://github.com/espressifAPP。

📖  说明： 

• 设备与⼿手机建⽴立链路路所需的时间和两者之间的距离有关，若距离很近，仅需数秒即可完成。 

• 在开启设备端 ESP-TOUCH 智能配置功能之前，请确保路路由器器已经开启。由于开启此功能后，设备会先
扫描周围的 AP 信息，如果路路由器器没有开启，则⽆无法获取周围的 AP 列列表。 

• ESP-TOUCH App 端发送序列列有超时限制，即如果没有在规定的时间配置上路路由，App 会返回配置失败
信息（参考 App 源码）。设备端也会有超时限制，从设备锁定通道开始计时到获取 SSID 和密码信息，
如果达到超时限制但并未获取到 SSID 和密码信息，设备会⾃自动重新开始⼀一次 Smart Config。⽤用户可以通
过 esptouch_set_timeout(uint8	time_s) 或 esp_smartconfig_set_timeout(uint8	time_s) 设置超时时
间。 

• Smart Config 过程中设备需要开启 Sniffer 模式，所以在 ESP8266 上 Station 和 soft-AP 模式都是关闭
的，不不要调⽤用其他相关 API。ESP32 不不受此限制，可以同时开启 Sniffer 和 Station 模式。 

• 配置结束后，发送端获取设备的 IP，设备端也会返回发送端的 IP，如果⽤用户需要⾃自定义发送端和设备端
的信息交互，可以使⽤用此 IP 信息进⾏行行局域⽹网通信。 

• 如果路路由器器设置了了“AP 隔离”，会出现设备连接路路由器器成功，但 App 未收到连接成功的提示的现象。 

• ⽀支持⼿手机同时配置多个设备到同⼀一路路由器器上，配置时 App 端选择接收多个返回结果。 

• ESP8266 和 ESP32 不不⽀支持 5G 和 11AC 模式，因此不不⽀支持 Smart Config 连接 5G 或 11AC 模式的路路由
器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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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PI 开发 
调⽤用如下 API 可实现 ESP-TOUCH 配置，请尽量量使⽤用最新的 App 和固件版本。SDK 和 
IDF ⼯工程中提供使⽤用 ESP-TOUCH 的操作示例例供参考。 

3.1. ESP8266 API 
3.1.1. smartconfig_start 

功能：配置设备连接 AP。 

函数定义：bool	smartconfig_start(sc_callback_t	cb,	uint8	log) 

参数： 

⚠  注意： 

• 调⽤用本接⼝口前，设备需被设置成 Station 模式。 

• smartconfig_start 未完成之前不不可重复执⾏行行 smartconfig_start 函数。如果需要停⽌止 Smart Config 
过程，则需调⽤用 smartconfig_stop 函数。

sc_callback_t cb 

设备在状态发⽣生改变时会产⽣生回调，传⼊入回调函数的参数为 sc_status status 
和 struct station_config 类型的指针变量量。


传⼊入回调函数的参数 status 表⽰ Smart Config 状态:

• 当 status 为 SC_STATUS_GETTING_SSID_PSWD 时，参数 void *pdata 
为 sc_type 类型的指针变量量，⽤用户可以根据此参数知道此次配置过程是 
AirKiss 还是 ESP-TOUCH。


• 当 status 为 SC_STATUS_LINK 时，参数 void *pdata 为 struct 
station_config 类型的指针变量量。


• 当 status 为 SC_STATUS_LINK_OVER 时，参数 void *pdata 是移动端的 
IP 地址的指针，4 个字节。（仅⽀支持在 ESP-TOUCH ⽅方式下，其他⽅方式
则为 NULL）。


• 当 status 为其他状态时，参数 void *pdata 为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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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示例例： 

void	ICACHE_FLASH_ATTR


smartconfig_done(sc_status	status,	void	*pdata)


{


				switch(status)	{


								case	SC_STATUS_WAIT:


												os_printf("SC_STATUS_WAIT\n");


												break;


								case	SC_STATUS_FIND_CHANNEL:


												os_printf("SC_STATUS_FIND_CHANNEL\n");


												break;


								case	SC_STATUS_GETTING_SSID_PSWD:


												os_printf("SC_STATUS_GETTING_SSID_PSWD\n");


												sc_type	*type	=	pdata;


												if	(*type	==	SC_TYPE_ESPTOUCH)	{


																os_printf("SC_TYPE:SC_TYPE_ESPTOUCH\n");


												}	else	{


																os_printf("SC_TYPE:SC_TYPE_AIRKISS\n");


												}


												break;


								case	SC_STATUS_LINK:


												os_printf("SC_STATUS_LINK\n");


												struct	station_config	*sta_conf	=	pdata;


												wifi_station_set_config(sta_conf);


												wifi_station_disconnect();


												wifi_station_connect();


												break;


uint8 log

“1”, UART 打印连接过程；否则 UART 仅打印连接结果。

例例如：

• smartconfig_start(smartconfig_done,1)：串串⼝口将打印连接过程中的 

DEBUG 信息。

• smartconfig_start(smartconfig_done)：串串⼝口不不打印 DUBUG 信息，只
打印连接结果。

TRUE 成功

FALSE 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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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se	SC_STATUS_LINK_OVER:


												os_printf("SC_STATUS_LINK_OVER\n");


												if	(pdata	!=	NULL)	{


																uint8	phone_ip[4]	=	{0};


																memcpy(phone_ip,	(uint8*)pdata,	4);


																os_printf("Phone	ip:	%d.%d.%d.


																				%d\n",phone_ip[0],phone_ip[1],phone_ip[2],phone_ip[3]);


												}


												smartconfig_stop();


												break;


				}


}


smartconfig_start(smartconfig_done);


3.1.2. smartconfig_stop 

功能：停⽌止配置设备，并且释放调⽤用 smartconfig_start 函数所申请的内存。 

函数定义：bool	smartconfig_stop(void) 

参数：Null 

返回： 

3.1.3. smartconfig_set_type 

功能：设置 smartconfig_start 模式的协议类型。 

函数定义：bool	smartconfig_set_type(sc_type	type) 

参数： 

				typedef	enum	{


								SC_TYPE_ESPTOUCH	=	0,


								SC_TYPE_AIRKISS,


								SC_TYPE_ESPTOUCH_AIRKISS,


📖  说明： 

连上 AP 后，可调⽤用本接⼝口释放内存。

TRUE 成功

FALSE 失败

📖  说明： 

如需调⽤用本接⼝口，请在 smartconfig_start 之前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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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c_type;


返回： 

3.1.4. 结构体 

typedef	enum	{	


				SC_STATUS_WAIT	=	0,


				SC_STATUS_FIND_CHANNEL	=	0,	


				SC_STATUS_GETTING_SSID_PSWD,	


				SC_STATUS_LINK,	


				SC_STATUS_LINK_OVER,


}	sc_status;


typedef	enum	{	


				SC_TYPE_ESPTOUCH	=	0,	


				SC_TYPE_AIRKISS,	


				SC_TYPE_ESPTOUCH_AIRKISS,


}	sc_type;


3.2. ESP32 API

3.2.1. esp_smartconfig_start 

功能：配置设备连接 AP。 

函数定义：esp_err_t	esp_smartconfig_start(sc_callback_t	cb,	...) 

TRUE 成功

FALSE 失败

⚠  注意： 

SC_STATUS_FIND_CHANNEL 状态：设备处于扫描信道的过程，这时才可开启 App 进⾏行行配对连接。

⚠  注意： 

• 调⽤用本接⼝口前，设备需被设置成 Station 或者 Station + soft-AP 模式。 

• esp_smartconfig_start 未完成之前不不可重复执⾏行行 esp_smartconfig_start 函数。如果需要停⽌止 Smart 
Config 过程，则需调⽤用 esp_smartconfig_stop 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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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返回： 

示例例： 

void	sc_callback(smartconfig_status_t	status,	void	*pdata)


{


				switch(status)	{


								case	SC_STATUS_WAIT:


												printf("SC_STATUS_WAIT\n");


												break;


								case	SC_STATUS_FIND_CHANNEL:


												printf("SC_STATUS_FIND_CHANNEL\n");


												break;


								case	SC_STATUS_GETTING_SSID_PSWD:


												printf("SC_STATUS_GETTING_SSID_PSWD\n");


sc_callback_t cb 

设备在状态发⽣生改变时会产⽣生回调，传⼊入回调函数的参数为 
smartconfig_status_t	status	和 wifi_config_t 类型的指针变量量。

传⼊入回调函数的参数 status 表⽰ Smart Config 状态:

• 当 status 为 SC_STATUS_GETTING_SSID_PSWD 时，参数 void *pdata 为 
smartconfig_type_t 类型的指针变量量，⽤用户可以根据此参数知道此次配置
过程是 AirKiss 还是 ESP-TOUCH。


• 当 status 为 SC_STATUS_LINK 时，参数 void *pdata 为 wifi_config_t 类
型的指针变量量。


• 当 status 为 SC_STATUS_LINK_OVER 时，参数 void *pdata 是移动端的 IP 
地址的指针，4 个字节。（仅⽀支持在 ESP-TOUCH ⽅方式下，其他⽅方式则为 
NULL）。


• 当 status 为其他状态时，参数 void *pdata 为 NULL。

... 

“1”, UART 打印连接过程；否则 UART 仅打印连接结果。

例例如：

• esp_smartconfig_start(smartconfig_done,1)：串串⼝口将打印连接过程中
的 DEBUG 信息。


• esp_smartconfig_start(smartconfig_done)：串串⼝口不不打印 DUBUG 信
息，只打印连接结果。

ESP_OK 成功

others 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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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artconfig_type_t	*type	=	pdata;


												if	(*type	==	SC_TYPE_ESPTOUCH)	{


																printf("SC_TYPE:SC_TYPE_ESPTOUCH\n");


												}	else	{


																printf("SC_TYPE:SC_TYPE_AIRKISS\n");


												}


												break;


								case	SC_STATUS_LINK:


												printf("SC_STATUS_LINK\n");


												wifi_config_t	*wifi_conf	=	pdata;


												esp_wifi_disconnect();


												esp_wifi_set_config(ESP_IF_WIFI_STA,	wifi_conf);


												esp_wifi_connect();


												break;


								case	SC_STATUS_LINK_OVER:


												printf("SC_STATUS_LINK_OVER\n");


												if	(pdata	!=	NULL)	{


																uint8	phone_ip[4]	=	{0};


																memcpy(phone_ip,	(uint8*)pdata,	4);


																printf("Phone	ip:	%d.%d.%d.


																				%d\n",phone_ip[0],phone_ip[1],phone_ip[2],phone_ip[3]);


												}


												esp_smartconfig_stop();


												break;


				}


}


esp_smartconfig_start(sc_callback);


3.2.2. esp_smartconfig_stop 

功能：停⽌止配置设备，并且释放调⽤用 esp_smartconfig_start 函数所申请的内存。 

函数定义：esp_err_t	esp_smartconfig_stop(void) 

参数：Null 

返回： 

📖  说明： 

连上 AP 后，可调⽤用本接⼝口释放内存。

ESP_OK 成功

others 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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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esp_smartconfig_set_timeout 

功能：设置 Smart Config 的超时时间。 

函数定义：esp_err_t	esp_smartconfig_set_timeout(uint8_t	time_s) 

参数： 

返回： 

3.2.4. esp_smartconfig_set_type 

功能：设置 esp_smartconfig_start 模式的协议类型。 

函数定义：esp_err_t	esp_smartconfig_set_type(smartconfig_type_t	type) 

参数： 

				typedef	enum	{


								SC_TYPE_ESPTOUCH	=	0,


								SC_TYPE_AIRKISS,


								SC_TYPE_ESPTOUCH_AIRKISS,


				}	smartconfig_type_t;


返回： 

📖  说明： 

• 如需调⽤用本接⼝口，请在 esp_smartconfig_start 之前调⽤用。 

• 超时时间是从 SC_STATUS_FIND_CHANNEL 状态开始计算，超时之后重新开始 Smart Config。

time_s 超时时间，范围 15 ~ 255s。

ESP_OK 成功

others 失败

📖  说明： 

如需调⽤用本接⼝口，请在 esp_smartconfig_start 之前调⽤用。

ESP_OK 成功

others 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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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esp_smartconfig_fast_mode 

功能：设置 Smart Config 快速模式是否使能。 

函数定义：esp_err_t	esp_smartconfig_fast_mode(bool	enable) 

参数： 

返回： 

3.2.6. 类型 

Typedef	void	(*sc_callback_t)(smartconfig_status_t	status,	void	*pdata) 

功能：传⼊入 esp_smartconfig_start 的回调函数。 

参数： 

📖  说明： 

• 如需调⽤用本接⼝口，请在 esp_smartconfig_start 之前调⽤用； 

• 快速模式需要配合对应的 App 使⽤用。

enable True：使能快速模式，False：禁⽤用快速模式。

ESP_OK 成功

others 失败

smartconfig_status_t 设备的状态。

Void*

• 当 status 为 SC_STATUS_GETTING_SSID_PSWD 时，参数 void 
*pdata 为 smartconfig_type_t 类型的指针变量量，⽤用户可以根据此参数知
道此次配置过程是 AirKiss 还是 ESP-TOUCH。


• 当 status 为 SC_STATUS_LINK 时，参数 void *pdata 为 wifi_config_t 
类型的指针变量量。


• 当 status 为 SC_STATUS_LINK_OVER 时，参数 void *pdata 是移动端
的 IP 地址的指针，4 个字节。（仅⽀支持在 ESP-TOUCH ⽅方式下，其他
⽅方式则为 NULL）。


• 当 status 为其他状态时，参数 void *pdata 为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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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结构体 

typedef	enum	{	


				SC_STATUS_WAIT	=	0,


				SC_STATUS_FIND_CHANNEL	=	0,	


				SC_STATUS_GETTING_SSID_PSWD,	


				SC_STATUS_LINK,	


				SC_STATUS_LINK_OVER,


}	smartconfig_status_t;


typedef	enum	{	


				SC_TYPE_ESPTOUCH	=	0,	


				SC_TYPE_AIRKISS,	


				SC_TYPE_ESPTOUCH_AIRKISS,


}	smartconfig_type_t;


⚠  注意： 

SC_STATUS_FIND_CHANNEL 状态：设备处于扫描信道的过程，这时才可开启 App 进⾏行行配对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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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SP-TOUCH 通信协议性能分析 
ESP-TOUCH 技术中的通信模型可以抽象为某种错误率的单向的信道，但这种错误率⼜又根
据带宽的不不同⽽而有所不不同。20M 带宽的包错误率为 0 ~ 5%，40M 带宽的包错误率为 0 ~ 
17%。假设所需要传递信息的最⼤大⻓长度为 104 Byte。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不采⽤用纠错算
法，就很难保证在有限次数内完成信息的发送。 

ESP-TOUCH 采⽤用了了累积纠错算法来保证在有限次内完成传输过程。累积纠错算法的理理论
基础为：多轮数据发送过程中，在同⼀一位数据上发⽣生错误的概率是很低的。因此可以累积

多轮的数据传递结果进⾏行行分析，其中⼀一轮中某⼀一位错误数据有很⼤大的概率能其它轮中找到

其对应的正确值，这样就能保证在有限次内完成信息的发送。信息的成功率可抽象为公

式：! （! ：包的成功率，! ：循环发送的轮数，! ：发送信息的⻓长度）。 

假定需要传递信息的⻓长度为 104 Byte 和 72 Byte，我们计算了了在最坏的情况下，即 !
=0.95 (20M) 和 ! =0.83 (40M)。 

使⽤用累积纠错算法与不不使⽤用累积纠错算法信息发送成功的概率与发送次数的关系，结果如

下表所示： 

表 4-1. ESP-TOUCH 纠错能⼒力力分析（20 MHz 宽带）

发送轮数

信息⻓长度：104 Byte 信息⻓长度：72 Byte

发送时间 (s) 成功率 发送时间 (s) 成功率

1 4.68 0.0048 3.24 0.0249

2 9.36 0.771 6.48 0.835

3 14.04 0.987 9.72 0.991

4 18.72 0.9994 12.9 0.9996

5 23.40 0.99997 16.2 0.99998

6 28.08 0.999998 19.4 0.9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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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ESP-TOUCH 纠错能⼒力力分析（40 MHz 宽带）

发送轮数

信息⻓长度：104 Byte 信息⻓长度：72 Byte

发送时间 (s) 成功率 发送时间 (s) 成功率

1 4.68 3.84e-9 3.24 1.49e-6

2 9.36 0.0474 6.48 0.121

3 14.04 0.599 9.72 0.701

4 18.72 0.917 12.9 0.942

5 23.40 0.985 16.2 0.989

6 28.08 0.997 19.4 0.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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