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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浙江省计量与标准化学会提出。 

本文件由浙江省计量与标准化学会归口。 

本文件负责起草单位：浙江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本文件参加起草单位：湖南华美信息系统有限公司、浙江天际互感器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三维电测

设备有限公司、浙江欧感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杭州爱华仪器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朱怀球、刘毛毛、沈才忠、林峰、丁晟、郑榕年、廖灵文、梅国健、张志凯、

肖尧、康凯、俞治丰、韩文保、练晓玲、张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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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远程智慧计量检测是在严格保证检测公正、质量要素全控的前提下，构建以物联视讯、智能安防、

环境保障、数据安全为核心的高集成度、高智能化物联控制系统，通过全过程自动检测，实现与检测相

关的门禁、视频监控、环境监测、实验设备等第三方软硬件系统的无缝对接，解决第三方软硬件系统差

异化大、操控程序不一致的问题。 

2021年浙江省计量科学研究院为主起草的团体标准《远程智控方舱计量实验室的要求》（T/ZSM 

0003-2021）规范了远程智控方舱计量实验室的建设、运行和管理。在此基础上，本文件进一步提出了

远程智慧计量检测平台的接口要求，旨在实现异构系统数据对接统一入口、统一规范，便于远程检测数

据追溯与管理，大幅度降低无缝对接工作量、增强检测数据的权威性与公信力。可为远程计量检测在不

同计量专业领域落地提供参考标准，便于不同语言、不同架构等异构环境下相应系统的接入，有助于远

程计量检测服务的横向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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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智慧计量检测平台接口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远程检测装置、自动化检测装置与远程智慧计量检测平台间信息互通的接口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指导企业在实施技术信息集成过程中，定义不同软件的接口或选购软件时作为判断其

可集成程度的参考。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远程智慧计量检测平台 Interface Requirements for Remote Intelligent Testing-measuring 

Platform 

集计量检测过程控制、计量检测实验数据管理、计量检测实验室环境数据管理于一体的应用程序。 

3.2  

远程检测装置 remote testing device 

实现远程检测所需的软、硬件设施的集合。 

3.3  

自动化检测装置 auto-testing device 

实现自动化检测所需的软、硬件设施的集合。 

3.4  

通信协议 communication protocol 

指通信双方对数据传送控制的一种约定。 

3.5  

应用软件 application software 

应用软件是为满足用户不同领域、不同问题的应用需求而提供的应用程序的集合。 

3.6  

http协议 hyper text transfer protocol (HTTP) 

超文本传输协议（Hyper Text Transfer Protocol，HTTP）是一个简单的请求-响应协议，它通常

运行在TCP之上。它指定了客户端可能发送给服务器什么样的消息以及得到什么样的响应。 

3.7  

webservice协议 web service (WS) 

Web Service是一个平台独立的，低耦合的，自包含的、基于可编程的web应用程序。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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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提供方 interface provider 

为第三方软件提供信息所需接口的一方（软件）。 

3.9  

接口调用方 interface caller 

为获取信息，需调用第三方软件的一方（软件）。 

3.10  

键值对  key-value pair (KVP) 

计算系统和应用程序中一种基本的数据表示，可以根据一个键值获得对应的一个值，键是存的值的

编号，值是存编号所对应的数据。 

3.11  

Web应用  Web application 

可以通过Web（浏览器）访问的应用程序。 

3.12  

结构化数据 structured data 

也称作行数据，是由二维表结构来逻辑表达和实现的数据，主要通过关系型数据库进行存储和管理。 

3.13  

非结构化数据  unstructured data 

不适于由数据库二维表来表现的非结构化数据，包括所有格式的办公文档、XML、HTML、各类报表、

图片和音频、视频信息等。 

4 总体要求 

需接入远程智慧计量检测平台的远程检测装置、自动化检测装置，应严格遵循本标准各要素要求，

确保安全接入、规范接入。 

5 通信协议 

5.1 http协议 

基于远程检测平台是一个Web应用，建议应用软件间通信首选http传输协议向接口调用方提供服务。 

5.2 webservice协议 

考虑到部分应用软件不便提供http协议，比如一些纯C端的应用程序，可采用webservice协议向接

口调用方提供服务。 

6 接口要求 

6.1 接口地址规范 

接 口 地 址 需 按 “ ip/ 域 名 + 端 口 +api+ 接 口 路 径 ” 格 式 书 写 ， 如

192.168.1.12:8080/api/testData/testInfo)。请求方式为get或post。 

6.2 接口请求头规范 

为了便于接口判断及接口兼容性，接口请求头要求是json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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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接口签名规则 

通过接口调用所需服务前，接口提供方需有签名验证机制，验证机制需通过MD5加密。 

6.4 接口参数规范 

接口参数要求统一为json格式，json格式中键的命名需要按照小驼峰命名，指明数据类型。具体按

表1的要求。 

表1 参数格式要求 

参数中文名 英文名 数据类型 是否必填 

调用方id appKey Sting 例如（wuzheng） 

时间戳 timeStamp long 时间戳 

xxx loginId String 不可为空 

6.5 接口返回数据规范 

接口返回数据要求统一为json格式，参照以下模板提供。 

{ 

“code”: “200”, 

“msg”: “操作成功”, 

“timestamp”: “yyyy-MM-ddhh:mm:ss”, 

“data”: {  } 

} 

7 数据要求 

7.1 结构化数据 

7.1.1 针对父子级关系数需明确关联关系，如有特定的字段标识其父子关系或以明确的数据格式体现

其父子关系。 

7.1.2 结构化数据需以 json 格式（键值对）的字符串传输。 

7.1.3 编码格式统一为 utf-8。 

7.2 非结构化数据 

7.2.1 针对父子级关系数需明确关联关系，如以明确的数据格式体现其父子关系。 

7.2.2 非结构化数据（不含图片、视频、文件数据）须以 json格式字符串传输，上下级数据关系以数

据格式体现。 

7.2.3 编码格式 utf-8。 

7.3 图片数据 

7.3.1 图片格式应为常用图片格式，如 jpg、gif、bmp、png、jpeg。 

7.3.2 图片大小不应超过 5M。 

7.4 文件数据 

7.4.1 文件格式应为 word、excel、pdf。 

7.4.2 文件大小不应超过 100M。 

7.5 视频数据 

7.5.1 视频文件格式统一为 mp4。 

7.5.2 文件大小不超过 1000M。 

7.5.3 视频时长不超过 2 小时。 

8 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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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信息通讯安全 

8.1.1 安全评估 

应保证接口的自身安全，通过接口实现技术上的安全控制，做到对安全事件的“可知、可控、可预

测”，是实现系统安全的一个重要基础。 

8.1.2 访问控制 

需对软硬件设备设施之间通信请求做一些限制，比如一分钟内同一IP建议请求不超过60次。 

8.1.3 防恶意代码 

为防止恶意代码攻击应用软件，应用软件需采取以下措施： 

a) 应用软件页面或者功能必须进行权限控制校验。 

b) 用户输入的 SQL 参数严格使用参数绑定或者 METADATA 字段值限定，防止 SQL 注入，禁止

字符串拼接 SQL 访问数据库。 

c) 禁止向 HTML 页面输出未经安全过滤或未正确转义的用户数据。 

d) URL 外部重定向传入的目标地址须执行白名单过滤。 

8.1.4 加密 

接口调用方及接口提供方应约定好统一的参数加密算法，要求如下： 

a) 对于账号、密码等非业务数据采用不可逆的 MD5算法加密。 

b) 业务数据接口调用使用 AEC 算法加密，加密秘钥可以规定包含某个时间范围内的时间戳,如 5

分钟，1 分钟，30 秒等，过期则失效。为确保各应用间的时间一致性，接口提供方和调用方

所对应的服务器时间应与北京时间同步。 

8.2 异常处理机制 

应用软件之间通信应具备异常处理机制，如表单验证、唯一性检查、或其他可预期的错误，应具备

异常处理机制相应接口，以便返回给接口调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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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平台结构与接口示例 

A.1 平台结构 

平台以 Spring Cloud 作为微服务基础设施，可以满足不同的业务场景，WEB前端通过采用前沿的

响应式、高性能的轻量级Element+ VUE组合框架提高系统的响应速度、界面美化、交互体验，主体结构

如图A.1。 

图A.1 主体结构图 

Vue.js+ElementUI
(MVC)

统
一
权
限
服
务

工
作
流
引
擎
服
务

对
象
文
件
服
务

原
始
记
录
模
板
服
务

 
 

ELK(日志监控)

RabbitMQ

(消息队列)

Nacos

(配置注册中心)

Sentinel

(熔断限流)

MySQL(关系型) MongoDB(文档型) Redis(内存型)

MinIO

(对象存储)

 

A.2 结构化数据接口示例 

A.2.1 请求url地址：{url}/api/hm-collect-server/collectionApi/collection/record 

A.2.2 请求方式：POST 

A.2.3 请求参数示例： 

{ 

  "cer": "123456", 

 "uuid": "123456", 

 "joinId": "123456", 

 "parentJoinId": "123456", 

 "factoryNumber": "出厂编号", 

 "factory": "生产厂商名称", 

 "customerName": "委托单位名称", 

 "specification": "型号规格", 

 "objectParams": "[{"insParam":"标准砝码编号","paramExplain":"结论"}]", 

 "paramData": "[{"检定地点":"方舱实验室","检定结论":"合格"}]" 

} 

A.2.4 joinId / parentJoinId参数示例： 



T/ZSMXXXX—XXXX 

6 

a) 一级数据： 

{ 

"cer": "123456", 

"uuid": "123456", 

 "joinId": "123456", 

 "parentJoinId": "", 

 "factoryNumber": "出厂编号", 

 "factory": "生产厂商名称", 

 "customerName": "委托单位名称", 

 "specification": "型号规格", 

 "objectParams": "[{"insParam":"标准砝码编号","paramExplain":"结论"}]", 

 "paramData": "[{"检定地点":"方舱实验室","检定结论":"合格"}]" 

} 

b) 二级数据： 

{ 

"cer": "123456", 

"uuid": "123456", 

 "joinId": "", 

 "parentJoinId": "123456",(与父级数据的joinId相同), 

 "factoryNumber": "出厂编号", 

 "factory": "生产厂商名称", 

 "customerName": "委托单位名称", 

 "specification": "型号规格", 

 "objectParams": "[{"insParam":"标准砝码编号","paramExplain":"结论"}]", 

 "paramData": "[{"检定地点":"方舱实验室","检定结论":"合格"}]" 

} 

表A.1 请求参数说明 

参数名 说明 是否必须 备注 

cer 权限验证码 是 用于校验数据来源 

uuid 样品唯一标识 是 用于校验样品 

joinId 子数据关联标识  多级数据时，做为父级标识 

parentJoinId 上级数据关联标识  
多级数据时，做为子级标识，

关联joinId 

factoryNumber 样品出厂编号   

factory 制造厂商   

customerName 委托单位   

specification 型号规格   

objectParams 对象参数说明  String格式的json数据 

paramData 采集数据包  String格式的json数据 

注：对象参数说明/采集数据包，至少一个需要有值 

A.2.5 返回参数示例： 

{ 

  "status": 200, 

  "message": "操作成功" 

} 

表A.2 返回参数说明 

参数名 说明 类型 备注 

status 状态码 number 
只有200为成功,（其他部分状

态码说明 400：请求参数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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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说明 类型 备注 

常，500：接口内部服务异常

等） 

message 消息 String 对本次调用结果的中文说明 

A.3 非结构化数据接口示例 

A.3.1 请求url地址：{url}/api/hm-collect-server/collectionApi/collection/testInfo 

A.3.2 请求方式：POST 

A.3.3 请求参数示例： 

{ 

  "cer": "123456", 

  "uuid": "123456", 

 "joinId": "123456", 

 "parentJoinId": "123456", 

 "objectParams": "[{"insParam":"标准砝码编号","paramExplain":"结论"}]", 

 "paramData": "[{"检定地点":"方舱实验室","检定结论":"合格"}]" 

} 

A.3.4 joinId / parentJoinId参数示例： 

a) 一级数据： 

{ 

"cer": "123456", 

"uuid": "123456", 

 "joinId": "123456", 

 "parentJoinId": "", 

 "objectParams": "[{"insParam":"标准砝码编号","paramExplain":"结论"}]", 

 "paramData": "[{"检定地点":"方舱实验室","检定结论":"合格"}]" 

} 

b) 二级数据： 

{ 

"cer": "123456", 

"uuid": "123456", 

 "joinId": "", 

 "parentJoinId": "123456",(与父级数据的joinId相同), 

 "objectParams": "[{"insParam":"标准砝码编号","paramExplain":"结论"}]", 

 "paramData": "[{"检定地点":"方舱实验室","检定结论":"合格"}]" 

} 

表A.3 请求参数解释 

参数名 说明 是否必须 备注 

cer 权限验证码 是 用于校验数据来源 

uuid 样品唯一标识 是 用于校验样品 

joinId 子数据关联标识  多级数据时，做为父级标识 

parentJoinId 上级数据关联标识  
多级数据时，做为子级标识，

关联joinId 

objectParams 对象参数说明  String格式的json数据 

paramData 采集数据包  String格式的json数据 

注：对象参数说明/采集数据包，至少一个需要有值 

A.3.5 返回参数示例： 

{ 

  "status":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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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ssage": "操作成功" 

} 

表A.4 返回参数说明 

参数名 说明 类型 备注 

status 状态码 number 

只有200为成功,（其他部分状

态码说明 400：请求参数异

常，500：接口内部服务异常

等） 

message 消息 String 对本次调用结果的中文说明 

A.4 文件传输接口示例 

A.4.1 请求url地址：{url}/api/hm-collect-server/collectionApi/collection/file 

A.4.2 请求方式：POST 

A.4.3 请求参数： 

a) hearders: 

表A.5 请求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值 是否必须 备注 

Content-Type multipart/form-data 是  

b) Body: 

表A.6 请求参数说明 

参数名 说明 是否必须 备注 

cer 权限验证码 是 用于校验数据来源 

uuid 样品唯一标识 是 用于校验样品 

joinId 子数据关联标识  多级数据时，做为父级标识 

parentJoinId 上级数据关联标识  
多级数据时，做为子级标识，

关联joinId 

factoryNumber 样品出厂编号   

factory 制造厂商   

customerName 委托单位   

specification 型号规格   

collectTime 采集时间  yyyy-MM-sshh:mm:ss 

file 文件 是 
需要上传的文件，是一个file

类型的文件 

A.4.4 返回参数示例： 

{ 

  "status": 200, 

  "message": "操作成功" 

} 

表A.7 返回参数说明 

参数名 说明 类型 备注 

status 状态码 number 

只有200为成功,（其他部分状

态码说明 400：请求参数异

常，500：接口内部服务异常

等） 

message 消息 String 对本次调用结果的中文说明 

A.5 图片传输接口示例 

A.5.1 请求url地址：{url}/api/hm-shelter/shelters/Collection/Monitoring 



T/ZSMXXXX—XXXX 

9 

A.5.2 请求方式：POST 

A.5.3 请求参数： 

a) hearders: 

表A.8 请求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值 是否必须 备注 

Content-Type multipart/form-data 是  

b) Body: 

表A.9 请求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值 是否必须 备注 

cer 权限验证码 是 用于校验数据来源 

equipmentId 监控设备标识 是 用于校验监控设备 

type 数据类型 是 传入值只能是： 

“图片”或者“视频” 

file 监控数据 是 
图片/视频附件。需要上传的

文件，是一个file类型的文件 

collectionTime 抓拍时间  

yyyy-MM-sshh:mm:ss 

图片的采集时间 

type为“图片”时必传 

startTime 视频采集开始时间  

yyyy-MM-sshh:mm:ss 

视频的开始采集时间 

type为“视频”时必传 

endTime 视频采集结束时间  

yyyy-MM-sshh:mm:ss 

视频的结束采集时间 

type为“视频”时必传 

注：采集时间只需在type为图片时传入。 

视频采集开始/结束时间只需在type为视频时传入。 

A.5.4 返回参数示例： 

{ 

  "status": 200, 

  "message": "操作成功" 

} 

表A.10 返回参数说明 

参数名 说明 类型 备注 

status 状态码 number 

只有200为成功,（其他部分状

态码说明 400：请求参数异

常，500：接口内部服务异常

等） 

message 消息 String 对本次调用结果的中文说明 

A.6 视频数据接口示例 

A.6.1 请求url地址。{url}/api/hm-shelter/shelters/Collection/Monitoring 

A.6.2 请求方式：POST 

A.6.3 请求参数： 

a) hear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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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1 请求参数解释 

参数名 参数值 是否必须 备注 

Content-Type multipart/form-data 是  

b) Body: 

表A.12 请求参数解释 

参数名 说明 是否必须 备注 

cer 权限验证码 是 用于校验数据来源 

equipmentId 监控设备标识 是 用于校验监控设备 

type 数据类型 是 传入值只能是： 

“图片”或者“视频” 

file 监控数据 是 
图片/视频附件。需要上传的

文件，是一个file类型的文件 

collectionTime 抓拍时间  

yyyy-MM-sshh:mm:ss 

图片的采集时间 

type为“图片”时必传 

startTime 视频采集开始时间  

yyyy-MM-sshh:mm:ss 

视频的开始采集时间 

type为“视频”时必传 

endTime 视频采集结束时间  

yyyy-MM-sshh:mm:ss 

视频的结束采集时间 

type为“视频”时必传 

注：采集时间只需在type为图片时传入。 

视频采集开始/结束时间只需在type为视频时传入。 

A.6.4 返回参数示例： 

{ 

  "status": 200, 

  "message": "操作成功" 

} 

表A.13 返回参数说明 

参数名 说明 类型 备注 

status 状态码 number 

只有200为成功,（其他部分状

态码说明 400：请求参数异

常，500：接口内部服务异常

等） 

message 消息 String 对本次调用结果的中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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