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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缩写 名称 解释

DN Device Network 映翰通设备云平台

IDE Intergrated Developement Environment 集成开发环境

SDK Software Develpment Kit 软件开发包

概述
Inhand设备开放平台基于InRouter900系列路由器，使用Python作为开发语言，为客户提供设
备的二次开发功能。Inhand设备开放平台的目标包括：

结合DN，帮助用户快速搭建工业互联网应用
满足工业现场多样的定制化需求

核心功能
Inhand设备开放平台提供服务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客户App管理 
客户APP管理服务负责安装，启动，中止，配置用户开发的App应用。用户不但可以
Web页面导入App安装包和App的配置文件，而且通过Web页面查看应用的运行状态和
运行日志。另外，系统管理服务也可以通过运行日志。监控应用的运行情况。用户可以



根据需要设置不同的日志级别，同时定义对应日志级别的事件处理，例如当产生error
的日志时，发出告警。
API 
通过SDK提供的API，用户的应用可以监测物理接口的状态变化，根据需求定制对应的
处理。例如用户可以订阅链路状态变化消息，当路由器拨号模块掉线后，用户的应用就
会收到通知。另外，用户可以通过API查询设备的状态信息，例如，查看当前设备的固
件版本。
数据采集/数据缓存/数据清洗 
InHand设备开放平台支持多种工业总线协议兼容主流的PLC，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实现对不同的工业设备的数据的采集。为了满足客户对数据可靠性的需求，InHand设
备开放平台提供本地数据缓存接口，同时，InRouter900系列路由器提供MicroSD卡扩
展存储。另外，客户也可以对采集或者缓存的数据进行预处理后上报平台，从而满足平
台数据分析的要求。
Device Networks 
InHand设备开放平台为客户提供了安全接入Inhand Device Network的服务。作为客户
定制APP的基础设施，它提供的功能包括： 

现场的管理 
现场设备的配置升级
现场设备的状态监控

安全通道 
数据上报
设备远程访问

批量处理 
APP应用批量配置/批量升级
InRouter路由设备批量升级

组织结构
Inhand设备开放平台由三个部分组成：

InRouter900
基于工业级ARM处理器，128M DDR2 RAM和128M Nand Flash并支持MicoSD卡扩展存储的
InRouter900系列工业级4G路由器设备，为客户开发Python应用提供了稳定的硬件平台。它
不仅支持4G无线接入，并且还提供了WLAN，GPS，RS232/485等多种接口。 
另外，路由器的固件中提供客户定制App的接口，包括：

使能/禁用AppManager
升级Python客户定制App
启动/停止/配置Python客户定制App
查看Python App运行状态



同时，路由器的固件中也包括Device Networks功能，通过路由器的配置界面，对现场信息和
路由设备信息进行配置。

Inhand OpenDevice SDK
Inhand OpenDevice SDK是使用Python开发的，为客户开发APP提供支持的基础软件开发
包。它包含异步消息队列，提供发布订阅，请求应答等多种协议支持。用户开发应用时，只
需专注的业务逻辑的实现，无需关注底层通信的问题，从而简化应用开发，提高开发效率。 
设备开放平台SDK架构所下图所示。

SDK中包含了简化客户开发的API，其中：

RouterInfo为客户提供查看设备状态信息的接口，
DBAPI提供了缓存数据和读取数据的接口。
MessageChannel 为客户APP的开发提供编程模型，客户APP通过继承
MessageChannel中的类，可以快速实现APP的开发。

Eclipse IDE开发工具

为了方便客户的开发Python应用，Inhand设备开饭平台基于InRouter900系列路由器设备，提
供了定制化的Eclipse IDE开发工具。

客户定制App（Customized
Application）

开发流程



1.  配置开发环境
2.  开发 

项目创建
编码
调试与诊断
版本发布 
详见Inhand设备开放平台IDE使用手册

3.  测试

客户定制App

组织结构

基于设备开发平台的客户定制应用由三部分组成，



src文件夹可执行文件存放目录 
存放客户定制应用编译生成pyc的文件。 
客户使用定制的Eclipse创建新的项目时，会自动生成下面的main.py文件，该文件作为
用户定制的APP的程序入口，帮助用户自动配置Python SDK开发环境。客户在编写定
制的APP时，修改init() 在该函数中调用定制APP的启动接口即可。用户可以把更多的
精力放在业务逻辑。main.py的实例代码如下所示，



import sys

def init():

#Add Cunstomized App Access

    import Processor

    mbProcessor = Processor.ModbusProcessor()

    mbProcessor.updateStat()

def usage():

    print "InModus help info"

    sys.exit(255)

def main(argv=sys.argv):

    import getopt

    import MessageChannel

    import RouterInfo

    short_args="h:"

    long_args=[

        "help",

    ]

    MessageChannel.logconfig('debug')

    RouterInfo.set_exec_env(argv[0])

    arguments = argv[1:]

    try:

        opts, args = getopt.getopt(arguments, short_args, long_ar

gs)

    except:

        usage()

    for option, value in opts:

        if option in ('-h', '--help'):

                usage()

    init()  

    MessageChannel.registerSigInt()

    MessageChannel.run()        

if __name__=='__main__':

    main()

如上代码所示，用户可以根据需要，修改命令行参数。

setup.py应用描述文件 
客户定制应用的描述文件，包含应用的名称，版本，作者，依赖关系以及程序入口等。
以channelTest为例setup.py文件示例。



from setuptools import setup, find_packages

setup(

 name='channelTest',

 version='0.0.1',

 author='hanxd',

 author_email='hanxd@inhand.com.cn',

 description='Test API Func',

 license='PRIVATE',

 packages = find_packages('src'),

 package_dir={ '' : 'src' },  

 zip_safe=False,

 install_requires=[

'',

 ]

config.ini应用配置文件 
客户定制开发App时，建议客户通过使用配置文件配置App的运行方式。

App架构



AppSample示例工程

AppSample示例工程是客户定制App的样板工程，它不仅为客户创建自己的App工程提供了模
板，并且它为用户App提供了App与DN平台的交互通道的API，用户使用这些接口，可以快速
实现DN云和设备端App结合的应用开发。 其中App与DN平台的交互通道的定义包括： 
事件上报通道 
当App采集数据过程中，发现数据超过了正常范围产生了告警，告警事件通过事件上报通道上
报到平台 
时间序列数据上报通道 
App根据业务需要定期采集的时间序列数据, 通过时间序列数据上报到平台 
客户自定义Topic上报通道 
App根据业务需要，与平台相结合，自定义数据业务通过客户自定义通道上报 
客户自定义消息订阅 
用户希望通过平台设备推送消息时，可以分别在平台侧和设备App完成消息的自定义，同时在
设备上实现针对订阅消息的相关处理。

备注

客户定制应用编程模型

异步时钟编程模型

异步时钟编程模型，为用户提供时钟事件管理。用户只需关注定时任务的实现逻辑，而无需
在额外做时间的管理。例如，每30s显示拨号模块的信息： 
实例代码



####################

#test-timer.py

#show cellular module per 30s

####################

from MessageChannel import TimerEvtHandle

class TestTimer(TimerEvtHandle):

    def __init__(self, uploadInterval):

        TimerEvtHandle.__init__(self, uploadInterval)

    def timerHandle(self, fd, event, obj):  

        MessageChannel.logging.info(RouterInfo.get_cellular_inf

o())

        self.start()

if __name__ == "__main__":

#open log at level debug

    MessageChannel.logconfig("debug")

    testTimer=TestTimer(30)

#start timer 

    testTimer.start()

#register INT signal    

    MessageChannel.registerSigInt()

#main loop

    MessageChannel.run()

异步通信编程模型

MessageChannel消息队列

MessageChannel是基于nanomsg和libevent的异步消息队列模块，提供的Publish/Subscribe
类，Request/Reponse类以及Pull/Push类。用户可以根据通信需求，既可以直接实例化通信
类，也可以继承通信类，重载已有的方法或加入自定义的新方法。

Publish/Subscribe发布订阅通信模型

该通信模型主要用于信息发布，或者事件通知。现实生活中，天气预报的推送，商户优惠信
息的发布，都属于这类消息通信模型。而在路由器设备中，也存在这样的消息通信。例如，
路由器的拨号端口状态发生了变化，并将这个消息发布出来，订阅这个事件的服务就会收到
这个消息。发布订阅通信模型通信框图，如下图所示，



注意：

订阅者无法收到订阅之前已经发布的消息。

消息发布者publisher每10s发布“Hello World“消息 
示例代码



########################################

#pubtest.py------publisher test case

#publish 'Hello World' per 10s

########################################

import MessageChannel

def _pubTimeoutHandle(fd, event, obj):

    pubinfo = "Hello world"

        pub.write(pubinfo)

    MessageChannel.logging.info("publish info: %s" %pubinfo)

    MessageChannel.startTimer(pubevt, 10)

if __name__ == '__main__':

    MessageChannel.logconfig('debug')

    #create publisher with ipc address "ipc:///tmp/test-pubsub.ip

c"

    pub = MessageChannel.MessagePublish('ipc:///tmp/test-pubsub.i

pc')

    pubevt = MessageChannel.registerTimer( _pubTimeoutHandle)

    MessageChannel.startTimer(pubevt, 1)

    MessageChannel.registerSigInt()

    MessageChannel.run()

消息接收者订阅”Hello“消息，当接收到包含”Hello“信息的消息，反转该消息。 
示例代码



########################################

#subtest.py--------subscriber test case

#subscribe message "Hello", when receive message includes "Hell

o", converse this message 

########################################

import MessageChannel

def testSubsHandle(data):

    rcvdata = data

    MessageChannel.logging.info("subtest recv data %s" %rcvdata)

    conversestr = rcvdata[::-1]

    MessageChannel.logging.info("converse recv data %s" %converse

str)       

if __name__ == "__main__":

    MessageChannel.logconfig("debug")

    testsub = MessageChannel.MessageSubcribe("ipc:///tmp/test-pub

sub.ipc")

    testsub.register_topic("Hello",testSubsHandle)

    MessageChannel.registerSigInt()

    MessageChannel.run()

Request/Reponse请求应答通信模型

请求应答通信模型，是指一个客户端向一个服务器发出请求，例如询问当前时间，服务器回
复客户端当前的时间。采用异步通信机制的请求应答模型，请求者发出请求后，不需要一直
等待服务器的回复，而是可以处理其他事情。当收到服务器的回复后，再来处理回复的信
息。当发送时间到期时，客户端仍没有收到服务器的确认消息，客户端自动发出请求。有了
上述可靠传输的保障，用户在开发中可以将精力放在交互业务逻辑。请求应答通信框图如下
图所示，客户端发送Hello消息给服务器，服务器收到消息后回复“World”给客户端。

 

request示例代码如下所示，request每15s发送一条”Hello”消息，然后打印收到的回复信息。 
示例代码



########################################

#reqtest.py--------request test case

#send message "Hello" to the reponse per 15s  

########################################

import MessageChannel

def _reqTimeoutHandle(fd, event, obj):

    reqinfo = "Hello"

    req.write(reqinfo)

    MessageChannel.logging.info("request info: %s" %reqinfo)

    MessageChannel.startTimer(reqevt, 15)

def reqMsgHandle(data):

    rcvdata = data

    MessageChannel.logging.info("req handle recvmsg: %s" %rcvdat

a)

if __name__ == "__main__":

    MessageChannel.logconfig("debug")

    req = MessageChannel.MessageRequest("ipc:///tmp/test-reqrep.i

pc",reqMsgHandle)

    reqevt = MessageChannel.registerTimer( _reqTimeoutHandle)

    MessageChannel.startTimer(reqevt, 1)

    MessageChannel.registerSigInt()

    MessageChannel.run()

reponse示例代码，当收到request发送的“Hello”消息后，回复“World”消息。 
示例代码



########################################

#reptest.py------reponse test case

#recv "Hello", reponse "World" to request

########################################

import MessageChannel

def repMsgHandle(data):

    repdata = data

    MessageChannel.logging.info("rep handle recv: %s" %repdata)

    if repdata == "Hello":

        rep.write("World")              

if __name__ == "__main__":

    MessageChannel.logconfig("debug")

    rep = MessageChannel.MessageReponse("ipc:///tmp/test-reqrep.i

pc",repMsgHandle)

    MessageChannel.registerSigInt()

    MessageChannel.ru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