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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要 

青莲云作为物联网后端云服务，商家可以对自己的产品进行功能开放，商家可以把产品

的数据点开放出来，用户只需要加入单台设备的 Mac 地址就能直接获取设备上报数据或者

下发命令控制设备。 

此版本文档提供以下 API 接口： 

 下发命令控制设备 

 获取设备当天上报数据 

 获取设备所有数据点的最新一条上报数据 

 推送消息到设备（离线丌存储） 

 推送消息到设备（离线存储） 

 查询设备是否在线 

 查询设备是否 OTA 升级 

 设备初始化 

 上传设备数据 

 下载设备数据 

 批量下发命令控制设备 

 用户手机注册 

 用户和设备绑定 

 用户和设备解绑 

 获取设备列表 

 获取单个设备详细信息 

 分享者分享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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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者取消分享设备 

 被分享者接受分享设备 

 被分享者删除被分享的设备 

 获取分享中心消息 

 查询设备的产品 id 

 查询产品的授权设备数量 

 上传设备新版本协议数据 

 同一设备批量下发命令 

 推送消息到设备（支持二进制消息）(离线丌存储) 

 推送消息到设备（支持二进制消息）(离线存储) 

 第三方用户体系用户注册 

 第三方用户体系获取平台用户信息 

 通过用户手机号获取 userId 和 userToken 

 获取设备在线时间 

 

2、API 域名 

所 有  API 访 问 都 通 过  HTTPS 进 行 。 API 访 问 所 有 接 口 中 的 HOST 为 ：

api.qinglianyun.com 

 

3、下发命令控制设备 

通过对 URL 的访问来对已经开放的设备进行控制，比如下发命令控制设备，或者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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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配置等。用户传参数 subid 表明对子设备控制，丌传参数 subid 表明对主设备控制。

支持下发二进制命令。 

 

请求 URL： 

curl https://HOST/open/v3/set/api 

-d "mac=5c:cf:7f:c1:0b:fd&subid=xxxxxx&uid=x&sign=xxxxxx&tt=xx&key 

=xxx&value =xxx" 

 

返回的 JSON 数据： 

{ 

"code": 0, 

"msg":"xxxxxxxxxxx" 

}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说明 备注 必需 

mac  String 设备的 Mac 

如 : 5c:cf:7f:c1:0b:fd 或 者

IMEI，主设备的 mac 或者

IMEI 

是 

subid String 子设备 id 

户传参数 subid表明对子设备

控制，不传参数 subid 表明对

主设备控制 

否 

key String 功能点的变量名 功能点参数名，参考相关参

数章节 

是 

value Sting 数据点的值 功能点对应的值。如果数据

点是二进制属性，接口会将

数据转成 byte 数组，然后再

base64 编码。数据要求必须

是偶数位且十六进制格式，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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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前面不能带 0x，传入数

据格式如：01020f3f。 

uid Int 用户 id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tt Int 时间戳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sign String 用户签名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返回参数： 

参数名 类型 说明 备注 必需 

code Int 返回码   查看 Api 返回码 是 

msg String 返回信息 

如果 code 为 0，则 msg 为空；

如果 code 不为 0，则 msg 返

回的为相关错误信息 

是 

 

4、获取设备当天上报数据 

通过对 URL 的访问获取已经开放的设备当天上报的某数据点的数据，数据为每分钟合

并一条之后的数据。用户传参数 subid 表明获取子设备数据，不传参数 subid 表明获取主设

备数据。 

 

请求 URL： 

curl "https://HOST/open/v2/get/api" 

-d "mac=5c:cf:7f:c1:0b:fd&subid=xxxxxx&uid=x&sign=xxxxxx&tt=xx&key =xxx" 

 

返回的 JSON 数据： 

{ 

"code": 0, 

"msg":"xxxxxxxxxxx", 

    "data": "[1468231034:25, 1468231027:25, 1468231020:25, 1468209778:25, 1468209716:25, 

1468209655:25]" 

} 

 

请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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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类型 说明 备注 必需 

mac  String 设备的 Mac 

如 : 5c:cf:7f:c1:0b:fd 或 者

IMEI，主设备的 mac 或者

IMEI 

是 

subid String 子设备 id 

用户传参数 subid表明获取子

设备数据，不传参数 subid 表

明获取主设备数据 

否 

key String 功能点的变量名 功能点参数名，参考相关参

数章节 

是 

uid Int 用户 id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tt Int 时间戳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sign String 用户签名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返回参数： 

参数名 类型 说明 备注 必需 

data list 
返回当天该设备所有

上报数据 

数据之间通过逗号分隔，每

一条数据通过冒号分隔，冒

号前面是上报的时间戳，冒

号后面是上报的具体数据 

是 

code Int 返回码  查看 Api 返回码 是 

msg String 返回信息 

如果 code 为 0，则 msg 为空；

如果 code 不为 0，则 msg 返

回的为相关错误信息 

是 

 

5、获取设备所有数据点的最新一条上报数据 

通过对 URL 的访问获取已经开放的设备所有数据点的最新一条上报数据。用户传参数

subid 表明获取子设备数据，不传参数 subid 表明获取主设备数据。 

 

请求 URL： 

curl "https://HOST/open/v2/getdp/api" 

-d "mac=5c:cf:7f:c1:0b:fd&subid=xxxxxx&uid=x&sign=xxxxxx&tt=xx" 

 

返回的 JSON 数据： 

{ 

"code":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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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g":"xxxxxxxxxxx", 

    "data": { 

        "cmd": "22", 

        "humidity": "71", 

        "uv": "12", 

        "battery": "3", 

        "cho": "52", 

        "pm25": "67", 

        "sun": "30", 

        "rain": "49", 

        "temperature": "92" 

    } 

}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说明 备注 必需 

mac String 设备的 Mac 

如 : 5c:cf:7f:c1:0b:fd 或 者

IMEI，主设备的 mac 或者

IMEI 

是 

subid String 子设备 id 

用户传参数 subid表明获取子

设备设局，不传参数 subid 或

者为空表明获取主设备数据 

否 

uid Int 用户 id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tt Int 时间戳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sign String 用户签名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返回参数： 

参数名 类型 说明 备注 必需 

data JSON 

返回当天该设备所有

数据点上报的最新一

条数据 

数据点和值是一组 key-value

键值对 
是 

code Int 返回码  查看 Api 返回码 是 

msg String 返回信息 

如果 code 为 0，则 msg 为空；

如果 code 不为 0，则 msg 返

回的为相关错误信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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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推送消息到设备(离线不存储) 

通过 Http Post 请求对指定设备进行消息 推送。 Post 请求方式，参数以

x-www-form-urlencoded 方式放在 body 里。设备不在线，push 的消息云端不存储，设备上线

之后不能收到消息。用户传参数 subid 表明推送消息到子设备，不传参数 subid 表明推送消

息到主设备。以后该接口将不再继续更新，最新接替接口为文档 28 接口。 

 

请求 URL：  

curl https://HOST/open/v2/push/api 

-d "mac=5c:cf:7f:c1:0b:fd&subid=xxxxxx&uid=x&sign=xxxxxx&tt=xx&data={\"alert\": \"low ba

ttery\"}" 

 

返回的 JSON 数据： 

{ 

"code": 0, 

"msg":"xxxxxxxxxxx" 

}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说明 备注 必需 

mac String 设备的 Mac 

如 : 5c:cf:7f:c1:0b:fd 或 者

IMEI，主设备的 mac 或者

IMEI 

是 

subid String 子设备 id 

用户传参数 subid表明推送消

息到子设备，不传参数 subid

表明推送消息到主设备 

否 

uid Int 用户 id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tt Int 时间戳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sign String 用户签名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data json 下发的消息 消息目前支持字符串格式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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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参数： 

参数名 类型 说明 备注 必需 

code Int 返回码   查看 Api 返回码 是  

msg String 返回信息 

如果 code 为 0，则 msg 为空；

如果 code 不为 0，则 msg 返

回的为相关错误信息 

是 

 

7、推送消息到设备(离线存储) 

通过 Http Post 请求对指定设备进行消息推送 。 Post 请求方式，参数以

x-www-form-urlencoded 方式放在 body 里。设备不在线，push 的消息云端存储，最多存储

20 条数据，设备上线之后能收到离线的消息。用户传参数 subid 表明推送消息到子设备，不

传参数 subid 表明推送消息到主设备。以后该接口将不再继续更新，最新接替接口为文档 29

接口。 

 

请求 URL： 

curl https://HOST/open/v1/push/cache/api 

-d "mac=5c:cf:7f:c1:0b:fd&subid=xxxxxx&uid=x&sign=xxxxxx&tt=xx&data={\"alert\": \"low ba

ttery\"}" 

 

返回的 JSON 数据： 

{ 

"code": 0, 

"msg":"xxxxxxxxxxx" 

}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说明 备注 必需 

mac String 设备的 Mac 

如 : 5c:cf:7f:c1:0b:fd 或 者

IMEI，主设备的 mac 或者

IMEI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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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id String 子设备 id 

用户传参数 subid表明推送消

息到子设备，不传参数 subid

表明推送消息到主设备 

否 

uid Int 用户 id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tt Int 时间戳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sign String 用户签名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data json 下发的消息 消息目前支持字符串格式 是 

 

返回参数： 

参数名 类型 说明 备注 必需 

code Int 返回码   查看 Api 返回码 是  

msg String 返回信息 

如果 code 为 0，则 msg 为空；

如果 code 不为 0，则 msg 返

回的为相关错误信息 

是 

 

8、查询设备是否在线 

通 过 Http Post 请 求 查 询 指 定 设 备 是 否 在 线 。 Post 请 求 方 式 ， 参 数 以

x-www-form-urlencoded 方式放在 body 里。用户传参数 subid 表明查询子设备在线状态，不

传参数 subid 表明查询主设备在线状态。 

 

请求 URL： 

curl "https://HOST/open/v1/api/mac/online" 

-d "mac=5c:cf:7f:c1:0b:fd&subid=xxxxxx&uid=x&sign=xxxxxx&tt=xx" 

 

返回的 JSON 数据： 

{ 

"code": 0, 

"msg":"xxxxxxxxxxx", 

"data": "tr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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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说明 备注 必需 

mac String 设备的 Mac 

如 : 5c:cf:7f:c1:0b:fd 或 者

IMEI，主设备的 mac 或者

IMEI 

是 

subid String 子设备 id 

用户传参数 subid表明查询子

设备在线状态，不传参数

subid 表明查询主设备在线状

态 

否 

uid Int 用户 id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tt Int 时间戳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sign String 用户签名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返回参数： 

参数名 类型 说明 备注 必需 

code Int 返回码   查看 Api 返回码 是  

data String 返回值 
在线返回 true，不在线返回

false，出错返回空 
是  

msg String 返回信息 

如果 code 为 0，则 msg 为空；

如果 code 不为 0，则 msg 返

回的为相关错误信息 

是 

 

9、查询设备是否 OTA 升级 

通过 Http Post 请求查询指定设备是否需要 ota 升级。Post 请求方式，参数以

x-www-form-urlencoded 方式放在 body 里。该版本不支持子设备。 

 

请求 URL：  

curl "https://HOST/open/api/check/otaupdate" 

 -d "mac=xx:xx:xx:xx:xx:xx&uid=x&sign=xxxxxx&tt=xx" 

 

返回的 JSON 数据： 

{ 

"code":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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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g":"xxxxxxxxxxx", 

"data": "{\"description\":\"xxxxxx\",\"mcuVersion\":\"1.0.0\"}" 

}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说明 备注 必需 

mac String 设备的 Mac 如: 5c:cf:7f:c1:0b:fd 是 

uid Int 用户 id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tt Int 时间戳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sign String 用户签名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返回参数： 

参数名 类型 说明 备注 必需 

code Int 返回码   查看 Api 返回码 是  

data String 返回值 

需要升级返回最新版本以及

描述，不需要升级返回空，

出错返回空 

是  

msg String 返回信息 

如果 code 为 0，则 msg 为空；

如果 code 不为 0，则 msg 返

回的为相关错误信息 

是 

 

10、设备初始化 

通过 Http Post 请求对指定设备进行初始化注册。 Post 请求方式，参数以

x-www-form-urlencoded 方式放在 body 里。用户传参数 subid 表明对子设备初始化，不传参

数 subid 表明对主设备初始化。20190425 新增逻辑，设备初始化的时候需要检查设备 ota 升

级的情况，如果有升级就去数据库修改升级状态。 

 

请求 URL： 

curl https://HOST/open/v1/api/initdevice 

-d "mac=5c:cf:7f:c1:0b:fd&subid=xxxxxx&uid=x&sign=xxxxxx&tt=xx&productId=xxxxxx& 

mcuVersion=xxxxx&bleVersion=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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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的 JSON 数据： 

{ 

"code": 0, 

"msg":"xxxxxxxxxxx" 

}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说明 备注 必需 

mac String 设备的 Mac 

如 : 5c:cf:7f:c1:0b:fd 或 者

IMEI，主设备的 mac 或者

IMEI 

是 

subid String 子设备 id 

用户传参数 subid表明对子设

备初始化，不传参数 subid 表

明对主设备初始化 

否 

uid Int 用户 id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tt Int 时间戳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sign String 用户签名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productId String 该设备的产品 id 
初始化设备的产品 id，参考

相关参数章节 
是 

mcuVersion String 设备当前 mcu 版本  否 

bleVersion String 设备当前蓝牙版本  否 

 

返回参数： 

参数名 类型 说明 备注 必需 

code Int 返回码   查看 Api 返回码 是  

msg String 返回信息 

如果 code 为 0，则 msg 为空；

如果 code 不为 0，则 msg 返

回的为相关错误信息 

是 

iotId String 设备 iotid  是 

iotToken String 设备 iottoken  是 

subIotId String 子设备 iotid  否 

 

11、上传设备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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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Http Post 请求对指定设备的数据进行上传，持久化保存在青莲云。Post 请求方式，

参数以 x-www-form-urlencoded 方式放在 body 里。用户传参数 subid 表明子设备上传数据，

不传参数 subid 表明主设备上传数据。 

 

请求 URL： 

curl "https://HOST/open/v2/old/api/upload/data" 

-d "mac=5c:cf:7f:c1:0b:fd&subid=xxxxxx&uid=x&sign=xxxxxx&tt=xx&data={\"heartrate\":[{\"t

ime\":"1482142675",\"data\":\"89\"},{\"time\":"1482142685",\"data\":\"75\"}],\"bloodpressure\":[

{\"time\":\"1482142675\", \"data\":\"188\"}, {\"time\":\"1482142685\", \"data\":\"218\"}]}" 

 

返回的 JSON 数据： 

{ 

"code": 0, 

"msg":"xxxxxxxxxxx" 

}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说明 备注 必需 

mac String 设备的 Mac 

如 : 5c:cf:7f:c1:0b:fd 或 者

IMEI，主设备的 mac 或者

IMEI 

是 

subid String 子设备 id 

用户传参数 subid表明子设备

上传数据，不传参数 subid 表

明主设备上传数据 

否 

uid Int 用户 id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tt Int 时间戳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sign String 用户签名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data json 上传的数据 

按照上传数据的格式，首先

是一个 json 格式，其次每一

个数据点是一个 json，数据点

里面是对象的 json 列表，最

后 time 是时间戳，data 是具

体的数据值，参考相关参数

章节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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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参数： 

参数名 类型 说明 备注 必需 

code Int 返回码   查看 Api 返回码 是  

msg String 返回信息 

如果 code 为 0，则 msg 为空；

如果 code 不为 0，则 msg 返

回的为相关错误信息 

是 

 

12、下载设备数据 

通过 Http Post 请求对指定设备的数据进行获取。 Post 请求方式，参数以

x-www-form-urlencoded 方式放在 body 里。用户传参数 subid 表明下载子设备数据，不传参

数 subid 表明下载主设备数据。 

 

请求 URL：  

curl "https://HOST/open/v1/api/download/data"  

-d "mac=5c:cf:7f:c1:0b:fd&subid=xxxxxx&uid=x&sign=xxxxxx&tt=xx&key=xxxxxx&date=201

6-12-25" 

 

返回的 JSON 数据： 

{ 

"code": 0, 

"msg":"xxxxxxxxxxx", 

"data":"{\"heartrate\":[\"1482142035:69\",\"1482142675:89\",\"1482142685:75\"],\"bloodpre

ssure\":[\"1482142035:120\",\"1482142675:188\",\"1482142685:218\"]}" 

}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说明 备注 必需 

mac String 设备的 Mac 

如 : 5c:cf:7f:c1:0b:fd 或 者

IMEI，主设备的 mac 或者

IMEI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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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id String 子设备 id 

用户传参数 subid表明下载子

设备数据，不传参数 subid 表

明下载主设备数据 

否 

uid Int 用户 id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tt Int 时间戳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sign String 用户签名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key String 
数据点的变量名列表 设备所属产品的数据点属

性，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date String 获取某一天的数据 格式：2016-12-25 是 

 

返回参数： 

参数名 类型 说明 备注 必需 

code Int 返回码   查看 Api 返回码 是  

data list 
返回当天该设备所有

上报数据 

数据之间通过逗号分隔，每

一条数据通过冒号分隔，冒

号前面是上报的时间戳，冒

号后面是上报的具体数据 

是 

msg String 返回信息 

如果 code 为 0，则 msg 为空；

如果 code 不为 0，则 msg 返

回的为相关错误信息 

是 

 

13、批量下发命令控制设备 

通过 Http Post 请求对批量设备进行控制。Post 请求方式，参数以 x-www-form-urlencoded

方式放在 body 里。可以对同一个设备下发不同的命令也可以对不同的设备批量下发命令。

每次只下发 data 数组里一条指令，轮询发送。设备一次只能接收一条指令。最多 20 组指令

限制。该版本不支持子设备。 

 

请求 URL： 

curl "https://HOST/open/batch/set/api" 

-d "uid=x&sign=xxxxxx&tt=xx&data=[{\"mac\":\"xxx\",\"key\":\"xxx\",\"value\":\"xxx\"},{\"mac

\":\"xxx\",\"key\":\"xxx\",\"value\":\"xxx\"}]" 

 

返回的 JSON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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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de": 0, 

"msg":"xxxxxxxxxxx" 

}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说明 备注 必需 

uid Int 用户 id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tt Int 时间戳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sign String 用户签名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data json 设置的数据 
消息目前支持字符串格式，

最多 20 组指令 
是 

mac  String 设备的 Mac 如: 5c:cf:7f:c1:0b:fd 是 

key String 数据点的变量名 设备所属产品的数据点属

性，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value Sting 数据点的值 设备所属产品的数据点的值 是 

 

返回参数： 

参数名 类型 说明 备注 必需 

code Int 返回码   查看 Api 返回码 是  

msg String 返回信息 

如果 code 为 0，则 msg 为空；

如果 code 不为 0，则 msg 返

回的为相关错误信息 

是 

 

14、用户手机注册 

通过对 URL 的访问实现用户的注册，并且返回用户注册后在青莲云的唯一标识 userId

和 userToken，请妥善保管，后续接口需要使用这一对标识来进行身份验证。如果丢失可以

通过 32 接口来获取数据。 

 

请求 URL： 

curl "https://HOST/open/v1/user/register" 

-d "uid=x&sign=xxxxxx&tt=xx&phone=xxx&password=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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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的 JSON 数据： 

{ 

"code": 0, 

"msg":"xxxxxxxxxxx", 

    "data": "{\"userId\":\"xxxxxx\",\"userToken\":\"xxxxxx\"}" 

}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说明 备注 必需 

uid Int 用户 id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tt Int 时间戳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sign String 用户签名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phone String 用户手机号  是 

password String 用户密码  是 

 

返回参数： 

参数名 类型 说明 备注 必需 

data Json 
返 回 userId 和

userToken 
data 数据格式是 Json 是 

code Int 返回码  查看 Api 返回码 是 

msg String 返回信息 

如果 code 为 0，则 msg 为空；

如果 code 不为 0，则 msg 返

回的为相关错误信息 

是 

userId String 用户在平台唯一 id 妥善保管 是 

userToken String 用户的 token 妥善保管 是 

 

15、用户和设备绑定 

通过对 URL 的访问实现用户的唯一标识 userId 和设备的唯一标识绑定。用户绑定设备

只针对主设备，不进行子设备绑定。 

 

请求 URL： 

curl "https://HOST/open/v2/device/bind" 

-d "uid=x&sign=xxxxxx&tt=xx&userId=xxx&userToken=xxx&mac=5c:cf:7f:c1:0b: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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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的 JSON 数据： 

{ 

"code": 0, 

"msg":"xxxxxxxxxxx" 

}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说明 备注 必需 

uid Int 用户 id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tt Int 时间戳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sign String 用户签名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userId String 用户唯一标识 id 通过接口 13 获取 是 

userToken String 用户唯一标识 token 通过接口 13 获取 是 

mac String 设备的 Mac 如: 5c:cf:7f:c1:0b:fd 是 

 

返回参数： 

参数名 类型 说明 备注 必需 

code Int 返回码  查看 Api 返回码 是 

msg String 返回信息 

如果 code 为 0，则 msg 为空；

如果 code 不为 0，则 msg 返

回的为相关错误信息 

是 

 

16、用户和设备解绑 

通过对 URL 的访问实现用户的唯一标识 userId 和设备的唯一标识解除绑定。用户解绑

设备只针对主设备，不进行子设备解绑。 

 

请求 URL： 

curl "https://HOST/open/v2/device/unbind" 

-d "uid=x&sign=xxxxxx&tt=xx&userId=xxx&userToken=xxx&mac=5c:cf:7f:c1:0b:fd" 

 

返回的 JSON 数据： 

{ 



  北京方研矩行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 18 号长远天地 A1 座 1204 室 邮编 100080 

商务合作：biz@qinglianyun.com 

"code": 0, 

"msg":"xxxxxxxxxxx" 

}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说明 备注 必需 

uid Int 用户 id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tt Int 时间戳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sign String 用户签名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userId String 用户唯一标识 id 通过接口 13 获取 是 

userToken String 用户唯一标识 token 通过接口 13 获取 是 

mac String 设备的 Mac 如: 5c:cf:7f:c1:0b:fd 是 

 

返回参数： 

参数名 类型 说明 备注 必需 

code Int 返回码  查看 Api 返回码 是 

msg String 返回信息 

如果 code 为 0，则 msg 为空；

如果 code 不为 0，则 msg 返

回的为相关错误信息 

是 

 

17、获取设备列表 

通过对 URL 的访问实现获取用户的设备列表包括被分享的设备。该版本支持子设备，

返回列表增加子设备相关数据。 

 

请求 URL： 

curl "https://HOST/open/v2/device/listinfo" 

-d "uid=x&sign=xxxxxx&tt=xx&userId=xxx&userToken=xxx" 

 

返回的 JSON 数据： 

{ 

"code": 0, 

"msg":"xxxxxxxxxxx", 

"data": "{\"list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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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g\":xxx,\"deviceMac\":\"xxx\",\"displayName\":\"xxx\",\"iotId\":\"xxx\",\"iotToken\

":\"xxx\",\"location\":\"xxx\",\"isOnline\":xxx,\"productId\":xxx,\"shared\":\"xxx\",\"fUserId\

":x,\"moduleVersion\":\"xxx\",\"gid\":x,\"groupName\":\"xxx\",\"subsetId\":\"xxx\",\"subset

Type\":\"xxx\",\"subsetName\":\"xxx\",\"subsetTradeName\":\"xxx\",\"rId\":x,\"roomName\"

:\"xxx\",\"thirdId\":\"xxx\",\"thirdType\":x,\"thirdTradeName\":\"xxx\",\"subIotId\":\"xxx\",\"

imgUrl\":\"xxx\" }, 

{\"flag\":xxx,\"deviceMac\":\"xxx\",\"displayName\":\"xxx\",\"iotId\":\"xxx\",\"iotToken\

":\"xxx\",\"location\":\"xxx\",\"isOnline\":xxx,\"productId\":xxx,\"shared\":\"xxx\",\"fUserId\

":x,\"moduleVersion\":\"xxx\",\"gid\":x,\"groupName\":\"xxx\",\"subsetId\":\"xxx\",\"subset

Type\":\"xxx\",\"subsetName\":\"xxx\",\"subsetTradeName\":\"xxx\",\"rId\":x,\"roomName\"

:\"xxx\",\"thirdId\":\"xxx\",\"thirdType\":x,\"thirdTradeName\":\"xxx\",\"subIotId\":\"xxx\",\"

imgUrl\":\"xxx\" } 

]}" 

}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说明 备注 必需 

uid Int 用户 id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tt Int 时间戳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sign String 用户签名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userId String 用户手机号  是 

userToken String 用户密码  是 

 

返回参数： 

参数名 类型 说明 备注 必需 

code Int 返回码  查看 Api 返回码 是 

msg String 返回信息 

如果 code 为 0，则 msg 为空；

如果 code 不为 0，则 msg 返

回的为相关错误信息 

是 

data String 
返 回 listinfo 的

ArrayJson 字符串 
数据格式如下 是 

flag Int 
区分是分享设备还是

自己绑定的设备 
0 绑定设备 1 分享设备 是 

deviceMac String 主设备的 mac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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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layName String 主设备的显示名称 移动端 SDK 可以修改名称 是 

iotId String 主设备的 iotId   是 

iotToken String 主设备的 token   是 

location String 设备的地理位置  是 

isOnline 
Boolea

n 
设备是否在线 

主设备就表示主设备的在线

状态，若是子设备就表示子

设备在线状态 

是 

productId Int 产品的 id  是 

shared String 
分享者的名字或者电

话 

被分享的设备该字段为分享

者的姓名或者电话；绑定的

设备该字段为空串 

是 

fUserId Int 分享者的 id 

被分享的设备该字段为分享

者的 id；绑定的设备该字段

为 0 

是 

moduleVersion String 模组版本 
子设备就是子设备版本号、

主设备就是主设备版本号 
是 

gid Int 分组 id 设备分组的 id 是 

groupName String 分组名称  是 

subsetId String 子设备的 id 厂商自身定义子设备的 id 是 

subsetType String 子设备类型 厂商自身定义子设备的类型 是 

subsetName String 子设备名称 

厂商自身定义子设备的默认

名称，通过移动端 SDK 也可

以修改名称 

是 

subsetTradeName 
Boolea

n 
子设备厂商名称 拓展字段，默认为空 是 

rId Int 设备房间 id  是 

roomName String 设备房间名字  是 

thirdId String 第三方 id 拓展字段，默认为空 是 

thirdType Int 第三方类型 拓展字段，默认为 0 是 

thirdTradeName String 第三方厂商名称 拓展字段，默认为空 是 

subIotId String 子设备的 iotid  是 

imgUrl String 设备的图片 
子设备就是子设备图片，主

设备就是主设备图片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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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获取单个设备详细信息 

通过对 URL 的访问实现获取用户单个设备的详细信息。目前获取设备详情只针对主设

备，子设备没有相关信息。 

 

请求 URL： 

curl "https://HOST/open/v2/device/singleinfo" 

-d "uid=x&sign=xxxxxx&tt=xx&userId=xxx&userToken=xxx&mac=5c:cf:7f:c1:0b:fd" 

 

返回的 JSON 数据： 

{ 

"code": 0, 

"msg":"xxxxxxxxxxx", 

"data": "{\"singleinfo\": 

{\"dataPointNum\":xxx,\"deviceIp\":\"xxx\",\"deviceMac\":\"xxx\",\"deviceType\":\"xxx\",\"

displayName\":\"xxx\",\"iotId\":\"xxx\",\"ipLocation\":xxx,\"isLinkage\":xxx,\"isOnline\":xxx,\"w

ifiType\":x} 

}" 

}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说明 备注 必需 

uid Int 用户 id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tt Int 时间戳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sign String 用户签名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userId String 用户唯一标识 id 通过接口 13 获取 是 

userToken String 用户唯一标识 token 通过接口 13 获取 是 

mac String 设备的 Mac 如: 5c:cf:7f:c1:0b:fd 是 

 

返回参数： 

参数名 类型 说明 备注 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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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 Int 返回码  查看 Api 返回码 是 

msg String 返回信息 

如果 code 为 0，则 msg 为空；

如果 code 不为 0，则 msg 返

回的为相关错误信息 

是 

data String 
返回 singleinfo 的 Json

字符串 
数据格式如下 是 

dataPointNum int 设备的数据点数目    是  

deviceIp String 设备的 ip 地址  是  

deviceMac String 设备的 MAC 地址  是 

deviceType String 设备类型  是 

ipLocation String 设备的经纬度  是 

iotId String 设备的 id  是 

displayName String 设备的显示名称  是 

isLinkage Boolean 设备是否联动  是 

isOnline Boolean 设备是否在线  是 

wifiType String 设备的 wifi 芯片  是 

 

19、分享者分享设备 

通过对 URL 的访问实现用户对自己的设备分享给其他用户，而且该用户必须是在青莲

云注册过的用户。分享之后，被分享者可以通过获取消息中心获取被分享的消息，来进行接

受分享或者拒绝分享。分享相关只针对主设备，子设备分享关系跟随主设备。 

 

请求 URL： 

curl "https://HOST/open/v1/share/device/add" 

-d "uid=x&sign=xxxxxx&tt=xx&userId=xxx&userToken=xxx&iotId=xxx&tel=xxx" 

 

返回的 JSON 数据： 

{ 

"code": 0, 

"msg":"xxxxxxxxxxx" 

}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说明 备注 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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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d Int 用户 id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tt Int 时间戳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sign String 用户签名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userId String 用户唯一标识 id 通过接口 13 获取 是 

userToken String 用户唯一标识 token 通过接口 13 获取 是 

iotId String 设备唯一标识 id 
通过设备 sdk 连接青莲云获

取 
是 

tel String 被分享者的手机号  是 

 

返回参数： 

参数名 类型 说明 备注 必需 

code Int 返回码  查看 Api 返回码 是 

msg String 返回信息 

如果 code 为 0，则 msg 为空；

如果 code 不为 0，则 msg 返

回的为相关错误信息 

是 

 

20、分享者取消分享设备 

通过对 URL 的访问实现用户对自己的分享的设备取消分享给指定用户，则该用户将不

会再看到被取消的设备。分享相关只针对主设备，子设备分享关系跟随主设备。 

 

请求 URL： 

curl "https://HOST/open/v1/share/device/cancel" 

-d "uid=x&sign=xxxxxx&tt=xx&userId=xxx&userToken=xxx&iotId=xxx&tUserId=xxx&tStatus

=xxx " 

 

返回的 JSON 数据： 

{ 

"code": 0, 

"msg":"xxxxxxxxxxx" 

}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说明 备注 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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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d Int 用户 id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tt Int 时间戳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sign String 用户签名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userId String 用户唯一标识 id 通过接口 13 获取 是 

userToken String 用户唯一标识 token 通过接口 13 获取 是 

iotId String 设备唯一标识 id 
通过设备 sdk 连接青莲云获

取 
是 

tUserId String 被分享者的唯一标识

id 

消息中心会返回所有信息

（接口 20 获取） 

是 

tStatus Int 被分享者此时的状态 所有的状态都是用户获取消

息中心获取（接口 20 获取），

因此取消、拒绝、接受等状

态需要提前获取。 

被分享者状态(0、删除消息，

1、未操作，2、接收共享，3、

拒绝共享, 4、删除共享) 

是 

 

返回参数： 

参数名 类型 说明 备注 必需 

code Int 返回码  查看 Api 返回码 是 

msg String 返回信息 

如果 code 为 0，则 msg 为空；

如果 code 不为 0，则 msg 返

回的为相关错误信息 

是 

 

21、被分享者接受分享设备 

通过对 URL 的访问实现用户接受他人分享的设备，设备列表将可以查询到该分享的设

备。分享相关只针对主设备，子设备分享关系跟随主设备。 

 

请求 URL： 

curl "https://HOST/open/v1/share/device/accept" 

-d "uid=x&sign=xxxxxx&tt=xx&userId=xxx&userToken=xxx&iotId=xxx&fUserId=xxx" 

 

返回的 JSON 数据： 

{ 

"code": 0, 

"msg":"xxx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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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说明 备注 必需 

uid Int 用户 id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tt Int 时间戳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sign String 用户签名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userId String 用户唯一标识 id 通过接口 13 获取 是 

userToken String 用户唯一标识 token 通过接口 13 获取 是 

iotId String 设备唯一标识 id 
通过设备 sdk 连接青莲云获

取 
是 

fUserId String 分享者的唯一标识 id 消息中心会返回所有信息

（接口 22 获取） 

是 

 

返回参数： 

参数名 类型 说明 备注 必需 

code Int 返回码  查看 Api 返回码 是 

msg String 返回信息 

如果 code 为 0，则 msg 为空；

如果 code 不为 0，则 msg 返

回的为相关错误信息 

是 

 

22、被分享者删除被分享的设备 

通过对 URL 的访问实现用户接受他人分享的设备，设备列表将可以查询到该分享的设

备。分享相关只针对主设备，子设备分享关系跟随主设备。 

 

请求 URL： 

curl "https://HOST/open/v1/share/device/delete" 

-d "uid=x&sign=xxxxxx&tt=xx&userId=xxx&userToken=xxx&iotId=xxx&fUserId=xxx" 

 

返回的 JSON 数据： 

{ 

"code": 0, 

"msg":"xxxxxxxxxx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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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说明 备注 必需 

uid Int 用户 id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tt Int 时间戳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sign String 用户签名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userId String 用户唯一标识 id 通过接口 13 获取 是 

userToken String 用户唯一标识 token 通过接口 13 获取 是 

iotId String 设备唯一标识 id 
通过设备 sdk 连接青莲云获

取，被分享的设备 id 
是 

fUserId String 分享者的唯一标识 id 消息中心会返回所有信息

（接口 21 获取） 

是 

 

返回参数： 

参数名 类型 说明 备注 必需 

code Int 返回码  查看 Api 返回码 是 

msg String 返回信息 

如果 code 为 0，则 msg 为空；

如果 code 不为 0，则 msg 返

回的为相关错误信息 

是 

 

23、获取分享中心消息 

通过对 URL 的访问实现用户获取所有的分享中心消息。分享相关只针对主设备，子设

备分享关系跟随主设备。 

 

请求 URL： 

curl "https://HOST/open/v1/share/message" 

-d "uid=x&sign=xxxxxx&tt=xx&userId=xxx&userToken=xxx" 

 

返回的 JSON 数据： 

{ 

"code": 0, 

"msg":"xxxxxxxxxxx", 

"data": "{\"message\":[ 

{\"deviceName\":\"xxx\",\"fName\":\"xxx\",\"fTel\":\"xxx\",\"fid\":x,\"fstatus\":x,\"iot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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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productId\":xxx,\"tName\":\"xxx\",\"tTel\":\"xxx\",\"tid\":x,\"time\":xxx,\"tstatus\":

x}, 

{\"deviceName\":\"xxx\",\"fName\":\"xxx\",\"fTel\":\"xxx\",\"fid\":x,\"fstatus\":x,\"iotid\"

:\"xxx\",\"productId\":xxx,\"tName\":\"xxx\",\"tTel\":\"xxx\",\"tid\":x,\"time\":xxx,\"tstatus\":

x} 

]}" 

}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说明 备注 必需 

uid Int 用户 id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tt Int 时间戳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sign String 用户签名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userId String 用户唯一标识 id 通过接口 13 获取 是 

userToken String 用户唯一标识 token 通过接口 13 获取 是 

iotId String 设备唯一标识 id 
通过设备 sdk 连接青莲云获

取，被分享的设备 id 
是 

fUserId String 分享者的唯一标识 id 消息中心会返回所有信息

（接口 21 获取） 

是 

 

返回参数： 

参数名 类型 说明 备注 必需 

code Int 返回码  查看 Api 返回码 是 

msg String 返回信息 

如果 code 为 0，则 msg 为空；

如果 code 不为 0，则 msg 返

回的为相关错误信息 

是 

data String 
返 回 message 的

ArrayJson 字符串 
数据格式如下 是 

deviceName String 被分享的设备名称  是 

fName String 分享者的名字  是 

fTel String 分享者的手机号  是 

fid Int 分享者的唯一标识 id  是 

fstatus Int 分享者的状态 
分享者状态(0、删除消息，1、

发出共享，2、取消共享 ) 
是 

iotid String 设备的唯一标识 id  是 

productId Int 产品唯一标识 id  是 

tName String 被分享者名字  是 

tTel String 被分享者电话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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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d Int 被分享者唯一标识 id  是 

tstatus Int 被分享者状态 

被分享者状态(0、删除消息，

1、未操作，2、接收共享，3、

拒绝共享, 4、删除共享) 

是 

time Long 分享时间 时间戳 是 

24、查询设备的产品 id 

通过 Http Post 请求查询指定设备产品 id。Post 请求方式，参数以 x-www-form-urlencoded

方式放在 body 里。查询设备的产品 id 只针对主设备而言，子设备是跟随主设备的产品。 

 

请求 URL： 

curl "https://HOST/open/api/mac/product" 

-d "mac=xx:xx:xx:xx:xx:xx&uid=x&sign=xxxxxx&tt=xx" 

 

返回的 JSON 数据： 

{ 

"code": 0, 

"msg":"xxxxxxxxxxx", 

"data": "xxxxxx" 

}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说明 备注 必需 

mac String 设备的 Mac 如: 5c:cf:7f:c1:0b:fd 是 

uid Int 用户 id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tt Int 时间戳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sign String 用户签名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返回参数： 

参数名 类型 说明 备注 必需 

code Int 返回码   查看 Api 返回码 是  

data String 返回值 无产品信息返回空，有产品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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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就返回产品 id 

msg String 返回信息 

如果 code 为 0，则 msg 为空；

如果 code 不为 0，则 msg 返

回的为相关错误信息 

是 

 

25、查询产品的授权设备数量 

通过 Http Post 请求查询该公司旗下的产品授权设备数量以及该公司剩余授权数。Post

请求方式，参数以 x-www-form-urlencoded 方式放在 body 里。 

 

请求 URL：  

curl "https://HOST/open/license/query" 

-d "uid=x&sign=xxxxxx&tt=xx" 

 

返回的 JSON 数据： 

{ 

"code": 0, 

"msg":"xxxxxxxxxxx", 

"data": "{\"total\":1000, 

            \"granted\":700, 

            \"remain\":200,  

            \"product\":[{\"productId\":xxx,\"deviceCnt\":xxx,\"productName\":\"xxx\"}, 

{\"productId\":xxx,\"deviceCnt\":xxx,\"productName\":\"xxx\"}] 

}" 

}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说明 备注 必需 

uid Int 用户 id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tt Int 时间戳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sign String 用户签名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返回参数： 

参数名 类型 说明 备注 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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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 Int 返回码   查看 Api 返回码 是  

msg String 返回信息 

如果 code 为 0，则 msg 为空；

如果 code 不为 0，则 msg 返

回的为相关错误信息 

是 

data 
JsonObj

ect 
返回值  是  

total Int 公司的总 license 数 
公司在青莲云平台购买的总

授权数 
是 

granted Int 
公司已经授权所有产

品的 license 数 

公司旗下所有产品的已授权

数 
是 

remain Int 
公司还剩余的 license

数 
公司剩余可用的授权数 是 

product List 
公司旗下各个产品的

license 数 

查询公司旗下各个产品的授

权数 
是 

productId Int 产品 id 公司旗下产品 id 是 

deviceCnt Int 产品授权数 公司旗下该产品的授权数 是 

productName String 产品名称 公司旗下产品名称 是 

 

26、上传设备新版本协议数据 

通过 Http Post 请求上报设备新版本协议数据，这个接口上报实时数据，云端默认数据

上报时间为接口调用时间。每一个数据点是一个 json，i 就是数据点的 id，v 就是数据点的

值 ， t 是数据点的类型。如： {"i":101,"v":"12","t":1} 。 Post 请求方式，参数以

x-www-form-urlencoded 方式放在 body 里。用户传参数 subid 表明子设备上传数据，不传参

数 subid 表明主设备上传数据。 

 

请求 URL：  

curl "https://HOST/open/v2/new/api/upload/data" 

-d "mac=5c:cf:7f:c1:0b:fd&subid=xxxxxx&uid=x&sign=xxxxxx&tt=xx&data=[{"i":101,"v":"12"

,"t":1},{"i":102,"v":"abc","t":3}] " 

 

返回的 JSON 数据： 

{ 

"code": 0, 

"msg":"xxxxxxxxxx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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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说明 备注 必需 

mac String 设备的 Mac 或者 IMEI 

如 : 5c:cf:7f:c1:0b:fd 或 者

IMEI，主设备的 mac 或者

IMEI 

是 

subid String 子设备 id 

用户传参数 subid表明子设备

上传数据，不传参数 subid 表

明主设备上传数据 

否 

uid Int 用户 id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tt Int 时间戳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sign String 用户签名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data json 上传的数据 

按照上传数据的格式，首先

是一个 jsoArrayn 格式，其次

每一个数据点是一个 json，i

就是数据点的 id，v 就是数据

点的值，t 是数据点的类型。

（需要在青莲云配置，硬件

和云端使用）参考相关参数

章节 

是 

 

返回参数： 

参数名 类型 说明 备注 必需 

code Int 返回码   查看 Api 返回码 是  

msg String 返回信息 

如果 code 为 0，则 msg 为空；

如果 code 不为 0，则 msg 返

回的为相关错误信息 

是 

 

27、同一设备批量下发命令 

通过对 URL 的访问来对已经开放的设备进行控制，比如下发命令控制设备，或者设置

设备配置等。对同一个设备下发不同的命令，每次下发 data 数组里全部指令。和 13 接口有

区别，设备端一次性接收多条指令而不是一条一条接收。下发指令最多 20 条限制。用户传

参数 subid 表明对子设备控制，不传参数 subid 表明对主设备控制。 

 

请求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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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l https://HOST/open/v2/all/set/api 

-d "mac=5c:cf:7f:c1:0b:fd&subid=xxxxxx&uid=x&sign=xxxxxx&tt=xx&data=[{\"key\":\"xxx\",\

"value\":\"xxx\"},{\"key\":\"xxx\",\"value\":\"xxx\"}]" 

 

返回的 JSON 数据： 

{ 

"code": 0, 

"msg":"xxxxxxxxxxx" 

}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说明 备注 必需 

mac  String 设备的 Mac 

如 : 5c:cf:7f:c1:0b:fd 或 者

IMEI，主设备的 mac 或者

IMEI 

是 

subid String 子设备 id 

户传参数 subid表明对子设备

控制，不传参数 subid 表明对

主设备控制 

否 

data json 设置的数据 
消息目前支持字符串格式，

最多 20 组数据 
是 

key String 功能点的变量名 功能点参数名，参考相关参

数章节 

是 

value Sting 数据点的值 功能点对应的值 是 

uid Int 用户 id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tt Int 时间戳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sign String 用户签名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返回参数： 

参数名 类型 说明 备注 必需 

code Int 返回码   查看 Api 返回码 是 

msg String 返回信息 

如果 code 为 0，则 msg 为空；

如果 code 不为 0，则 msg 返

回的为相关错误信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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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推送消息到设备（支持二进制消息）(离线不存储) 

通过 Http Post 请求对指定设备进行消息推送 。 Post 请求方式，参数以

x-www-form-urlencoded 方式放在 body 里。设备不在线，push 的消息云端不存储，设备上线

之后不能收到消息。用户传参数 subid 表明推送消息到子设备，不传参数 subid 表明推送消

息到主设备。硬件端 SDK 版本需要 ≥ 02.06 才能收到二进制的 push 消息。 

 

请求 URL：  

curl https://HOST/open/v3/push/api 

-d "mac=5c:cf:7f:c1:0b:fd&subid=xxxxxx&uid=x&sign=xxxxxx&tt=xx&data={\"alert\": \"low ba

ttery\"}&type=x" 

 

返回的 JSON 数据： 

{ 

"code": 0, 

"msg":"xxxxxxxxxxx" 

}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说明 备注 必需 

mac String 设备的 Mac 

如 : 5c:cf:7f:c1:0b:fd 或 者

IMEI，主设备的 mac 或者

IMEI 

是 

subid String 子设备 id 

用户传参数 subid表明推送消

息到子设备，不传参数 subid

表明推送消息到主设备 

否 

uid Int 用户 id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tt Int 时间戳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sign String 用户签名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data json 下发的消息 消息目前支持字符串格式 是 

type Int 消息类型 
1 字符串消息 

2 二进制消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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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参数： 

参数名 类型 说明 备注 必需 

code Int 返回码   查看 Api 返回码 是  

msg String 返回信息 

如果 code 为 0，则 msg 为空；

如果 code 不为 0，则 msg 返

回的为相关错误信息 

是 

 

29、推送消息到设备（支持二进制消息）(离线存储) 

通过 Http Post 请求对指定设备进行消息推送 。 Post 请求方式，参数以

x-www-form-urlencoded 方式放在 body 里。设备不在线，push 的消息云端存储，最多存储

20 条数据，设备上线之后能收到离线的消息。用户传参数 subid 表明推送消息到子设备，不

传参数 subid 表明推送消息到主设备。硬件端 SDK 版本需要 ≥ 02.06 才能收到二进制的

push 消息。 

 

请求 URL： 

curl https://HOST/open/v2/push/cache/api 

-d "mac=5c:cf:7f:c1:0b:fd&subid=xxxxxx&uid=x&sign=xxxxxx&tt=xx&data={\"alert\": \"low ba

ttery\"}&type=x " 

 

返回的 JSON 数据： 

{ 

"code": 0, 

"msg":"xxxxxxxxxxx" 

}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说明 备注 必需 

mac String 设备的 Mac 

如 : 5c:cf:7f:c1:0b:fd 或 者

IMEI，主设备的 mac 或者

IMEI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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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id String 子设备 id 

用户传参数 subid表明推送消

息到子设备，不传参数 subid

表明推送消息到主设备 

否 

uid Int 用户 id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tt Int 时间戳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sign String 用户签名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data json 下发的消息 消息目前支持字符串格式 是 

type Int 消息类型 
1 字符串消息 

2 二进制消息 
是 

 

返回参数： 

参数名 类型 说明 备注 必需 

code Int 返回码   查看 Api 返回码 是  

msg String 返回信息 

如果 code 为 0，则 msg 为空；

如果 code 不为 0，则 msg 返

回的为相关错误信息 

是 

 

30、第三方用户体系用户注册 

通过对 URL 的访问实现第三方用户体系用户的注册，并且返回在平台移动用户的唯一

标识 userId 和 userToken，请妥善保管，后续接口需要使用这一对标识来进行身份验证。该

接口是模拟移动端 SDK 注册用户，因此改接口注册的用户会产生一些功能的不能使用，如

下：1、用户登录；2、修改、重置密码；3、修改手机号、邮箱、用户名；4、获取个人信息；

5、设备分享模块（涉及到分享的时候输入用户手机号或邮箱）6、修改密码另一个登录同账

号的用户被挤掉；7、设备端获取绑定者和分享者的个人信息；这些功能都需要直接通过手

机号注册或者邮箱注册的。 

 

请求 URL： 

curl "https://HOST/open/v1/third/user/register" 

-d "uid=x&sign=xxxxxx&tt=xx&appid=xxx&thirdUserId=xxx &password=xxx" 

 

返回的 JSON 数据： 

{ 

"code": 0, 

"msg":"xxxxxxxxxxx", 

    "data": "{\"userId\":\"xxxxxx\",\"userToken\":\"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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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说明 备注 必需 

uid Int 用户 id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tt Int 时间戳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sign String 用户签名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appid String 青莲云的应用 id 

该接口模拟手机注册，就需

要应用 id 和 SDK 的应用 id

一致 

是 

thirdUserId String 
第三方用户体系的用

户 id 
需要保证该公司 uid 下唯一 是 

password String 用户密码 第三方平台设置用户默认密

码 

是 

 

返回参数： 

参数名 类型 说明 备注 必需 

data Json 
返 回 userId 和

userToken 
data 数据格式是 Json 是 

code Int 返回码  查看 Api 返回码 是 

msg String 返回信息 

如果 code 为 0，则 msg 为空；

如果 code 不为 0，则 msg 返

回的为相关错误信息 

是 

userId String 用户在平台唯一 id 妥善保管 是 

userToken String 用户的 token 妥善保管 是 

 

31、第三方用户体系获取平台用户信息 

通过对URL的访问实现通过第三方用户体系用户 id获取通过30接口注册的平台用户，

返回平台移动用户的唯一标识 userId 和 userToken，请妥善保管，后续接口需要使用这一对

标识来进行身份验证。 

 

请求 URL： 

curl "https://HOST/open/v1/third/user/get" 

-d "uid=x&sign=xxxxxx&tt=xx&appid=xxx&thirdUserId=xxx" 

 

返回的 JSON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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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de": 0, 

"msg":"xxxxxxxxxxx", 

    "data": "{\"userId\":\"xxxxxx\",\"userToken\":\"xxxxxx\"}" 

}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说明 备注 必需 

uid Int 用户 id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tt Int 时间戳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sign String 用户签名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appid String 青莲云的应用 id 和 SDK 的应用 id 一致 是 

thirdUserId String 
第三方用户体系的用

户 id 
需要保证该公司 uid 下唯一 是 

 

返回参数： 

参数名 类型 说明 备注 必需 

data Json 
返 回 userId 和

userToken 
data 数据格式是 Json 是 

code Int 返回码  查看 Api 返回码 是 

msg String 返回信息 

如果 code 为 0，则 msg 为空；

如果 code 不为 0，则 msg 返

回的为相关错误信息 

是 

userId String 用户在平台唯一 id 妥善保管 是 

userToken String 用户的 token 妥善保管 是 

 

32、通过用户手机号获取 userId 和 userToken 

通过对 URL 的访问实现通过用户的手机号和密码查询获取用户的唯一 ID 和 token，请

妥善保管，后续接口需要使用这一对标识来进行身份验证。 

 

请求 URL： 

curl "https://HOST/open/v1/user/get" 

-d "uid=x&sign=xxxxxx&tt=xx&phone=xxx&password=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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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的 JSON 数据： 

{ 

"code": 0, 

"msg":"xxxxxxxxxxx", 

    "data": "{\"userId\":\"xxxxxx\",\"userToken\":\"xxxxxx\"}" 

}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说明 备注 必需 

uid Int 用户 id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tt Int 时间戳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sign String 用户签名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phone String 用户手机号  是 

password String 用户密码  是 

 

返回参数： 

参数名 类型 说明 备注 必需 

data Json 
返 回 userId 和

userToken 
data 数据格式是 Json 是 

code Int 返回码  查看 Api 返回码 是 

msg String 返回信息 

如果 code 为 0，则 msg 为空；

如果 code 不为 0，则 msg 返

回的为相关错误信息 

是 

userId String 用户在平台唯一 id 妥善保管 是 

userToken String 用户的 token 妥善保管 是 

 

33、获取设备在线时间 

通过 Http Post 请求对指定设备的数据进行获取。 Post 请求方式，参数以

x-www-form-urlencoded 方式放在 body 里。查询主设备指定某一天的上下线行为，从而计算

出设备在线时长。 

 

请求 URL：  

curl "https://HOST/open/v2/get/device/online/time"  

-d "mac=5c:cf:7f:c1:0b:fd&date=2019-06-28&uid=x&sign=xxxxxx&tt=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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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的 JSON 数据： 

{ 

"code": 0, 

"msg":"xxxxxxxxxxx", 

"data":"{\"data\":[{\"event\":0,\"tt\":\"2019-06-27 

00:03:08\"},{\"event\":1,\"tt\":\"2019-06-27 00:06:08\"},{\"event\":0,\"tt\":\"2019-06-27 

00:06:37\"},{\"event\":1,\"tt\":\"2019-06-27 00:09:30\"},{\"event\":0,\"tt\":\"2019-06-27 

00:10:04\"},{\"event\":1,\"tt\":\"2019-06-27 00:13:05\"}],\"mac\":\"10:10:10:10:10:28\"}" 

}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说明 备注 必需 

mac String 设备的 Mac 

如 : 5c:cf:7f:c1:0b:fd 或 者

IMEI，主设备的 mac 或者

IMEI 

是 

date String 查询具体某一天 格式类型为 2019-06-29 是 

uid Int 用户 id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tt Int 时间戳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sign String 用户签名 参考相关参数章节 是 

 

返回参数： 

参数名 类型 说明 备注 必需 

code Int 返回码   查看 Api 返回码 是  

data String 获取的数据 JSON 格式的字符串 是 

msg String 返回信息 

如果 code 为 0，则 msg 为空；

如果 code 不为 0，则 msg 返

回的为相关错误信息 

是 

data List JSON 里面的 data 

具体的数据，是一个对象的

数组，如果没有数据则为空

数组，其中 

event表示行为，0表示上线 1

表示离线； 

tt 表示具体的时间，如例子中

2019-06-27 00:03:08 设备上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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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2019-06-27 00:06:08 设

备离线，其中在线时长 3 分

钟。 

mac String JSON 里面的 mac 回显查询的设备 mac 是 

 

34、相关参数 

34.1 uid 描述 

企业用户在官网注册之后会生成一个 uid 作为用户的唯一标识，如图相关参数一所示： 

 

图相关参数一 

34.2 sign 描述 

Sign 是用来验证用户身份而生成的签名，具体的签名算法为 md5（uid + token + tt），其

中 token 是用户官网注册时生成的，如图相关参数一所示。 

34.3 tt 描述 

tt 是用当前时间戳，调用接口实时获取的，接口会对时间戳进行校验，1 分钟之内有效，

因此调用接口时实时获取该参数值。 

34.4 productId 描述 

 官网上注册用户之后创建产品，一类设备归属到一类产品下面，产品 id 获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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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数据点描述 

数据点也就是设备上报和被控制的功能项，如设备上传温度就可以创建一个

temperature 数据点来上传数据。可上报可下发：数据点可以上报数据也可以被下发命令控制，

比如空调档位 switch 定义为可上报可下发，通过 api 可以下发 switch=1/2/3/4 等档位，根据用

户自行定义，同时设备也可以上报数据 switch=1；只上报：只能上传数据到云端没有下行的方

向。只下发：只有云端往设备下发没有上行的方向。接口 11 是老协议接口，数据格式中有 heartrate

这个 json 中的 key 就是下图中变量名。接口 26 中 i 就是数据点的 id，v 就是数据点的值，t

是数据点的类型，i 就是下图中编号，v 是具体的值，t 就是数据类型中括号中的数字。建议

使用新协议接口。 

 

 

35、API 返回码 

返回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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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码 含义说明 

0 正确返回 

-1 缺少基本请求参数 

-2 请求参数存在敏感信息（存在 SQL 的关键字） 

-3 请求超时 

-4 请求参数 Mac 格式不正确 

-5 Mac 对应的设备未开放分享 

-6 无效的 Mac 

-7 无效的 AK 

-8 签名验证不通过 

-9 Key 对应的产品数据点未开放分享 

-10 API 异常返回 

-11 API 未开放 

-12 上报数据为空或格式不正确 

-13 产品未创建数据点 

-14 公司未创建产品 

-15 AccessToken 失效 

-16 无效的签名时间戳 

-17 下发指令数量超过限制 

-18 手机号已经注册 

-19 手机号未注册 

-20 用户 token 验证失败 

-21 设备已被绑定 

-22 用户和设备无绑定关系 

-23 用户无绑定设备 

-24 用户不属于该公司 

-25 设备已分享该用户 

-26 设备已取消分享 

-27 子设备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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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设备不在线 

-29 数据点 key 无效 

-30 数据点 value 无效 

-31 产品 id 无效 

-32 第三方用户 id 已经注册 

-33 第三方用户 id 未注册 

-34 返回失败 

-35 用户密码验证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