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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内容和适用范围 

本技术规范用以指导南向设备接入中国电信天翼智能物联网开放平台（AIoT）通用组件

服务，主要是从接口规范定义，交互流程定义等进行描述制定。 

本规范由天翼物联科技有限公司提出并归口。 

本规范适用于中国电信天翼智能物联网开放平台（AIoT）通用组件服务的开发、规划建

设和运营，是合作伙伴南向设备对接 AIoT 通用组件服务的主要依据。 

1.2 术语及缩略语定义 

下列术语、定义和缩略语适用于本标准： 

术语 定义  

AIoT 中国电信天翼智能物联网开放平台，简称天翼物联网平台 

LwM2M 由 OMA 定义的物联网协议，主要使用在资源受限(包括存储、功耗等)的 NB 终端 

MQTT Message Queuing Telemetry Transport，消息队列遥测传输 

TCP 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传输控制协议 

HTTP 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超文本传输协议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A0%E8%BE%93%E6%8E%A7%E5%88%B6%E5%8D%8F%E8%AE%AE/9727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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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南向接口技术规范 

AIoT 平台支持南向设备采用 LwM2M、MQTT、TCP、HTTP 等协议接入。NB 模组和

终端需支持 LwM2M 协议，2/3/4/5G 模组和终端需支持 MQTT、TCP、HTTP 等协议。终端

设备接入平台需遵循平台接口定义和流程约束，模组需能够支撑终端实现平台接入需要的接

口和流程。具体接口定义和流程约束见如下描述（按协议区分）： 

2.1 LwM2M协议 

2.1.1 协议概述 

2.1.1.1 协议简介 

LwM2M（Lightweight Machine to Machine），是由 OMA（Open Mobile Alliance)定义的

物联网协议，主要使用在资源受限(包括存储、功耗等)的 NB 终端。南向 NB 设备接入 AIoT

需满足 LwM2M 协议规范。 

OMA 官方网站 

LwM2M 协议 

LwM2M 定义的 Object 和 Resourc 

2.1.2 接口介绍 

设备接入平台的地址为：lwm2m.ctwing.cn，非加密端口为 5683，DTLS 加密端口为 5684。 

2.1.2.1 Register 

Register 接口用于设备向平台进行注册，通过发送 CoAP POST 到平台进行身份认证，

认证通过，则设备被激活；认证失败，平台会向设备返回失败码。交互流程如下图所示： 

https://www.omaspecworks.org/
https://www.omaspecworks.org/
http://www.openmobilealliance.org/release/LightweightM2M/
http://www.openmobilealliance.org/release/LightweightM2M/
http://openmobilealliance.org/wp/OMNA/LwM2M/LwM2MRegistr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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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wM2M 业务数据通过 CoAP 协议进行封装，参数定义参见下表: 

CoAP 请求消息 参数 示例说明 

Message-Mode CON  

CoAP-Method POST  

CoAP-Option 

Uri-Path(11):{path}  path: /rd 

Content-Format(12):application/link-

format 
参见 CoAP 协议 

Uri-Query(15):ep={endpoint name} 

Endpoint name 支持五种格式: 

IMEI 

Urn:imei:########### 

Urn:imei-imsi:########-###### 

Urn:imei+sm9:########-##### 

Urn:imei+simid:########-##### 

Uri-Query(15): It={lifetime} lifetime 范围:300-86400 

Uri-Query(15): lwm2m={Lwm2m 

version} 
Lwm2m version:1.0 

Uri-Query(15):b={binding} 可选，默认”U” 

Uri-Query(15):apn={APN} 可选 

Uri-Query(15):imsi={IMSI} 必选，SIM 卡 IMSI 

Uri-Query(15):iccid={ICCID} 必选，SIM 卡 ICCID 

Uri-Query(15):sv={softversion} 必选，模组软件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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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i-Query(15):chip={chiptype} 必选，模组芯片型号 

Uri-Query(15):module={module} 必选，模组型号 

Uri-Query(15):rsrp={rsrp} 必选，信号强度 

Uri-Query(15):sinr={sinr} 必选，信噪比 

Uri-Query(15):txpower={txpower} 必选，发射功率 

Uri-Query(15):cellid={cellid} 必选，小区位置信息 

CoAP-payload {ObjectLinks} 

设备支持的对象和实例 

参考样例: 

“</>;rt=”oma,lwm2m”,</1/0>,</3/

0>,</4/0>,</5/0>,</6/0>,</7/0>” 

CoAP 响应消息 参数 示例说明 

Success Code 2.01 Created  

Failure Code 

4.00 Bad Request,参数非法  

4.03 Forbidden,接入鉴权失败  

4.12 Precondition Failed (lwm2m 或

IOTVer 版本不支持) 
 

CoAP-Option 

Loction-path(8):{loction-path1} loction-path1:rd 

Loction-path(8):{loction-path2} loction-path2:Endpoint 

2.1.2.2 Update 

在 lifetime 超期之前，设备需要发起 Update 流程，否则平台会认为设备离线，再次连

接需要重新发起 Register，当设备参数（lifetime、binding mode、ObjectLinks 等）发生变

化，设备可以通过 Update 通知平台参数改变。Update 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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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ate 接口参数如下： 

 

2.1.2.3 Deregister 

设备通过 Deregister 触发登出流程 

 

deregister 接口参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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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4 Observe 

订阅 Object 的交互流程： 

 

observe 接口参数： 

 

2.1.2.5 Notify 

设备获取到的数据会上报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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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ify 接口参数： 

 

2.1.3 Object 19 

Object 19（LwM2M APPDATA）可以用于应用层业务数据的封装，实现包括业务数

据上报、业务指令下发、终端事件上报等功能。目前平台仅支持 Data 字段，其他字段暂

时不支持，即： 

⚫ 消息上行通过/19/0/0 传送 

⚫ 消息下行通过/19/1/0 传送 

对于 Data 字段，平台既支持数据透传也支持数据解析（非透传）。 

2.1.3.1 非透传设备 

非透传设备上报的业务数据，平台需要对业务数据进行解析，因此数据格式必须遵守

平台关于 Object19 的约定，目前 Object19 支持紧凑二进制和 Json 两种数据格式。 

2.1.3.1.1 紧凑二进制格式 

业务数据上报的 Data 字段编码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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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类型说明 参数说明 

CMDType Unsigned Integer（1） 必选定长 报文类型，固定为 0x02 

ServiceID Unsigned Integer（2） 必选定长 服务 ID 

Payload_length Unsigned Integer（2） 必选定长 业务数据长度 

Payload Binary 长度为 Payload_length 业务数据(二进制格式) 

⚫ CMDType：必填字段，1Byte，固定填 0x02 

⚫ ServiceID：必填字段，2Bytes，填写平台分配的服务 ID 

⚫ Payload_length：必填字段，2Bytes，根据 payload 长度填写 

⚫ Payload：类型为 Binary，Parameter1、Parameter2 等需要按照对应服务的属性列表

的顺序填写，Parameter 的类型要与属性类型一致。 

业务指令下发、指令下发响应的 Data字段编码格式：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类型说明 参数说明 

CMDType Unsigned Integer（1） 必选定长 

报文类型，  下发指令

固定为 0x06，指令响应

固定为 0x86 

ServiceID Unsigned Integer（2） 必选定长 服务 ID 

Task ID Unsigned Integer（2） 必选定长 任务 ID 

Payload_length Unsigned Integer（2） 必选定长 数据长度 

Payload Binary 长度为 Payload_length 
指令或指令响应数据

（二进制格式） 

⚫ CMDType：必填字段，1Byte，下行指令固定为 0x06，指令响应固定为 0x86 

⚫ ServiceID：必填字段，2Bytes，填写平台分配的服务 ID 

⚫ TaskID：必填字段，2Bytes，由平台分配，用于关联下发指令和回复响应，指令和

响应中的 TaskID 必须一致 

⚫ Payload_length：必填字段，2Bytes，Payload 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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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yload：类型为 Binary，按照服务定义的属性（或参数）进行编码和解码 

示例 1、设备上报两个属性 

 

服务 ID：1，属性 1：5 个字节的定长字符串“hello”，属性 2：2 个字节的整型，值为

100。首先需要将属性值转换为十六进制，字符串“hello”转换为十六进制为：0x68656C6C6F

（参照 ASCII 码表转换），100 的十六进制为 0x0064。编码过程为：CMDType：0x02 

ServiceID：0x0001 

Payload_length：0x0007 

Payload：0x68656C6C6F0064 

因此 19/0/0 的 Data 字段应填：020001000768656C6C6F0064 

示例 2、设备上报的属性为变长字符串 

 

服务 ID：2，属性：变长字符串，长度为 5 个字节，值为：“hello”。变长字符串在编

码时需要携带 2 个字节的长度，即属性 1 编码后的数据是 0x000568656C6C6F。编码过程

为： 

CMDType：0x02 

ServiceID：0x0002 

Payload_length：0x0007 

Payload：0x000568656C6C6F 

因此 19/0/0 的 Data 字段应填：0200020007000568656C6C6F 

示例 3、指令下发和响应 

 

下发的指令服务 ID：8001，TaskID：1，参数为 1 个字节整形：1-获取当前时间，0-

时钟同步。 

19/1/0 的 Data 字段为十六进制：061F410001000201，解析出指令内容为“获取当前时

间”，设备需要将系统时间通过响应发给平台。 

指令响应的服务 ID：9001，TaskID：1，参数为 12 字节的定长字符串“20181225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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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过程为： 

CMDType：0x86 

ServiceID：0x2329 

TaskID：0x0001 

Payload_length：0x000C 

Payload：0x323031383132323531333030 

指令响应 19/0/0 的 Data 字段应填：8623290001000C323031383132323531333030 

2.1.3.1.2 JSON格式 

业务数据上报的 Data部分应满足以下格式： 

{“serviceId”: XXXX, parameter1:value1, parameter2:value2} 

“serviceId”的值为对应服务的服务标识，parameter1、parameter2 对应服务中每个属性，

用属性标识进行替换，value1、value2 对应属性值，按照定义的属性类型填写。 

业务指令下发、指令下发响应的 Data部分应满足以下格式： 

{“serviceId”:XXXX, "taskId":XXXX, parameter:value} 

“serviceId”的值为对应服务的服务标识, "taskId"由平台分配，用于关联下发指令和回复

的响应。parameter 和 value 按照服务定义的属性来填写。 

2.1.3.2 透传设备 

平台对 19/0/0、19/1/0 的 Data 字段不进行解析，支持任意格式的业务数据的透传。 

2.1.4 OMA标准 Object 

平台支持 OMA 标准 Object 的订阅、读、写、执行操作，详细的接口说明可参考：

LwM2M 定义的 Object 和 Resource 

http://openmobilealliance.org/wp/OMNA/LwM2M/LwM2MRegistr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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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MQTT协议 

2.2.1 协议概述 

2.2.1.1 协议简介 

MQTT（Message Queuing Telemetry Transport，消息队列遥测传输）协议是即时通信协

议，是物联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MQTT 协议报文格式符合标准协议要求，目前平台支持《MQTT3.1》、《MQTT3.1.1》版

本。 

《MQTT_v3.1.1》 

2.2.2 接口介绍 

MQTT 协议设备接入平台的地址为 mqtt.ctwing.cn，非加密端口为 1883，TLS 加密端口

为 8883。 

2.2.3 业务数据介绍 

MQTT 协议设备通过 publish 报文交换业务数据，平台支持数据上报、事件上报、指

令下发等业务流程。 

2.2.3.1 登陆报文 

登陆报文中 ClientId 字段填写 AIoT 平台中注册的 MQTT 设备 Id，password 字段填写

AIoT 平台为设备自动分配的设备特征串。 

对于普通 MQTT 用户，username 字段可由模组上或用户任意填写（不能为空），AIoT

平台不做解析。 

对于电信定制模组，username 字段由模组厂商按照格式要求及实际信息填写，上电后

自动上报到 AIoT 平台： 

Username 字段 

http://docs.oasis-open.org/mqtt/mqtt/v3.1.1/os/mqtt-v3.1.1-o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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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ule string 必选，变长 模组型号 

chiptype string 必选，变长 模组芯片型号 

softversion string 必选，变长 模组软件版本 

imei string 必选，变长 设备IMEI 

iccid string 必选，变长 Sim卡ICCID号码 

imsi string 必选，变长 Sim卡IMSI号码 

rsrp string 必选，变长 信号强度 

sinr string 必选，变长 信噪比 

txpower string 必选，变长 发射功率 

cellid string 必选，变长 小区位置信息 

十个参数均为变长字节，组成格式为 Length+Value (其中，字段 Length 为 2 个字节，

表示后面的字段 Value 的长度；Value 的实际长度不得超过 20 字节)。 

例：模组软件版本为 test01，则 softversion 字段应上报为："06test01"，其中字符串"06"

表示模组软件版本的长度为 6 个字节，字符串"test01"为模组软件版本号的 Value 值。 

Iccid 及 imsi 参数，采用 2/3/4/5G 等网络制式的模组必须填写；采用 wifi 等其他非移

动网络制式的模组，此两项参数的 length 字节可填写为"00"。 

2.2.3.2 非透传设备 

对于非透传产品下创建的设备，必须在门户上进行属性定义及服务定义。 

门户中定义的属性列表，即为之后可进行规则引擎的数据列表，原则上需在数据上报

报文中涵盖响应的属性才能使用后续规则引擎的能力。 

门户中定义的服务列表，需按照实际业务数据选择服务类型，每一条服务唯一对应一

个 topic 主题，即服务标识符就是 topic 主题名称。设备的业务数据需根据定义，进行 topic

的填写。同时，payload 部分的 json 结构体，需按照门户定义的 key/value 值填写，否则可

能会出现数据不合法而丢弃的现象。 

2.2.3.2.1 数据上报 

用户可在门户自定义“数据上报”类型的服务，生成相应 topic，publish 报文的 topic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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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填写定义的 topic，且支持 Qos0/1/2 三种质量等级数据上报。 

2.2.3.2.2 事件上报 

用户可在门户自定义“事件上报”类型的服务，生成相应 topic，publish 报文的 topic 字段

填写定义的 topic，且支持 Qos0/1/2 三种质量等级上报。 

2.2.3.2.3 指令下发 

用户可在门户自定义“指令下发”类型的服务，生成相应 topic，平台会自动为每个 MQTT

设备订阅这些 topic 主题，平台下发的所有指令质量等级为 Qos1。 

设备收到的指令 mqtt 协议报文 payload 格式： 

{“taskId”:64004,”payload”:{“dn”:”AB”}} 

其中，”taskId”是指令序号，具有全局唯一性。”payload”字段内为实际下发的指令内容。 

2.2.3.2.4 指令下发响应 

用户可在门户自定义“指令下发响应”类型的服务，生成相应 topic，publish 报文的 topic

字段填写定义的 topic，且支持 Qos0/1/2 三种质量等级上报。 

设备回复的 mqtt 协议报文 payload 格式： 

{“taskId”:64004,”resultPayload”:{“rsp”:”AB”}} 

taskId 需与平台指令下发中的一致，可在指令报文中直接获取。resultPayload 字段内为

具体回复的业务层数据，业务数据需与平台中定义的服务要求一致。 

2.2.3.3 透传设备 

对于透传产品下创建的设备，仅支持数据上报及指令下发两种业务数据交互。 

2.2.3.3.1 数据上报 

用户可在 publish 报文的 topic 字段填写任意主题，且支持 Qos0/1/2 三种质量等级数据



中国电信天翼智能物联网开放平台（AIoT）通用组件服务对接技术规范 

-------------------------------------------------------------------------------------------------------------------------------------------------------------- 

天翼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第 16 / 26页 

上报。 

2.2.3.3.2 指令下发 

平台会自动为每个 MQTT 设备订阅 device_control 主题，平台下发的所有指令均为此主

题，且质量等级为 Qos1。设备端需支持对 device_control 主题报文的处理。平台不支持对透

传设备指令响应的处理，原则上没有下发指令的上行响应报文，若有需要，用户可通过数据

上报业务回复执行结果，并自行在应用侧做区分处理。 

 

说明： 

MQTT协议设备指令下发状态信息共分为 5种：指令已保存（指令保存在数据库中未到达平台）、指令

已发送（指令已到达平台但未下发到设备）、指令已送达（指令已到达设备）、指令已完成(指令下发到设

备并且平台收到了设备回复的响应)、指令失败（指令未能成功下发到平台）。其中，对于透传设备，无法

到达指令已完成状态，指令的最终状态即为指令已送达。 

2.3 TCP协议 

2.3.1 协议概述 

支持基于 TCP 协议的业务数据透传，设备登录平台并完成认证以后，可以通过透传的

方式进行上下行的数据传输。TCP 透传的高灵活性决定了它不受约束，适用于任何 TCP 承

载的用户私有协议。 

2.3.2 接口介绍 

设备接入地址为：tcp.ctwing.cn:8996 

2.3.2.1 消息格式 

应用层数据报文以 1 个字节的类型字段作为分割，平台支持 6 种消息类型。消息携带的

参数必须包含两个字节的参数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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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类型 类型描述 消息格式 备注 

0x01 登录报文 0x01 

+deviceid_length (2 字节) 

+deviceid（必选） 

+password_length(2 字节) 

+password（必选） 

+version_length(2 字节) 

+version（必选） 

+ module_length(2 字节) 

+ module（必选） 

+chiptype_length(2 字节) 

+chiptype（必选） 

+ softversion_length(2 字节) 

+ softversion（必选） 

+imei_length(2 字节) 

+imei（必选） 

+iccid_length(2 字节) 

+iccid（必选） 

+imsi_length(2 字节) 

+imsi（必选） 

+rsrp_length(2 字节) 

+rsrp（必选） 

+sinr_length(2 字节) 

+sinr（必选） 

+txpower_length(2 字节) 

+txpower（必选） 

+cellid_length(2 字节) 

+cellid（必选） 

deviceid 由产品 ID 和 用户

输入的设备编号拼接而成； 

password：平台生成的特征

串； 

version 固定填写 2.0； 

可选参数长度为 0，表示不

携带该参数； 

module: 模组型号； 

chiptype: 模组芯片型号； 

softversion:模组软件版本； 

imei:设备唯一标识； 

iccid: SIM 卡 ICCID； 

imsi:SIM 卡 IMSI 

(对于无 SIM 的应用,iccid

和 imsi 可为空) ； 

rsrp:信号强度； 

sinr:信噪比； 

txpower:发射功率； 

cellid:小区位置信息 

 

0x02 上行数据

报文 

0x02+数据长度(2 字节)+业

务数据 

 

0x03 下行数据

报文 

0x03+数据长度(2 字节)+业

务数据 

 

0x04 心跳 0x04 终端与平台心跳周期暂定

5 分钟 

0x05 登录响应 0x05+结果码(2 字节) 登录结果： 

0 成功 

1 未知错误 

2 设备未注册 

3 设备认证失败 

4 设备已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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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x06 心跳响应 0x06 平台回复终端心跳报文的

ack 

2.3.3 业务流程 

2.3.3.1 设备登录 

设备登录需要携带 deviceId、password、version 字段，AIoT 对设备进行认证，认证通过

返回成功的响应（响应码为：0），认证失败将失败原因通过响应码带给设备。 

 

2.3.3.2 上行数据 

 

平台对业务数据不进行解析（透传），将上行业务数据进行 Base64 编码，以统一格式推

送北向应用。 

2.3.3.3 下行数据 

平台对下行数据不进行解析（透传），透传的数据类型支持字符串和十六进制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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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4 心跳 

设备需要周期性发送心跳报文来保持业务层会话，心跳周期为 5 分钟。 

 

2.3.3.5 设备下线 

两种场景下设备的 TCP 会话结束 

1、设备端 TCP 拆链，会话结束 

2、心跳超时，平台没有收到心跳报文，发起拆链并会话结束 

2.4 HTTP协议 

2.4.1 协议概述 

HTTP 协议（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超文本传输协议）是互联网上应用最为广泛的

一种网络协议，它用于传送 WWW 方式的数据。平台支持 http 及 https 两种接入方式。 

HTTP 协议报文格式符合标准协议要求，规范具体内容详见《RFC2616》报文格式。 

目前平台支持《HTTP1.0》、《HTTP1.1》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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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C2616》 

2.4.2 接口介绍 

HTTP 协议设备接入平台的地址为 http://http.ctwing.cn，端口为 8991。 

HTTPS 协议设备接入平台的地址为 https://http.ctwing.cn，端口为 8992。 

2.4.3 接入鉴权 

接口原型 

请求方法 POST 

请求地址 
http://http.ctwing.cn: 8991/auth 

https://http.ctwing.cn: 8992/auth 

传输协议 HTTP(S) 

请求头部 

参数 必选/可选 类型 位置 描述 

signKey 必选 String Header 签名秘钥，设备生成，携带至平台 

timestamp 必选 Int Header 时间戳。（20 分钟有效，前后时间差不超

过 10 分钟） 

signature 必选 String Header 签名。算法：sha256：

（signKey+MasterKey+timestamp） 

MasterKey 为 AIoT 平台上创建产品时自

动生成，可在产品概况中查询。 

Content-

Type 

必选 String Header application/json 

请求参数 

参数 必选/可选 类型 位置 描述 

productId 必选 Int body 产品 Id，AIoT 平台产品信息中获取。 

deviceId 必选 String body 设备 Id，AIoT 平台设备信息管理中获取。 

password 必选 String Body 设备特征串。AIoT 平台生成，每个设备唯

https://tools.ietf.org/html/rfc2616?spm=a2c4g.11186623.2.10.140d3cb8kpBZ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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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version 可选 String Body 协议版本。 

响应参数 

Status Code: 200 OK 

参数 描述 

code 业务返回码，0 为成功 

message 鉴权结果 

accessToken 鉴权参数，访问 AIoT 平台的凭证。每次上报数据时，都需要携带

accessToken 信息。如果 accessToken 失效，需要重新认证获取

accessToken。accessToken 的有限期为 15 分钟。 

请求示例 

Method: POST request: 

http://http.ctwing.cn: 8991/auth 

Header: 

timestamp: 1551753880000 

signKey: *** 

signature: *******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 

{  

 “productid”: 1000***1, 

 “deviceId”: “1000***11234”, 

 “password”:”2u**************************ss”, 

 “version”:“1.0” 

} 

响应示例 

response: 

Status Code: 200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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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 

{ 

“code”: 0, 

“message”: “SUCCESSFUL”, 

“accessToken”: “*******” 

} 

业务返回码 

业务返回码 描述 说明 

0 SUCCESSFUL 登录成功 

10000 common error 未知错误 

10001 Product is not exist. 产品不存在。不存在此 productId 对应的产品。 

10002 Device is not exist. 设备不存在。不存在此 deviceId 对应的设备。设

备未注册、已删除或已注销。 

10003 Parameter error 参数验证失败。缺少参数或参数格式错误 

20000 signature error 签名错误 

20001 Auth Failure 设备鉴权失败 

⚫ 对于电信定制开发模组，在此基础之上，接入鉴权报文的请求参数字段还需要添

加相应的模组参数信息。即对于定制模组而言，实际的接入鉴权报文请求参数字

段为： 

⚫ 请求参数 

参数 
必 选 / 可

选 

类型 
位置 描述 

productId 必选 Int body 产品 Id，AIoT 平台产品信息中获取 

deviceId 必选 String body 设备 Id，AIoT 平台设备信息管理中获取 

password 必选 String Body 设备特征串。AIoT 平台生成，每个设备唯一 

version 可选 String Body 协议版本 

softversion 必选 String Body 模组软件版本 

module 必选 String Body 模组型号 

chiptype 必选 String Body 模组芯片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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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cid 必选 String Body Sim 卡 ICCID 号码 

imsi 必选 String Body Sim 卡 IMSI 号码 

imei 必选 String Body 设备唯一标识 

rsrp 必选 String Body 信号强度 

sinr 必选 String Body 信噪比 

txpower 必选 String Body 发射功率 

cellid 必选 String Body 小区位置信息 

其中，module、chiptype、softversion 和 imei 等参数由模组厂商根据实际信息填写，每个

参数的实际长度均不得超过 20 字节。 

Iccid 及 imsi 参数，采用 2/3/4/5G 等网络制式的模组必须填写；采用 wifi 等其他非移

动网络制式的模组，此两项参数可为空。 

2.4.4 业务数据上报 

HTTP(S)协议设备与平台交互，仅支持 JSON 格式的数据上行报文。平台支持非透传

及透传两种数据传输模式。 

非透传产品支持在门户添加数据上报、事件上报两种类型服务，并自行定义服务标识

topic。设备业务数据报文中，topic 字段填入平台服务标识，payload 字段按照服务定义的

属性列表填写 JSON 格式数据内容。非透传设备可使用平台提供的规则引擎能力。 

透传产品仅支持数据上报一种服务，topic 字段可任意填写，payload 字段数据可为任

意 JSON 格式内容。透传产品不支持使用平台规则引擎能力。 

接口原型 

请求方法 POST 

请求地址 
http://http.ctwing.cn: 8991/topic 

https://http.ctwing.cn: 8992/topic 

传输协议 HTTP(S) 

请求头部 

参数 必选/可选 类型 位置 描述 

signKey 必选 String Header 签名秘钥，设备生成，携带至平台 

timestamp 必选 Int Header 时间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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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ature 必选 String Header 签名。算法：sha256：

(signKey+MasterKey+timestamp)拼接。 

MasterKey 为 AIoT 平台上创建产品时自

动生成，可从平台产品概况中查询 

Content-

Type 
必选 String Header application/json 

请求参数 

参数 必选/可选 类型 位置 描述 

productId 必选 Int body 产品 Id，AIoT 平台产品信息中获取。 

deviceId 必选 String body 设备 Id，AIoT 平台设备信息管理中获

取。 

accessToken 必选 String Body 鉴权参数。登陆报文中返回值。 

topic 必选 String Body 
上报主题。非透传产品，为服务定义生

成的服务标识；透传产品可任意填写。 

payload 必选 String body 业务数据。暂时仅支持 JSON 格式。 

响应参数 

Status Code: 200 OK 

参数 描述 

code 业务返回码，0 为成功 

message 数据上报结果 

请求示例 

Method: POST request: 

https//http.ctwing.cn: 8991/topic 

Header: 

timestamp: 1551753880000 

signKey: *** 

signature: *******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 

{  

 “productId”: 1000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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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iceId”: “100018311234”, 

 “accessToken”:”*********”, 

 “topic”:”test”, 

 “payload”: 

{ 

 “test”:1, 

 “up”:1 

} 

} 

响应示例 

response: 

Status Code: 200 OK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 

{ 

"code": 0, 

"message": "SUCCESSFUL", 

} 

业务返回码 

业务返回码 描述 说明 

0 SUCCESSFUL 数据发送成功 

10000 common error 未知错误 

10001 Product is not exist. 产品不存在。不存在 productId 对应的产品。 

10003 Parameter error 参数验证失败。缺少参数或参数格式错误。 

20000 Signature error 签名错误 

20002 accessToken error accessToken 错误 

20003 accessToken is null accessToken 未携带 

20004 
accessToken is expired or 

deviceId error 

accessToken 超期或设备 Id 错误。需检查设

备 Id 是否正确，或重新鉴权接入 

30001 Publish message error 数据上报失败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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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协议返回码： 

http 状态码 描述 说明 

200 OK 请求正常 

400 Bad request 请求数据缺失或格式错误 

401 Unauthorized 请求缺少权限 

403 Forbidden 请求禁止 

404 Not found 请求资源不存在 

500 Internal Error 服务器异常 

503 Service Unavailable 服务不可用 

504 Async Service 异步通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