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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格 RTU-OneNET 云平台透传使用说明书

http://www.tj-sang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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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登录注册

用户注册并登录 OneNET。网址：https://open.iot.10086.cn/

https://open.iot.10086.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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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全部产品->MQTT 物联网套件（新版）

二、创建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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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添加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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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onenet 创建设备成功；

四、获取连接参数信息

（1）MQTT 地址:183.230.40.96 (固定)
（2）端口:1883 (固定)
（3）Client ID：MY_DTU (设备名称即为 Client ID)
（4）用户名：363602 (在产品概述中可以查阅，即产品 ID)
（5）密码：使用 Token工具管理员身份打开并生成密码，具体方法如下：

Token 的详细讲解可以参见链接：

https://open.iot.10086.cn/doc/mqtt/book/manual/auth/token.html
Token 的上位机软件参见链接：

https://open.iot.10086.cn/doc/mqtt/book/manual/auth/tool.html

① res：products/{pid}/devices/{device_name}，由产品的 ID和设备的名称组成

pid 和上述中的用户名是同一个号码，所以为 363602；
device_name 为设备的名称，和上述中 Client ID为同一个名称，所以为 MY_DTU；
最终结果为：products/363602/devices/MY_DTU
② et：访问过期时间 expirationTime，unix时间；可自行百度，查看当前的 unix时间，

设置的访问时间应大于当前的时间

当前 Unix 时间参考链接：https://time.is/Unix
③ key：这里填入的 key 指的是选择设备的 key；在 MQTT 物联网套件下的设备列表中

选择需要模拟设备名称，点击详情，如下所示：

https://open.iot.10086.cn/doc/mqtt/book/manual/auth/token.html
https://open.iot.10086.cn/doc/mqtt/book/manual/auth/tool.html
https://time.is/Un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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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生成 MQTT 连接密码

五、订阅和发布 TOPIC

订阅模板：$sys/{pid}/{device_name}/cmd/request/#
发布模板：$sys/{pid}/{device_name}/dp/post/json

由产品的 ID 和设备的名称组成，pid 和上述中的用户名是同一个号码，所以为 363602；
device_name 为设备的名称，和上述中 Client ID为同一个名称，所以为 MY_DTU；
最终结果为：

订阅：$sys/363602/MY_DTU/cmd/request/#
发布：$sys/363602/MY_DTU/dp/post/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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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云端下发配置格式

下发完成，设备按照下发指令采集并上传至 OneNET，可实时查看数据。

七、读命令下发格式详解

云端下发数据格式为：

{"up_freq_second":2,"datapoints":{"cmd0":"6200_1,1,03,6200,1,0,1,3,7,0,""cmd1":"temp,
1,03,6200,1,0,1,3,8,0,""analog0":"volt,1,,,,,,,,0,""analog1":"amp,2,,,,,,,,0,"}"device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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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up_freq_second:2 上传时间（单位 秒）

（2）"cmd0":"6200_4,1,03,6200,1,0,1,3,4,0,"

"cmdx":"reg_key，slave_add，reg_cmd，reg_add，reg_number，reg_seq，version，reg_val_type，
bit_number，"
1. reg_key:云端新建设备时，对应的各设备名称

2. slave_add：十进制数据，要读的 Modbus_RTU 传感器设备地址<范围：0-255>
3. reg_cmd：Modbus_RTU 读指令<包括：01/02/03/04>
4. reg_add：长度为 4，十六进制数据，不足以 0 补齐，要读的 Modbus_RTU 传感器寄存

器地址<范围：0000-FFFF>
5. reg_number：要读的 Modbus_RTU 传感器寄存器数量<reg_val_type=bit/int 时为 1，

reg_val_type=float时为 2>
6. reg_seq：大小端<默认为 0>
7. version：协议版本<默认为 1>
8. reg_val_type ： 期 望 设 备 上 传 的 数 据 类 型 < 寄 存 器 值 类 型

0:byte,1:int,2:float,3:bits,4:string>
9. bit_number：要读取的 bit 位<取值范围：0-15>
10. updata：更新上传标志<为 1 时该条命令读取的寄存器较上一次有变化时才上传，为 0

时，实时上传>
例如：

"cmd0":"6200_4,1,03,6200,1,0,1,3,4,0,"
释义：

设备名称为 6200_4，要读 Modbus 从机地址为 1，功能码为 03，只读第 6200 个寄存器，期

望上传的数据为第 6200 个寄存器字的第 4bit
读取实际发送 MODBUS 指令：1 , 03 , 6200 , 1 , crc_check_h , crc_check_l
实际返回数据： 1 , 03 , 02 , 08 , 11 , crc_check_h , crc_check_l

(0x08<<8)+0x11=0x0811=0000100000010001
(1<<bit_number)=00010000
0x0811&(1<<4) =0000100000010001&00010000=1&1=1
设备最终上传：1 到名字为 6200_4 的设备上

（3）"analog0":"volt,1,,,,,,,,0,"

格式：

"analogx":"reg_key,ad_ch,,,,,,,,updata,"

指令条 云端名称 从机地址 Modbus 命令 寄存器地址 寄存器数量 大小端 版本 数据类型 需要的 Bit 位 更新上传

cmd0 6200_4 1 03 6200 1 0 1 3 4 0
cmdx reg_key slave_add reg_cmd reg_add reg_number reg_seq version reg_val_type bit_number updata

指令条 数据名称 本机模拟量通道 nocare nocare nocare nocare nocare nocare no_care 更新上传

analog0 amp 1 0
analogx reg_key ad_ch up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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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nalogx：x 从 0 开始，依次递增

2．reg_key：云端设备中数据名称

3．ad_ch：对应 RTU 设备上模拟量通道。

4．updata：是否更新上传

例如：

"analog0":"amp,0,,,,,,,,0,"
"analog1":"temp,1,,,,,,,,0,"
"analog2":"volt,4,,,,,,,,1,"

八、modbus 写指令下发格式详解（写单个寄存器值）

{"datapoints":{"wcmd0":"1,0011,03E8,"}"deviceConfig":{}}

1. wcmd0：写 modbus 指令标识符

2. slave_add：十进制数据，写 modbus 的从机地址（由用户输入）

3. reg_add：长度为 4，十六进制数据，不足以 0 补齐，从机地址（由用户输入）

4. reg_data：要写的单个寄存器数据（十六进制数据，下发时长度为 4）（由用户输入）

注：写命令每次只发送一条

九、DOUT 写指令格式

下发写 DOUT 与 modbus 下发格式相同，DOUT 的从机地址固定为 255，寄存器地址固定为

0003，DOUT1 为寄存器数据最低位，DOUT2 为倒数第二位 如：

{"datapoints":{"wcmd0":"255,0003,0001,"}"deviceConfig":{}}
例如："wcmd0":"255,0003,0001,"为写 DOUT1 为 1，DOUT2 为 0
或如："wcmd0":"255,0003,0000,"为写 DOUT1 为 0，DOUT2 为 0
或如："wcmd0":"255,0003,0003,"为写 DOUT1 为 1，DOUT2 为 1

指令条 从机地址 寄存器地址 寄存器数据

wcmd0 1 0011 03E8
wcmdx slave_add reg_add reg_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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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格式生成工具开发中

十、查看实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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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版本历史

日期 版本 变更描述

2019-07-28 V0.1 新建

联系方式：13072208083（同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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