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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端开发指南

设备身份认证

概述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0 14:57:39

物联网开发平台（IoT explorer）为每个创建的产品分配唯一标识 ProductID，用户可以自定义 Devicename 

标识设备，用产品标识 + 设备标识 + 设备证书/密钥来验证设备的合法性。用户在创建产品时需要选择设备认证方

式，在设备接入时需要根据指定的方式上报产品、设备信息与对应的密钥信息，认证通过后才能连接物联网通信平

台。由于不同用户的设备端资源、安全等级要求都不同，平台提供了两种认证方式，以满足不同的使用场景。

物联网开发平台（IoT explorer）提供以下两种认证方式：

两种方案在易用性、安全性和对设备资源要求上各有优劣，您可以根据自己的业务场景综合评估选择。方案对比如

下：

证书认证（设备级）：为每台设备分配证书 + 私钥，使用非对称加密认证接入，用户需要为每台设备烧录不同的

配置信息。

密钥认证（设备级）：为每台设备分配设备密钥，使用对称加密认证接入，用户需要为每台设备烧录不同的配置

信息。

特性 证书认证 密钥认证

设备烧录信息
ProductId、Devicename、设备证书、

设备私钥。

ProductId、Devicename、设

备密钥。

是否需要提前创建设

备
必须。 必须。

安全性 高。 一般。

使用限制 单产品下最多创建20万设备。 单产品下最多创建20万设备。

设备资源要求 较高，需要支持 X509 证书解析。 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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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级密钥认证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0 14:57:48

物联网开发平台支持产品级密钥认证，在该模式下，用户只需要开启设备动态注册开关，就可以为同一产品下的所有

设备烧录相同的配置固件（ProductID + ProductSecret），通过注册请求获取设备证书或密钥，再进行与平台

的连接通信。

1. 登录 物联网开发平台控制台 ，创建产品，具体操作请参考 产品定义 。

2. 在产品详情页开启动态注册开关，选择是否自动创建设备，自动创建的设备上限数为50。

操作场景

流程图

注意：

若需要使用动态注册功能，需要先在控制台产品详情页，手动开启该产品的动态注册功能。

操作步骤

说明：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iotexplorer/project/prj-vica2x33/product/list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81/34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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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产品下创建设备（可选操作）

为了避免不可预知情况（如设备固件 Bug，产品密钥被盗取等情况）造成创建过多设备，若您勾选了自

动创建设备，系统默认创建的设备数为50。 

用户可以在控制台设备调试页添加设备，或通过云 API 创建设备。

若未开启自动创建设备，则云端将在设备注册时校验每一个请求的设备名是否已在云端创建完成，建议您采

用设备端可读取的唯一标识作为 Devicename，例如设备的 IMEI 号、SN 号、MAC 地址等，便于整个

流程的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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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备固件烧录，具体步骤如下：

4.1 下载 设备端 SDK 。

4.2 实现 SDK 中关于产品、设备信息读写的 HAL 层函数，包括 ProductID、ProductSecret 和 

Devicename 等，并在 SDK 中开启动态注册功能，具体可参见 设备接入 。

4.3 根据实际业务需求，基于 SDK 开发设备端固件，实现设备唯一标识的读取、设备动态注册、鉴权接入、通

信及 OTA 等功能。

4.4 在生产环节，将开发测试完成的设备端固件批量烧录至设备中。

4.5 设备注册，设备上电联网后，发起注册请求获取设备证书或密钥。

4.6 设备使用获取的设备级证书/密钥与平台发起连接，鉴权通过后完成设备激活上线，即可与云端进行数据交

互，实现业务需求。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81/3931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81/39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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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级密钥认证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0 14:57:56

物联网开发平台支持设备级密钥认证，在该模式下，用户需要为每个设备烧录不同的配置固件，平台将根据用户选择

的具体认证方式（证书认证/密钥认证）进行鉴权验证，成功通过后即可与平台建立连接，进行数据通信。

设备级密钥需要为每个设备烧录不同的固件，在产线应用中有一定实现成本，但安全性更高，推荐使用。

1. 登录 物联网开发平台控制台 ，创建产品与设备。具体创建步骤请参考 产品开发 。

2. 在产品详情页获取产品信息，创建设备后将会获得设备私钥和证书文件。

操作场景

流程图

操作步骤

产品信息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iotexplore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81/34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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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备固件烧录，具体步骤如下：

3.1 下载 设备端 SDK 。

3.2 实现 SDK 中关于产品、设备信息读写的 HAL 层函数，包括 ProductID、Devicename 与设备证书或

密钥，具体可参考 设备接入 。

3.3 根据实际业务需求基于 SDK 开发设备端固件，实现设备唯一标识的读取、设备动态注册、鉴权接入、通信

及 OTA 等功能。

3.4 在生产环节，将开发测试完成的设备端固件批量烧录至设备中。

3.5 设备使用烧录的设备级证书/密钥与平台发起连接，鉴权通过后完成设备激活上线，即可与云端进行数据交

互，实现业务需求。

设备私钥和证书文件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81/3931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81/39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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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注册接口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01 14:59:22

设备动态注册时需携带 ProductID、ProductSecret 和 DeviceName 向平台发起 http/https 请求，请求接

口及参数如下：

1. 对参数（deviceName、nonce、productId、timestamp）按字典序升序排序。

2. 将以上参数，按 参数名称 = 参数值 & 参数名称 = 参数值 拼接成字符串。

3. 使用 HMAC-sha1 算法对上一步中获得的字符串进行计算，密钥为 ProductSecret。

4. 将生成的结果使用 Base64 进行编码，即可获得最终的签名串放入 signature。

参数说明

请求的 URL 为：

https://ap-guangzhou.gateway.tencentdevices.com/register/dev

http://ap-guangzhou.gateway.tencentdevices.com/register/dev

请求方式：Post。

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类型 描述

productId 是 string 产品 ID。

deviceName 是 string 设备名称。

nonce 是 int64 随机数。

timestamp 是 int64 秒级时间戳。

signature 是 string 签名信息。

签名生成步骤：

平台返回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code string 错误码。

message string 错误信息。

len int64 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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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 payload 内容说明：

payload string 设备连接信息的 AES 加密后内容。

说明：

加密过程将原始 JSON 格式的 payload 转为字符串后进行 AES 加密，再进行 base64 加密。AES 加

密算法为 CBC 模式，密钥长度128，取 productSecret 前16位，偏移量为长度16的字符“0”。

key value 描述

encryptionType 1 加密类型，1表示证书认证，2表示签名认证。

psk 1239465801
设备密钥，当产品认证类型为签名认证时有此参

数。

clientCert -
设备证书文件字符串格式，当产品认证类型为证书

认证时有此参数。

clientKey -
设备私钥文件字符串格式，当产品认证类型为证书

认证时有此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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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模型协议
最近更新时间：2023-02-02 11:36:03

物模型可将物理世界中的设备功能进行数字化定义，便于应用更便利的管理设备。平台为用户提供了基于物模型的业

务协议，既可以满足智慧生活场景应用，也可满足物联网各垂直行业应用需求。

产品定义物模型后，设备可以根据物模型中的定义上报属性、事件，并可对设备下发控制指令。物模型的管理详见 

产品定义 。物模型协议包括了以下几部分。

1. 当设备需要向云端上报设备运行状态的变化时，以通知应用端小程序、App 实时展示或云端业务系统接收设备上

报属性数据，物联网开发平台为设备设定了默认的 Topic：

2. 请求

简介

智慧生活场景：基于物模型协议，用户将设备相关属性、事件等上报云端后，可无缝使用腾讯连连小程序或自主

品牌小程序与 App，无需处理云端与小程序或 App 的通信细节，以提升用户在智慧生活场景下的应用开发效

率。

垂直行业应用场景：基于物模型协议，无需用户解析设备数据，可使用物联网开发平台的数据分析、告警和存储

服务及腾讯云相关云产品，以提升垂直行业应用的开发效率。

物模型协议

概述

设备属性上报：设备端将定义的属性根据设备端的业务逻辑向云端上报。

设备远程控制：从云端向设备端下发控制指令，即从云端设置设备的可写属性。

获取设备最新上报信息：获取设备最新的上报数据。

设备事件上报：设备可根据定义的物模型中的事件，当事件被触发，则根据设备事件上报的协议上报告警、故障

等事件信息。

设备行为调用：云端可以通过 RPC 的方式通知设备执行某个动作行为，适用于应用需要实时获取设备的执行结

果的场景。

设备初始信息上报：设备连接平台时上报的初始信息，便于小程序或 App 展示设备详细信息，如设备 MAC 地

址、IMEI 号。

用户删除设备：用户在腾讯连连小程序或用户自主品牌小程序删除设备时由云端发送给设备的通知消息，便于设

备重置或网关类设备清除子设备数据。

设备属性上报

设备属性上行请求 Topic： $thing/up/property/{ProductID}/{DeviceName}

设备属性下行响应 Topic： $thing/down/property/{ProductID}/{DeviceName}

设备端请求报文示例：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81/34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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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响应

    "method":"report"

    "clientToken":"123"

    "timestamp":1628646783

    "params":

        "power_switch":1

        "color":1

        "brightness":32

       

{

,

,

,

{

,

,

}

}

请求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method String report 表示设备属性上报。

clientToken String 用于上下行消息配对标识。

timestamp Integer
属性上报的时间，格式为 UNIX 系统时间戳，不填写该字段表示

默认为当前系统时间。单位为毫秒。

params JSON JSON 结构内为设备上报的属性值。

params.pow

er_switch

Boolea

n
布尔型属性的值一般为0或1。

params.colo

r
Enum

枚举整型属性的值为整数值，数值类型填写错误或超过枚举项定义

范围出现406返回码，表示物模型格式校验错误。

params.brig

htness
Integer

整数型属性的值为整数值，数值类型填写错误或超过数值范围会出

现406返回码，表示物模型格式校验错误。

云端返回设备端报文示例：

    "method":"report_reply"

    "clientToken":"123"

    "code":0

    "status":"some message where error"

{

,

,

,

}

响应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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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物模型协议的设备，当需要通过云端控制设备时，设备需订阅下发 Topic 接收云端指令：

2. 请求

3. 响应

参数 类型 说明

method String report_reply 表示云端接收设备上报后的响应报文。

clientToken String 用于上下行消息配对标识。

code Integer 0表示云端成功收到设备上报的属性。

status String 当 code 非0的时候，提示错误信息。

设备远程控制

下发 Topic： $thing/down/property/{ProductID}/{DeviceName}

响应 Topic： $thing/up/property/{ProductID}/{DeviceName}

远程控制请求消息格式：

    "method": "control"

    "clientToken": "123"  

    "params": 

        "power_switch": 1

        "color": 1

        "brightness": 66 

    

{

,

,

{

,

,

}

}

请求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method String control 表示云端向设备发起控制请求。

clientToke

n
String 用于上下行消息配对标识。

params JSON JSON 结构内为设备属性的设置值，可写的属性值才可控制成功。

设备响应远程控制请求消息格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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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设备从云端接收最新消息使用的 Topic：

2. 请求

    "method":"control_reply"

    "clientToken":"123"

    "code":0

    "status":"some message where error"

,

,

,

}

请求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method String 表示设备向云端下发的控制指令的请求响应。

clientToken String 用于上下行消息配对标识。

code Integer 0表示设备成功接收到云端下发的控制指令。

status String 当 code 非0的时候，提示错误信息。

获取设备最新上报信息

请求 Topic： $thing/up/property/{ProductID}/{DeviceName}

响应 Topic： $thing/down/property/{ProductID}/{DeviceName}

请求消息格式：

    "method": "get_status"

    "clientToken": "123"

    "type" : "report"  

    "showmeta": 0

{

,

,

,

}

请求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method String get_status 表示获取设备最新上报的信息。

clientToke

n
String 消息 Id，回复的消息将会返回该数据，用于请求响应消息的对比。

type String 表示获取什么类型的信息。report 表示设备上报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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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响应

1. 当设备需要向云端上报事件时，如上报设备的故障、告警数据，平台为设备设定了默认的 Topic：

2. 请求

showmeta Intege

r

标识回复消息是否带 metadata，缺省为0表示不返回 

metadata。

响应消息格式： 

    "method": "get_status_reply"

    "code": 0

    "clientToken": "123"

    "type": "report"

    "data": 

        "reported": 

            "power_switch": 1

            "color": 1

            "brightness": 66

        

    

{

,

,

,

,

{

{

,

,

}

}

}

响应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method String 表示获取设备最新上报信息的 reply 消息。

code
Intege

r
0标识云端成功收到设备上报的属性。

clientToke

n
String 消息 Id，回复的消息将会返回该数据，用于请求响应消息的对比。

type String 表示获取什么类型的信息。report 表示设备上报的信息。

data JSON 返回具体设备上报的最新数据内容。

设备事件上报

设备事件上行请求 Topic： $thing/up/event/{ProductID}/{DeviceName}

设备事件下行响应 Topic： $thing/down/event/{ProductID}/{DeviceName}

设备端请求报文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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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响应

    "method":"event_post"

    "clientToken":"123"

    "version":"1.0"

    "eventId":"PowerAlarm"

    "type":"fault"

    "timestamp":1212121221

    "params":

        "Voltage":2.8

        "Percent":20

     

{

,

,

,

,

,

,

{

,

}

}

请求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method String event_post 表示事件上报。

clientTok

en
String 消息 ID，回复的消息将会返回该数据, 用于请求响应消息的对比。

version String 协议版本，默认为1.0。

eventId String 事件的 Id，在物模型事件中定义。

type String   

事件类型。

info：信息。

alert：告警。

fault：故障。

params String 事件的参数，在物模型事件中定义。

timestam

p
Integer

事件上报的时间，不填写该字段表示默认为当前系统时间。单位为毫

秒。

响应消息格式：

    "method": "event_reply"

    "clientToken": "123"

    "version": "1.0"

    "code": 0

    "status": "some message where error"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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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应用通过云端向设备发起某个行为调用时，平台为设备行为的处理设定了默认的 Topic：

2. 请求

    "data": {}

}

响应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method String event_reply 表示是云端返回设备端的响应。

clientToke

n
String 消息 Id，回复的消息将会返回该数据，用于请求响应消息的对比。

version String 协议版本，默认为1.0。

code
Intege

r
事件上报结果，0表示成功。

status String 事件上报结果描述。

data JSON 事件上报返回的内容。

设备行为调用

应用调用设备行为 Topic： $thing/down/action/{ProductID}/{DeviceName}

设备响应行为执行结果 Topic： $thing/up/action/{ProductID}/{DeviceName}

应用端发起设备行为调用报文示例：

     

    "method": "action"    

    "clientToken": "20a4ccfd-d308-****-86c6-5254008a4f10"     

    "actionId": "openDoor"     

    "timestamp": 1212121221   

    "params":      

        "userid": "323343"   

    

{

,

,

,

,

{

}

}

请求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method String action 表示是调用设备的某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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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响应

1. 小程序或 App 展示设备详细信息时，一般会展示设备的 MAC 地址、IMEI 号、时区等基础信息。设备信息上

报使用的 Topic：

clientTo

ken

String 消息 Id，回复的消息将会返回该数据，用于请求响应消息的对比。

actionId String
actionId 是物模型中的行为标识符，由开发者自行根据设备的应用场

景定义。

timesta

mp
Integer

行为调用的当前时间，不填写则默认为调用行为的当前系统时间，单位

为毫秒。

params String 行为的调用参数，在物模型的行为中定义。

响应消息格式：

   

    "method": "action_reply"   

    "clientToken": "20a4ccfd-d308-11e9-86c6-5254008a4f10"   

    "code": 0    

    "status": "some message where error"   

    "response":     

        "Code":  0   

     

{

,

,

,

,

{

}

}

响应参数：

参数 类型 说明

method String action_reply 表示是设备端执行完指定的行为向云端回复的响应。

clientTok

en
String 消息 Id，回复的消息将会返回该数据, 用于请求响应消息的对比。

code Integer 行为执行结果，0表示成功。

status String 行为执行失败后的错误信息描述。

response JSON
设备行为中定义的返回参数，设备行为执行成功后，向云端返回执行结

果。

设备基础信息上报

上行请求 Topic： $thing/up/property/{ProductID}/{Device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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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请求

  

3. 响应

下行响应 Topic： $thing/down/property/{ProductID}/{DeviceName}

设备端请求报文示例：

    "method": "report_info"

    "clientToken": "1234567"

    "params": 

        "name": "dev001"

        "imei": "ddd"

        "fw_ver": "ddd"

        "module_hardinfo": "ddd"

        "moudle_softinfo": "ddd"             

        "mac": "ddd"

        "device_label": 

            "append_info": "ddddd"

        

    

{

,

,

{

,

,

,

,

,

,

{

}

}

}

请求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method String report_info 表示设备基础信息上报。

clientToken String 用于上下行消息配对标识。

imei String 设备的 IMEI 号信息，非必填项。

mac String 设备的 MAC 信息，非必填项。

fw_ver String mcu 固件版本。

module_hardinf

o
String 模组具体硬件型号。

module_softinf

o
String 模组软件版本。

append_info String 设备商自定义的产品基础信息，以 KV 方式上报。

云端返回设备端报文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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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用户在小程序或App中删除已绑定成功的设备，平台会下发用户删除设备的通知到设备，设备接收后可根据业

务需求自行处理。如网关类设备接收到子设备被删除。

下发用户删除设备 Topic： $thing/down/service/{ProductID}/{DeviceName}

2. 请求

  

    "method":"report_info_reply"  

    "clientToken":"1234567"  

    "code":0  

    "status":"success"

{

,

,

,

}

响应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method String report_reply 表示云端接收设备上报后的响应报文。

clientToken String 用于上下行消息配对标识。

code Integer 0 表示云端成功收到设备上报的属性。

status String 当 code 非0的时候，提示错误信息。

用户删除设备

应用端发起用户删除设备报文示例：

    "method": "unbind_device"  

    "clientToken": "20a4ccfd-****-11e9-86c6-5254008a4f10"   

    "timestamp": 1212121221     

{

,

,

}

请求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method String
unbind_device 表示是用户在小程序或 App 中删除或解绑某个设

备。

timestam Integer 用户删除设备的系统时间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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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用户在小程序或 App 中成功绑定设备后，平台会下发设备已被用户绑定的通知消息到设备，设备接收后可根

据业务需求自行处理。该消息用于手机应用端通知设备端，无需设备端回复。

下发用户绑定设备通知消息 Topic： $thing/down/service/{ProductID}/{DeviceName}

2. 请求

1. 当用户在控制台-位置服务功能或者小程序、App中为设备创建并关联了地理电子围栏，当设备触发围栏告警条

件时，平台会下发围栏告警消息通知到设备，设备接收后可根据业务需求自行处理，如设备收到围栏告警消息，

语音播报提醒设备的使用用户或者管理者注意安全。

2. 云端下发围栏告警消息

p

用户绑定设备通知消息

应用端发起用户绑定设备通知消息报文示例：

    "method": "bind_device"  

    "clientToken": "20a4ccfd-****-11e9-86c6-5254008a4f10"   

    "timestamp": 1212121221     

{

,

,

}

请求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method String bind_device 表示是用户在小程序或 App 中绑定某个设备。

clientToken String 用于上下行消息配对标识。

timestamp Integer 用户绑定设备的系统时间戳。

位置服务-围栏告警消息下发

下发围栏告警消息Topic： $thing/down/service/{ProductID}/{DeviceName}

设备响应回复 Topic： $thing/up/service/{ProductID}/{DeviceName}

云端下发告警消息报文示例：

    "method":"alert_fence_event"

    "clientToken":"xx"

    "timestamp": 0

    "data":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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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备端回复

        "alert_type":"xx"  //事件，In Out InOrOut

        "alert_condition":"xx"  //设备绑定围栏的触发条件 In Out InOrOut

        "alarm_time": 0  // 告警时间

        "fence_name":"xx"  // 围栏名称

        "long": 0

        "lat": 0

    

,

,

,

,

,

}

}

请求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method String alert_fence_event 表示围栏告警事件。

clientToken String 用于上下行消息配对标识。

timestamp Integer 时间戳，单位为毫秒。

data.alert_type String 告警事件类型：In 、Out 、InOrOut。

data.alert_condi

tion
String 设备绑定围栏的触发条件In 、Out 、InOrOut。

data.alarm_time Int 告警时间。

data.fence_nam

e
String 围栏名称。

data.long Float 经度。

data.lat Float 纬度。

设备端返回云端报文示例：

    "method":"alert_fence_event_reply"

    "clientToken":"xx"

    "timestamp": 0

    "code":0

    "status":"success"

{

,

,

,

,

}

响应参数说明：



物联网开发平台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24 共56页

参数 类型 说明

method String alert_fence_event_reply 表示围栏告警回复。

clientToken String 用于上下行消息配对标识。

timestamp Int 时间戳。

code Int 0 表示已经正确处理。

status String 当 code 非0时，提示错误信息。

错误码

code 说明

400 报文格式非 JSON 格式。

403 错误的 method 标识符或属性、事件、行为标识符与物模型定义的标识符不一致。

405 时间戳错误，当前时间和上报时间相差24小时，注意时间戳是毫秒。

406 物模型参数输入值数据类型错误或数据超出定义范围。

503 系统内部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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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件升级协议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0 14:58:32

设备固件升级又称 OTA，是物联网通信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物联设备有新功能或者需要修复漏洞时，设备可以

通过 OTA 服务快速的进行固件升级。

固件升级的过程中，需要设备订阅下面两个 Topic 来实现与云端的通信，如下图所示： 

示例如下：

操作场景

实现原理

$ota/report/${productID}/${deviceName}

用于发布（上行）消息，设备上报版本号及下载、升级进度到云端

$ota/update/${productID}/${deviceName}

用于订阅（下行）消息，设备接收云端的升级消息

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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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的升级流程如下所示：

1. 设备上报当前版本号。设备端通过 MQTT 协议发布一条消息到 Topic  

$ota/report/${productID}/${deviceName} ，进行版本号的上报，消息为 json 格式，内容如下：

2. 然后您可以在控制台上传固件。

3. 在控制台将指定的设备升级到指定的版本。

4. 触发固件升级操作后，设备端会通过订阅的 Topic  $ota/update/${productID}/${deviceName}  收到固

件升级的消息，内容如下：

    "type": "report_version"

    "report":

        "version": "0.1"

    

// type：消息类型

// version：上报的版本号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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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备在收到固件升级的消息后，根据 URL 下载固件，下载的过程中设备 SDK 会通过 Topic 

$ota/report/${productID}/${deviceName} 不断的上报下载进度，上报的内容如下： 

6. 当设备下载完固件，设备需要通过 Topic  $ota/report/${productID}/${deviceName} 上报一条开始升级

的消息，内容如下：

    "file_size": 708482

    "md5sum": "36eb5951179db14a631463a37a9322a2"

    "type": "update_firmware"

    "url": "https://ota-1255858890.cos.ap-guangzhou.myqcloud.com"

    "version": "0.2"

// type：消息类型为update_firmware

// version：升级版本

// url：下载固件的url

// md5asum：固件的MD5值

// file_size：固件大小，单位为字节

{

,

,

,

,

}

    "type": "report_progress"

    "report":

        "progress":

            "state":"downloading"

            "percent":"10"

            "result_code":"0"

            "result_msg":""

        

    "version": "0.2"

    

// type：消息类型

// state：状态为正在下载中

// percent：当前下载进度，百分比

{

,

{

{

,

,

,

},

}

}

    "type": "report_progress"

    "report":

        "progress":

            "state":"burning"

            "result_code":"0"

            "result_msg":""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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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设备固件升级完成后，再向 Topic  $ota/report/${productID}/${deviceName} 上报升级成功消息，内容

如下：

在下载固件或升级固件的过程中，如果失败，则通过 Topic  $ota/report/${productID}/${deviceName}

上报升级失败消息，内容如下：

    "version": "0.2"

    

// type：消息类型

// state：状态为烧制中

}

}

    "type": "report_progress"

    "report":

        "progress":

        "state":"done"

        "result_code":"0"

        "result_msg":""

        

    "version": "0.2"

    

// type：消息类型

// state：状态为已完成

{

,

{

{

,

,

},

}

}

    "type": "report_progress"

    "report":

        "progress":

        "state":"fail"

        "result_code":"-1"

        "result_msg":"time_out"

        

    "version": "0.2"

    

// state：状态为失败

// result_code：错误码，-1：下载超时；-2：文件不存在；-3：签名过期；-4:MD5不匹配；-5：

// result_msg：错误消息

{

,

{

{

,

,

},

}

}

OTA 断点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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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设备有部分场景处于弱网环境，在这个场景下连接会不稳定，固件下载会中断的情况出现。如果每次都从0偏

移开始下载固件，则弱网环境有可能一直无法完成全部固件下载，因此固件的断点续传功能特别必要。

带断点续传的 OTA 升级流程如下：

断点续传指从文件上次中断的地方开始重新下载或上传，要实现断点续传的功能，需要设备端记录固件下载的中

断位置，同时记录下载固件的 MD5、文件大小、版本信息。

平台针对 OTA 中断的场景，设备侧 report 设备的版本，如果上报的版本号与要升级的目标版本号不一致，则

平台会再次下发固件升级消息，设备获取到升级的目标固件的信息与本地记录的中断的固件信息比较，确定为同

一固件后，基于断点继续下载。

说明：

弱网环境下第3步到第6步有可能会多次执行，没有执行第7步，执行第3步，设备端都会收到第4步的消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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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关子设备

功能概述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0 14:58:45

物联网开发平台根据设备功能性的不同将设备分为如下三类（即节点的分类）：

设备分类

普通设备：此类设备可直接接入物联网开发平台且无挂载子设备。

网关设备：此类设备可直接接入物联网开发平台，并且可接受子设备加入局域网络。

子设备：此类设备必须依托网关设备才可与物联网开发平台进行通信，例如 Zigbee、蓝牙、RF433 等设备。

操作场景

对于不具备直接接入因特网的设备，可先接入本地网关设备的网络，利用网关设备与云端的通信功能，代理子设

备接入物联网开发平台。

对于在局域网中加入或退出网络的子设备，网关设备可对其在平台进行绑定或解绑操作，并上报与子设备的拓扑

关系，实现平台对于整个局域网子设备的管理。

接入方式

网关设备接入物联网开发平台的方式与普通设备一致。网关设备接入之后可代理同一局域网下的子设备上/下线，

代理子设备上报数据，代理子设备接收云端下发给子设备的数据，并管理与子设备之间的拓扑关系。

子设备的接入需通过网关设备来完成，子设备通过网关设备完成身份的认证之后即可成功接入云端。认证方式分

为以下两种：

设备级密钥方式

网关获取子设备的设备证书或密钥，并生成子设备绑定签名串。由网关向平台上报子设备绑定签名串信息，

代理子设备完成身份的验证。

产品级密钥方式

网关获取子设备的 ProductSecret（产品密钥），并生成签名，由网关向平台发送动态注册请求。验证成

功之后平台将返回子设备的 DeviceCert 或 DeviceSecret，网关设备依此生成子设备绑定签名串，并向

平台上报子设备绑定签名串信息。验证成功之后即完成子设备的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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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扑关系管理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0 14:58:54

网关类型的设备，可通过与云端的数据通信，对其下的子设备进行绑定与解绑操作。实现此类功能需利用如下两个 

Topic：

网关类型的设备，可以通过数据上行 Topic 请求添加它和子设备之间的拓扑关系，实现绑定子设备。请求成功之

后，云端通过数据下行 Topic 返回子设备的绑定结果信息。

网关绑定子设备请求数据格式：

网关绑定子设备响应数据格式：

功能概述

数据上行 Topic（用于发布）： $gateway/operation/${productid}/${devicename}

数据下行 Topic（用于订阅）： $gateway/operation/result/${productid}/${devicename}

绑定设备

  "type": "bind"

  "payload": 

    "devices": 

      

        "product_id": "CFC******AG7"

        "device_name": "subdeviceaaaa”

        "signature": "signature"

        "random": 121213

        "timestamp": 1589786839

        "signmethod": "hmacsha256"

        "authtype": "psk"

      

    

  

{

,

{

[

{

,

,

,

,

,

,

}

]

}

}

  "type": "bind"

  "payload": 

    "devices": 

      

        "product_id": "CFC******AG7"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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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说明：

响应参数说明：

        "device_name": "subaaa"

        "result": -1

      

    

  

,

}

]

}

}

字段 类型 描述

type String 网关消息类型。绑定子设备取值为： bind 。

payload.devi

ces
Array 需要绑定的子设备列表。

product_id String 子设备产品 ID。

device_nam

e
String 子设备名称。

signature String

子设备绑定签名串。 签名算法：

1. 签名原串，将产品 ID 设备名称，随机数，时间戳拼接：

text=${product_id}${device_name};${random};${expirat

ion_time}

2. 使用设备 Psk 密钥，或者证书的 Sha1 摘要，进行签名：

base64_encode(hmac_sha1(device_secret, text))

random Int 随机数。

timestamp Int 时间戳，单位：秒。

signmethod String 签名算法。支持 hmacsha1、hmacsha256。

authtype String

签名类型。

psk：使用设备 psk 进行签名。

certificate：使用设备公钥证书签名。

字段 类型 描述

type String 网关消息类型。绑定子设备取值为： bind 。

payload.devi Array 要绑定的子设备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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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关类型的设备， 可以通过数据上行 Topic 请求解绑它和子设备之间的拓扑关系。请求成功之后，云端通过数据下

行 Topic 返回子设备的解绑信息。

网关解绑子设备请求数据格式：

网关解绑子设备响应数据格式：

ces

product_id String 子设备产品 ID。

device_nam

e
String 子设备名称。

result Int 子设备绑定结果，具体 错误码  见下表。

解绑设备

  "type": "unbind"

  "payload": 

    "devices": 

      

        "product_id": "CFC******AG7"

        "device_name": "subaaa"

      

    

  

{

,

{

[

{

,

}

]

}

}

  "type": "unbind"

  "payload": 

    "devices": 

      

        "product_id": "CFC******AG7"

        "device_name": "subaaa"

        "result": -1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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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说明：

响应参数说明：

在应用端小程序或app需要进入某个子设备绑定流程内，平台会通知网关开启和关闭搜索子设备功能，协议如下：

平台下发数据格式：

请求参数说明：

字段 类型 描述

type String 网关消息类型。解绑子设备取值为： unbind 。

payload.devices Array 需要解绑的子设备列表。

product_id String 子设备产品 ID。

device_name String 子设备名称。

字段 类型 描述

type String 网关消息类型。解绑子设备取值为： unbind 。

payload.devices Array 需要解绑的子设备列表。

product_id String 子设备产品 ID。

device_name String 子设备名称。

result Int 子设备绑定结果，具体 错误码  见下表。

通知网关开启搜索状态

数据上行 Topic（用于发布）： $gateway/operation/${productid}/${devicename}

数据下行 Topic（用于订阅）： $gateway/operation/result/${productid}/${devicename}

    "type": "search_devices"

    "payload": 

    "status": 0 //0-关闭 1-开启

    

{

,

{

}

}

字段 类型 描述

type String 网关消息类型。通知网关开启搜索状态取值为：search_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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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关回复数据格式：

网关类型的设备， 可以通过该 Topic 上行请求查询子设备的拓扑关系。

网关查询子设备拓扑关系请求数据格式：

请求参数说明：

status Int

网关搜索状态：

0：关闭。

1：开启。

    "type": "search_devices"

    "payload": 

    "status": 0  //0-关闭 1-开启

    "result": 0

    

{

,

{

,

}

}

字段 类型 描述

type String 网关消息类型。通知网关开启搜索状态取值为：search_devices。

status Int

网关搜索状态：

0：关闭。

1：开启。

result Int

网关响应处理结果：

0：成功。

1：失败。

查询拓扑关系

    "type": "describe_sub_devices"

{

}

参数 类型 描述

type String 网关消息类型。查询子设备取值为： describe_sub_devic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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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关查询子设备拓扑关系响应数据格式：

响应参数说明：

  "type": "describe_sub_devices"

  "payload": 

    "devices": 

      

        "product_id": "XKFA****LX"

        "device_name": "2OGDy7Ws8mG****YUe"

      

      

        "product_id": "XKFA****LX"

        "device_name": "5gcEHg3Yuvm****2p8"

      

      

        "product_id": "XKFA****LX"

        "device_name": "hmIjq0gEFcf****F5X"

      

      

        "product_id": "XKFA****LX"

        "device_name": "x9pVpmdRmET****mkM"

      

      

        "product_id": "XKFA****LX"

        "device_name": "zmHv6o6n4G3****Bgh"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参数 类型 描述

type String 网关消息类型。查询子设备取值为： describe_sub_devices 。

payload.devic

es
Array 网关绑定的子设备列表。

product_id String 子设备产品 ID。

device_name String 子设备名称。

拓扑关系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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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关类型的设备， 可以通过该数据下行 Topic 订阅平台对子设备的拓扑关系变化。

子设备被绑定或解绑，网关将收到子设备拓扑关系变化，数据格式如下：

请求参数说明：

网关响应，数据格式如下：

响应参数说明：

  "type": "change"

  "payload": 

  "status": 0   //0-解绑 1-绑定

  "devices": 

      

        "product_id": "CFCS****G7"

        "device_name": "****ev"

      

    

  

{

,

{

,

[

{

,

,

}

]

}

}

参数 类型 描述

type String 网关消息类型。拓扑关系变化取值为：change。

status Int

拓扑关系变化状态。 

0：解绑。

1：绑定。

payload.devices Array 网关绑定的子设备列表。

product_id String 子设备产品 ID。

device_name String 子设备名称。

  "type": "change"

  "result": 0

{

,

}

参数 类型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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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String 网关消息类型。拓扑关系变化取值为：change。

result Int 网关响应处理结果。

错误码

错误码 描述

0 成功。

-1 网关设备未绑定该子设备。

-2 系统错误，子设备上线或者下线失败。

801 请求参数错误。

802 设备名非法，或者设备不存在。

803 签名校验失败。

804 签名方法不支持。

805 签名请求已过期。

806 该设备已被绑定。

807 非普通设备不能被绑定。

808 不允许的操作。

809 重复绑定。

810 不支持的子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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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子设备上下线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0 14:59:03

网关类型的设备，可通过与云端的数据通信，代理其下的子设备进行上线与下线操作。此类功能所用到的 Topic 与

网关子设备拓扑管理的 Topic 一致：

网关类型的设备，可以通过数据上行 Topic 代理子设备上线。请求成功之后，云端通过数据下行 Topic 返回子设

备的上线结果信息。

网关代理子设备上线请求数据格式：

代理子设备上线响应数据格式：

功能概述

数据上行 Topic（用于发布）： $gateway/operation/${productid}/${devicename}

数据下行 Topic（用于订阅）： $gateway/operation/result/${productid}/${devicename}

代理子设备上线

  "type": "online"

  "payload": 

    "devices": 

      

        "product_id": "CFC******AG7"

        "device_name": “subdeviceaaaa”

      

    

  

{

,

{

[

{

,

}

]

}

}

  "type": "online"

  "payload": 

    "devices": 

      

        "product_id": "CFC******AG7"

        "device_name": "subdeviceaaaa"

        "result":0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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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说明：

响应参数说明：

网关类型的设备， 可以通过数据上行 Topic 代理子设备下线。请求成功之后，云端通过数据下行 Topic 返回成功

子设备的下线信息。

网关代理子设备下线请求数据格式：

字段 类型 描述

type String 网关消息类型。代理子设备上线取值为： online 。

payload.devices Array 需上线的子设备列表。

product_id String 子设备产品 ID。

device_name String 子设备名称。

字段 类型 描述

type String 网关消息类型。代理子设备上线取值为： online 。

payload.devices Array 需上线的子设备列表。

product_id String 子设备产品 ID。

device_name String 子设备名称。

result Int 子设备上线结果，具体 错误码  见下表。

代理子设备下线

  "type": "offline"

  "payload": 

    "devices": 

      

        "product_id": "CFC******AG7"

        "device_name": “subdeviceaaaa”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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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关代理子设备下线响应数据格式：

请求参数说明：

响应参数说明：

  "type": "offline"

  "payload": 

    "devices": 

      

        "product_id": "CFC******AG7"

        "device_name": "subdeviceaaaa"

        "result":-1

      

    

  

{

,

{

[

{

,

,

}

]

}

}

字段 类型 描述

type String 网关消息类型。代理子设备下线取值为： offline 。

payload.devices Array 需代理下线的子设备列表。

product_id String 子设备产品 ID。

device_name String 子设备名称。

字段 类型 描述

type String 网关消息类型。代理子设备下线取值为： offline 。

payload.devices Array 需代理下线的子设备列表。

product_id String 子设备产品 ID。

device_name String 子设备名称。

result Int 子设备下线结果，具体错误码见下表。

错误码

错误码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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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成功。

-1 网关设备未绑定该子设备。

-2 系统错误，子设备上线或者下线失败。

801 请求参数错误。

802 设备名非法，或者设备不存在。

810 不支持的子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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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子设备发布和订阅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0 14:59:11

网关类型的设备，可通过与云端的数据通信，代理其下的子设备发布和订阅消息。

发布和订阅消息之前，请参见 网关设备接入  和 代理子设备上下线 ，进行网关设备和子设备接入上线。

网关产品与子产品建立绑定，获取子设备的 Topic 权限后，网关设备可以使用子设备Topic代理进行收发消息，同

时可以在设备调试-设备日志中查看通信信息。

功能概述

前提条件

发布和订阅消息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81/4341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34/45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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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设备固件升级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0 14:59:19

当网关子设备有新功能或者需要修复漏洞时，子设备可以通过设备固件升级服务快速的进行固件升级。

固件升级的过程中，需要网关代子设备使用下面两个 Topic 来实现与云端的通信，如下图所示： 

示例代码如下：

以 MQTT 为例，子设备的升级流程图如下所示。

操作场景

实现原理

$ota/report/$ productID /$ deviceName

用于发布（上行）消息，设备上报版本号及下载、升级进度到云端

$ota/update/$ productID /$ deviceName

用于订阅（下行）消息，设备接收云端的升级消息

{ } { }

{ } { }

操作流程

说明:

固件升级的具体操作步骤，详情请参见 设备固件升级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81/39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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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管理协议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0 14:59:28

资源管理主要是用于开发者向设备端下发人脸识别库、图片库、音乐库等标准的设备资源，实现平台与设备间资源内

容的上传及下载。

实现此类功能需利用如下两个 Topic：

1. 设备端通过 MQTT 协议发布一条消息到 $resource/up/service/${productid}/${devicename} ，进行创

建设备资源上传任务，消息为 json 格式，内容如下：

2. 创建成功，后台通过 $resource/down/service/${productid}/${devicename}  返回资源上传的链接，消

息为 json 格式，内容如下：

1. 资源上传使用 HTTP PUT 请求，所以 header 需要添加 MD5 值（base64 编码）。资源上传过程中，设备

端通过 $resource/up/service/${productid}/${devicename}  上报资源上传进度，消息为 json 格式，内

容如下：

功能概述

数据上行 Topic（用于发布）： $resource/up/service/${productid}/${devicename} 。

数据下行 Topic（用于订阅）： $resource/down/service/${productid}/${devicename} 。

设备资源上传

步骤1：设备端创建资源上传任务

      "type":"create_upload_task"

      "size":100

      "name":"file"

      "md5sum":"************"

{

,

,

,

,

}

      "type":"create_upload_task_rsp"

      "size":100

      "name":"file"

      "md5sum":"************"

      "url":"https://iothub.cos.ap-guangzhou.myqcloud.com/********"

{

,

,

,

,

}

步骤2：上报资源上传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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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进度上报响应，通过 $resource/down/service/${productid}/${devicename}  下发给设备，消息为 

json 格式，内容如下：

1. 设备端通过 $resource/up/service/${productid}/${devicename}  上报消息，查询下载任务，消息为 

json 格式，内容如下：

2. 如果存在下载任务，则通过 $resource/down/service/${productid}/${devicename}  下发结果，消息为 

json 格式，内容如下：

      "type":"report_upload_progress"

      "name":"file"

      "progress":

             "state":"uploading"

             "percent":89

             "result_code":0

             "result_msg":""

      

{

,

,

{

,

,

,

}

}

      "type":"report_upload_progress_rsp"

      "result_code":0

      "result_msg":"ok"

{

,

,

}

平台资源下发

步骤1：查询资源下载链接

   "type":"get_download_task"

{

}

      "type":"get_download_task_rsp"

      "size":372338

      "name":"AAAA"

      "md5sum":"a567907174*****3bb9a2bb20716fd97"

      "url":"https://iothub.cos.ap-guangzhou.myqcloud.com/********"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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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源下载进度通过 $resource/up/service/${productid}/${devicename}  进行上报，消息为 json 格式，

内容如下：

2. 进度上报响应，通过 $resource/down/service/${productid}/${devicename}  下发给设备，消息为 

json 格式，内容如下：

1. 资源下载进度通过 $resource/up/service/${productid}/${devicename}  进行上报，消息为 json 格式，

内容如下：

2. 进度上报响应，通过 $resource/down/service/${productid}/${devicename}  下发给设备，消息为 

json 格式，内容如下：

步骤2：上报资源下载进度

      "type":"report_download_progress"

      "name":"file"

      "progress":

             "state":"downloading"

             "percent":89

             "result_code":0

             "result_msg":""

      

{

,

,

{

,

,

,

}

}

      "type":"report_download_progress_rsp"

      "result_code":0

      "result_msg":"ok"

{

,

,

}

步骤3：上报资源下载成功

      "type":"report_download_progress"

      "name":"file"

      "progress":

             "state":"done"

             "result_code":0

             "result_msg":""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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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pe":"report_download_progress_rsp"

      "result_code":0

      "result_msg":"ok"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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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管理协议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8 17:27:28

文件管理功能是用于厂商去完成设备端、平台侧与应用端间的文件互传，用于存储设备量产后用户在使用设备过程中

所需文件，由于该部分文件权限不归属于设备厂商查看管理，因此由服务端文件管理 topic 消息通道进行实现。

应用场景举例：

实现此类功能需利用如下两个 Topic：

1. 设备上报当前文件版本信息，设备端通过 MQTT 协议发布一条消息到 

$thing/up/service/${productid}/${devicename} ，进行版本号的上报，消息为 json 格式，内容如下：

特别的，若上报的文件列表为空，则云端会回复云端记录的设备的所有文件列表，设备端可基于此特性，实现设

备端文件列表的异常恢复操作。

功能概述

用户在小程序端录音，需下发到设备端进行播报。

门禁摄像头在有人来访时，拍取来访人照片，在小程序端进行查看。

数据上行 Topic（用于发布）： $thing/up/service/${productid}/${devicename} 。

数据下行 Topic（用于订阅）： $thing/down/service/${productid}/${devicename} 。

设备文件版本信息上报

    "method": "request_url"

    "request_id": "12345678"

    "report": "resource_name": "123.wav"  "version": "1.0.0"  "resource_type": "AUDIO"

//method：消息类型

//resource_name: 文件名称

//version：文件版本号

//resource_type： 文件类型，固件（fw）、文件（file）

//后台逻辑: 接收消息，并将文件的版本信息更新到对应产品/设备的

{

,

,

{ , ,

}

    "method": "report_version"

    "report":

        "resource_list":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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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服务端收到文件版本信息上报后，服务端通过 $thing/down/service/${productid}/${devicename} ，向

设备端回复收到的版本信息，消息为 json 格式，内容如下：

1. 用户在小程序端使用时调用应用端 API 上传文件，创建文件下载任务。

2. 设备端会通过订阅的 $thing/down/service/${productid}/${devicename}  接收文件的更新消息，文件更

新消息内容如下：

3. 设备在收到文件更新的消息后，根据 URL 下载资源，下载的过程中设备 SDK 会通过 

$thing/up/service/${productid}/${devicename}  不断的上报下载进度，上报的内容如下：

    "method": "report_version_rsp"

    "result_code":0

    "result_msg":"success"

    "resource_list":

        "resource_name": "audio_woman_mandarin"  "version": "1.0.0"，"resource_type

        "resource_name": "audio_woman_sichuanhua"  "version": "2.0.0"，"resource_typ

       

//method：消息类型

//result_code: 版本上报结果

//result_msg：版本上报结果信息

//resource_list: 将收到的版本信息回送过来

//若设备端上报的resource_list为空，则服务端回应已记录的资源列表

{

,

,

,

[

{ ,

{ ,

]

}

设备文件下载

    "method": "update_resource"

    "resource_name": "audio_woman_sichuanhua"

    "resource_type": "FILE"

    "version": "1.0.0"

    "url": "https://ota-1254092559.cos.ap-guangzhou.myqcloud.com"

    "md5sum": "cc03e747a6afbbcbf8be7668acfebee5"

    "file_size": 31242

// method：消息类型

// resource_name：文件名称

// resource_type：固件（fw）、文件（file），控制台下拉选择

// version：升级版本

// url：下载文件的url

// md5asum：文件的MD5值

// file_size：文件大小，单位为字节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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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当设备完成文件下载，设备需要通过 $thing/up/service/${productid}/${devicename}  上报一条下载的

结果，内容如下：

1. 设备请求文件上传的 URL，设备端通过 MQTT 协议发布一条消息到 

$thing/up/service/${productid}/${devicename} ，请求文件上传的URL，消息为 json 格式，内容如

    "method": "report_progress"

    "report":

        "progress": 

            "resource_name": "audio_woman_sichuanhua"

            "state":"downloading"

            "percent":"10"

            "result_code":"0"

            "result_msg":""

        

      "version": "1.0.0"

    

// method：消息类型

//resource_name:正在下载的文件名称

// state：状态为正在下载中

// percent：当前下载进度，百分比

{

,

{

{

,

,

,

,

},

}

}

//下载成功

    "method": "report_result"

    "report":

        "progress":

            "resource_name": "audio_woman_sichuanhua"

            "state":"done"

            "result_code":"0"

            "result_msg":"success"

        

     "version": "1.0.0"

    

// method：消息类型

// state：状态下载结束

// result_code: 下载结果，0成功，非0失败

// result_msg: 失败情况的具体描述信息

{

,

{

{

,

,

,

},

}

}

设备文件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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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2. 服务端收到文件版本信息上报后，服务端通过 Topic 

$thing/down/service/${productid}/${devicename}  向设备端返回已完成预签名的 cos url，消息为 

json 格式，内容如下：

3. 设备将资源 put 到对应的 cos url，上传结束后，上报上传结果，消息为 json 格式，内容如下：

    "method": "request_url"

    "request_id": "12345678"

    "report": "resource_name": "123.wav"  "version": "1.0.0"  "resource_type": "AUDIO"

//method：消息类型

//resource_name: 文件名称

//version：文件版本号

//resource_type： 文件类型

{

,

,

{ , ,

}

    "method": "request_url_resp"

    "result_code":0

    "result_msg":"success"

    "resource_url": "presigned_url_xxx"

    "resource_token": "123456abcdef"

    "request_id": "12345678"

//method：消息类型

//result_code: 版本上报结果

//result_msg：版本上报结果信息

//resource_url: cos 预签名 url

//resource_token：文件token，后续可以根据token映射资源url

{

,

,

,

,

,

}

    "method": "report_post_result"

    "report":

        "progress":

            "resource_token": "123456abcdef"

            "state":"done"

            "result_code":"0"

            "result_msg":"success"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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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设备端会通过订阅的 Topic $thing/down/service/${productID/${deviceName} 接收文件的删除消息，

文件删除消息内容如下：

2. 当设备完成文件下载，设备需要通过 Topic $thing/up/service/${productID/${deviceName} 上报一条删

除的结果，特别的，若待删除的文件在设备端不存在(设备端刷机导致丢失等)，建议回复删除成功，否则此文件

在设备端和云端的记录一直不一致，内容如下：

//method：消息类型

//resource_name: 文件名称

//state：上传结果

//result_code: 上传结果错误码，0成功

//result_msg: 上传结果信息

//version：文件版本

文件删除

    "method": "del_resource"

    "resource_name": "audio_woman_sichuanhua"

    "resource_type": "FILE"

    "version": "1.0.0"

// method：消息类型为

// resource_name：文件名称

{

,

,

,

}

    "method": "del_result"

    "report":

        "progress":

            "resource_name": "audio_woman_sichuanhua"

            "state":"done"

            "result_code":"0"

            "result_msg":"success"

        

    "version": "1.0.0"

    

// method：消息类型

// state：删除结束

// result_code: 删除结果，0成功，非0失败

// result_msg: 失败情况的具体描述信息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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