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据接入开放协议

更新日期：2020-09-02

1. 系统概述

为支持各类数据快速接入 supOS系统，基于目前主流的数据接入方式，定义了两类数据接入开放协议。

2. 术语表

2.1 数据与元数据

- 数据

- 传感器采样生成的 具有物理含义的一个或一系列值

- 实时数据

- 包含 时间、数据质量指示的一个或一系列数据

- 位号元数据

- 对于传感器采样得到的数据的物理描述 包括但不限于 时间、单位、数据范围、数据质量指示



2.2 上位机与下位机

- 上位机

- supOS 系统

- 下位机

- 各类网关设备,完成数据采集，并实现数据上送

3. 下位机运行状态

4. 支持场景

4.1 数据接入

支持基于开放协议的数据采集器或应用将数据接入 supOS系统。基础数据定义如下：位号元数据：描述接

入数据的基本信息，如名称，描述，量程等。

位号实时数据：接入数据的实时值。

位号历史数据：由于某些原因导致接入端无法将实时数据及时上送至服务器，接入端先将该实时数据进行

本地缓存的历史数据。

事件数据：接入端定义事件数据，用于标识指定用途的数据。该类数据由数据接入端按需定义，并由约定

的应用端进行处理，可用于支持状态汇报，故障诊断，设备管理等业务应用。



4.2 应用数据下行

应用端通过事件向接入端下发的应用数据，由接入端和应用端按约定按需处理

5. 接入方式

通过开放协议接入的设备都是以采集器角色接入。每一台设备在接入前都要预先申请一个 authToken，并使

用对应的 endpointName和 endpoint id来接入

说明：

1. authToken、endpointName在接入前必须要在 supOS端进行预申请

2. endpoint id建议使用接入设备自身的机器码

6. 终端安全

为了保证各类终端安全接入，支持使用 TLS双向认证的方式来给数据通讯提供安全保障。

7. 数据定义

协议的基础数据定义都是以 ProtoBuff的语法形式来进行定义，通讯数据编码和解码也是基于 ProtoBuff来

实现。

7.1 位号元数据

// 值类型定义

enum ValueType {
Unknown = 0;
Integer = 1; // 整数类型

Double = 2; // 浮点类型

Boolean = 3; // 布尔类型

String = 4; // 字符串类型

Bytes = 5; // 字节流类型

}

// 存档压缩定义

message CompressSpec



{
bool enable = 1; // 压缩设置启用标识 默认 false
float value = 2; // 工程量参数

int64 maxElapse = 3; // 最大上送周期 (s)
}

// 元数据定义

message MetaTag
{

int32 version = 1; // 位号版本，位号信息发生变化时进行更新

string name = 2; // 位号名称（字符开头，不能包含非法字符）

string showName = 3; // 位号可读名称 (任意字符，可选)
string description = 4; // 位号描述 (可选)
ValueType type = 5; // 位号值类型

string unit = 6; // 位号单位 (可选)
string range = 7; // 位号量程值范围，如 0-100 (可选)
RtdValue defaultValue = 8; // 位号默认值 (可选)
bool storage = 9; // 位号存档置，true:表示记存档，false:表示不记存档 (可选)
CompressSpec compress = 10; // 位号压缩设置 (可选)

}

// 元数据列定义

message MetaTagSequence{
repeated MetaTag tags = 1;

}

7.2 实时数据

// 实时数据定义

message RtdValue
{

int64 timeStamp = 1; // UTC毫秒时间戳

int64 quality = 2; // 质量码，0-标识正常值

oneof value
{

int64 intVal = 3;
double dblVal = 4;
bool boolVal = 5;
string strVal = 6;
bytes bytVal = 7;

}
}



// 命名实时数据定义

message NamedValue
{

string name = 1; // 位号名称

RtdValue value = 2; // 位号实时值

}

// 实时数据列定义

message ValueSequence{
repeated NamedValue values = 1;

}

7.3 续传数据

// value.proto
同 ValueSequence

7.4 事件数据

message RtdEvent
{

string topic = 1;
bytes payload = 2;

}

7.5 时间同步

message GatewayCoordinate
{

int64 localTimeStamp =1;
}

message ServerCoordinate
{

int64 localTimeStamp =1;
int64 serverTimeStamp =2;

}



8. GRPC接入

8.1 协议定义

8.1.1 接入认证

message VerifyRequest
{

string authToken = 1;
string endpointName = 2;
string endpointIdentify = 3;
int64 leaseValue = 4;

}

message VerifyResponse
{

int32 errorCode = 1;
string reason = 2;
string sessionID = 3;

}

8.1.2 接入元数据

// 全量刷新

message RefreshMetaRequest
{

MetaTagSequnce meta = 1;
}

message RefreshMetaResponse
{

int32 errorCode = 1;
string reason = 2;

}

// 增加

message AddMetaRequest
{

MetaTagSequnce tag = 1;
}

message AddMetaResponse



{
int32 errorCode = 1;
string reason = 2;

}

// 更新

message ModMetaRequest
{

MetaTagSequnce tag = 1;
}

message ModMetaResponse
{

int32 errorCode = 1;
string reason = 2;

}

// 删除

message DelMetaRequest
{

repeated string tag = 1;
}

message DelMetaResponse
{

int32 errorCode = 1;
string reason = 2;

}

8.1.3 实时数据

// 更新实时数据

message UpdateValueRequest
{

string sequenceNo = 1;
ValueSequence value = 2;

}

message UpdateResponse
{

string sequenceNo = 1;
int32 errorCode = 2;
string reason = 3;

}



8.1.4 续传历史数据

message RetransValueRequest
{

int64 sequenceNo = 1;
bytes gzValues = 2;

}

message RetransValueResponse
{

int64 sequenceNo = 1;
int32 errorCode = 2;
string reason = 3;

}

特殊说明：gzValues 是使用 gz压缩的 ValueSequence

8.1.5 系统对时

message SyncTimeRequest
{

int64 localTimeStamp =1;
}

message SyncTimeResponse
{

int64 localTimeStamp =1;
int64 serverTimeStamp =2;

}

8.2 接口定义

service RtdService
{

rpc Verify (VerifyRequest) returns (VerifyResponse);
rpc RefreshMeta (RefreshMetaRequest) returns (RefreshMetaResponse);
rpc AddMeta (AddMetaRequest) returns (AddMetaResponse);



rpc ModMeta (ModMetaRequest) returns (ModMetaResponse);
rpc DelMeta (DelMetaRequest) returns (DelMetaResponse);
rpc UpdateValue (UpdateValueRequest) returns (UpdateValueResponse);
rpc NotifyEvent (RtdEvent) returns (google.protobuf.Empty);
rpc RetransValue (RetransValueRequest) returns (RetransValueResponse);
rpc SyncTime (SyncTimeRequest) returns (SyncTimeResponse);

}

9. MQTT 接入

9.1 Topic格式定义

/{auth token}/{endpoint id}/{endpoint name}/{method name}/{direction}

字段名 备注 说明 扩展说明

auth token 认证 Token 接入管理分配的 UUID

endpoint id 设备 ID 接入设备的 ID

endpoint name 设备名称 定义的接入设备名

method name 方法名 metatag：位号元数据

rtdvalue：实时数据

cachevalue：缓存数据

rtdevent：实时事件

direction 主题方向 push：云端请求；

push_reply：响应云端请求，

get：网关请求云端，

get_reply：云端响应网关请求,

report：主动上送云端，

retain：主动上送云端，要求云端保留该

消息，用于组态、配置信息与云端同步

1、不同的方法

名支持的主题方

向不同；

说明：

下面的具体通讯过程里 Topic的定义都是用

auth token: 86efdf12-4f54-4691-b833-09cbaa2d50a4

endpoint id: dev1234



endpoint name: test

作为举例说明。

9.2 位号元数据

9.2.1 设备主动刷新位号数据

主题：

/86efdf12-4f54-4691-b833-09cbaa2d50a4/dev1234/test/metatag/retain

MQTT参数：

QOS = 0，Retain = 1

消息内容：

MetaTagSequnce

说明：

1、设备启动后主动上送一次位号元数据

9.2.2 云端要求刷新设备位号数据

①云端请求：

主题：

/86efdf12-4f54-4691-b833-09cbaa2d50a4/dev1234/test/metatag/push

MQTT参数：

QOS = 1，Retain = 0

消息内容：

说明：

1、云端在发生服务重启时会主动发起刷新请求

②响应云端：

主题：



/86efdf12-4f54-4691-b833-09cbaa2d50a4/dev1234/test/metatag/push_reply

MQTT参数：

QOS = 1，Retain = 0

消息内容：

MetaTagSequnce

9.3 实时数据

9.3.1 设备主动上送实时数据

主题：

/86efdf12-4f54-4691-b833-09cbaa2d50a4/dev1234/test/rtdvalue/report

MQTT参数：

QOS = 1，Retain = 0

消息内容：

ValueSequence

说明：

1、设备在上送完位号数据后，可以主动上送实时数据

9.4 历史数据续传

9.4.1 设备主动续传历史数据

主题：

/86efdf12-4f54-4691-b833-09cbaa2d50a4/dev1234/test/cachevalue/report

MQTT参数：

QOS = 1，Retain = 0

消息内容：



ValueSequence

说明：

1、设备在主动上送实时数据失败时，可以将未上送成功的数据进行本地缓存。待通讯状态恢复后，通过历

史数据续传的方式进行数据续传，以保证数据完整。

9.5 自定义事件

9.5.1 设备主动上报事件

主题：

/86efdf12-4f54-4691-b833-09cbaa2d50a4/dev1234/test/rtdevent/report

MQTT参数：

QOS = 1，Retain = 0

消息内容：

RtdEvent

说明：

1、自定义事件是用来预留给各接入设备来进行自定义数据上报的机制，该类数据的处理需按需进行服务定

制。

2、RtdEvent里的 topic由各接入设备来自定义，topic规则请参见 5.1的格式定义，其中 method name由各

设备自定义。该数据的处理也由平台上自定义的应用来进行消费和处理。

9.5.2 设备请求云端事件

①设备请求：

主题：

/86efdf12-4f54-4691-b833-09cbaa2d50a4/dev1234/test/rtdevent/get

MQTT参数：

QOS = 1，Retain = 0

消息内容：

RtdEvent



说明：

1、设备端主动发起请求，要求云端给出响应

②云端响应：

主题：

/86efdf12-4f54-4691-b833-09cbaa2d50a4/dev1234/test/rtdevent/get_reply

MQTT参数：

QOS = 1，Retain = 0

消息内容：

RtdEvent

说明：

1、云端响应设备端请求结果

9.5.3 云端主动通知事件

①云端请求：

主题：

/86efdf12-4f54-4691-b833-09cbaa2d50a4/dev1234/test/rtdevent/push

MQTT参数：

QOS = 1，Retain = 0

消息内容：

RtdEvent

说明：

1、云端根据业务主动给设备端发送通知事件

②设备响应：



主题：

/86efdf12-4f54-4691-b833-09cbaa2d50a4/dev1234/test/rtdevent/push_reply

MQTT参数：

QOS = 1，Retain = 0

消息内容：

RtdEvent

1、设备端在完成通知事件处理后的，给出对应的响应

9.5.4 系统内置事件

9.5.4.1 系统对时

①设备请求：

主题：

/86efdf12-4f54-4691-b833-09cbaa2d50a4/dev1234/test/rtdevent/get

MQTT 参数：

QOS = 1，Retain = 0

消息内容：

RtdEvent

topic = SyncTime

payload = GatewayCoordinate

说明：

1、设备主动给云端发送时间协调事件请求

②云端响应：



主题：

/86efdf12-4f54-4691-b833-09cbaa2d50a4/dev1234/test/rtdevent/get_reply

MQTT 参数：

QOS = 1，Retain = 0

消息内容：

RtdEvent

topic = SyncTime

payload = ServerCoordinate

说明：

1、云端给设备发送时间协调事件响应

10. 修改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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