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格电子物联网云平台使用说明书

0x01 平台介绍

本平台为天津三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物联网项目产品，依托三格

电子物联网硬件设备开发的，面向大中小企业的物联网云平台。通过

本平台可以实现设备连接、设备认证、设备影子、一机一密。以及设

备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包括日志查看、设备状态监控、设备控制、数

据存储功能等，可以为用户实现多场景的物联网业务。

0x011 平台术语概念

 产品：设备的名词抽象。

 项⽬：对应实际项⽬。

 设备：具体实际物理设备，如 DTU。

 数据点：设备采集的数据，如 DTU采集到从机的多个数据，对应

外接设备传感器。

 设备配置：每个设备内部配置。

 触发器：设备上传数据点数据范围检测器。

0x02 平台功能介绍

本平台的功能根据登录用户权限的不同进行分配。本平台主要有

三个不同等级的用户权限，具体介绍为：

 超级管理员：此平台只有一个超级管理员权限用户，具有对本平



台的绝对管理权限，且本平台的所有功能都对此用户开放，具有

对云平台系统级的管理，例如新增平台功能模块等。

 管理员：本平台可设置多个管理员用户，每个管理员用户分管自

己不同的项目下的设备。可以实现此管理员账号下所有项目所有

设备的管理功能。但不具备对云平台系统的管理。

 子用户：每个管理员账户下可以设置多个子用户账号，子用户账

号只具备其所隶属父用户下项目设备的查看功能，不具备对项目

和设备的管理功能。

本节将分别介绍不同权限用户所具备功能：

0x021 超级管理员权限功能介绍

图 2-1超级管理员用户界面

超级管理员用户具有的功能有：

监控中心

超级管理员用户的监控中心，可以实现对本平台下所有项目中所有连接的设备的实时信

息查看，当前每个设备的实时上报数据、在线状态、平台当前实时报警信息等。显示界面如

图 2-2。



图 2-2 监控中心操作界面

数据分析

用户通过数据分析功能，可以通过数据趋势图的形式分析某个项

目一下，具体设备的指定数据点在某段时间内的数据信息。

触发器管理

图 2-3触发器信息查看界面

图 2-4触发器编辑界面



触发器管理模块主要包括两部分：触发器列表和编制触发器。触

发器列表用于查看、编辑、删除具体设备下不同数据点的触发器，如

图 2-3所示；新建触发器用于对某一具体设备设置触发器，如图 2-4

所示。

报警管理

本模块主要用于对平台连接设备的报警信息的查看和管理，既可

以查看所有报警信息，也可以通过分级目录的形式找到指点设备指定

数据点的报警信息，界面如图 2-5所示。

图 2-5 报警管理模块界面

设备管理

设备管理模块包括设备列表、新增设备两个子模块。具体功能如

下：

设备列表

通过设备列表可以查看具体项目中设备的在线离线、报警统计信

息系如图 2-6，以及完成某台指定设备的管理功能，如图 2-7。

通过此模块可是实现对具体设备的查看、编辑、删除和克隆功能，



图 2-6设备状态及报警统计

图 2-7 设备操作界面

其中查看功能可以完成设备基本信息的查看，同时还可以实现设

备数据点增删改查功能、设备物理模型查看以及设备的配置功能。具

体界面如图 2-8、2-9、2-10所示，其中数据点的新增方法将在下节做

详细介绍。

新增设备主要用于新增将要连接到本平台的新设备，具体操作方

法将在下节做详细介绍。



图 2-8 设备基本信息

图 2-9数据点操作

图 2-10设备物理模型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模块主要实现用户所管理项目的增删改查功能，注意若

项目删除，在此项目下的所有设备将同样被删除。



产品管理

产品管理为超级管理员账号所特有功能模块，通过此模块可以实

现对产品（设备的名词抽象）的增删改查工作。

菜单管理

菜单管理模块主要实现平台新功能菜单增删改查操作，默认本模

块不支持对默认菜单的操作。新增菜单可以实现云平台后期功能的扩

展。

用户管理

用户管理也是超级管理员用户所特有的功能模块，主要实现云平

台登录用户的增删改查工作用，本平台设三个权限等级的管理员账号

权限：超级管理员、管理员、子用户。超级管理员只设一名，具有对

本平台的最高管理权限和功能。管理员权限仅次于超级管理员，其主

要权限是实现对其所管理的项目下设备的操作与管理，不可越权管理

其它管理员账号下的设备与项目。子用户，只能实现其所隶属父级账

号下项目和设备的信息查看功能，不具备对其的操作其它操作功能。

0x022 管理员权限功能介绍

管理员权限用户功能相较超级管理员功能缺少功能模块有：产品

管理、菜单管理，其它功能与超级管理员权限账号功能相同。

0x023 子用户权限功能

子用户权限账号，其所拥有功能相较其所隶属父权限账号的功能仅具



备查看功能，不拥有其它增删改功能，且没有用户管理功能模块。

0x03 云平台使用方法及流程

0x031 平台基本工作流程

DTU 设备作为客户端，云平台作为服务器，两者根据云平台指定

的协议进⾏通信。云平台提供的前端界⾯可以配置 DTU 的采集⽅式，

DTU收到云平台配置后对连接的从机进⾏轮训采集并定时上报。云平

台进⾏存储分析和历史查看。

0x032 云平台使用流程

Step1：创建新管理员用户及创建产品

登录超级管理员用户，首先建立一个具有管理员权限的用户，其

次在超级管理员账号下创建即将与本平台连接的产品。

Step2：创建项目

推出超级管理员用户，登录新增的管理员用户，在管理员用户账

号下增加此账号即将管理的项目。

Step3：创建新设备

在设备管理模块中创建即将连接的新设备，如图 3-1所示：



图 3-1 新建设备

Step4：创建设备数据点

新建设备后，在设备列表中找到新建设备，然后点击查看按钮，

如图 2-7。之后选中数据点选项卡进行新增数据点，如图 2-9。最后填

写数据点信息。

Step5：根据需要设置触发器

根据应用场景需要，针对具体设备具体数据点设置触发器，如图

2-4所示。

Step6：硬件设备配置

mqtt登陆⽤户名为三元组中产品和设备号的拼接，密码为 secret

密钥，clientid⽤户⾃定义，可以采⽤设备的 sn，保证接⼊云平台唯⼀

即可。Qos设置为 1 ，如图 3-2。

当设备连接成功后，系统会帮设备服务端订阅相关主题，免去设

备主动订阅流程，减少复杂度和流量消耗。结合数据格式 下⽂。在

设备物模型 ⾯可查看设备基础模型，如图 3-3。基础模型定义了设

备与平台之间的交互协议，包括 物模型系统下发配置、设备数据上



传、设备命令下发三种格式。

图 3-2 设备连接密码信息

图 3-3 设备物理模型

1、物模型系统下发配置

物模型系统下发配置是指动态配置 DTU 采集的数据点数组和⾃

定义某些设备配置。 DTU 设备根据这些配置来对连接在其总线上的

从机进⾏采集。下发配置是⼀个对象，包含设备 id、设备名称、上报

周期、数据点数组和设备配置数组。数据点数组中每个数据点包括从

机地址、功能码、寄存器地址、寄存器数量、寄存器字节序和版本等。

分别对应如下：



关键字 实际含义 数据类型 备注

id 数据点 id 字符串 设备可忽略，预留⽅便调试

name 数据点名称 字符串 设备可忽略，预留⽅便调试

point_type 数据点标志 字符串 数据点固定为 datapoint

slave_add 从机地址
16 进制字

符串

slave_key
数据点关键

字

16 进制字

符串

除 bits 外与 reg_add 相同，如果是 bits，则为

reg_add_bit_number

reg_funcode 功能吗
10 进制字

符串

reg_add 寄存器地址
16 进制字

符串

reg_number 寄存器数量
10 进制字

符串

reg_seq
寄存器字节

序

10 进制数

字
0 ⼤端 1⼩端需要设备处理

reg_val_type 值类型
10 进制数

字
0:byte,1:int,2:float,3:bits,4:string。

bit_number 值类型
10 进制数

字

特殊寄存器 bit 位置（1-16），只有 reg_val_type == 3

时才有效

version
数据点编辑

版本

10 进制数

字
设备上报数据点的版本与数据库⼀致才会存储

设备解析上述配置并进⾏采集。

设备配置数组中每个设备配置包括从机地址、功能码、寄存器地

址、寄存器数量、寄存器字节序和版

本。分别对应如下：

"



关键字 实际含义 数据类型 备注

id 设备配置 id 字符串

name 设配配置名称 字符串 设备可忽略，预留⽅便调试

point_type 设备配置标志 固定为 deviceConfig

config_key 参数关键字 字符串

config_default_value 参数默认值 字符串 设定参数时的默认值

设备配置是⾃定义的配置项。

以上两种数据都必须在 DTU程序中预先编写解析程序，才能实

现动态远程配置采集，避免每次修改数据采集都得重新编写并下载程

序。设备接受上述配置的 topic是：

rpc/:productName/:deviceName/setconfig/plain:/:requsetId/： ttl

或者

cmd/:productName/:deviceName/setconfig/plain:/:requsetId

 设备不需要订阅该主题，服务端已帮连接设备⾃动订阅。

 /:productName/:deviceName分别为产品名和设备名，这⾥可以直

接使⽤mqtt登陆⽤户名，系统已经将其拼装在了⼀起。

 encode是编码类型，本期固定为 plain。

 cmd是不需要设备回复的 topic前缀，rpc是需要设备回复的 topic

前缀。

 如果为设备需要回复的命令，会被 rpc开头的 topic接收到，ttl 为

该命令是过期时间，设备暂时不⽤处理，预留。 requestId 为请求

序号，每次下发都不同，如果是 rpc 开头需要设备回复的，设备

回复时要携带 requestId

eg：



主题：

rpc/DTU/Eq_JMNa-W/setconfig/plain/5e9680eb9149558bb695b04c

或者

cmd/DTU/Eq_JMNa-W/setConfig/plain/5e9e895dd62abe952fa0dafd

数据：

{

"id": "5e964f7779cb887c59be9457",

"name": "⼆号 DTU",

"up_freq_second": 600,

"datapoints": [

{

"reg_key": "2103",

"name": "输⼊电压",

"point_type": "datapoint",

"slave_add": "1",

"reg_funcode": "03",

"reg_add": "2103",

"reg_number": "1",

"reg_seq": 0,

"version": 2,

"reg_val_type": 2

},

{

"reg_key": "6100_1",

"name": "防冲顶限位",

"point_type": "datapoint",

"slave_add": "1",

"reg_funcode": "03",

"reg_add": "6100",

"reg_number": "1",

"reg_seq": 0,

"version": 1,

"reg_val_type": 3,

"bit_number": 3

},

{

"reg_key": "6200_4",

"name": "有关键字数据点 1",



"point_type": "datapoint",

"slave_add": "1",

"reg_funcode": "3",

"reg_add": "6200",

"reg_number": "1",

"reg_seq": 0,

"version": 1,

"reg_val_type": 3,

"bit_number": 3

},

{

"reg_key": "6200_6",

"name": "存在关键字数据点 2",

"point_type": "datapoint",

"slave_add": "2",

"reg_funcode": "03",

"reg_add": "6200",

"reg_number": "1",

"reg_seq": 0,

"version": 3,

"reg_val_type": 3,

"bit_number": 3

}

下图模拟设备须设备回复和⽆需设备回复的 topic截图：





注意：DTU 应严格检查收到的主题格式，包括 cmd rpc 和

setconfig，因为系统为⽅便扩展有多个订阅主题。

设备收到该配置后，如果是 rpc 开头的前缀需要向执⾏主题进⾏回

复，通知云平台已接受，回复的 pub 主题是：

rpc_resp/:productName/:deviceName/setconfig/:requestId/

 requestId 为云平台下发的命令序号， DTU 回复时需要与下发的

保持⼀致。

 messageId为消息需要，必须保证每次都不相同，相同的云平台不

尽兴处理，因为 DTU和云平台通信采⽤的是 qos1，消息可能重复，

因此需要此字段。

eg：

主题：

rpc_resp/test01/Hi4Pa3LmH/setconfig/5e9680eb9149558bb695b04c/

数据：

{

result:"ok"

}

2、设备数据上传

在上述配置完成后， DTU解析并采集到从机数据后，进⾏json

字符串序列化编码，以字符串格式进⾏上传。设备数据与上述配置⼀

⼀对应。

设备数据上传也是⼀个对象，包含设备信息、数据点数组和设

备配置数组。这个对象是 DTU 向云平他上报数据的基本格式。设备

信息包含设备 id和设备经纬度，数据点数组对应上述配置的数据点，

各字段含义如下：



关键字 实际含义 数据类型 备注

id 数据点 id 字符串

predata 采集到的数据 字符串 ⽆论是哪种类型都转为字符串

version 数据点版本 数字

设备配置数组字段如下：

设备上传 pub 主题为：

upload_data/:productName/:deviceName/datapoint/

Eg:

主题：

upload_data/DTU/Eq_JMNa-W/datapoint/

数据内容：

{

"up_freq_second": 600,

"address": {

"longitude": "114.550781",

"latitude": "35.251597"

},

"datapoints": [

{

"reg_key": "2103",

"predata": "6666",

"version": 2

},

{

"reg_key": "6100_1",

"predata": "1",

"version": 1

},

{

关键字 实际含义 数据类型 备注

id 数据点 id 字符串

data 配置数据 字符串 ⽆论是哪种类型都转为字符串



"reg_key": "6200_4",

"predata": "0",

"version": 1

},

{

"reg_key": "6200_6",

"predata": "1",

"version": 3

}

],

"deviceConfig": [

{

"config_key": "up_interval",

"data": "22"

},

{

"config_key": "restart",

"data": "33"

}

]

}

3、设备⼼跳

如果设备 时间没有通信，可以向服务器发送⼼跳包，此功能为

可选项，适⽤于设备上报频率较低的场景，（实际使⽤中可以上报也

可以不上报）。设备上传 pub 主题为：

upload_data/:productName/:deviceName/@live/

注意 messageId必须保证是每次上报都不同，可以⽤adc 加随机

数⽣成。

Eg:

主题：

upload_data/DTU/Eq_JMNa-W/@live/

数据：

{

"id":"5e964f7779cb887c59be9457",

"address":{



"longitude":"114.550781",

"latitude":"35.251597"

}

}

 id为设备 id 可选项，可选上报

 address 设备位置对象，包括经纬度

4、设备命令下发

除数据上报外，云平台可以对在线 DTU设备发出实时指令，这些

指令即上述设备配置。当点击⽹ 时，下发到设备的各字段含义为：

关键字 实际含义 数据类型 备注

id 数据点 id 字符串

config_key ⾃定义关键字 字符串

data 配置数据 字符串 ⽆论什么格式都转为字符串下发

⾃动订阅 topic：
rpc/:productName/:deviceName/setDeviceParam/plain/:requestId/:ttl

//和

cmd/:productName/:deviceName/setDeviceParam/plain/:requestId/

 命令下发 topic与设备配置下发相同，也有两个主题，根据是否需

要设备回复来区分。

 requestId 为请求序列号，每次都不同，与设备下发配置相同，设

备按需检测。

 如果为设备需要回复的命令，也就是也 rpc 开头的 topic， ttl 为

该命令的过期时间，设备暂时不⽤处理，预留。

eg：

主题：



rpc/DTU/Eq_JMNa-W/setDeviceParam/plain/5e970b1ce9106ba0f748188c/1

586957089

//和

cmd/DTU/Eq_JMNa-W/setConfig/plain/5e9e8a61d62abe952fa0db00

数据：

{"config_key":"restart","data":"24"}

注意：

1.收到设备配置数据后需要和物模型系统下发配置⼀样对系统进⾏

回复。参考上⾯描述，需要保证 requestid⼀致。

2.设备要严格检测 setDeviceParam 字段为命令字段，因为为后期扩

展预留了其他命令类型的字段具体操作 视频 。

设备设置

设备需要根据上述配置协议进⾏解析，并对从机轮训采集，将得到的

数组转为字符串上报到云平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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