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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接口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用于规定本省范围内省、市、县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之间，以及城市消防物联

网大数据应用平台与社会单位、行业部门等其他消防管理服务平台之间的数据交换。 

本规范规定了数据交换过程的应用层通信协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规范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

范。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范。 

GB/T 4754-2017  国民经济分类 

GB/T 12402-2000  经济类型分类与代码 

GB 12955-2015  防火门 

GB 14287-2014（所有部分）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 

GB 16806-2006  消防联动控制系统 

GB/T 22239-2019  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 25201-2010  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 

GB 25506-2010  消防控制室通用技术要求 

GB 25972-2010  气体灭火系统及部件 

GB/T 26875.3-2011  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第 3 部分：报警传输网络通信协议 

GB/T 26875.4-2011  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第 4 部分：基础数据项 

GB/T 30269.701-2014  信息技术传感器网络第 701 部分：传感器接口：信号接口 

GB 50016-2014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84-2017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B 50116-2013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B 50166-2019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219-2014  水喷雾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B 50261-2017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370-2005  气体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A/T 396-2002  消防业务基础数据元与代码表 

GA/T 1038.1-2012  消防公共服务平台技术规范 第 1 部分：总体架构及功能要求 

GA/T 1038.2-2012  消防公共服务平台技术规范 第 2 部分：服务管理接口 

GA/T 1038.3-2012  消防公共服务平台技术规范 第 3 部分：信息交换接口 

GM/T 0054-2018  信息系统密码应用基本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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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范。 

3.1  

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 urban fire IoT big data application platform 

由政府统一建设的用于消防监督管理的消防大数据应用平台，按照行政区划划分为省级、市级、县

级等，服务于各级消防部门、行业部门、消防单位、维保、设备等消防产业企业。 

3.2  

消防管理服务平台 management platform of FIoT 

由社会单位建设的，负责信息感知设备的接入、管理、控制并提供相关基础应用服务的平台。 

3.3  

平台管理 platform management 

由政府统一建设的县、市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需要通过访问上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

据应用平台相关接口，完成平台的注册、变更等管理操作。社会单位建设的消防管理服务平台需要通过

访问本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相关接口，完成平台的注册、变更等管理操作。 

3.4  

数据字典下载 data dictionary download 

县、市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和消防管理服务平台完成注册后需要从省级城市消防物联

网大数据应用平台中下载数据字典，以保证各类数据统一编码。 

3.5  

静态数据上传 static data upload 

县、市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拥有的静态数据向上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进

行数据传输，消防管理服务平台拥有的静态数据向本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进行数据传输。 

3.6  

动态数据上传 dynamic data upload 

县、市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拥有的动态数据向上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进

行数据传输，消防管理服务平台拥有的动态数据向本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进行数据传输。 

3.7  

操作数据上传 operation data upload 

县、市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拥有的操作数据向上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进

行数据传输，消防管理服务平台拥有的操作数据向本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进行数据传输。 

3.8  

数据下发 data dow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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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县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根据业务需求下传各类消防数据。 

4 体系架构及协议层次 

4.1 体系架构 

省、市、县级政府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间及本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与消防管理

服务平台之间的逻辑架构如图 1所示。 

 

图1 体系架构 

4.2 协议层次与安全要求 

4.2.1 省、市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与市、县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之间的协

议关系如图 2 所示。 

 

图2 协议层次 

4.2.2 消防管理服务平台与本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之间的协议关系如图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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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协议层次 

4.2.3 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应通过身份认证、传输加密、数据校验等方式确保数据传输的

安全性，并应符合 GB/T 22239-2019、GM/T 0054-2018 等相关规定。 

5 应用协议 

5.1 一般规定 

5.1.1 身份验证 

省、市、县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间，以及消防管理服务平台与本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

数据应用平台间进行数据交互时，需采用统一要求的CA数字证书进行身份验证。 

5.1.2 应用接口协议 

省、市、县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间，以及消防管理服务平台与本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

数据应用平台间的应用接口协议包含平台管理、数据字典下载、静态数据上传、动态数据上传、操作数

据上传、数据下发等协议，具体框架见图4。 

 

图4 应用接口协议 

5.1.3 应用接口协议格式 

应用接口协议格式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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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应用接口协议格式 

协议 POST 

编码格式 UTF-8 

URL示例 https://IP地址:端口号/api/版本号（version）/接口名称（interfaceName） 

注：version表示版本号，初始版本号为v1，支持版本号递增，并向前兼容。interfaceName表示接口名称，详细见

各业务接口定义。 

5.1.4 请求参数格式 

请求参数格式见表2。 

表2 请求参数格式 

参数名称 类型 说明 

appId 字符串 首次注册时，申请接入的平台经上级平台审核通过后，由上级平台统一返

回appId 

timestamp 整数 Unix时间戳，请求发起时间，如果和系统时间相差超过10分钟则会返回失

败 

sign 字符串 app凭证 

其他请求参数 / 根据具体接口协议确定  

5.1.5 返回参数格式 

返回参数格式见表3。 

表3 返回参数格式 

参数名称 类型 说明 

success bool 是否成功 

errno 整数 错误码，0 为成功，其他为失败，见 5.1.6 节状态代码 

errmsg 字符串 错误信息 

其他返回参数 / 根据具体应用接口协议确定（处理成功后返回具体数据，否则为空） 

注：第6章通信流程所涉及的各业务接口，如未明确定义返回参数，则默认返回success、errno、errmsg参数。 

5.1.6 状态代码 

编码规则：“0”代表成功，首位为“1”代表服务端错误，首位为“2”代表客户端错误，具体错

误状态代码由“1”或“2”加三位排序号组成。具体状态代码及对应说明见表 4。 

表4 状态代码及说明 

状态代码 状态说明 

0 成功 

1001 HTTP 解析错误 

1002 HTTP 请求参数错误 

1003 HTTP 请求 JSON 解析错误 

1004 服务器处理失败 



DB36/T 1296—2020 

6 

表 4  状态代码及说明（续） 

状态代码 状态说明 

1005 请求频率超限 

1006 数据更新（获取）失败 

1007 数据已存在,不能重复添加 

1008 数据不存在,不能修改 

1009 数据解析失败 

1010~ 预留 

2001 appId 缺失 

2002 timestamp 缺失 

2003 sign 缺失 

2004 appId 失效 

2005 timestamp 失效 

2006 sign 失效 

2007 必选参数缺失 

2008~ 预留 

5.2 平台管理规定 

5.2.1 注册请求 

首次接入时，县、市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应向上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发

起注册请求；消防管理服务平台应向本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发起注册请求。 

5.2.2 标识分配 

收到注册请求的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应对接入注册请求进行审批，审批通过后为接入的

县、市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或消防管理服务平台分配唯一标识。 

5.2.3 平台变更 

县、市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进行平台变更操作时，需要向上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

应用平台进行报备审批；消防管理服务平台进行平台变更操作时，需要向本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

用平台进行报备审批。 

5.3 数据字典下载规定 

5.3.1 数据字典一致性 

县、市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及消防管理服务平台应使用与省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

应用平台相同的数据字典。 

5.3.2 数据字典获取方式 

县、市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及消防管理服务平台应从省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

平台获取数据字典。 

5.3.3 数据字典下载要求 

县、市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及消防管理服务平台的数据字典下载应符合本规范 6.3

节相关要求。 

5.4 静态数据上传规定 

5.4.1 静态数据上传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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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通过应用接口上传静态数据至上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

应用平台；消防管理服务平台通过应用接口上传静态数据至本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 

5.4.2 静态数据上传要求 

县、市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向上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以及消防管理服

务平台向本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传递的静态数据应符合本规范 6.4 节相关要求。 

5.5 动态数据上传规定 

5.5.1 动态数据上传方向 

县、市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通过应用接口上传动态数据至上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

应用平台；消防管理服务平台通过应用接口上传动态数据至本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 

5.5.2 动态数据上传要求 

县、市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向上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以及消防管理服

务平台向本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传递的动态数据应符合本规范 6.5 节相关要求。 

5.6 操作数据上传规定 

5.6.1 操作数据上传方向 

县、市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通过应用接口上传操作数据至上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

应用平台；消防管理服务平台通过应用接口上传操作数据至本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 

5.6.2 操作数据上传要求 

县、市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向上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以及消防管理服

务平台向本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传递的操作数据应符合本规范 6.6 节相关要求。 

5.7 数据下发规定 

上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向县、市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下发数据，或本级

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向消防管理服务平台下发数据应符合本规范第6章相关要求。 

6 通信流程 

6.1 流程概述 

6.1.1 平台注册及数据字典下载流程 

首先由县、市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及消防管理服务平台向对应的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

据应用平台注册，完成后向省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请求数据字典下载，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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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平台注册及数据字典下载流程 

6.1.2 静态数据上传流程 

静态数据上传包含静态数据初始上传和静态数据变更上传，见图 6。 

开始

CA认证

不通过，返回

通过

失败，重新上传

完成

静态数据初始上传 静态数据变更上传

返回码验证 返回码验证

失败，重新上传

上传成功 上传成功

 

图6 静态数据上传流程 

6.1.3 动态数据上传流程 

动态数据上传包含动态数据初始上传和动态数据实时上传，见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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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

CA认证

不通过，返回

通过

失败，重新上传

完成

动态数据初始上传 动态数据实时上传

返回码验证 返回码验证

失败，重新上传

上传成功 上传成功

 

图7 动态数据上传流程 

6.1.4 操作数据上传流程 

操作数据上传包含操作数据初始上传和操作数据实时上传，见图 8。 

开始

CA认证

不通过，返回

通过

失败，重新上传

完成

操作数据初始上传 操作数据实时上传

返回码验证 返回码验证

失败，重新上传

上传成功 上传成功

 

图8 操作数据上传流程 

 

6.2 平台管理流程 

6.2.1 平台注册及审批 

首次接入时，县、市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应向上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发

起注册请求；消防管理服务平台应向本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发起注册请求。收到注册请求

的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应对接入注册请求进行审批，审批通过后为接入的县、市级城市消防

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或消防管理服务平台分配唯一标识。 



DB36/T 1296—2020 

10 

6.2.2 平台变更 

县、市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进行平台变更操作时，需要向上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

应用平台进行报备审批；消防管理服务平台进行平台变更操作时，需要向本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

用平台进行报备审批。 

6.3 数据字典下载流程 

6.3.1 数据字典配置信息 

6.3.1.1 获取数据字典内容之前，县、市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和消防管理服务平台

应首先获取数据字典的配置信息。 

6.3.1.2 接入的县、市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和消防管理服务平台根据获取的配置信

息明确需要下载的数据字典内容。 

6.3.1.3 县、市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和消防管理服务平台首次接入后应根据省级城

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返回的清单，依次调用相关的 API 接口获取数据字典信息。 

a) 访问 API：/api/v1/dictConfig/list； 

b) 请求参数：无； 

c) 返回参数：见表 5；            

d) 参数 dictConfig 说明：见表 6； 

e) 调用示例：参见附录 B.1。 

表5 数据字典配置返回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dictConfig list 需要下载的数据字典清单 

表6 参数 dictConfig 说明 

list 值 说明 

monitorCenter 联网单位相关信息-监控中心 

area 联网单位相关信息-行政区划 

industryType 联网单位相关信息-行业类别 

fireManagement 联网单位相关信息-消防部门 

orgType 联网单位相关信息-单位类别 

monitorLevel 联网单位相关信息-监管等级 

monitorType 联网单位相关信息-监管类型 

economicOwnership 联网单位相关信息-经济所有制 

buildingType 建筑相关信息-建筑物类型 

buildingNature 建筑相关信息-建筑使用性质 

fireHazard 建筑相关信息-火灾危险性 

refractoryGrade 建筑相关信息-耐火等级 

buildingStructureType 建筑相关信息-结构类型 

keyPartType 建筑相关信息-重点部位类型 

manufacturer 设备类型-设备厂商 

deviceType 设备类型-设备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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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参数 dictConfig 说明（续） 

list 值 说明 

commMode 设备类型-通讯方式 

tcqType 点位-探测器类型 

mnlType 点位-模拟量类型 

alarmCode 报警类型 

pictureType 图纸类型 

fireSystem 消防系统类型 

6.3.1.4 县、市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及消防管理服务平台应定期向省级城市消防物

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请求获取最新数据字典配置信息。 

6.3.2 联网单位相关信息 

6.3.2.1 监控中心 

监控中心信息获取方式如下： 

a) 根据 6.3.1.2 中返回的清单获取监控中心编码数据字典； 

b) 通过 API 访问获取当前所属行政区划所有的监控中心名称与监控中心编码之间的对应关系； 

c) 请求 API：/api/v1/monitorCenter/list； 

d) 请求参数：见表 7（父级编码为地市或区县的编码，请求包含父级编码时，则返回请求的行政

区划范围内监控中心名称与监控中心编码之间的对应关系，若请求不包含父级编码，则返回全

省范围内监控中心名称与监控中心编码之间的对应关系）； 

e) 返回参数：见表 8； 

f) 调用示例：参见附录 B.2。 

 

表7 监控中心信息获取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parentCode string 否 父级编码（编码规则见附录 A.1） 

表8 监控中心信息获取返回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centerCode string 监控中心编码（编码规则见附录 A.2） 

centerName string 监控中心名称 

6.3.2.2 行政区划信息 

行政区划信息获取方式如下： 

a) 根据 6.3.1.2 中返回的清单获取行政区划编码数据字典； 

b) 通过 API 访问获取当前所属行政区划内所有的地市区县名称与地市区县编码之间的对应关系； 

c) 请求 API：/api/v1/area/list； 

d) 请求参数：见表 9（父级编码为地市或区县的编码，请求包含父级编码时，则返回请求的行政

区划范围内地市区县名称与地市区县编码之间的对应关系，若请求不包含父级编码，则返回全

省范围内全部地市区县名称与地市区县编码之间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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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返回参数：见表 10； 

f) 调用示例：参见附录 B.3。 

表9 行政区划信息获取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parentCode string 否 父级编码（编码规则见附录 A.1） 

表10 行政区划信息获取返回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areaCode string 行政区划编码（编码规则见附录 A.1） 

areaName string 行政区划名称 

areaType string 行政区划类型（1：国家；2：省份、直辖市；

3：地市；4：区县） 

6.3.2.3 行业类别 

行业类别信息获取方式如下： 

a) 根据 6.3.1.2 中返回的清单获取行业类别编码数据字典； 

b) 通过 API 访问获取当行业类别名称与行业类别编码之间的对应关系； 

c) 请求 API：/api/v1/industryType/list； 

d) 请求参数：无； 

e) 返回参数：见表 11； 

f) 调用示例：见附录 B.4。 

表11 行业类别信息获取返回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industryCode string 行业类别编码（编码规则见附录 A.3） 

industryName string 行业类别名称 

6.3.2.4 消防部门 

消防部门信息获取方式如下： 

a) 根据 6.3.1.2 中返回的清单获取消防部门编码数据字典；‘ 

b) 通过 API 访问获取当前所属行政区划所有的消防部门名称与消防部门编码之间的对应关系； 

c) 请求 API：/api/v1/fireManagement/list； 

d) 请求参数：见表 12（父级编码为地市或区县的编码，请求包含父级编码时，则返回请求的行

政区划范围内消防部门名称与消防部门编码之间的对应关系，若请求不包含父级编码，则返回

全省范围内消防部门名称与消防部门编码之间的对应关系）； 

e) 返回参数：见表 13； 

f) 调用示例：参见附录 B.5。 

表12 消防部门信息获取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parentCode string 否 父级编码（编码规则见附录 A.3） 

 



DB36/T 1296—2020 

13 

表13 消防部门信息获取返回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fireManagementCode string 消防部门编码（编码规则见附录 A.4） 

fireManagementName string 消防部门名称 

6.3.2.5 单位类别 

单位类别信息获取方式如下： 

a) 根据 6.3.1.2 中返回的清单获取单位类别编码数据字典； 

b) 通过 API 访问获取单位类别名称与单位类别编码之间的对应关系； 

c) 请求 API：/api/v1/orgType/list； 

d) 请求参数：无； 

e) 返回参数：见表 14； 

f) 调用示例:参见附录 B.6。 

表14 单位类别信息获取返回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orgTypeCode string 单位类别编码（编码规则见附录 A.5） 

orgTypeName string 单位类别名称 

6.3.2.6 监管等级 

监管等级信息获取方式如下： 

a) 根据 6.3.1.2 中返回的清单获取监管等级编码数据字典； 

b) 通过 API 访问获取监管等级名称与监管等级编码之间的对应关系； 

c) 请求 API：/api/v1/monitorLevel/list； 

d) 请求参数：无； 

e) 返回参数：见表 15； 

f) 调用示例：参加附录 B.7。 

表15 监管等级信息获取返回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monitorLevelCode string 监管等级编码（编码规则见附录 A.6） 

monitorLevelName string 监管等级名称 

6.3.2.7 监管类别 

监管类别信息获取方式如下： 

a) 根据 6.3.1.2 中返回的清单获取监管类别编码数据字典； 

b) 通过 API 访问获取监管类别名称与监管类别编码之间的对应关系； 

c) 请求 API：/api/v1/monitorType/list； 

d) 请求参数：无； 

e) 返回参数：见表 16； 

f) 调用示例： 参见附录 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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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 监管类别信息获取返回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monitorTypeCode string 监管类别编码（编码规则见附录 A.7） 

monitorTypeName string 监管类别名称 

6.3.2.8 经济所有制 

经济所有制信息获取方式如下： 

a) 根据 6.3.1.2 中返回的清单获取经济所有制编码数据字典； 

b) 通过 API 访问获取经济所有制名称与经济所有制编码之间的对应关系； 

c) 请求 API：/api/v1/economicOwnership/list； 

d) 请求参数：无； 

e) 返回参数：见表 17； 

f) 调用示例：参见附录 B.9。 

表17 经济所有制信息获取返回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economicOwnershipCode string 经济所有制编码（编码规则见附录 A.8） 

economicOwnershipName string 经济所有制名称 

6.3.3 建筑相关信息 

6.3.3.1 建筑物类型 

建筑物类型信息获取方式如下： 

a) 根据 6.3.1.2 中返回的清单获取建筑物类型编码数据字典； 

b) 通过 API 访问获取建筑物类型名称与建筑物类型编码之间的对应关系； 

c) 请求 API：/api/v1/buildingType/list； 

d) 请求参数：无； 

e) 返回参数：见表 18； 

f) 调用示例：参见附录 B.10。 

表18 建筑物类型信息获取返回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buildingTypeCode string 建筑物类型编码（编码规则见附录 A.9） 

buildingTypeName string 建筑物类型名称 

6.3.3.2 建筑使用性质 

建筑使用性质信息获取方式如下： 

a) 根据 6.3.1.2 中返回的清单获取建筑使用性质编码数据字典； 

b) 通过 API 访问获取建筑使用性质名称与建筑使用性质编码之间的对应关系； 

c) 请求 API：/api/v1/buildingNature/list； 

d) 请求参数：无； 

e) 返回参数：见表 19； 

f) 调用示例:参见附录 B.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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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9 建筑使用性质信息获取返回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buildingNatureCode string 建筑使用性质编码（编码规则见附录 A.10） 

buildingNatureName string 建筑使用性质名称 

6.3.3.3 火灾危险性 

火灾危险性信息获取方式如下： 

a) 根据 6.3.1.2 中返回的清单获取火灾危险性编码数据字典； 

b) 通过 API 访问获取火灾危险性名称与火灾危险性编码之间的对应关系； 

c) 请求 API：/api/v1/fireHazard/list； 

d) 请求参数：无； 

e) 返回参数：见表 20； 

f) 调用示例：参见附录 B.12。 

表20 火灾危险性信息获取返回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fireHazardCode string 火灾危险性编码（编码规则见附录 A.11） 

fireHazardName string 火灾危险性名称 

6.3.3.4 耐火等级 

耐火等级信息获取方式如下： 

a) 根据 6.3.1.2 中返回的清单获取耐火等级编码数据字典； 

b) 通过 API 访问获取耐火等级名称与耐火等级编码之间的对应关系； 

c) 请求 API：/api/v1/refractoryGrade/list； 

d) 请求参数：无； 

e) 返回参数：见表 21； 

f) 调用示例：参见附录 B.13。 

表21 耐火等级信息获取返回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refractoryGradeCode string 耐火等级编码（编码规则见附录 A.12） 

refractoryGradeName string 耐火等级名称 

6.3.3.5 结构类型 

结构类型信息获取方式如下： 

a) 根据 6.3.1.2 中返回的清单获取结构类型编码数据字典； 

b) 通过 API 访问获取结构类型名称与结构类型编码之间的对应关系； 

c) 请求 API：/api/v1/buildingStructType/list； 

d) 请求参数：无； 

e) 返回参数：见表 22； 

f) 调用示例：参见附录 B.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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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结构类型信息获取返回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buildingStructTypeCode string 结构类型编码（编码规则见附录 A.13） 

buildingStructTypeName string 结构类型名称 

6.3.3.6 重点部位类型 

重点部位类型信息获取方式如下： 

a) 根据 6.3.1.2 中返回的清单获取重点部位类型编码数据字典； 

b) 通过 API 访问获取重点部位类型名称与重点部位类型编码之间的对应关系； 

c) 请求 API：/api/v1/keyPartType/list； 

d) 请求参数：无； 

e) 返回参数：见表 23； 

f) 调用示例:参见附录 B.15。 

表23 重点部位类型信息获取返回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keyPartTypeCode string 重点部位类型编码（编码规则见附录 A.14） 

keyPartTypeName string 重点部位类型名称 

6.3.4 设备类型 

6.3.4.1 设备厂商 

设备厂商信息获取方式如下： 

a) 根据 6.3.1.2 中返回的清单获取设备厂商编码数据字典； 

b) 通过 API 访问获取设备厂商名称与设备厂商编码之间的对应关系； 

c) 请求 API：/api/v1/manufacturer/list； 

d) 请求参数：无； 

e) 返回参数：见表 24； 

f) 调用示例：参见附录 B.16。 

表24 设备厂商信息获取返回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manufacturerCode string 厂商编码（编码规则见附录 A.15） 

manufacturerName string 厂商名称 

6.3.4.2 设备型号 

设备型号信息获取方式如下： 

a) 根据 6.3.1.2 中返回的清单获取设备型号数据字典； 

b) 通过 API 访问获取设备型号与设备类型编码之间的对应关系； 

c) 请求 API：/api/v1/deviceType/list； 

d) 请求参数：无； 

e) 返回参数：见表 25； 

f) 调用示例：参见附录 B.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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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 设备型号信息获取返回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deviceType string 设备型号 

manufacturerCode string 厂商编码（编码规则见附录 A.15） 

deviceCode string 设备类型编码（编码规则见附录 A.16） 

deviceCodeName string 设备类型名称 

6.3.4.3 设备通讯方式 

设备通讯方式信息获取方式如下： 

a) 根据 6.3.1.2 中返回的清单获取设备通讯方式数据字典； 

b) 通过 API 访问获取通讯方式名称与通讯方式编码之间的对应关系； 

c) 请求 API：/api/v1/commMode/list； 

d) 请求参数：无； 

e) 返回参数：见表 26； 

f) 调用示例：参见附录 B.18。 

表26 设备通讯方式信息获取返回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commModeCode string 通讯方式编码（编码规则见附录 A.17） 

commModeName string 通讯方式名称 

6.3.5 点位相关信息 

6.3.5.1 探测器类型 

探测器类型信息获取方式如下： 

a) 根据 6.3.1.2 中返回的清单获取探测器类型数据字典； 

b) 通过 API 访问获取探测器类型名称与探测器类型编码之间的对应关系； 

c) 请求 API：/api/v1/tcqType/list； 

d) 请求参数：无； 

e) 返回参数：见表 27； 

f) 调用示例：参见附录 B.19。 

表27 探测器类型信息获取返回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detectorTypeCode string 探测器类型编码（编码规则见附录 A.18） 

detectorTypeName string 探测器类型名称 

6.3.5.2 模拟量类型 

模拟量类型信息获取方式如下： 

a) 根据 6.3.1.2 中返回的清单获取模拟量类型数据字典； 

b) 通过 API 访问获取模拟量类型名称与模拟量类型编码之间的对应关系； 

c) 请求 API：/api/v1/mnlType/list； 

d) 请求参数：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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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返回参数：见表 28； 

f) 调用示例：参见附录 B.20。 

表28 模拟量类型信息获取返回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mnltypeCode string 模拟量类型编码（编码规则见附录 A.19） 

mnltypeName string 模拟量类型名称 

unit string 单位 

minMetering string 最小值 

6.3.6 报警类型 

报警类型信息获取方式如下： 

a) 根据 6.3.1.2 中返回的清单获取报警类型数据字典； 

b) 通过 API 访问获取报警类型与报警类型编码之间的对应关系； 

c) 请求 API：/api/v1/alarmCode/list； 

d) 请求参数：无； 

e) 返回参数：见表 29； 

f) 调用示例：参见附录 B.21。 

表29 报警类型信息获取返回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alarmCode string 报警类型编码（编码规则见附录 A.20） 

alarmType string 报警类型 

6.3.7 图纸类型 

图纸类型信息获取方式如下： 

a) 根据 6.3.1.2 中返回的清单获取图纸类型数据字典； 

b) 通过 API 访问获取图纸类型名称与图纸类型编码之间的对应关系； 

c) 请求 API：/api/v1/pictureType/list； 

d) 请求参数：无； 

e) 返回参数：见表 30； 

f) 调用示例：参见附录 B.22。 

表30 图纸类型信息获取返回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pictureTypeCode string 图纸类型编码（编码规则见附录 A.23） 

pictureTypeName string 图纸类型名称 

6.3.8 消防系统 

消防系统信息获取方式如下： 

a) 根据 6.3.1.2 中返回的清单获取消防系统数据字典； 

b) 通过 API 访问获取消防系统类型名称与消防系统类型编码之间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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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请求 API：/api/v1/fireSystem/list； 

d) 请求参数：无； 

e) 返回参数：见表 31； 

f) 调用示例：参见附录 B.23。 

表31 消防系统信息获取返回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fireSystemCode string 消防系统类型编码（编码规则见附录 A.21） 

fireSystemName string 消防系统类型名称 

6.4 静态数据上传流程 

6.4.1 静态数据上传要求 

县、市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所接入的联网单位、建筑、重点部位、消控室等静态信息，

需上传至上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消防管理服务平台所接入的联网单位、建筑、重点部位、

消控室等静态信息，需上传至本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 

6.4.2 联网单位信息上传 

6.4.2.1 联网单位新增 

联网单位新增流程如下： 

a) 县、市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接入新的联网单位信息后，将信息上传至上级城市消

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消防管理服务平台接入新的联网单位信息后，将信息上传至本级城

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 

b) 请求 API：/api/v1/unit/add； 

c) 请求参数：见表 32； 

d) 返回参数：见表 33； 

e) 调用示例：参见附录 B.24。 

表32 联网单位新增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companyName string 是 单位名称 

areaCode string 是 归属行政区划（编码规则见附录 A.1） 

industryType string 是 所属行业类别（编码规则见附录 A.3） 

lng double 是 地理坐标经度（BD09 坐标系） 

lat double 是 地理坐标维度（BD09 坐标系） 

orgLicense string 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orgType string 是 单位类别（编码规则见附录 A.5） 

address string 是 单位地址 

postalCode string 是 邮政编码 

workNum Integer 否 职工总人数 

orgLicenseTime date 否 成立时间(yyyy-MM-dd ) 

economicOwnership string 否 经济所有制（编码规则见附录 A.8） 

fixedAssets double 否 固定资产 

unitArea double 否 单位占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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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联网单位新增请求参数（续）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totalBuildingArea double 否 单位总建筑面积 

monitorLevel string 是 监管等级（编码规则见附录 A.6） 

gridId string 是 所属网格 

maintenanceUnitId string 否 维保公司 

checkUnitId string 否 检测公司 

constructionUnitId string 否 施工单位 

monitorType string 是 监管类别（编码规则见附录 A.7） 

monitorCenterId string 是 所属监控中心（编码规则见附录 A.2） 

fireManagementId string 是 消防主管部门（编码规则见附录 A.4） 

orgTel string 否 消控室电话 

networkStatus string 是 联网状态（1:已签合同,2:已勘察,3:已安

装,4:已调试,5:已开通,6:已验收） 

accessDate date 否 入网日期(yyyy-MM-dd ) 

fireSafePerson string 是 消防安全责任人 

fireSafePersonId string 是 消防安全责任人公民身份证号码 

fireSafePersonTel string 是 电话 

fireSafeManager string 是 消防安全管理人姓名 

fireSafeManagerId string 是 消防安全管理人公民身份证号码 

fireSafeManagerTel string 是 消防安全管理人电话 

fptimeFireManager string 是 专兼职消防管理人姓名 

fptimeFireManagerId string 是 专兼职消防管理人公民身份证号码 

fptimeFireManagerTel string 是 专兼职消防管理人员电话 

corporator string 是 法人代表姓名 

corporatorId string 是 法人代表公民身份证号码 

corporatorTel string 是 法人代表电话 

fireSupervisor string 否 防火监督员 

fireSupervisorTel string 否 防火监督员电话 

companyProfile string 否 公司简介 

informationPushSignature string 否 信息推送签名 

containSystem string 是 包含系统代码（编码规则见附录 A.21） 

scopeOfBusiness string 否 经营范围 

rescueDepartment string 否 所属救援部门 

commercialProjects string 否 所属商业项目 

contractualStatus string 否 消防联网维保签约（1:已缴费,2:欠费,3:

临期） 

表33 联网单位新增返回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companyCode String 单位编号（主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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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2 联网单位修改 

联网单位修改流程如下： 

a) 县、市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接入的联网单位信息修改后，将信息上传至上级城市

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消防管理服务平台接入的联网单位信息修改后，将信息上传至本

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 

b) 请求 API：/api/v1/unit/update； 

c) 请求参数：见表 34； 

d) 调用示例：参见附录 B.25。 

表34 联网单位修改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companyCode String 是 单位编号（主键） 

companyName string 否 单位名称 

areaCode string 否 归属行政区划（编码规则见附录A.1） 

industryType string 否 所属行业类别（编码规则见附录A.3） 

lng double 否 地理坐标经度（BD09 坐标系） 

lat double 否 地理坐标维度（BD09 坐标系） 

orgLicense string 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orgType string 否 单位类别（编码规则见附录 A.5） 

address string 否 单位地址 

postalCode string 否 邮政编码 

workNum Integer 否 职工总人数 

orgLicenseTime date 否 成立时间(yyyy-MM-dd ) 

economicOwnership string 否 经济所有制（编码规则见附录 A.8） 

fixedAssets double 否 固定资产 

unitArea double 否 单位占地面积 

totalBuildingArea double 否 单位总建筑面积 

monitorLevel string 否 监管等级（编码规则见附录 A.6） 

gridId string 否 所属网格 

maintenanceUnitId string 否 维保公司 

checkUnitId string 否 检测公司 

constructionUnitId string 否 施工单位 

monitorType string 否 监管类别（编码规则见附录 A.7） 

monitorCenterId string 否 所属监控中心（编码规则见附录A.2） 

fireManagementId string 否 消防主管部门（编码规则见附录A.4） 

orgTel string 否 消控室电话 

networkStatus string 否 联网状态（1:已签合同,2:已勘察,3:

已安装,4:已调试,5:已开通,6:已验收） 

accessDate date 否 入网日期(yyyy-MM-dd ) 

fireSafePerson string 否 消防安全责任人 

fireSafePersonId string 否 消防安全责任人公民身份证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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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联网单位修改请求参数（续）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fireSafePersonTel string 否 电话 

fireSafeManager string 否 消防安全管理人姓名 

fireSafeManagerId string 否 消防安全管理人公民身份证号码 

fireSafeManagerTel string 否 消防安全管理人电话 

fptimeFireManager string 否 专兼职消防管理人姓名 

fptimeFireManagerId string 否 专兼职消防管理人公民身份证号码 

fptimeFireManagerTel string 否 专兼职消防管理人员电话 

corporator string 否 法人代表姓名 

corporatorId string 否 法人代表公民身份证号码 

corporatorTel string 否 法人代表电话 

fireSupervisor string 否 防火监督员 

fireSupervisorTel string 否 防火监督员电话 

companyProfile string 否 公司简介 

informationPushSignature string 否 信息推送签名 

containSystem string 否 包含系统代码（编码规则见附录

A.21） 

scopeOfBusiness string 否 经营范围 

rescueDepartment string 否 所属救援部门 

commercialProjects string 否 所属商业项目 

contractualStatus string 否 消防联网维保签约（1:已缴费,2:欠

费,3:临期） 

unitDataValidation string 是 联网单位信息有效性（1:有效,2:失

效） 

6.4.3 建筑信息上传 

6.4.3.1 建筑信息新增 

建筑信息新增流程如下： 

a) 县、市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接入新的建筑信息后，将信息上传至上级城市消防物

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消防管理服务平台接入新的建筑信息后，将信息上传至本级城市消防物

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 

b) 请求 API：/api/v1/building/add； 

c) 请求参数：见表 35； 

d) 返回参数：见表 36； 

e) 调用示例：参见附录 B.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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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 建筑信息新增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buildName String 是 建筑物名称 

companyCode String 是 单位编号（通过联网单位接口获取） 

buildType String 是 建筑物类型（编码规则见附录 A.9） 

useNature String 是 建筑使用性质（编码规则见附录 A.10） 

fireHazard String 是 火灾危险性（编码规则见附录 A.11） 

refractoryGrade String 是 耐火等级（编码规则见附录 A.12） 

buildingStructure String 是 结构类型（编码规则见附录 A.13） 

buildTime Date 否 建造日期(yyyy-MM-dd) 

buildHeight Double 否 建筑高度 

buildArea Double 否 建筑面积 

coveredArea Double 否 占地面积 

standardArea Double 否 标准层面积 

ground Integer 是 地上层数 

groundArea Double 否 地上层数面积 

underGround Integer 是 地下层数 

underArea Double 否 地下层数面积 

controlroomAdd String 否 消控室位置 

elevatorNum Integer 否 消防电梯数量 

elevatorWeight Double 否 消防电梯容纳总重量 

normalNum Integer 否 日常工作时间人数 

maxNum Integer 否 最大容纳人数 

lng Double 是 经度（BD09 坐标系） 

lat Double 是 纬度（BD09 坐标系） 

tunnelHeight Double 否 隧道高度 

tunnelLength Double 否 隧道长度 

refugeStoreyNum Integer 否 避难层数量 

refugeStoreyArea Double 否 避难层面积 

refugeStoreyAdd String 否 避难层位置 

exitNum Integer 是 安全出口数量 

exitAdd String 是 安全出口位置 

exitType String 是 安全出口形式 

storageName String 否 储存物名称 

storageNum Integer 否 储存物数量 

storageNature String 否 储存物性质 

storageShape String 否 储存物形态 

storageVolume Double 否 储存容积 

mainMaterial String 否 主要原料 

mainProducts String 否 主要产品 

adjacentSituation String 否 毗邻建筑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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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6 建筑信息新增返回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buildingCode String 建筑物编号（主键） 

6.4.3.2 建筑信息修改 

建筑信息修改流程如下： 

a) 县、市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接入的建筑信息修改后，将信息上传至上级城市消防

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消防管理服务平台接入的建筑信息修改后，将信息上传至本级城市消

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 

b) 请求 API：/api/v1/building/update； 

c) 请求参数：见表 37； 

d) 调用示例：参见附录 B.27。 

表37 建筑信息修改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buildingCode String 是 建筑物编号（主键） 

buildName String 否 建筑物名称 

companyCode String 否 单位编号（通过联网单位接口获取） 

buildType String 否 建筑物类型（编码规则见附录 A.9） 

useNature String 否 建筑使用性质（编码规则见附录 A.10） 

fireHazard String 否 火灾危险性（编码规则见附录 A.11） 

refractoryGrade String 否 耐火等级（编码规则见附录 A.12） 

buildingStructure String 否 结构类型（编码规则见附录 A.13） 

buildTime Date 否 建造日期(yyyy-MM-dd) 

buildHeight Double 否 建筑高度 

buildArea Double 否 建筑面积 

coveredArea Double 否 占地面积 

standardArea Double 否 标准层面积 

ground Integer 否 地上层数 

groundArea Double 否 地上层数面积 

underGround Integer 否 地下层数 

underArea Double 否 地下层数面积 

controlroomAdd String 否 消控室位置 

elevatorNum Integer 否 消防电梯数量 

elevatorWeight Double 否 消防电梯容纳总重量 

normalNum Integer 否 日常工作时间人数 

maxNum Integer 否 最大容纳人数 

lng Double 否 经度（BD09 坐标系） 

lat Double 否 纬度（BD09 坐标系） 

tunnelHeight Double 否 隧道高度 

tunnelLength Double 否 隧道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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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建筑信息修改请求参数（续）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refugeStoreyNum Integer 否 避难层数量 

refugeStoreyArea Double 否 避难层面积 

refugeStoreyAdd String 否 避难层位置 

exitNum Integer 否 安全出口数量 

exitAdd String 否 安全出口位置 

exitType String 否 安全出口形式 

storageName String 否 储存物名称 

storageNum Integer 否 储存物数量 

storageNature String 否 储存物性质 

storageShape String 否 储存物形态 

storageVolume Double 否 储存容积 

mainMaterial String 否 主要原料 

mainProducts String 否 主要产品 

adjacentSituation String 否 毗邻建筑物情况 

buildDataValidation string 是 建筑信息有效性（1:有效,2:失效） 

6.4.4 重点部位信息上传 

6.4.4.1 重点部位新增 

重点部位新增流程如下： 

a) 县、市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接入新的重点部位信息后，将信息上传至上级城市消

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消防管理服务平台接入新的重点部位信息后，将信息上传至本级城

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 

b) 请求 API：/api/v1/keyPart/add； 

c) 请求参数：见表 38； 

d) 返回参数：见表 39； 

e) 调用示例：参见附录 B.28。 

表38 重点部位新增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keyName String 是 重点场所名称 

companyCode String 是 单位编号（通过联网单位接口获取） 

buildingCode String 是 建筑编号（通过建筑接口获取） 

location String 是 所在位置 

areaSize Double 否 建筑面积 

fireResist String 是 耐火等级（编码规则见附录 A.12） 

chirfName String 是 责任人姓名 

chirfTel String 是 责任人电话号码 

chirfId String 是 责任人身份证号码 

useKind String 是 建筑使用性质（编码规则见附录 A.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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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重点部位新增请求参数（续）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reason String 是 确立重点场所的原因 

fireProofSign String 否 防火标志的设立情况 

hazardSource String 否 危险源情况 

kindling String 否 火种情况 

managerStep String 否 消防安全管理措施 

lng Double 否 经度（BD09 坐标系） 

lat Double 否 纬度（BD09 坐标系） 

fireManagementId String 否 消防主管部门（编码规则见附录 A.4） 

keyPartType String 是 重点部位类型（编码规则见附录 A.14） 

floor String 否 所在楼层 

areaCode String 否 行政区划（编码规则见附录 A.1） 

表39 重点部位新增返回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keyPartId String 重点部位编号（主键） 

6.4.4.2 重点部位修改 

重点部位修改流程如下： 

a) 县、市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接入的重点部位信息修改后，将信息上传至上级城市

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消防管理服务平台接入的重点部位信息修改后，将信息上传至本

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 

b) 请求 API：/api/v1/keyPart/update； 

c) 请求参数：见表 40； 

d) 调用示例：参见附录 B.29。 

表40 重点部位修改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keyPartId String 是 重点部位编号（主键） 

keyName String 否 重点场所名称 

companyCode String 否 单位编号（通过联网单位接口获取） 

buildingCode String 否 建筑编号（通过建筑接口获取） 

location String 否 所在位置 

areaSize Double 否 建筑面积 

fireResist String 否 耐火等级（编码规则见附录 A.12） 

chirfName String 否 责任人姓名 

chirfTel String 否 责任人电话号码 

chirfId String 否 责任人身份证号码 

useKind String 否 建筑使用性质（编码规则见附录 A.10） 

reason String 否 确立重点场所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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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0  重点部位修改请求参数（续）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fireProofSign String 否 防火标志的设立情况 

hazardSource String 否 危险源情况 

kindling String 否 火种情况 

managerStep String 否 消防安全管理措施 

lng Double 否 经度（BD09 坐标系） 

lat Double 否 纬度（BD09 坐标系） 

fireManagementId String 否 消防主管部门（编码规则见附录 A.4） 

keyPartType String 否 重点部位类型（编码规则见附录 A.14） 

floor String 否 所在楼层 

areaCode String 否 行政区划（编码规则见附录 A.1） 

keyPartDataValidation string 是 重点部位数据有效性（1:有效,2:失效） 

6.4.5 消控室信息上传 

6.4.5.1 消控室新增 

消控室新增流程如下： 

a) 县、市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接入新的消控室信息后，将信息上传至上级城市消防

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消防管理服务平台接入新的消控室信息后，将信息上传至本级城市消

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 

b) 请求 API：/api/v1/controlroom/add； 

c) 请求参数：见表 41； 

d) 返回参数：见表 42； 

e) 调用示例：参见附录 B.30。 

表41 消控室新增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controlroomName String 是 消控室名称 

registerTime Date 是 注册日期建造日期(yyyy-MM-dd) 

controlroomAddress String 是 消控室所在位置 

续表 41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companyCode String 是 所在单位（通过联网单位接口获取） 

buildingCode String 是 所在建筑（通过建筑接口获取） 

controlroomTel String 是 控制室电话 

managedBuildings String 是 管理建筑（通过建筑接口获取） 

managerName String 是 消防安全管理人 

managerTel String 是 消防安全管理人电话 

managementUnit String 否 管理单位 

lng Double 是 经度（BD09 坐标系） 

lat Double 是 纬度（BD09 坐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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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消控室新增返回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controlroomId String 消控室编号（主键） 

6.4.5.2 消控室修改 

消控室修改流程如下： 

a) 县、市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接入的消控室信息修改后，将信息上传至上级城市消

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消防管理服务平台接入的消控室信息修改后，将信息上传至本级城

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 

b) 请求 API：/api/v1/controlroom/update； 

c) 请求参数：见表 43； 

d) 调用示例：参见附录 B.31。 

表43 消控室修改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controlroomId String 是 消控室编号（主键） 

controlroomName String 否 消控室名称 

registerTime Date 否 注册日期 

controlroomAddress String 否 消控室所在位置 

companyCode String 否 所在单位（通过联网单位接口获取） 

buildingCode String 否 所在建筑（通过建筑接口获取） 

controlroomTel String 否 控制室电话 

managedBuildings String 否 管理建筑（通过建筑接口获取） 

managerName String 否 消防安全管理人 

managerTel String 否 消防安全管理人电话 

managementUnit String 否 管理单位 

lng Double 否 经度（BD09 坐标系） 

lat Double 否 纬度（BD09 坐标系） 

controlroomDataValidation string 是 消控室数据有效性（1:有效,2:失效） 

6.4.6 消防控制器信息上传 

6.4.6.1 消防控制器新增 

消防控制器新增流程如下： 

a) 县、市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接入新的消防控制器后，将信息上传至上级城市消防

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消防管理服务平台接入新的消防控制器后，将信息上传至本级城市消

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 

b) 请求 API：/api/v1/controller/add； 

c) 请求参数：见表 44； 

d) 返回参数：见表 45； 

e) 调用示例：参见附录 B.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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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 消防控制器新增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firecontrollerCode String 是 控制器代码 

firecontrollerName String 是 控制器名称 

buildingCode String 是 建筑编号（通过联网单位接口获取） 

floor String 否 所在楼层 

firecontrolroomId String 否 消控室编号 

companyCode String 是 单位编号（通过联网单位接口获取） 

manufactorCode String 是 控制器厂商编号 

deviceCode String 是 控制器类型编号 

firecontrollerType String 是 控制器型号 

address String 是 安装位置 

runningState Integer 是 运行状态 

installationDate Date 否 装机日期(yyyy-MM-dd) 

lng Double 否 经度（BD09 坐标系） 

lat Double 否 纬度（BD09 坐标系） 

picId String 否 图纸编号（通过图纸接口获取） 

preparaStarttime Date 否 报备开始时间(yyyy-MM-dd hh:mm:ss) 

preparaEndtime Date 否 报备结束时间(yyyy-MM-dd hh:mm:ss) 

表45 消防控制器新增返回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firecontrollerId String 消防控制器编号（主键） 

6.4.6.2 消防控制器修改 

消防控制器修改流程如下： 

a) 县、市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接入的消防控制器信息修改后，将信息上传至上级城

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消防管理服务平台接入的消防控制器信息修改后，将信息上传

至本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 

b) 请求 API：/api/v1/controller/update； 

c) 请求参数：见表 46； 

d) 调用示例：参见附录 B.33。 

表46 消防控制器修改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firecontrollerId String 是 消防控制器编号（主键） 

firecontrollerCode String 否 控制器代码 

firecontrollerName String 否 控制器名称 

buildingCode String 否 建筑编号（通过联网单位接口获取） 

floor String 否 所在楼层 

firecontrolroomId String 否 消控室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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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消防控制器修改请求参数（续）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companyCode String 否 单位编号（通过联网单位接口获取） 

manufactorCode String 否 控制器厂商编号 

deviceCode String 否 控制器类型编号 

firecontrollerType String 否 控制器型号 

address String 否 安装位置 

runningState Integer 否 运行状态 

installationDate Date 否 装机日期(yyyy-MM-dd) 

lng Double 否 经度（BD09 坐标系） 

lat Double 否 纬度（BD09 坐标系） 

picId String 否 图纸编号（通过图纸接口获取） 

preparaStarttime Date 否 报备开始时间(yyyy-MM-dd hh:mm:ss) 

preparaEndtime Date 否 报备结束时间(yyyy-MM-dd hh:mm:ss) 

controllerDataValidation string 是 消防控制器数据有效性（1:有效,2:失效） 

6.4.7 图纸信息上传 

6.4.7.1 图纸新增 

图纸新增流程如下： 

a) 县、市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接入新的消防图纸后，将信息上传至上级城市消防物

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消防管理服务平台接入新的消防图纸后，将信息上传至本级城市消防物

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 

b) 请求 API：/api/v1/picture/add； 

c) 请求参数：见表 47； 

d) 返回参数：见表 48； 

e) 调用示例：参见附录 B.34。 

表47 图纸新增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companyCode String 是 单位编号（通过联网单位接口获取） 

buildingCode String 是 建筑编号（通过联网单位接口获取） 

picType Integer 是 图纸类型代码（编码规则见附录 A.23） 

picName String 是 图纸名称 

floor Integer 否 楼层 

system Integer 否 所属消防系统（编码规则见附录 A.21） 

fileUpload / 是 图纸文件（支持格式包括 bmp,png,tif,gif,JPEG,jpg） 

表48 图纸新增返回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picId String 图纸编号（主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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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7.2 图纸修改 

图纸修改流程如下： 

a) 县、市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接入的消防图纸信息修改后，将信息上传至上级城市

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消防管理服务平台接入的消防图纸信息修改后，将信息上传至本

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 

b) 请求 API：/api/v1/picture/update； 

c) 请求参数：见表 49； 

d) 调用示例：参见附录 B.35。 

表49 图纸修改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picId String 是 图纸编号（主键） 

companyCode String 否 单位编号（通过联网单位接口获取） 

buildingCode String 否 建筑编号（通过联网单位接口获取） 

picType Integer 否 图纸类型（编码规则见附录 A.23） 

picName String 否 图纸名称 

floor Integer 否 楼层 

system Integer 否 所属系统（编码规则见附录 A.21） 

fileUpload / 是 图纸文件（支持格式包括 bmp,png,tif,gif,JPEG,jpg） 

picDataValidation string 是 图纸数据有效性（1:有效,2:失效） 

6.4.8 物联网终端信息上传 

6.4.8.1 物联网终端新增 

物联网终端新增流程如下： 

a) 县、市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接入新的物联网终端后，将信息上传至上级城市消防

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消防管理服务平台接入新的物联网终端后，将信息上传至本级城市消

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 

b) 请求 API：/api/v1/device/add； 

c) 请求参数：见表 50； 

d) 返回参数：见表 51； 

e) 调用示例：参见附录 B.36。 

表50 物联网终端新增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monitorCenterId String 是 所属监控中心（通过联网单位接口获取） 

imei String 否 设备 imei 号（imei、imsi、SN 号至少选一） 

imsi String 否 设备 imsi 号（imei、imsi、SN 号至少选一） 

SerialNumber String 否 设备 SN 号（imei、imsi、SN 号至少选一） 

monitorName String 是 物联网终端名称 

monitorCode String 是 物联网终端编号 

buildingCode String 是 建筑物编号（通过建筑接口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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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0  物联网终端新增请求参数（续）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controlroomCode String 是 消控室编号（通过消控室接口获取） 

companyCode String 是 单位名称（通过联网单位接口获取） 

installAdd String 是 安装位置 

commMode String 是 通讯方式代码（编码规则见附录 A.17） 

runSt Integer 是 运行状态（0:启用,1:停用） 

installDate Date 否 装机日期(yyyy-MM-dd) 

networkDate Date 否 入网时间(yyyy-MM-dd) 

serviceDate Date 否 服务到期时间(yyyy-MM-dd) 

lng Double 否 经度（BD09 坐标系） 

lat Double 否 纬度（BD09 坐标系） 

picId String 否 消防图纸编号（通过消防图纸接口获取） 

表51 物联网终端新增返回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deviceId String 设备 ID（主键） 

6.4.8.2 物联网终端修改 

物联网终端修改流程如下： 

a) 县、市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接入的物联网终端信息修改后，将信息上传至上级城

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消防管理服务平台接入的物联网终端信息修改后，将信息上传

至本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 

b) 请求 API：/api/v1/device/update； 

c) 请求参数：见表 52； 

d) 调用示例：参见附录 B.37。 

表52 物联网终端修改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deviceId String 是 设备 ID（主键） 

monitorCenterId String 否 所属监控中心（通过联网单位接口获取） 

imei String 否 设备 imei 号（imei、imsi、SN 号至少选一） 

imsi String 否 设备 imsi 号（imei、imsi、SN 号至少选一） 

SerialNumber String 否 设备 SN 号（imei、imsi、SN 号至少选一） 

monitorName String 否 物联网终端名称 

monitorCode String 是 物联网终端编号 

buildingCode String 否 建筑物编号（通过建筑接口获取） 

controlroomCode String 否 消控室编号（通过消控室接口获取） 

companyCode String 否 单位名称（通过联网单位接口获取） 

installAdd String 否 安装位置 

commMode String 否 通讯方式代码（编码规则见附录 A.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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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物联网终端修改请求参数（续）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runSt Integer 否 运行状态（0:启用,1:停用） 

installDate Date 否 装机日期(yyyy-MM-dd) 

networkDate Date 否 入网时间(yyyy-MM-dd) 

serviceDate Date 否 服务到期时间(yyyy-MM-dd) 

lng Double 否 经度（BD09 坐标系） 

lat Double 否 纬度（BD09 坐标系） 

picId String 否 消防图纸编号（通过消防图纸接口获取） 

deviceDataValidation string 是 物联网终端数据有效性（1:有效,2:失效） 

6.4.9 物联网终端状态信息上传 

6.4.9.1 物联网终端状态信息新增 

物联网终端状态信息新增流程如下： 

a) 县、市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接入新的物联网终端状态信息后，将信息上传至上级

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消防管理服务平台接入新的物联网终端状态信息后，将信息

上传至本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 

b) 请求 API：/api/v1/deviceState/add； 

c) 请求参数：见表 53； 

d) 调用示例：参见附录 B.38。 

表53 物联网终端状态信息新增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deviceId String 是 设备 ID（主键） 

state Integer 是 状态：0 连接，1 断开 

6.4.9.2 物联网终端状态信息修改 

物联网终端状态信息修改流程如下： 

a) 县、市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接入的物联网终端状态信息修改后，将信息上传至上

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消防管理服务平台接入的物联网终端状态信息修改后，将

信息上传至本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 

b) 请求 API：/api/v1/deviceState/update； 

c) 请求参数：见表 54； 

d) 调用示例：参见附录 B.39。 

表54 物联网终端状态信息修改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deviceId String 是 设备 ID（主键） 

state Integer 是 状态：0 连接，1 断开 

stateDataValidation string 是 物联网终端状态信息有效性（1:有效,2:失效） 

6.4.10 探测器点位信息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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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0.1 探测器点位新增 

探测器点位新增流程如下： 

a) 县、市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接入新的探测器点位信息后，将信息上传至上级城市

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消防管理服务平台接入新的探测器点位信息后，将信息上传至本

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 

b) 请求 API：/api/v1/tcqNode/add； 

c) 请求参数：见表 55； 

d) 返回参数：见表 56； 

e) 调用示例：参见附录 B.40。 

表55 探测器点位新增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companyCode String 是 单位编号（通过联网单位接口获取） 

buildingCode String 是 建筑编号（通过建筑接口获取） 

deviceID String 是 设备 ID（通过物联网终端接口获取） 

floor String 否 所在楼层 

nodeCode String 是 点位编号（点位设备上传的其自身的设备编号） 

nodeName String 是 点位名称 

equipmentType String 是 探测器类型代码（编码规则见附录 A.18） 

installAdd String 是 安装位置 

nodeInfo String 否 点位说明 

system Integer 是 所属系统代码（编码规则见附录 A.21） 

picId String 是 消防图纸编号（通过消防图纸接口获取） 

lng Double 否 经度（BD09 坐标系） 

lat Double 否 纬度（BD09 坐标系） 

表56 探测器点位新增返回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tcqNodeId String 探测器点位编号（主键） 

6.4.10.2 探测器点位修改 

探测器点位修改流程如下： 

a) 县、市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接入的探测器点位信息修改后，将信息上传至上级城

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消防管理服务平台接入的探测器点位信息修改后，将信息上传

至本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 

b) 请求 API：/api/v1/tcqNode/update； 

c) 请求参数：见表 57； 

d) 调用示例：参见附录 B.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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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7 探测器点位修改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tcqNodeId String 是 探测器点位编号（主键） 

companyCode String 否 单位编号（通过联网单位接口获取） 

buildingCode String 否 建筑编号（通过建筑接口获取） 

deviceId String 否 设备 ID（通过物联网终端接口获取） 

floor String 否 所在楼层 

nodeCode String 否 点位编号（点位设备上传的其自身的设备编号） 

nodeName String 否 点位名称 

equipmentType String 否 探测器类型代码（编码规则见附录 A.18） 

installAdd String 否 安装位置 

nodeInfo String 否 点位说明 

system Integer 否 所属系统代码（编码规则见附录 A.21） 

picId String 否 消防图纸编号（通过消防图纸接口获取） 

lng Double 否 经度（BD09 坐标系） 

lat Double 否 纬度（BD09 坐标系） 

tcqNodeDataValidation string 是 探测器点位数据有效性（1:有效,2:失效） 

6.4.11 模拟量点位信息上传 

6.4.11.1 模拟量点位新增 

模拟量点位新增流程如下： 

a) 县、市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接入新的模拟量点位信息后，将信息上传至上级城市

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消防管理服务平台接入新的模拟量点位信息后，将信息上传至本

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 

b) 请求 API：/api/v1/mnlNode/add； 

c) 请求参数：见表 58； 

d) 返回参数：见表 59； 

e) 调用示例：参见附录 B.42。 

表58 模拟量点位新增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companyCode String 是 单位编号（通过联网单位接口获取） 

buildingCode String 否 建筑编号（通过建筑接口获取） 

deviceId String 是 设备 ID（通过物联网终端接口获取） 

floor String 否 所在楼层 

nodeCode String 是 点位编号（点位设备上传的其自身的设备编号） 

nodeName String 是 点位名称 

categoryCode String 是 模拟量类型代码（编码规则见附录 A.19） 

installAdd String 是 安装位置 

alarmUpper String 否 报警上限（具备报警上限需填写） 

alarmLower String 否 报警下限（具备报警下限需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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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  模拟量点位新增请求参数（续）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rangeUpper String 否 量程上限（具备量程上限需填写） 

rangeLower String 否 量程下限（具备量程下限需填写） 

nodeInfo String 否 点位说明 

system Integer 是 所属消防系统代码（编码规则见附录 A.21） 

picId String 否 消防图纸编号（通过消防图纸接口获取） 

equipment String 否 监测的设备设施 

lng Double 否 经度（BD09 坐标系） 

lat Double 否 纬度（BD09 坐标系） 

proId Integer 否 处理机号 

tdId Integer 否 通道号 

outputType Integer 否 输出类型（0:电流型，2:电压型） 

表59 模拟量点位新增返回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mnlNodeId String 模拟量点位编号（主键） 

6.4.11.2 模拟量点位修改 

模拟量点位修改流程如下： 

a) 县、市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接入的模拟量点位信息修改后，将信息上传至上级城

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消防管理服务平台接入的模拟量点位信息修改后，将信息上传

至本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 

b) 请求 API：/mnlNode/update； 

c) 请求参数：见表 60； 

d) 调用示例：参见附录 B.43。 

表60 模拟量点位修改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mnlNodeId String 是 模拟量点位编号（主键） 

companyCode String 否 单位编号（通过联网单位接口获取） 

buildingCode String 否 建筑编号（通过建筑接口获取） 

deviceId String 否 设备 ID（通过物联网终端接口获取） 

floor String 否 所在楼层 

nodeCode String 否 点位编号（点位设备上传的其自身的设备编号） 

nodeName String 否 点位名称 

categoryCode String 否 模拟量类型代码（编码规则见附录 A.19） 

installAdd String 否 安装位置 

alarmUpper String 否 报警上限（具备报警上限需填写） 

alarmLower String 否 报警下限（具备报警下限需填写） 

rangeUpper String 否 量程上限（具备量程上限需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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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0  模拟量点位修改请求参数（续）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rangeLower String 否 量程下限（具备量程下限需填写） 

nodeInfo String 否 点位说明 

system Integer 否 所属消防系统代码（编码规则见附录 A.21） 

picId String 否 消防图纸编号（通过消防图纸接口获取） 

equipment String 否 监测的设备设施 

lng Double 否 经度（BD09 坐标系） 

lat Double 否 纬度（BD09 坐标系） 

proId Integer 否 处理机号 

tdId Integer 否 通道号 

outputType Integer 否 输出类型（0:电流型，2:电压型） 

mnlNodeDataValidation string 是 模拟量点位信息有效性（1:有效,2:失效） 

6.4.12 维保单位信息上传 

6.4.12.1 维保单位信息新增 

维保单位信息新增流程如下： 

a) 县、市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接入新的维保单位信息后，将信息上传至上级城市消

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消防管理服务平台接入新的维保单位信息后，将信息上传至本级城

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 

b) 访问 API：/api/v1/maintenance/add； 

c) 请求参数：见表 61； 

d) 返回参数：见表 62； 

e) 调用示例：参见附录 B.44。 

表61 维保单位信息新增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maintenanceName String   是 维保单位名称 

maintenanceAbbreviation String 是 维保单位简称 

maintenanceLevel Integer 是 维保单位等级(1 一级 2 二级 3 三级) 

maintenanceType String 是 经济所有制代码（编码规则见附录 A.8） 

maintenanceOrgLicense String 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maintenanceAddress String 是 维保单位地址 

maintenanceFax String 是 公司传真 

maintenanceEmail String 是 公司邮件 

maintenanceTel String 是 公司电话 

maintenancePhone String 是 公司手机号 

remarks String 否 备注 

legalperson String 是 法人名称 

legalpersonPhone String 是 法人手机号 

legalpersonId String 是 法人身份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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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维保单位信息新增请求参数（续）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artisan String 是 技术负责人 

artisanPhone String 是 技术负责人电话 

lng Double 是 经度（BD09 坐标系） 

lat Double 是 维度（BD09 坐标系） 

areaCode String 是 行政区划代码（编码规则见附录 A.1） 

fireFightingAgency String 是 消防机构 

表62 维保单位信息新增返回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maintenanceCompanyCode String 维保单位编号(主键) 

6.4.12.2 维保单位信息修改 

维保单位信息修改流程如下： 

a) 县、市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接入的维保单位信息修改后，将信息上传至上级城市

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消防管理服务平台接入的维保单位信息修改后，将信息上传至本

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 

b) 访问 API：/api/v1/maintenance/update； 

c) 请求参数：见表 63； 

d) 调用示例：参见附录 B.45。 

表63 维保单位信息新增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maintenanceCompanyCode String 是 维保单位编号(主键) 

maintenanceName String 否 维保单位名称 

maintenanceAbbreviation String 否 维保单位简称 

maintenanceLevel Integer 否 维保单位等级(1 一级 2 二级 3 三级) 

maintenanceType String 否 经济所有制代码（编码规则见附录 A.8） 

maintenanceOrgLicense String 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maintenanceAddress String 否 维保单位地址 

maintenanceFax String 否 公司传真 

maintenanceEmail String 否 公司邮件 

maintenanceTel String 否 公司电话 

maintenancePhone String 否 公司手机号 

remarks String 否 备注 

legalperson String 否 法人名称 

legalpersonPhone String 否 法人手机号 

legalpersonId String 否 法人身份证号 

artisan String 否 技术负责人 

artisanPhone String 否 技术负责人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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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维保单位信息新增请求参数（续）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lng Double 否 经度（BD09 坐标系） 

lat Double 否 维度（BD09 坐标系） 

areaCode String 否 行政区划代码（编码规则见附录 A.1） 

fireFightingAgency String 否 消防机构 

maintenance DataValidation string 是 维保单位信息有效性（1:有效,2:失效） 

6.5 动态数据上传流程 

6.5.1 动态数据上传要求 

县、市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所接入的报警、模拟量等动态信息，需上传至上级城市消

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消防管理服务平台所接入的报警、模拟量等动态信息，需上传至本级城市消

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 

6.5.2 报警信息上传 

6.5.2.1 报警信息新增 

报警信息新增流程如下： 

a) 县、市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接入新的报警信息后，将信息上传至上级城市消防物

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消防管理服务平台接入新的报警信息后，将信息上传至本级城市消防物

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 

b) 请求 API：/api/v1/alarm/add； 

c) 请求参数：见表 64； 

d) 返回参数：见表 65； 

e) 调用示例：参见附录 B.46。 

表64 报警信息新增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address String 是 单位地址 

companyCode String 是 单位编号（通过联网单位接口获取） 

deviceID String 是 设备 ID（通过物联网终端接口获取） 

monitorName String 是 物联网终端名称 

system Integer 是 所属消防系统代码（编码规则见附录 A.21） 

alarmType string 是 报警类别代码（编码规则见附录 A.20） 

happenTime Date 是 报警发生时间(yyyy-MM-dd hh:mm:ss) 

receiveTime Date 是 报警接收时间(yyyy-MM-dd hh:mm:ss) 

nodeCode String 是 报警点编号 

nodeName String 是 报警点名称 

nodeAddress String 是 报警点位置 

nodeType String 是 报警点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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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5 报警信息新增返回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alarmSn String 警情编码（主键） 

6.5.2.2 报警信息处理 

报警信息处理流程如下： 

a) 县、市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接入新的报警信息处理情况后，将信息上传至上级城

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消防管理服务平台接入新的报警信息处理情况后，将信息上传

至本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 

b) 请求 API：/api/v1/alarm/update； 

c) 请求参数：见表 66； 

d) 调用示例：参见附录 B.47。 

表66 报警信息处理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alarmSn String 是 警情编码（主键） 

alarmType int 是 处理类型（1:真实火警  2：误报） 

alarmState int 是 警情状态（1：人工处理 2 系统处理） 

acceptancePerson String 是 处理人 

acceptanceTime String 是 处理时间 

acceptanceDesc String 是 处理过程 

attachment / 否 上传附件（附件格式可以为图片或视频文件） 

alarmDataValidation string 是 报警信息有效性（1:有效,2:失效） 

6.5.3 模拟量信息上传 

模拟量信息仅能新增，流程如下： 

a) 县、市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接入新的模拟量信息后，将信息上传至上级城市消防

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消防管理服务平台接入新的模拟量信息后，将信息上传至本级城市消

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 

b) 访问 API：/api/v1/analog/add； 

c) 请求参数：见表 67； 

d) 返回参数：见表 68； 

e) 调用示例：参见附录 B.48。 

表67 模拟量信息新增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deviceId String 是 物联网终端编号（通过物联网终端接口获取） 

nodeCode String 是 报警点编号 

categoryCode String 是 模拟量类型代码（编码规则见附件 A.19） 

currentValue Float 是 当前值 

happenTime Date 是 发生时间(yyyy-MM-dd hh:mm: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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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8 模拟量信息新增返回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analogId String 模拟量编码（主键） 

6.6 操作数据上传流程 

6.6.1 操作数据上传要求 

县、市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所接入的操作信息，需上传至上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

应用平台；消防管理服务平台所接入的操作信息，需上传至本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 

6.6.2 巡检报告信息新增 

巡检报告信息仅能新增，流程如下： 

a) 县、市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接入新的巡检报告后，将信息上传至上级城市消防物

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消防管理服务平台接入新的巡检报告后，将信息上传至本级城市消防物

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 

b) 访问 API：/api/v1/inspectionReport/add； 

c) 请求参数：见表 69； 

d) 返回参数：见表 70； 

e) 调用示例：参见附录 B.49。 

表69 巡检报告信息新增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companyCode String 是 单位编号（通过联网单位接口获取） 

maintenanceCompanyCode 
String 是 维保单位编号（通过维保单位信息接

口获取） 

reportDate Date 是 巡检报告日期(yyyy-MM-dd ) 

maintenancePerson String 是 巡检报告负责人 

attachment / 是 巡检报告附件（附件格式可以为文档、

图片或视频文件） 

表70 巡检报告信息新增返回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reportId String 巡检报告编号（主键） 

6.6.3 维保报告信息新增 

维保报告信息仅能新增，流程如下： 

a) 县、市级城市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接入新的维保报告后，将信息上传至上级城市消防物

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消防管理服务平台接入新的维保报告后，将信息上传至本级城市消防物

联网大数据应用平台； 

b) 访问 API：/api/v1/maintenanceReport/add； 

c) 请求参数：见表 71； 

d) 返回参数：见表 72； 

e) 调用示例:参见附录 B.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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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 维保报告信息新增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companyCode String 是 单位编号（通过联网单位接口获取） 

maintenanceCompanyCode String 是 
维保公司编号（通过维保单位信息接

口获取） 

reportDate Date 是 维保报告日期(yyyy-MM-dd) 

maintenancePerson String 是 维保报告负责人 

attachment / 是 
巡检报告附件（附件格式可以为文档、

图片或视频文件） 

表72 维保报告信息新增返回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reportId String 维保报告编号（主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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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编码信息 

A.1 行政区划编码 

共六级代码，因数据较多，本规范只列举三级，根据行政区划调整动态更新。编码规则：参考国家

行政区编码规则。 

表A.1 江西省行政区划代码 

行政区划从属 行政区划代码 单位名称 

江西省 360000 江西省 

360100 南昌市 

360102 东湖区 

360103 西湖区 

360104 青云谱区 

360111 青山湖区 

360112 新建区 

360113 红谷滩区 

360121 南昌县 

360123 安义县 

南昌市 

360124 进贤县 

360200 景德镇市 

360202 昌江区 

360203 珠山区 

360222 浮梁县 

景德镇市 

360281 乐平市 

360300 萍乡市 

360302 安源区 

360313 湘东区 

萍乡市 

360321 莲花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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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江西省行政区划代码(续) 

行政区划从属 行政区划代码 单位名称 

360322 上栗县 
萍乡市 

360323 芦溪县 

360400 九江市 

360402 濂溪区 

360403 浔阳区 

360404 柴桑区 

360423 武宁县 

360424 修水县 

360425 永修县 

360426 德安县 

360428 都昌县 

360429 湖口县 

360430 彭泽县 

360481 瑞昌市 

360482 共青城市 

九江市 

360483 庐山市 

360500 新余市 

360502 渝水区、新余高新区、仙女湖风景区 新余市 

360521 分宜县 

360600 鹰潭市 

360602 月湖区、鹰潭高新区、信江新区 

360603 余江区 

鹰潭市 

360681 贵溪市 

360700 赣州市 

360702 章贡区 

360703 南康区 

赣州市 

360704 赣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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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江西省行政区划代码(续) 

行政区划从属 行政区划代码 单位名称 

360722 信丰县 

360723 大余县 

360724 上犹县 

360725 崇义县 

360726 安远县 

360783 龙南市 

360728 定南县 

360729 全南县 

360730 宁都县 

360731 于都县 

360732 兴国县 

360733 会昌县 

360734 寻乌县 

360735 石城县 

赣州市 

360781 瑞金市 

360800 吉安市 

360802 吉州区 

360803 青原区 

360821 吉安县 

360822 吉水县 

360823 峡江县 

360824 新干县 

360825 永丰县 

360826 泰和县 

360827 遂川县 

360828 万安县 

吉安市 

360829 安福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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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江西省行政区划代码(续) 

行政区划从属 行政区划代码 单位名称 

360830 永新县 
吉安市 

360881 井冈山市 

360900 宜春市 

360902 袁州区、明月山风景区、宜春经开区 

360921 奉新县 

360922 万载县 

360923 上高县 

360924 宜丰县 

360925 靖安县 

360926 铜鼓县 

360981 丰城市 

360982 樟树市 

宜春市 

360983 高安市 

361000 抚州市 

361002 临川区 

361003 东乡区 

361021 南城县 

361022 黎川县 

361023 南丰县 

361024 崇仁县 

361025 乐安县 

361026 宜黄县 

361027 金溪县 

361028 资溪县 

抚州市 

361030 广昌县 

361100 上饶市 
上饶市 

361102 信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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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江西省行政区划代码(续) 

行政区划从属 行政区划代码 单位名称 

361103 广丰区 

361104 广信区 

361123 玉山县 

361124 铅山县 

361125 横峰县 

361126 弋阳县 

361127 余干县 

361128 鄱阳县 

361129 万年县 

361130 婺源县 

上饶市 

361181 德兴市 

A.2 监控中心 

编码规则：前六位为行政区划代码，后四位为监控中心具体编码。 

表A.2 监控中心编码 

监控中心编码 监控中心排序 行政区划代码 

3601020001 0001 

3601020002 0002 

… … 

360102 

A.3 行业类别 

编码规则：行业类别引用国家标准 GB/T 4754-2017《国民经济分类》，自定义四位编码。 

表A.3 行业类别编码 

行业类别编码 行业类别名称 

0001 农、林、牧、渔业 

0002 采矿业 

0003 制造业 

0004 电力 

0005 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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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行业类别编码(续) 

行业类别编码 行业类别名称 

0006 建筑业 

0007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0008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0009 批发和零售业 

0010 住宿和餐饮业 

0011 金融业 

0012 房地产业 

0013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0014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0015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0016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0017 教育 

0018 卫生和社会工作 

0019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0020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0021 国际组织 

A.4 消防部门 

编码规则：前四位为“江西消防”拼音首字母大写，第五位开始为部门编号（下级部门编号为上级

部门编号加四位消防部门具体编码） 

表A.4 消防部门编码 

消防部门编码 消防部门名称 

JXXF1 江西省消防救援总队 

JXXF1001 南昌市消防救援支队 

JXXF1002 景德镇市消防救援支队 

JXXF1003 萍乡市消防救援支队 

JXXF1004 九江市消防救援支队 

JXXF1005 新余市消防救援支队 

JXXF1006 鹰潭市消防救援支队 

JXXF1007 赣州市消防救援支队 

JXXF1008 吉安市消防救援支队 

JXXF1009 宜春市消防救援支队 

JXXF1010 抚州市消防救援支队 

JXXF1011 上饶市消防救援支队 

A.5 单位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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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规则：引用国家标准 GA/T 396-2002《消防业务基础数据元与代码表》。 

表A.5 单位类别编码 

单位类别编码 单位类别名称 

01 商场、宾馆、公共娱乐场所等公众聚集场所 

02 交通枢纽、新闻单位、邮电、通信枢纽等重要场所 

03 党政首脑机关 

04 重要的科研单位、院校、医院 

05 高层公共建筑 

06 图书馆、博物馆、展览馆、档案馆都能重要的文物古建筑 

07 地下公共建筑 

08 大型仓库、堆场 

09 发电场(站)、地区供电系统变电站 

10 易燃易爆物品 

11 大型工程及施工现场 

12 其他重要场所和工业企业 

99 其他 

A.6 监管等级 

编码规则：引用国家标准 GA/T 396-2002《消防业务基础数据元与代码表》。 

表A.6 监管等级编码 

监管等级编码 监管等级名称 

00 非消防安全重点单位 

01 一级消防安全重点单位 

02 二级消防安全重点单位 

03 三级消防安全重点单位 

A.7 监管类别 

编码规则：自定义监管类别两位编码。 

表A.7 监管类别编码 

监管类别编码 监管类别名称 

01 重点单位 

02 一般单位 

03 小场所 

04 火灾高危单位 

05 其他高危单位 

A.8 经济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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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规则：引用国家标准 GB/T 12402-2000《经济类型分类与代码》。 

表A.8 经济所有制编码 

经济所有制编码 经济所有制名称 

100 内资 

110 国有全资 

120 集体全资 

130 股份合作 

140 联营 

150 有限责任(公司) 

160 股份有限(公司) 

170 私有 

190 其他内资 

200 港、澳、台投资 

210 内地和港、澳、台合资 

220 内地和港、澳、台合作 

230 港、澳、台独资 

240 港、澳、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90 其他港、澳、台投资 

300 国外投资 

310 中外合资 

320 中外合作 

330 外资 

340 国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390 其他国外投资 

900 其他 

A.9 建筑物类型 

编码规则：引用国家标准 GA/T 396-2002《消防业务基础数据元与代码表》。 

表A.9 建筑物类型编码 

建筑物类型编码 建筑物类型名称 

01 超高层建筑 

02 一类高层建筑 

03 二类高层建筑 

04 高层厂房 

05 高层库房 

06 低层民用建筑 

07 低层厂房 

08 低层库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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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9 建筑物类型编码（续） 

建筑物类型编码 建筑物类型名称 

09 地下建筑 

99 其他建筑 

A.10 建筑使用性质 

编码规则：引用国家标准 GA/T 396-2002《消防业务基础数据元与代码表》。 

表A.10 建筑使用性质编码 

建筑使用性质编码 建筑使用性质名称 

01 饭店、旅馆 

02 公寓、住宅 

03 体育场馆 

04 俱乐部、夜总会、歌舞厅 

05 电影院、剧院、礼堂 

06 办公、商务 

07 科研(包括实验室) 

08 医院 

09 教学 

10 商业(包括商店、商场、集贸市场等) 

11 金融 

12 交通 

13 文博馆(包括展览馆、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文化馆等) 

14 通信枢纽、电视广播发射、中转 

15 厂房 

16 库房 

17 油气罐站、管线 

18 综合建筑 

99 其他 

A.11 火灾危险性 

编码规则：自定义火灾危险性四位编码。 

表A.11 火灾危险性编码 

火灾危险性编码 火灾危险性等级 

0001 甲类 

0002 乙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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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1 火灾危险性编码(续) 

火灾危险性编码 火灾危险性等级 

0003 丙类 

0004 丁类 

0005 戊类 

A.12 耐火等级 

编码规则：自定义耐火等级四位编码 

表A.12 耐火等级编码 

耐火等级编码 耐火等级 

0001 一级耐火等级建筑 

0002 二级耐火等级建筑 

0003 三级耐火等级建筑 

0004 四级耐火等级建筑 

A.13 结构类型 

编码规则：自定义结构类型四位编码 

表A.13 结构类型编码 

结构类型编码 结构类型 

0001 砖木结构 

0002 砖混结构 

0003 钢筋混凝土结构 

0004 钢结构 

0005 木结构 

A.14 重点部位类型 

编码规则：自定义重点部位四位编码 

表A.14 重点部位类型编码 

重点部位类型编码 重点部位类型 

0001 容易发生火灾的部位 

0002 发生火灾后对消防安全有重大影响的部位 

0003 性质重要、发生事故影响全局的部位 

0004 财产集中的部位 

0005 人员集中的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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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5 设备厂商 

编码规则：自定义设备厂商五位编码。 

表A.15 设备厂商编码 

设备厂商编码 设备厂商名称 

00001 A 公司 

00002 B 公司 

00003 C 公司 

….…（设备厂商编码动态增补更新） 

A.16 设备类型 

编码规则：自定义设备类型四位编码。 

表A.16 设备类型编码 

设备类型编码 设备类型 

0001 用户信息传输装置 

0002 独立式光电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 

0003 独立式可燃气体探测器 

0004 智慧安全用电探测器 

0005 室外消火栓监控设备 

0006 独立式防火门监控模块 

0007 独立式压力传感器 

0008 独立式液位传感器 

0009 独立式感温火灾探测报警器 

0010 无线手动报警开关 

0011 独立式温湿度探测器 

0012 视频监控器 

0013 无线数据转换器 

0014 无线声光报警器 

0015 火灾报警控制器 

0016 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 

0017 消防联动控制设备 

0018 独立式管网温度传感器 

0019 水泵控制柜监控设备 

0020 气体灭火控制器（联网型） 

0021 风机控制柜监控设备 

0022 防火门监控器（联网型） 

0023 消防电梯监控设备 

0024 消防广播主机（联网型） 

0025 应急照明控制器（联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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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6  设备类型编码（续） 

设备类型编码 设备类型 

0026 消防设备电源状态监控器（联网型） 

0027 独立式电压/电流信号传感器 

0028 闷盖监控设备 

0029 井盖监控设备 

0030 灭火器监控设备 

0031 智能空开 

0032 智能断路器 

0033 智能电表 

0034 传输设备 

0035 物联网网关 

0036 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 

0037 摄像头 

0038 安防报警主机 

0039 电气火灾监控设备（联网型） 

0040 独立式测温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 

0041 独立式剩余电流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 

0042 独立式组合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 

0043 独立式故障电弧探测器 

0044 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联网型） 

0045 末端试水装置 

0046 独立式水浸探测器 

0047 独立式流量探测器 

0048~ 预留 

A.17 设备通讯方式 

编码规则：自定义通讯方式四位编码。 

表A.17 设备通讯方式编码 

通讯方式编码 通讯方式名称 

0001 以太网 

0002 GPRS 

0003 3G 

0004 4G 

0005 5G 

0006 NB-IoT 

0007 LoRA 

0008 ZigBee 

0009 Wi-Fi 

001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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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8 探测器类型 

编码规则：自定义探测器类型四位编码 

表A.18 探测器类型编码 

探测器类型编码 探测器类型名称 

0001 火灾报警控制器 

0010 可燃气体探测器 

0011 点型可燃气体探测器 

0012 独立式可燃气体探测器 

0013 线型可燃气体探测器 

0016 电气火灾监控报警器 

0017 剩余电流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 

0018 测温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 

0019 组合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 

0020 空气开关 

0021 探测回路 

0022 火灾显示盘 

0023 手动火灾报警按钮 

0024 消火栓按钮 

0025 火灾探测器 

0030 感温火灾探测器 

0031 点型感温火灾探测器 

0032 点型感温火灾探测器（S 型） 

0033 点型感温火灾探测器（R 型） 

0034 线型感温火灾探测器 

0035 线型感温火灾探测器（S 型） 

0036 线型感温火灾探测器（R 型） 

0037 光纤感温火灾探测器 

0040 感烟火灾探测器 

0041 点型离子感烟火灾探测器 

0042 点型光电感烟火灾探测器 

0043 线型光束感烟火灾探测器 

0044 吸气式感烟火灾探测器 

0050 复合式火灾探测器 

0051 复合式感烟感温火灾探测器 

0052 复合式感光感温火灾探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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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8  探测器类型编码（续） 

探测器类型编码 探测器类型名称 

0053 复合式感光感烟火灾探测器 

0061 紫外火焰探测器 

0062 红外火焰探测器 

0069 感光火灾探测器 

0074 气体探测器 

0078 图像摄像方式火灾探测器 

0079 感声火灾探测器 

0080 干粉灭火器 

0081 气体灭火控制器 

0082 消防电气控制装置 

0083 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 

0084 模块 

0085 输入模块 

0086 输出模块 

0087 输入输出模块 

0088 中继模块 

0091 消防水泵 

0092 消防水箱 

0095 喷淋泵 

0096 水流指示器 

0097 信号阀 

0098 报警阀 

0099 压力开关 

0101 阀驱动装置 

0102 防火门 

0103 防火阀 

0104 通风空调 

0105 泡沫液泵 

0106 管网电磁阀 

0111 防烟排烟风机 

0113 排烟防火阀 

0114 常闭送风口 

0115 排烟口 

0116 电控挡烟垂壁 

0117 防火卷帘控制器 

0118 防火门监控器 

0121 警报装置 

0122 传感器 

0123~ 预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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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9 模拟量类型 

编码规则：自定义模拟量类型四位编码。 

表A.19 模拟量类型编码 

模拟量类型编码 模拟量类型名称 模拟量单位 最小计量单元 

0001 事件计数 件 1 件 

0002 高度 m 0.01m 

0003 温度 ℃ 0.1℃ 

0004 压力(Mpa) Mpa 0.1Mpa 

0005 压力(Kpa) Kpa 0.1Kpa 

0006 浓度 %LEL 0.1%LEL 

0007 时间 s 1s 

0008 电压 V 0.1V 

0009 电流 A 0.1A 

0010 流量 L/s 0.1L/s 

0011 风量 m
3
/min 0.1m

3
/min 

0012 风速 m/s 1m/s 

0013 电池电量 % 0.01% 

0014 剩余电流 mA 1mA 

0015 倾斜角度 ° 1° 

0016 旋转角度 ° 1° 

0017 信号强度 dBm 1dBm 

0018 湿度 1 0.1% 

A.20 报警类型 

编码规则：自定义报警类型四位编码。 

表A.20 报警类型编码 

报警类型编码 报警类型名称 

0001 火灾报警 

0002 电气火灾报警 

0003 烟雾报警 

0004 可燃气体泄露报警 

0005 消控室无人报警 

0006 消防通道阻塞报警 

0007 其他报警 

A.21 消防系统 

编码规则：引用国家标准 GB/T 26875.4-2011《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第 4 部分：基础数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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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1 消防系统编码 

消防系统编码 消防系统名称 

00 通用 

01 火灾报警系统 

02~09 预留 

10 消防联动控制器 

11 消火栓系统（室外消火栓） 

12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含室内消火栓系统） 

13 气体灭火系统 

14 水喷雾灭火系统(泵启动方式) 

15 水喷雾灭火系统(压力容器启动方式) 

16 泡沫灭火系统 

17 干粉灭火系统 

18 防排烟系统 

19 防火门及卷帘系统 

20 消防电梯 

21 消防电话/应急广播系统 

22 消防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系统 

23 消防电源 

24 消防电话 

24~127 预留 

128~255 用户自定义 

A.22 事件类型 

编码规则：自定义事件类型四位编码。 

表A.22 事件类型编码 

事件类型编码 事件类型 

0001 故障 

0002 非法拆除 

0003 设备到期 

0004 需要维护 

0005 设备更新 

0006 其他事件 

A.23 图纸类型 

编码规则：自定义图纸类型四位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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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3 事件类型编码 

图纸类型编码 图纸类型名称 

0001 楼层平面图 

0002 单位外景图 

0003 单位内景图 

0004 消防中控室图 

0005 重点部位图 

0006 疏散指示图 

0007 各消防系统图 

0008 总平台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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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调用示例 

B.1 数据字典下载调用示例 

表 B.1 

类型 说明 

URL https://ip:port/api/v1/dictConfig/list 

请求 

POST/api/v1/dictConfig/list?appId=appId&timestamp=timestamp&sign=sign 
Host:IP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 
} 

返回（成功示例） 

{ 
"errno":0, 
"errmsg":"成功", 
"vision":1.0, 
"data": 
[{ 

"dictConfig": 
["monitorCenter", 
"area", 
"industryType", 
"fireManagement", 
"orgType", 
"monitorLevel", 
"monitorType", 
"economicOwnership", 
"buildingType", 
"buildingNature", 
"fireHazard", 
"refractoryGrade", 
"buildingStructureType", 
"keyPartType", 
"manufacturer", 
"deviceType", 
"commMode", 
"tcqType", 
"mnlType", 
"kglType", 
"alarmCode", 
"pictureType", 
"eventType", 
"fireSystem"] 

}] 
} 

返回（失败示例） 

error 
{ 
"success": false, 
"errno": 2001, 
"errmsg": "appId 缺失", 
"dat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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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监控中心调用示例 

表 B.2 

类型 说明 

URL https://ip:port/api/v1/monitorCenter/list 

请求 

POST/api/v1/monitorCenter/list?appId=appId&timestamp=timestamp&sign=sign 

Host:IP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 

"parentCode ": "1234567890123456" 

} 

返回（成功示例） 

success 

{ 

"success":true, 

"errno":0,  

"errmsg":"成功",  

"data": 

[{ 

"centerCode":1 

"centerName":"AAA" 

}, 

{ 

"centerCode":2 

"centerName":"BBB" 

  }], 

  …… 

} 

返回（失败示例） 

error 

{ 

"success": false, 

"errno": 2001, 

"errmsg": "appId 缺失", 

"dat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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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行政区划信息调用示例 

表 B.3 

类型 说明 

URL https://ip:port/api/v1/area/list 

请求 POST 

/api/v1/area/list?appId=appId&timestamp=timestamp&sign=sign 

Host:IP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 

"parentCode ": "1234567890123456" 

} 

返回（成功示例） success 

{ 

"success":true, 

"errno":0,  

"errmsg":"成功",  

"data": 

[{ 

"areaCode":1, 

"areaName":"南昌"//以实际编码为准 

"areaType":3 

}, 

{ 

"areaCode":2, 

"areaName":"上饶"//以实际编码为准 

"areaType":3 

  }], 

  …… 

} 

返回（失败示例） error 

{ 

"success": false, 

"errno": 2001, 

"errmsg": "appId 缺失", 

"dat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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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行业类别调用示例 

表 B.4 

类型 说明 

URL https://ip:port/api/v1/industryType/list 

请求 POST  

/api/v1/industryType/list?appId=appId&timestamp=timestamp&sign=sign 

Host:IP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 

} 

返回（成功示例） success 

{ 

"success":true, 

"errno":0,  

"errmsg":"成功",  

"data": 

[{ 

"industryCode":1, 

"industryName":"医疗" 

}, 

{ 

"industryCode":2, 

"industryName":"教育" 

  }], 

  …… 

} 

返回（失败示例） error 

{ 

"success": false, 

"errno": 2001, 

"errmsg": "appId 缺失", 

"dat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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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 消防部门调用示例 

表 B.5 

类型 说明 

URL https://ip:port/api/v1/fireManagement/list 

请求 POST  

/api/v1/fireManagement/list?appId=appId&timestamp=timestamp&sign=sign 

Host:IP 

{ 

  "parentCode ": "1234567890123456" 

} 

返回（成功示例） success 

{ 

"success":true, 

"errno":0,  

"errmsg":"成功",  

"data": 

[{ 

"fireManagementCode":1, 

"fireManagementName":"南昌支队" 

}, 

{ 

"fireManagementCode":2, 

"fireManagementName":"上饶支队" 

  }], 

  …… 

} 

返回（失败示例） error 

{ 

"success": false, 

"errno": 2001, 

"errmsg": "appId 缺失", 

"dat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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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 单位类别调用示例 

表 B.6 

类型 说明 

URL https://ip:port/api/v1/orgType/list 

请求 POST  

/api/v1/orgType/list?appId=appId&timestamp=timestamp&sign=sign 

Host:IP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 

} 

返回（成功示例） success 

{ 

"success":true, 

"errno":0,  

"errmsg":"成功",  

"data": 

[{ 

"orgTypeCode":1, 

"orgTypeName":"XXX" 

}, 

{ 

"orgTypeCode":2, 

"orgTypeName":"XXX" 

  }], 

  …… 

} 

返回（失败示例） error 

{ 

"success": false, 

"errno": 2001, 

"errmsg": "appId 缺失", 

"dat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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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 监管等级调用示例 

表 B.7 

类型 说明 

URL https://ip:port/api/v1/monitorLevel/list 

请求 POST  

/api/v1/monitorLevel/list?appId=appId&timestamp=timestamp&sign=sign 

Host:IP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 

} 

返回（成功示例） success 

{ 

"success":true, 

"errno":0,  

"errmsg":"成功",  

"data": 

[{ 

"monitorLevelCode":1, 

"monitorLevelName":"一级" 

}, 

{ 

"monitorLevelCode":2, 

"monitorLevelName":"二级" 

  }], 

  …… 

} 

返回（失败示例） error 

{ 

"success": false, 

"errno": 2001, 

"errmsg": "appId 缺失", 

"dat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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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8 监管类别调用示例 

表 B.8 

类型 说明 

URL https://ip:port/api/v1/monitorType/list 

请求 POST  

/api/v1/monitorType/list?appId=appId&timestamp=timestamp&sign=sign 

Host:IP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 

} 

返回（成功示例） success 

{ 

"success":true, 

"errno":0,  

"errmsg":"成功",  

"data": 

[{ 

"monitorTypeCode":1, 

"monitorTypeName":"XXX" 

}, 

{ 

"monitorTypeCode":2, 

"monitorTypeName":"XXX" 

  }], 

  …… 

} 

返回（失败示例） error 

{ 

"success": false, 

"errno": 2001, 

"errmsg": "appId 缺失", 

"dat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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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 经济所有制调用示例 

表 B.9 

类型 说明 

URL https://ip:port/api/v1/economicOwnership/list 

请求 POST  

/api/v1/economicOwnership/list?appId=appId&timestamp=timestamp&sign=sign 

Host:IP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 

} 

返回（成功示例） success 

{ 

"success":true, 

"errno":0,  

"errmsg":"成功",  

"data": 

[{ 

"economicOwnershipCode":1, 

"economicOwnershipName":"XXX" 

}, 

{ 

"economicOwnershipCode":2, 

"economicOwnershipName":"XXX" 

  }], 

  …… 

} 

返回（失败示例） error 

{ 

"success": false, 

"errno": 2001, 

"errmsg": "appId 缺失", 

"dat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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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0 建筑物类型调用示例 

表 B.10 

类型 说明 

URL https://ip:port/api/v1/buildingType/list 

请求 POST  

/api/v1/buildingType/list?appId=appId&timestamp=timestamp&sign=sign 

Host:IP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 

} 

返回（成功示例） success 

{ 

"success":true, 

"errno":0,  

"errmsg":"成功",  

"data": 

[{ 

"buildingTypeCode":1, 

"buildingTypeName":"XXX" 

}, 

{ 

"buildingTypeCode":2, 

"buildingTypeName":"XXX" 

  }], 

  …… 

} 

返回（失败示例） error 

{ 

"success": false, 

"errno": 2001, 

"errmsg": "appId 缺失", 

"dat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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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1 建筑使用性质调用示例 

表 B.11 

类型 说明 

URL https://ip:port/api/v1/buildingNature/list 

请求 POST  

/api/v1/buildingNature/list?appId=appId&timestamp=timestamp&sign=sign 

Host:IP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 

} 

返回（成功示例） success 

{ 

"success":true, 

"errno":0,  

"errmsg":"成功",  

"data": 

[{ 

"buildingNatureCode":1, 

"buildingNatureName":"XXX" 

}, 

{ 

"buildingNatureCode":2, 

"buildingNatureName":"XXX" 

  }], 

  …… 

} 

返回（失败示例） error 

{ 

"success": false, 

"errno": 2001, 

"errmsg": "appId 缺失", 

"dat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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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2 火灾危险性调用示例 

表 B.12 

类型 说明 

URL https://ip:port/api/v1/fireHazard/list 

请求 POST  

/api/v1/fireHazard/list?appId=appId&timestamp=timestamp&sign=sign 

Host:IP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 

} 

返回（成功示例） success 

{ 

"success":true, 

"errno":0,  

"errmsg":"成功",  

"data": 

[{ 

"fireHazardCode":1, 

"fireHazardName":"XXX" 

}, 

{ 

"fireHazardCode":2, 

"fireHazardName":"XXX" 

  }], 

  …… 

} 

返回（失败示例） error 

{ 

"success": false, 

"errno": 2001, 

"errmsg": "appId 缺失", 

"dat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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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3 耐火等级调用示例 

表 B.13 

类型 说明 

URL https://ip:port/api/v1/refractoryGrade/list 

请求 POST  

/api/v1/refractoryGrade/list?appId=appId&timestamp=timestamp&sign=sign 

Host:IP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 

} 

返回（成功示例） success 

{ 

"success":true, 

"errno":0,  

"errmsg":"成功",  

"data": 

[{ 

"refractoryGradeCode":1, 

"refractoryGradeName":"XXX" 

}, 

{ 

"refractoryGradeCode":2, 

"refractoryGradeName":"XXX" 

  }], 

  …… 

} 

返回（失败示例） error 

{ 

"success": false, 

"errno": 2001, 

"errmsg": "appId 缺失", 

"dat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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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4 结构类型调用示例 

表 B.14 

类型 说明 

URL https://ip:port/api/v1/buildingStructType/list 

请求 POST  

/api/v1/buildingStructType/list?appId=appId&timestamp=timestamp&sign=sign 

Host:IP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 

} 

返回（成功示例） success 

{ 

"success":true, 

"errno":0,  

"errmsg":"成功",  

"data": 

[{ 

"buildingStructTypeCode":1, 

"buildingStructTypeName":"XXX" 

}, 

{ 

"buildingStructTypeCode":2, 

"buildingStructTypeName":"XXX" 

  }], 

  …… 

} 

返回（失败示例） error 

{ 

"success": false, 

"errno": 2001, 

"errmsg": "appId 缺失", 

"dat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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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5 重点部位类型调用示例 

表 B.15 

类型 说明 

URL https://ip:port/api/v1/keyPartType/list 

请求 POST  

/api/v1/keyPartType/list?appId=appId&timestamp=timestamp&sign=sign 

Host:IP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 

} 

返回（成功示例） success 

{ 

"success":true, 

"errno":0,  

"errmsg":"成功",  

"data": 

[{ 

"keyPartTypeCode":1, 

"keyPartTypeName":"XXX" 

}, 

{ 

"keyPartTypeCode":2, 

"keyPartTypeName":"XXX" 

  }], 

  …… 

} 

返回（失败示例） error 

{ 

"success": false, 

"errno": 2001, 

"errmsg": "appId 缺失", 

"data": {} 

} 

 

 

 

 

 



DB36/T 1296—2020 

75 

B.16 设备厂商调用示例 

表 B.16 

类型 说明 

URL https://ip:port/api/v1/manufacturer/list 

请求 POST  

/api/v1/manufacturer/list?appId=appId&timestamp=timestamp&sign=sign 

Host:IP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 

} 

返回（成功示例） success 

{ 

"success":true, 

"errno":0,  

"errmsg":"成功",  

"data": 

[{ 

"manufacturerCode":1, 

"manufacturerName":"XXX" 

}, 

{ 

"manufacturerCode":2, 

"manufacturerName":"XXX" 

  }], 

  …… 

} 

返回（失败示例） error 

{ 

"success": false, 

"errno": 2001, 

"errmsg": "appId 缺失", 

"dat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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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7 设备型号调用示例 

表 B.17 

类型 说明 

URL https://ip:port/api/v1/deviceType/list 

请求 POST /api/v1/ deviceType /list?appId=appId&timestamp=timestamp&sign=sign 

Host:IP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 

} 

返回（成功示例） success 

{ 

"success":true, 

"errno":0,  

"errmsg":"成功",  

"data": 

[{ 

"deviceType":"2" 

"manufacturerCode":"123" 

"deviceCode":"125" 

"deviceCodeName":"2" 

}, 

{ 

"deviceType":"2" 

"manufacturerCode":"125" 

"deviceCode":"122" 

"deviceCodeName":"3" 

  }], 

  …… 

} 

返回（失败示例） error 

{ 

"success": false, 

"errno": 2001, 

"errmsg": "appId 缺失", 

"dat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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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8 设备通讯方式调用示例 

表 B.18 

类型 说明 

URL https://ip:port/api/v1/commMode/list 

请求 POST  

/api/v1/commMode/list?appId=appId&timestamp=timestamp&sign=sign 

Host:IP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 

} 

返回（成功示例） success 

{ 

"success":true, 

"errno":0,  

"errmsg":"成功",  

"data": 

[{ 

"commModeCode":1, 

"commModeName":"XXX" 

}, 

{ 

"commModeCode":2, 

"commModeName":"XXX" 

  }], 

  …… 

} 

返回（失败示例） error 

{ 

"success": false, 

"errno": 2001, 

"errmsg": "appId 缺失", 

"data": {} 

} 

 

 

 

 



DB36/T 1296—2020 

78 

B.19 探测器类型调用示例 

表 B.19 

类型 说明 

URL https://ip:port/api/v1/tcqType/list 

请求 POST  

/api/v1/tcqType/list?appId=appId&timestamp=timestamp&sign=sign 

Host:IP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 

} 

返回（成功示例） success 

{ 

"success":true, 

"errno":0,  

"errmsg":"成功",  

"data": 

[{ 

" detectorTypeCode ":1, 

" detectorTypeName ":"XXX" 

}, 

{ 

" detectorTypeName ":2, 

" detectorTypeName ":"XXX" 

  }], 

  …… 

} 

返回（失败示例） error 

{ 

"success": false, 

"errno": 2001, 

"errmsg": "appId 缺失", 

"dat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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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0 模拟量类型调用示例 

表 B.20 

类型 说明 

URL https://ip:port/api/v1/mnlType/list 

请求 POST  

/api/v1/mnlType/list?appId=appId&timestamp=timestamp&sign=sign 

Host:IP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 

} 

返回（成功示例） success 

{ 

"success":true, 

"errno":0,  

"errmsg":"成功",  

"data": 

[{ 

"mnltypeCode":1, 

"mnltypeName":"XXX" 

}, 

{ 

"mnltypeCode":2, 

"mnltypeName":"XXX"， 

"unit":"XXX"， 

"minMetering":"XXX"， 

  }], 

  …… 

} 

返回（失败示例） error 

{ 

"success": false, 

"errno": 2001, 

"errmsg": "appId 缺失", 

"dat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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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1 报警类型调用示例 

表 B.21 

类型 说明 

URL https://ip:port/api/v1/alarmCode/list 

请求 POST  

/api/v1/alarmCode/list?appId=appId&timestamp=timestamp&sign=sign 

Host:IP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 

} 

返回（成功示例） success 

{ 

"success":true, 

"errno":0,  

"errmsg":"成功",  

"data": 

[{ 

"alarmCode":1, 

"alarmType":"XXX" 

}, 

{ 

"alarmCode":2, 

"alarmType":"XXX"   

}], 

  …… 

} 

返回（失败示例） error 

{ 

"success": false, 

"errno": 2001, 

"errmsg": "appId 缺失", 

"dat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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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2 图纸类型调用示例 

表 B.22 

类型 说明 

URL https://ip:port/api/v1/pictureType/list 

请求 POST  

/api/v1/pictureType/list?appId=appId&timestamp=timestamp&sign=sign 

Host:IP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 

} 

返回（成功示例） success 

{ 

"success":true, 

"errno":0,  

"errmsg":"成功",  

"data": 

[{ 

"pictureTypeCode":1, 

"pictureTypeName":"XXX" 

}, 

{ 

"pictureTypeCode":2, 

"pictureTypeName":"XXX" 

}], 

  …… 

} 

返回（失败示例） error 

{ 

"success": false, 

"errno": 2001, 

"errmsg": "appId 缺失", 

"dat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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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3 消防系统调用示例 

表 B.23 

类型 说明 

URL https://ip:port/api/v1/fireSystem/list 

请求 POST  

/api/v1/fireSystem/list?appId=appId&timestamp=timestamp&sign=sign 

Host:IP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 

} 

返回（成功示例） success 

{ 

"success":true, 

"errno":0,  

"errmsg":"成功",  

"data": 

[{ 

"fireSystemCode":1, 

"fireSystemName":"XXX" 

}, 

{ 

"fireSystemCode":2, 

"fireSystemName":"XXX" 

}], 

  …… 

} 

返回（失败示例） error 

{ 

"success": false, 

"errno": 2001, 

"errmsg": "appId 缺失", 

"dat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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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4 联网单位新增调用示例 

表 B.24 

类型 说明 

URL https://ip:port/api/v1/unit/add 

请求 POST  

/api/v1/unit/add?appId=appId&timestamp=timestamp&sign=sign 

Host:IP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charset=utf-8 

{ 

"dataId": "20190903090826661"   

"companyName": "XX 科技有限公司", 

"areaCode": "1", 

"industryType": "1", 

"lag": "1", 

"lat": "1", 

"orgLicense":"111", 

  "orgType":"0", 

  "address":"兴国县将军大道北", 

"postalCode"："300310"， 

  "workNum":1, 

  "orgLicenseTime":"2019-12-21", 

  "economicOwnership":"310", 

  "fixedAssets":1.0, 

  "unitArea":0.0, 

  "totalBuildingArea":0.0, 

  "monitorLevel":"1", 

  "gridId":"1", 

  "maintenanceUnitId":"1207862460786876416", 

  "checkUnitId":"1", 

  "constructionUnitId":"1", 

  "monitorType":"4", 

  "monitorCenterId":"jkzx000020", 

  "fireManagementId":"JXXF1002", 

  "orgTel": "1", 

  "networkStatus":"1", 

  "accessDate":"2019-12-21", 

  "fireSafePerson":"张三", 

  "fireSafePersonId":"1", 

  "fireSafePersonTel":"18079721551", 

  "fireSafeManage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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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4（续） 

类型 说明 

请求 "fireSafeManagerId":"1", 

  "fireSafeManagerTel":"1", 

  "fptimeFireManager":"1", 

  "fptimeFireManagerId":"1", 

  "fptimeFireManagerTel":"1", 

  "corporator":"1", 

  "corporatorId":"1", 

  "corporatorTel":"1", 

  "fireSupervisor":"1", 

  "fireSupervisorTel":"1", 

  "companyProfile":"1", 

  "informationPushSignature":"1", 

  "containSystem":"1180", 

  "scopeOfBusiness":"1", 

  "rescueDepartment":"1", 

  "commercialProjects":"1", 

  "contractualStatus":"1", 

} 

返回（成功示例） { 

  "success": true, 

  "errmsg": "成功", 

  "errno": 0, 

  "data":  

  { 

"companyCode": "20190903090826661" 

} 

} 

返回（失败示例） { 

"success": false, 

"errno": 2001, 

"errmsg": "appId 缺失", 

"dat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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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5 联网单位修改调用示例 

表 B.25 

类型 说明 
URL https://ip:port/api/v1/unit/update 

请求 POST  
/api/v1/unit/add?appId=appId&timestamp=timestamp&sign=sign 
Host:IP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charset=utf-8 
{ 

"companyCode": "20190903090826661"， 
"companyName": "XX 公司"， 
"orgLicense":"111", 

  "orgType":"0", 
  "address":"兴国县将军大道北", 

"postalCode"："300310"， 
  "workNum":1, 
  "orgLicenseTime":"2019-12-21 10:30:00", 
  "economicOwnership":"310", 
  "fixedAssets":1.0, 
  "unitArea":0.0, 
  "totalBuildingArea":0.0, 
  "monitorLevel":"1", 
  "gridId":"1", 
  "maintenanceUnitId":"1207862460786876416", 
  "checkUnitId":"1", 
  "constructionUnitId":"1", 
  "monitorType":"4", 
  "monitorCenterId":"jkzx000020", 
  "fireManagementId":"JXXF1002", 
  "orgTel": "1", 
  "networkStatus":"1", 
  "accessDate":"2019-12-21 10:30:00", 
  "fireSafePerson":"张三", 
  "fireSafePersonId":"1", 
  "fireSafePersonTel":"18079721551", 
  "fireSafeManager":"1", 
  "fireSafeManagerId":"1", 
  "fireSafeManagerTel":"1", 
  "fptimeFireManager":"1", 
  "fptimeFireManagerId":"1", 
  "fptimeFireManagerTel":"1", 
  "corporator":"1", 
  "corporatorId":"1", 
  "corporatorTel":"1", 
  "fireSupervisor":"1", 
  "fireSupervisorTel":"1", 
  "companyProfile":"1", 
  "informationPushSignature":"1", 
  "containSystem":"1180", 
  "scopeOfBusiness":"1", 
  "rescueDepartment":"1", 
  "commercialProjects":"1", 
  "contractualStatu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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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5(续) 

类型 说明 

请求 " unitDataValidation ":"1", 
  } 

返回（成功示例） { 
  "success": true, 
  "errmsg": "成功", 
  "errno": 0, 

 "data": {} 
} 

返回（失败示例） { 
"success": false, 
"errno": 2001, 
"errmsg": "appId 缺失", 
"dat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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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6 建筑信息新增调用示例 

表 B.26 

类型 说明 

URL https://ip:port/api/v1/ building/add 

请求 POST  

/api/v1/building/add?appId=appId&timestamp=timestamp&sign=sign 

Host:IP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 

"dataId": "20190903090826661" 

  "companyCode": "JXDW2"  

  "buildName": "保利影城 B",   

"buildType": "1", 

  "useNature": "1", 

  "fireHazard": "1", 

  "refractoryGrade": "1", 

  "buildingStructure": "1", 

  "buildTime": "2019-12-21 10:31:00", 

  "buildHeight": 1.0, 

  "buildArea": 1.0, 

  "coveredArea": 1.0, 

  "standardArea": 1.0, 

  "ground": 3, 

  "groundArea": 1.0, 

  "underGround": 1, 

  "underArea": 1.0, 

  "controlroomAdd": "1", 

  "elevatorNum": 1, 

  "elevatorWeight": 1.0, 

  "normalNum": 1, 

  "maxNum": 1, 

  "lng": 116.413, 

  "lat": 39.9109， 

"tunnelHeight": 1, 

   "tunnelLength": 1, 

   "refugeStoreyNum": 1, 

   "refugeStoreyArea": 1, 

   "refugeStoreyAdd": "1", 

   "exitNum": 1, 

   "exitAdd": "1", 

   "exitTyp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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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6(续) 

类型 说明 

请求 "storageName": "1", 
   "storageNum": 1, 
   "storageNature": "1", 
   "storageShape": "1", 
   "storageVolume": 1, 
   "mainMaterial": "1", 
   "mainProducts": "1", 
   "adjacentSituation": "1" 

} 

返回（成功示例） { 
  "success": true, 
  "errmsg": "成功", 
  "errno": 0, 
  "data": 
  { 
    "buildingCode": "1176051347939565568", 
  } 
} 

返回（失败示例） { 
"success": false, 
"errno": 2001, 
"errmsg": "appId 缺失", 
"dat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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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7 建筑信息修改调用示例 

表 B.27 

类型 说明 

URL https://ip:port/api/v1/ building/update 

请求 POST  

/api/v1/building/add?appId=appId&timestamp=timestamp&sign=sign 

Host:IP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 

"buildingCode": "20190903090826661"， 

  "companyCode": "JXDW2"  

  "buildName": "保利影城 B",   

"buildType": "1", 

  "useNature": "1", 

  "fireHazard": "1", 

  "refractoryGrade": "1", 

  "buildingStructure": "1", 

  "buildTime": "2019-12-21", 

  "buildHeight": 1.0, 

  "buildArea": 1.0, 

  "coveredArea": 1.0, 

  "standardArea": 1.0, 

  "ground": 3, 

  "groundArea": 1.0, 

  "underGround": 1, 

  "underArea": 1.0, 

  "controlroomAdd": "1", 

  "elevatorNum": 1, 

  "elevatorWeight": 1.0, 

  "normalNum": 1, 

  "maxNum": 1, 

  "lng": 116.413, 

  "lat": 39.9109 

"tunnelHeight": 1, 

   "tunnelLength": 1, 

   "refugeStoreyNum": 1, 

   "refugeStoreyArea": 1, 

   "refugeStoreyAdd": "1", 

   "exitNum": 1, 

   "exitAd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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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7(续) 

类型 说明 

请求 "exitType": "1",  
   "storageName": "1", 
   "storageNum": 1, 
   "storageNature": "1", 
   "storageShape": "1", 
   "storageVolume": 1, 
   "mainMaterial": "1", 
   "mainProducts": "1", 
   "adjacentSituation": "1" 
" buildDataValidation ": "1" 

} 

返回（成功示例） { 
  "success": true, 
  "errmsg": "成功", 
  "errno": 0, 
  "data":{} 
} 

返回（失败示例） { 
"success": false, 
"errno": 2001, 
"errmsg": "appId 缺失", 
"dat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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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8 重点部位新增调用示例 

表 B.28 

类型 说明 

URL https://ip:port/api/v1/keyPlace/add 

请求 POST /api/v1/keyPlace/add?appId=appId&timestamp=timestamp&sign=sign 

Host:IP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charset=utf-8 

{ 

  "keyName": "测试重点部位名称", 

  "companyCode": "JXDW1001001", 

  "buildingCode": "1197789534658699264", 

  "location": "江西 XX 公司南昌市红谷滩区分公司", 

  "areaSize": 333, 

  "fireResist": "2", 

  "chirfName": "测试责任人姓名", 

  "chirfTel": "13333333333", 

  "chirfId": "12321321321321321321", 

  "useKind": "6",  

"reason": "测试",  "fireProofSign": "1", 

  "hazardSource": "1", 

  "kindling": "1", 

  "managerStep": "1", 

  "lng": 116.413, 

  "lat": 39.9109, 

  "fireManagementId": "JXXF1001002", 

  "areaCode": "360105001001" 

  "keyPartType": "9", 

  "floor": "1" 

} 

返回（成功示例） { 

  "success": true, 

  "errmsg": "成功", 

  "errno": 0, 

  "data":  

  {  

"keyPlaceId": "1198061546570104832" 

} 

} 

返回（失败示例） { 

"success": false, 

"errno":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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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8(续) 

类型 说明 

返回（失败示例） "errmsg": "appId 缺失", 

"dat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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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9 重点部位修改调用示例 

表 B.29 

类型 说明 

URL https://ip:port/api/v1/keyPart/update 

请求 POST /api/v1/keyPart/add?appId=appId&timestamp=timestamp&sign=sign 

Host:IP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charset=utf-8 

{ 

" keyPartId ": "1198061546570104832"， 

  "keyName": "测试重点部位名称", 

  "companyCode": "JXDW1001001", 

  "buildingCode": "1197789534658699264", 

  "location": "南昌市红谷滩区 XXX", 

  "areaSize": 333, 

  "fireResist": "2", 

  "chirfName": "测试责任人姓名", 

  "chirfTel": "13333333333", 

  "chirfId": "12321321321321321321", 

  "useKind": "6",  

"reason": "测试",  "fireProofSign": "1", 

  "hazardSource": "1", 

  "kindling": "1", 

  "managerStep": "1", 

  "lng": 116.413, 

  "lat": 39.9109, 

  "fireManagementId": "JXXF1001002", 

  "areaCode": "360105001001" 

  "keyPartType": "9", 

  "floor": "1" 

" keyPartDataValidation": "1" 

} 

返回（成功示例） { 

  "success": true, 

  "errmsg": "成功", 

  "errno": 0, 

  "data": {} 

} 

返回（失败示例） error 

{ 

"success": false, 

"errno":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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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9(续) 

类型 说明 

返回（失败示例） "errmsg": "appId 缺失", 

"dat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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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0 消控室新增调用示例 

表 B.30 

类型 说明 

URL https://ip:port/api/v1/controlroom/add 

请求 POST /api/v1/controlroom/add?appId=appId&timestamp=timestamp&sign=sign 

Host:IP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 

"dataId": "20190903090826661"， 

  "controlroomName": "演示单位消控室", 

  "registerTime": "2019-11-24 10:39:00", 

  "controlroomAddress":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 XXX", 

  "companyCode": "JXDW5" 

  "buildingCode": "1197716056022155264", 

  "controlroomTel": "13333333333", 

  "managedBuildings": "1197716056022155264", 

  "managerName": "管理人", 

  "managerTel": "18888888888", 

  "managementUnit": "1", 

  "lng": 115.918, 

  "lat": 28.6805 

} 

返回（成功示例） { 

  "success": true, 

  "errmsg": "成功", 

  "errno": 0, 

  "data": 

  { 

"controlroomId": "20190903090826661" 

  } 

} 

返回（失败示例） { 

"success": false, 

"errno": 2001, 

"errmsg": "appId 缺失", 

"data": {} 

} 

 



DB36/T 1296—2020 

96 

B.31 消控室修改调用示例 

表 B.31 

类型 说明 

URL https://ip:port/api/v1/controlroom/update 

请求 POST /api/v1/controlroom/add?appId=appId&timestamp=timestamp&sign=sign 

Host:IP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 

"controlroomId": "20190903090826661", 

  "controlroomName": "演示单位消控室", 

  "registerTime": "2019-11-24 10:39:00", 

  "controlroomAddress":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 XXX", 

  "companyCode": "JXDW5" 

  "buildingCode": "1197716056022155264", 

  "controlroomTel": "13333333333", 

  "managedBuildings": "1197716056022155264", 

  "managerName": "管理人", 

  "managerTel": "18888888888", 

  "managementUnit": "1", 

  "lng": 115.918, 

  "lat": 28.6805 

" controlroomDataValidation": "1" 

} 

返回（成功示例） { 

  "success": true, 

  "errmsg": "成功", 

  "errno": 0, 

  "data":{} 

} 

返回（失败示例） { 

"success": false, 

"errno": 2001, 

"errmsg": "appId 缺失", 

"dat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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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2 消防控制器新增调用示例 

表 B.32 

类型 说明 

URL https://ip:port/api/v1/controller/add 

请求 POST /api/v1/controller/add?appId=appId&timestamp=timestamp&sign=sign 

Host:IP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charset=utf-8 

{ 

  "firecontrollerCode": "00004", 

  "firecontrollerName": "测试 4", 

  "buildingCode": "1178591253355229184", 

  "floor": "-1", 

  "firecontrolroomId": "1207117548362231808", 

   "companyCode": "JXDW1002" 

  "manufactorCode": "cfs", 

  "deviceCode": "307", 

  "firecontrollerType": "1202395498392879104", 

  "address": "安装在三楼 4", 

  "runningState": 1, 

  "installationDate": "2019-11-15 ", 

  "lng": 18.5522, 

  "lat": 15.4761, 

  "preparaStarttime": "2019-11-15 19:03:31", 

  "preparaEndtime": "2019-11-22 19:03:29" 

} 

返回（成功示例） { 

  "success": true, 

  "errmsg": "成功", 

  "errno": 0, 

  "data": 

  { 

"firecontrollerId": "20190903090826661" 

  } 

} 

返回（失败示例） { 

"success": false, 

"errno": 2001, 

"errmsg": "appId 缺失", 

"dat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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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3 消防控制器修改调用示例 

表 B.33 

类型 说明 

URL https://ip:port/api/v1/controller/update 

请求 POST /api/v1/controller/add?appId=appId&timestamp=timestamp&sign=sign 

Host:IP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charset=utf-8 

{ 

  "firecontrollerId": "1198431388394610688", 

  "firecontrollerCode": "00004", 

  "firecontrollerName": "测试 4", 

  "buildingCode": "1178591253355229184", 

  "floor": "-1", 

  "firecontrolroomId": "1207117548362231808", 

  "companyCode": "JXDW1002" 

  "manufactorCode": "cfs", 

  "deviceCode": "307", 

  "firecontrollerType": "1202395498392879104", 

  "address": "安装在三楼 4", 

  "runningState": 1, 

  "installationDate": "2019-11-15 ", 

  "lng": 18.5522, 

  "lat": 15.4761, 

  "preparaStarttime": "2019-11-15 19:03:31", 

  "preparaEndtime": "2019-11-22 19:03:29" 

" controllerDataValidation": "1" 

} 

返回（成功示例） { 

  "success": true, 

  "errmsg": "成功", 

  "errno": 0, 

  "data":{} 

} 

返回（失败示例） { 

"success": false, 

"errno": 2001, 

"errmsg": "appId 缺失", 

"dat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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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4 图纸新增调用示例 

表 B.34 

类型 说明 

URL https://ip:port/api/v1/picture/add 

请求 POST /api/v1/picture/add?appId=appId&timestamp=timestamp&sign=sign 

Host:IP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 

  "companyCode": "JXDW5" 

  "buildingCode": "1197716056022155264", 

  "picType": 1, 

  "picName": "1", 

  "floor": 1, 

  "system": 1180} 

返回（成功示例） { 

  "success": true, 

  "errmsg": "成功", 

  "errno": 0, 

  "data": 

{ 

    "picid": "1198513081868316672" 

  } 

} 

返回（失败示例） { 

"success": false, 

"errno": 2001, 

"errmsg": "appId 缺失", 

"dat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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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5 图纸修改调用示例 

表 B.35 

类型 说明 

URL https://ip:port/api/v1/picture/update 

请求 POST /api/v1/picture/add?appId=appId&timestamp=timestamp&sign=sign 

Host:IP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 

"picId": "1198513081868316672", 

  "companyCode": "JXDW5" 

  "buildingCode": "1197716056022155264", 

  "picType": 1, 

  "picName": "1", 

  "floor": 1, 

  "system": 1180 

" picDataValidation": "1" 

} 

返回（成功示例） { 

  "success": true, 

  "errmsg": "成功", 

  "errno": 0, 

  "data":{} 

} 

返回（失败示例） { 

"success": false, 

"errno": 2001, 

"errmsg": "appId 缺失", 

"dat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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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6 物联网终端新增调用示例 

表 B.36 

类型 说明 

URL https://ip:port/api/v1/device/add 

请求 POST /api/v1/device/add?appId=appId&timestamp=timestamp&sign=sign 

Host:IP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 

"monitorCenterId ": "JXJK1"， 

"imei ": "123456"， 

"imsi ": "654321"， 

" SerialNumber ": "654321"， 

  "monitorName": "测试 222222",   

" monitorCode": "111111222222",   

"buildingCode": "1197716056022155264", 

  "controlroomCode": "1198431388394610688", 

   "companyCode": "JXDW5"  

  , "installAdd": "江西大厦 801", 

  "commMode": "1400", 

  "runSt": 0, 

  "installDate": "2019-12-05 16:00:00", 

  "networkDate": "2019-12-05 16:00:00", 

  "serviceDate": "2019-12-31 16:00:00", 

  "lng": 115.865, 

  "lat": 28.6895, 

"picId": "1" 

} 

返回（成功示例） { 

  "success": true, 

  "errmsg": "成功", 

  "errno": 0, 

  "data": 

  { 

   "deviceId": "20190903090826661" 

  } 

} 

返回（失败示例） { 

"success": false, 

"errno": 2001, 

"errmsg": "appId 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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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36(续) 

类型 说明 

返回（失败示例） "dat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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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7 物联网终端修改调用示例 

表 B.37 

类型 说明 

URL https://ip:port/api/v1/device/update 

请求 POST /api/v1/device/add?appId=appId&timestamp=timestamp&sign=sign 

Host:IP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 

"deviceId": "1198513081868316672"， 

"dataId": "20190903090826661"， 

"monitorCenterId ": "JXJK1"， 

"imei ": "123456"， 

"imsi ": "654321"， 

" SerialNumber ": "654321"， 

   "monitorName": "测试 222222",  

 " monitorCode": "111111222222", 

"buildingCode": "1197716056022155264", 

  "controlroomCode": "1198431388394610688", 

  "companyCode": "JXDW5" 

   "installAdd": "江西大厦 801", 

  "commMode": "1400", 

  "runSt": 0, 

  "installDate": "2019-12-05 16:00:00", 

  "networkDate": "2019-12-05 16:00:00", 

  "serviceDate": "2019-12-31 16:00:00", 

  "lng": 115.865, 

  "lat": 28.6895, 

"picId": "1"，   

" deviceDataValidation": "1" 

} 

返回（成功示例） { 

  "success": true, 

  "errmsg": "成功", 

  "errno": 0, 

  "data":{} 

} 

返回（失败示例）  

{ 

"success": false, 

"errno": 2001, 

"errmsg": "appId 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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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37(续) 

类型 说明 

返回（失败示例） "dat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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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8 物联网终端状态新增调用示例 

表 B.38 

类型 说明 

URL https://ip:port/api/v1/deviceState/add 

请求 POST /api/v1/deviceState/add?appId=appId&timestamp=timestamp&sign=sign 

Host:IP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 

"deviceId": "1198513081868316672"， 

  "State": 1, 

} 

返回（成功示例） { 

  "success": true, 

  "errmsg": "成功", 

  "errno": 0, 

  "data":{} 

} 

返回（失败示例） { 

"success": false, 

"errno": 2001, 

"errmsg": "appId 缺失", 

"dat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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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9 物联网终端状态更新调用示例 

表 B.39 

类型 说明 

URL https://ip:port/api/v1/deviceState/update 

请求 POST /api/v1/deviceState/add?appId=appId&timestamp=timestamp&sign=sign 

Host:IP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 

"deviceId": "1198513081868316672"， 

  "State": 1, 

" deviceStateDataValidation": "1" 

} 

返回（成功示例） { 

  "success": true, 

  "errmsg": "成功", 

  "errno": 0, 

  "data":{} 

} 

返回（失败示例） { 

"success": false, 

"errno": 2001, 

"errmsg": "appId 缺失", 

"dat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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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0 探测器点位新增调用示例 

表 B.40 

类型 说明 

URL https://ip:port/api/v1/tcqNode/add 

请求 POST /api/v1/tcqNode/add?appId=appId&timestamp=timestamp&sign=sign 

Host:IP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 

  "companyCode": "JXDW3001" 

  "buildingCode": "1196331458787192832", 

  "deviceId": "0023201", 

  "floor": "1", 

  "nodeCode": "8765432", 

  "nodeName": "测试点位 222", 

  "equipmentType": "10", 

  "installAdd": "消火栓上方 3m", 

  "nodeInfo": " 1212121", 

  "system": 1001, 

"picId": "1"， 

  "lng": 113, 

  "lat": 113 

} 

返回（成功示例） { 

  "success": true, 

  "errmsg": "成功", 

  "errno": 0, 

  "data": 

  { 

"tcqNodeId": "20190903090826661" 

  } 

} 

返回（失败示例） { 

"success": false, 

"errno": 2001, 

"errmsg": "appId 缺失", 

"dat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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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1 探测器点位修改调用示例 

表 B.41 

类型 说明 

URL https://ip:port/api/v1/tcqNode/update 

请求 POST /api/v1/tcqNode/add?appId=appId&timestamp=timestamp&sign=sign 

Host:IP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 

"tcqNodeId": "20190903090826661"， 

  "companyCode": "JXDW3001", 

  "buildingCode": "1196331458787192832", 

  "deviceId": "002340001", 

  "floor": "1", 

  "nodeCode": "8765432", 

  "nodeName": "测试点位", 

  "equipmentType": "10", 

  "installAdd": "地下室泵房", 

  "nodeInfo": "NB 设备", 

  "system": 1001, 

"picId": "1"， 

  "lng": 113, 

  "lat": 113 

" tcqNodeStateDataValidation": "1" 

} 

返回（成功示例） { 

  "success": true, 

  "errmsg": "成功", 

  "errno": 0, 

  "data":{} 

} 

返回（失败示例） { 

"success": false, 

"errno": 2001, 

"errmsg": "appId 缺失", 

"dat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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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2 模拟量点位新增调用示例 

表 B.42 

类型 说明 

URL https://ip:port/api/v1/mnlNode/add 

请求 POST /api/v1/mnlNode/add?appId=appId&timestamp=timestamp&sign=sign 

Host:IP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 

  "companyCode": "JXDW2", 

  "buildingCode": "1176051347939565568", 

  "deviceID": "09231631", 

  "floor": "2", 

  "nodeCode": "09231649", 

  "nodeName": "测试 A", 

  "categoryCode": "150", 

  "installAdd": "消防栓上方三米", 

  "alarmUpper": "200", 

  "alarmLower": "0", 

  "rangeUpper": "100", 

  "rangeLower": "0", 

  "nodeInfo": "压力监测", 

  "system": 1168, 

"picID": "1"， 

  "equipment": "1221321", 

  "lng": 2323, 

  "lat": 2323, 

  "proId": 0, 

  "tdId": 0, 

  "outputType": 0, 

 } 

返回（成功示例） { 

  "success": true, 

  "errmsg": "成功", 

  "errno": 0, 

  "data": 

  { 

"mnlNodeId": "20190903090826661" 

  } 

} 

返回（失败示例） { 

"success":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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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42(续) 

类型 说明 

返回（失败示例） "errno": 2001, 

"errmsg": "appId 缺失", 

"dat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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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3 模拟量点位修改调用示例 

表 B.43 

类型 说明 

URL https://ip:port/api/v1/mnlNode/update 

请求 POST /api/v1/mnlNode/add?appId=appId&timestamp=timestamp&sign=sign 

Host:IP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 

"mnlNodeId": "1208025362419834880"， 

  "companyCode": "JXDW2", 

  "buildingCode": "1176051347939565568", 

  "deviceID": "09231631", 

  "floor": "2", 

  "nodeCode": "09231649", 

  "nodeName": "测试 A", 

  "categoryCode": "150", 

  "installAdd": "消化栓上方三米", 

  "alarmUpper": "200", 

  "alarmLower": "0", 

  "rangeUpper": "100", 

  "rangeLower": "0", 

  "nodeInfo": "压力监测", 

  "system": 1168, 

"picId": "1"， 

  "equipment": "1221321", 

  "lng": 2323, 

  "lat": 2323, 

  "proId": 0, 

  "tdId": 0, 

  "outputType": 0, 

" mnlNodeStateDataValidation": "1" 

} 

返回（成功示例） { 

  "success": true, 

  "errmsg": "成功", 

  "errno": 0, 

  "data":{} 

} 

返回（失败示例） { 

"success":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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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43(续) 

类型 说明 

返回（失败示例） "errno": 2001, 

"errmsg": "appId 缺失", 

"dat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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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4 维保单位信息新增调用示例 

表 B.44 

类型 说明 

URL https://ip:port/api/v1/maintenance/add 

请求 POST /api/v1/maintenance/add?appId=appId&timestamp=timestamp&sign=sign 

Host:IP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 

  "maintenanceName": "1", 

  "maintenanceAbbreviation": "1", 

  "maintenanceLevel": 1, 

  "maintenanceType": "1", 

  "maintenanceOrgLicense": "1", 

  "maintenanceAddress": "1", 

  "maintenanceFax": 1, 

  "maintenanceEmail": "1", 

  "maintenanceTel": "1", 

  "maintenancePhone": "1", 

  "remarks": "1", 

  "legalperson": "1", 

  "legalpersonPhone": "1", 

  "legalpersonId": 1, 

  "artisan": "1", 

  "artisanPhone": "1", 

  "lng": 1, 

"lat": 1, 

"areaCode": "1", 

"fireFightingAgency": "1" 

} 

返回（成功示例） { 

  "success": true, 

  "errmsg": "成功",  

  "errno": 0, 

  "data": 

  { 

  "maintenanceCompanyCode": "1296336185962881024" 

} 

} 

返回（失败示例） { 

"success": false, 

"errno": 2001, 



DB36/T 1296—2020 

114 

表 B.44(续) 

类型 说明 

返回（失败示例） "errmsg": "appId 缺失", 

"dat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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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5 维保单位信息修改调用示例 

表 B.45 

类型 说明 

URL https://ip:port/api/v1/maintenance/update 

请求 POST /api/v1/maintenance/add?appId=appId&timestamp=timestamp&sign=sign 

Host:IP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 

"maintenanceCompanyCode": "1", 

   "maintenanceName": "1", 

  "maintenanceAbbreviation": "1", 

  "maintenanceLevel": 1, 

  "maintenanceType": "1", 

  "maintenanceOrgLicense": "1", 

  "maintenanceAddress": "1", 

  "maintenanceFax": 1, 

  "maintenanceEmail": "1", 

  "maintenanceTel": "1", 

  "maintenancePhone": "1", 

  "remarks": "1", 

  "legalperson": "1", 

  "legalpersonPhone": "1", 

  "legalpersonId": 1, 

  "artisan": "1", 

  "artisanPhone": "1", 

  "lng": 1, 

"lat": 1, 

"areaCode": "1", 

"fireFightingAgency": "1" 

" maintenanceDataValidation": "1" 

} 

返回（成功示例） { 

  "success": true, 

  "errmsg": "成功",  

  "errno": 0, 

  "data":{}  

} 

返回（失败示例） { 

"success": false, 

"errno": 2001, 

"errmsg": "appId 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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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45(续) 

类型 说明 

返回（失败示例） "dat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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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6 报警信息新增调用示例 

表 B.46 

类型 说明 

URL https://ip:port/api/v1/alarm/add 

请求 POST /api/v1/alarm/add?appId=appId&timestamp=timestamp&sign=sign 

Host:IP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 

  "address": "1", 

"companyCode": "JXDW2", 

  "devideID": "1233455", 

  "monitorName": "1", 

  "system": 1, 

  "alarmType": "1", 

  "happenTime": "1", 

  "receiveTime": "1", 

  "nodeCode": "1", 

  "nodeName": "1", 

  "nodeAddress": "1", 

  "nodeType": "1", 

} 

返回（成功示例） { 

  "success": true, 

  "errmsg": "成功",  

  "errno": 0, 

  "data": 

  { 

"alarmSn": "20190903090826661" 

} 

} 

返回（失败示例） { 

"success": false, 

"errno": 2001, 

"errmsg": "appId 缺失", 

"dat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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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7 报警信息处理调用示例 

表 B.47 

类型 说明 

URL https://ip:port/api/v1/alarm/update 

请求 POST /api/v1/alarm/update?appId=appId&timestamp=timestamp&sign=sign Host:IP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 

"alarmSn": "20190903090826661", 

  "alarmType": "1", 

  "alarmState": "1", 

  "acceptancePerson": "张三", 

  "acceptanceTime": "1", 

  "acceptanceDesc": "1", 

"alarmDataValidation": "1" 

} 

返回（成功示例） { 

  "success": true, 

  "errmsg": "成功", 

  "errno": 0, 

  "data": {} 

} 

返回（失败示例） { 

"success": false, 

"errno": 2001, 

"errmsg": "appId 缺失", 

"dat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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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8 模拟量信息新增调用示例 

表 B.48 

类型 说明 

URL https://ip:port/api/v1/analog/add 

请求 POST /api/v1/analog/add?appId=appId&timestamp=timestamp&sign=sign 

Host:IP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 

  "deviceId": "1", 

  "nodeCode": "1", 

  "categoryCode": "1", 

  "currentValue": "1", 

  "happenTime": "1" 

} 

返回（成功示例） { 

  "success": true, 

  "errmsg": "成功",  

  "errno": 0, 

  "data": 

  { 

     "analogId": "1235741153426468816" 

  } 

} 

返回（失败示例） { 

"success": false, 

"errno": 2001, 

"errmsg": "appId 缺失", 

"dat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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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9 巡检报告信息新增调用示例 

表 B.49 

类型 说明 

URL https://ip:port/api/v1/inspectionReport/add 

请求 POST  

/api/v1/v1/inspectionReport/add? appId=appId&timestamp=timestamp&sign=sign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 

"companyCode": "1", 

  "maintenanceCompanyCode": "1", 

  "reportDate": "2020-01-01", 

  "maintenancePerson": "1", 

 } 

返回（成功示例） { 

  "success": true, 

  "errmsg": "成功",  

  "errno": 0, 

  "data": 

  { 

   "reportId": "1" 

  } 

} 

返回（失败示例） { 

"success": false, 

"errno": 2001, 

"errmsg": "appId 缺失", 

"data": {} 

} 

 



DB36/T 1296—2020 

121 

B.50 维保报告新增调用示例 

表 B.50 

类型 说明 

URL https://ip:port/api/v1/maintenanceReport/add 

请求 POST  

/api/v1/maintenanceRreport/add?appId=appId&timestamp=timestamp&sign=sign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 

  "companyCode": "1", 

  "maintenanceCompanyCode": "1", 

  "reportDate": "2020-01-01", 

  "maintenancePerson": "1", 

 } 

返回（成功示例） { 

  "success": true, 

  "errmsg": "成功",  

  "errno": 0, 

  "data": 

  { 

"reportId": "1237178987491135488", 

  } 

} 

返回（失败示例） { 

"success": false, 

"errno": 2001, 

"errmsg": "appId 缺失", 

"dat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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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