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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语义开放平台的智能家居场景，是一套融合智能硬件语义解析、智能问答、联动控

制、业务接入等技术，面向广大智能设备制造商、智能家居、第三方智能服务平台等提

供的一站式智能硬件语义解决方案，为硬件设备相关应用以及移动应用开发者提供更精

准的语义服务。 

本文档仅为智能家居方向的语音控制提供语义协议和规范。 

   

2 协议 

2.1 应答消息格式 

2.1.1 设备控制应答消息格式 

设备控制应答消息格式示例一： 

 

 

设备控制应答消息格式示例二： 

{ 

    "rc":0, 

    "text":"打开空调", 

    "service":"airControl_smartHome", 

    "operation":"SET", 

    "semantic":{ 

        "slots":{ 

            "deviceInstance":[ 

                { 

                    "did":"14471538982704717" 

                } 

            ], 

            "attr":"开关", 

            "attrValue":"开", 

            "attrType":"String"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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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应答消息字段定义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须 说明 

rc Int 是 应答码（response code） 

error Object 否 错误 

text String 是 用户语音转写后的文字 

service String 是 区分不同服务，例如 light_smartHome 

operation String 是 设备的操作编码，取值只有 SET 

semantic Object 是 语义结构化表示，各设备自定义 

moreResults Object 否 当存在多个候选结果时，用于返回更多

的结果 

{ 

    "rc":0, 

    "text":"把楼上客厅空调温度调高 2 度", 

    "service":"airControl_smartHome", 

    "operation":"SET", 

    "semantic":{ 

        "slots":{ 

            "location":{ 

                "zone":"楼上", 

                "room":"客厅" 

            }, 

            "deviceInstance":[ 

                { 

                    "did":"14471538982704717" 

                } 

            ], 

            "attr":"温度", 

            " attrValue ":{ 

                "type":"SPOT", 

                "ref":"CUR", 

                "offset":"2", 

                "direction":"+" 

            }, 

            "attrType":" Object(digital)"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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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应答码（rc） 

用于标识用户请求响应的状态，如：rc=0，表示操作成功。当存在多个候选的响应结果

时，每个响应结果内都必须包含相应的 rc 值，便于语义使用者对每个响应包进行识别和操

作。 

字段名称  说明  

rc 

0 操作成功 

1 无效请求，通常在用户提交的请求参数有误时返回。错误信息

在error字段描述，具体参见“附录 A 系统级错误信息表” 

2 服务器内部错误，通常在服务器侧出现异常时返回。错误信息

在error字段描述，具体参见“附录 A 系统级错误信息表” 

3 业务操作失败，语义解析服务出错。错误信息在error 字段描

述，具体参见业务相关的语义（semantic）错误信息 

4 服务不理解或不能处理该文本。文本没有匹配的服务场景 

 

2.2.2 错误定义（error） 

用于表示请求响应的错误信息，在 rc（应答码）不为 0 时才会返回该字段，错误信息包

含了错误码和具体的错误信息。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须  说明  

code  String 是  错误编码，在rc为1/2/3时返回值参见

“附录A 系统级错误信息表”，在rc为3

时，公共字段参见“附录A.1 业务通用

语义错误信息表”，其它错误参见具体

业务的错误信息 

message  String 否  错误描述信息，该字段仅用于提示和参

考，不能作为客户端行为的判断依据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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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语义结构化表示（semantic） 

表示对用户文本的语义意图描述信息，通过该字段应用可以精确定位用户的意图，并获

取具体的意图内容参数，在应用中实现对应的业务逻辑处理。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须 说明 

slots  Object 否  语义结构化数据，参照后续不同设备

的定义 

prompt  String 否  提示信息，当语义字段抽取不全，可

能会有提示信息 

promptDialog String 否  提示信息，上下文对话的提示信息  

audioId Int 否  音频的ID信息，用于播报 

2.2.4 moreResults 结构表示 

当用户的文本可能存在多个对应的设备服务时，应用可以选择返回多候选的应答结果，

协议会通过 moreResults 字段来扩展后续的其他意图服务描述。moreResults 是一个数组，数

组每个成员的字段组成与 2.2 节应答消息字段定义的其他各字段完全一致，用户可以配置是

否允许多结果。 

{ 

    "service":" airControl_smartHome", 

    "text":"温度调高", 

    "rc":0, 

    "moreResults":[ 

        { 

            "service":" deHumidifier_smartHome", 

            "text":"温度调高", 

            "rc":0, 

            "semantic":{ 

                "slots":{ 

{  

"rc":3, 

"text": "设置温度",  

"error":{ 

"code":"3001", 

"message":"服务内部异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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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iceInstance":[ 

                        { 

                            "did":"14471538982704716" 

                        } 

                    ], 

                    "attr":"温度", 

                    "attrValue":{ 

                        "direct":"+" 

                    }, 

                    "attrType":"Object(digital)" 

                } 

            }, 

            "operation":"SET" 

        } 

    ], 

    "semantic":{ 

        "slots":{ 

            "deviceInstance":[ 

                { 

                    "did":"14471538982704717" 

                } 

            ], 

            "attr":"温度", 

            "attrValue":{ 

                "direct":"+" 

            }, 

            "attrType":"Object(digital)" 

        } 

    }, 

    "operation":"S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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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用功能协议 

3.1 时间描述（datetime） 

3.1.1 无法解析的时间 

语义字段名称 数据类型 是否必须 说明 

type String 是 时间类型：DT_ORIGINAL 

date String 是 日期的原始说法 

dateOrig String 否 date 的原始字串 

time String 否 时间的原始说法 

timeOrig String 否 time 的原始字串 

 

3.1.2 时间点 

 

示例： 

明天下午 3 点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须 说明 

type String 是 时间类型：DT_BASIC 

date String 是 日 期，格 式 为 YYYY-MM-DD， 

缺 省 值为"CURRENT_DAY" 

dateOrig String 否 date 的原始字串 

time String 否 时 间 ， 24 小 时 制 ， 格 式 为 

HH:MM:SS 

timeOrig String 否 time 的原始字串 

"datetime": { 

"type": " DT_BASIC", 

"date": "2015-07-20 ", 

"dateOrig": "明天", 

"time": "15:00:00 ", 

"timeOrig": "下午三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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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时间段 

 

示例： 

明天上午 10 点到下午三点 

 

3.2 地点描述（location）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须 说明 

type String 是 地点类型：LOC_HOUSE 

room String 否 房间名称：阳台、卧室、主卧、客卧、

次卧、书房、客房、客厅、餐厅、厨房、

淋浴间、浴室、更衣室、厕所、储物室、

储物间、洗手间、卫生间、门厅、玄关、

休息室、起居室、走廊、餐厅、厨房、

衣柜间、车库、会议室、会计室、秘书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须 说明 

type String 是 时间类型：DT_INTERVAL 

date String 是 日 期，格 式 为 YYYY-MM-DD， 

缺 省 值为"CURRENT_DAY" 

dateOrig String 否 date 的原始字串 

time String 否 时 间 ， 24 小 时 制 ， 格 式 为 

HH:MM:SS 

timeOrig String 否 time 的原始字串 

endDate String 是 结束日期 

endDateOrig String 否 结束日期原始串 

endTime String 否 结束时间，格式为 HH:MM:SS 

endTimeOrig String 否 结束时间原始串 

"datetime": { 

"type": " DT_ INTERVAL ", 

"date": "2015-07-20 ", 

"dateOrig": "明天", 

"time": "10:00:00 ", 

"timeOrig": "上午十点", 

"endDate": "2015-07-20 ", 

"endTime": "15:00:00 ", 

"endTimeOrig": "下午三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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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控制室、工长室、接待处、控制室、

生产区、化验室、经理室、wc、天台、

过道、门口、入户门 

zone String 否 区域描述：楼上、楼下、地下室、一楼、

1 楼、两楼、二楼、三楼、四楼、2 楼、

3 楼、4 楼、阁楼 

region String 否 区域块名称：家、办公室、别墅、公司 

 

示例： 

楼上卧室 

 

 

3.3 数字描述（digital）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须 说明 

type String 是 取值为 SPOT 

offset String 否 偏移量 

ref String 否 参照点。CUR 表示当前点，MAX 表示

右极值，MIN 表示左极值，ZERO 表示

零 

direct String 否 表示方向。取值为+或者- 

 

示例： 

增加两度 

 

"location": { 

 "type":" LOC_HOUSE ", 

 "zone":"楼上", 

"room":"卧室" 

} 

"temperature": { 

 "type": "SPOT", 

"offset":2, 

"ref":"CUR", 

"direct":"+" 

} 



 

                   语义开放平台智能家居场景协议规范文档 
 

12 
 

3.4 具体设备描述（deviceInstance）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须 说明 

did String 是 具体控制设备 ID 标识 

 

4 设备服务协议 

4.1 灯 

设备 ID(service)：light_smartHome 

功能描述：灯的颜色、亮度等控制服务 

 操作码（operation）： 

取值 说明 

SET 灯的开关、模式、亮度、颜色、色温等状态控制 

 

 语义（semantic）表示：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须 说明 

slots 

deviceInstance Object(deviceInst

ance) 

否 具体设备（预留字段，用于结合个性化数

据返回所控制物理设备的相关参数） 

location Object(location) 否 地点语义 

datetime Object(datetime) 否 时间语义 

repeat String 否 时间周期性语义（参见附录 B） 

duration String 否 持续时间（定时分钟数） 

modifier String 否 设备修饰语义，有多个修饰语义时用‘|’

分割取值：背景灯、背景光、吊灯、水晶

灯、主灯、灯带、筒灯、射灯、调光灯、

台灯、吸顶灯、落地灯、led 灯、节能灯、

奥朵云、立木、雷士照明（nvc）、欧普

（opple）、金幻、飞利浦、花艺、简派、

汉斯维诺、简普、鸿雁、亚明、阳光照明、

郎美、立莱、顺舟、秦奇科技 

attr String 是 属性名称，表示灯的开关、模式、亮度等

其他功能，具体取值参考 attr 表格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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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rValu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 

attrTyp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类型 

 

attr 属性名称、取值和类型的取值描述： 

属性点名称（attr） 属性点取值类型

（attrType） 

属性点取值（attrValue） 

开关、浪漫、柔情、阅读、节能、派

对、离家、归家、影院、会客、睡眠、

电视、学习、聚会、主灯、夜灯、氛

围灯、柔和、生活、休闲、手动、冬

天、助眠、工作、变彩、多彩、枫叶、

激情、幽灵、精灵、炫彩、彩虹、记

忆、照明、皓月、莹玉、柔白、晨光、

夕阳、阳光 

String 开、关 

亮度 String 火柴光、白炽灯、日光灯、蜡烛光 

Integer 0~100，设定到指定亮度 

Object(digital) 亮度增加减小扩展说法（+、-） 

色温 String 色温级别：冷色、暖色、灰色、鲜色 

Object(digital) 色温增加减小扩展说法（+、-） 

颜色 String 颜色设置：红、橙、黄 、绿、青、蓝、

紫、白、银、宝石蓝、洋红、咖啡色、酒

红、金、粉红、褐色、浅蓝，随机、深蓝、

浅绿、深绿、浅黄 

延迟 Integer 灯延迟设置：单位为分钟 

Object(digital) 灯延迟增加减小扩展说法（+、-） 

 

4.2  空调 

设备 ID(service)：airControl_smartHome 

功能描述：空调的开关、模式、风向等控制服务 

 

 操作码（operation）： 

取值 说明 

SET 空调的开关、风速、模式、风向、温度等状态设置和查询控

制 

 

 语义（semantic）表示：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须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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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ots 

deviceInstance Object(deviceInst

ance) 

否 具体设备（预留字段，用于结合个性化数

据返回所控制物理设备的相关参数） 

location Object(location) 否 地点语义 

datetime Object(datetime) 否 时间语义 

duration String 否 持续时间（定时分钟数） 

repeat String 否 时间周期性语义 

modifier String 否 设备修饰语义，有多个修饰语义时用‘|’

分割取值：科龙，海尔，格兰仕，tcl，长

虹，志高，康佳，海信，美的，海尔，奥

克斯，志高，海信，科龙，惠而浦，三菱

重工，松下，扬子，格兰仕，长虹，大金，

约克，新科，三菱电机，日立，春，富士

通，荣事达，创兰，格力，金兴，友奥，

先科，金三洋，统帅，cheblo，新迎燕，

申花，扬子 

attr String 是 属性名称，表示空调的开关、模式、扫风

以及其他功能等等，具体取值参考 attr 表

格介绍 

attrValu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 

attrTyp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类型 

 

attr 属性名称、取值和类型表示： 

属性点名称（attr） 属性点取值类型

（attrType） 

属性点取值（attrValue） 

开关、制冷、制热、除湿、除霜、自

动、送风、省电、摆风（扫风）、净

化、睡眠、健康、pm2.5、经济（ECO）、

电加热、自感、背景灯、电辅、强力、

防霉、屏显、上下扫风、左右扫风、

上、下、左、右、上下居中、左右居

中、内摆风、语音、 

String 开、关 

温度 Integer 温度设定 16~30 度 

String 温度设置为最大最小：MAX、MIN 

Object(digital) 温度增加减小扩展说法 

风速 String 风速调节：高风、低风、中风、自动风、

强劲风、静音、微风、睡眠风、MAX、MIN 

Integer 风速调节： 1，2，3，4 

Object(digital) 风速增大或变小： +，- ("direct": "+") 

送风角度 String 送风角度取值：20 度、40 度、60 度、正

向、反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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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 String 取值：onOff（查询开关状态）、temperature

（当前室温）、hwversion（固件版本）、

status（当前状态） 

4.3  风扇 

设备 ID(service)：fan_smartHome 

功能描述：风扇的开关、风速等控制服务 

 

 操作码（operation）： 

取值 说明 

SET 风扇的开关、风速、水平摇摆控制等状态控制 

 语义（semantic）表示：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须 说明 

slots 

deviceInstance Object(deviceInst

ance) 

否 具体设备（预留字段，用于结合个性化数

据返回所控制物理设备的相关参数） 

location Object(location) 否 地点语义 

datetime Object(datetime) 否 时间语义 

repeat String 否 时间周期性语义 

duration String 否 持续时间（定时分钟数） 

modifier String 否 设备修饰语义，有多个修饰语义时用‘|’

分割取值：艾美特 

attr String 是 属性名称，表示风扇的开关、模式、风速

功能，具体取值参考 attr 表格介绍 

attrValu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 

attrTyp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类型 

 

attr 属性名称、取值和类型表示： 

属性点名称（attr） 属性点取值类型

（attrType） 

属性点取值（attrValue） 

开关、标准、冷房、熄屏、摇头（水

平摇头）、静音 

String 开、关 

普通、自然、睡眠（风速） String 开、弱风、中风、强风 

Integer 1、2、3、4（档） 

风速 String 风速调节：高速、中速、低速、MAX、MIN 

Integer 风速调节： 1、2、3、4 

Object(digital) 风速的增加减小扩展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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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智能插座 

设备 ID(service)：slot_smartHome 

功能描述：智能插座的开关、模式等控制服务 

 

 操作码（operation）： 

取值 说明 

SET 插座的开关、模式等状态控制 

 

 语义（semantic）表示：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须 说明 

slots 

deviceInstance Object(deviceInst

ance) 

否 具体设备（预留字段，用于结合个性化数

据返回所控制物理设备的相关参数） 

location Object(location) 否 地点语义 

datetime Object(datetime) 否 时间语义 

repeat String 否 时间周期性语义 

duration String 否 持续时间（定时分钟数） 

modifier String 否 设备修饰语义，有多个修饰语义时用‘|’

分割取值：联讯、breadlink、公牛、鸿雁、

威发、古北、遥控者、飞雕 

attr String 是 属性名称，表示插座的开关、模式，具体

取值参考 attr 表格介绍 

attrValu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 

attrTyp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类型 

 

attr 属性名称、取值和类型的取值描述： 

属性点名称（attr） 属性点取值类型

（attrType） 

属性点取值（attrValue） 

开关、回家、睡觉、上班、离家、出

差、省电 

String 开、关 

 

4.5  窗帘 

设备 ID(service)：curtain_smart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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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描述：窗帘开合等控制服务 

 操作码（operation）： 

取值 说明 

SET 窗帘的开关、打开比例的控制 

 语义（semantic）表示：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须 说明 

slots 

deviceInstance Object(deviceInst

ance) 

否 具体设备（预留字段，用于结合个性化数

据返回所控制物理设备的相关参数） 

location Object(location) 否 地点语义 

datetime Object(datetime) 否 时间语义 

repeat String 否 时间周期性语义 

modifier String 否 设备修饰语义，有多个修饰语义时用‘|’

分割取值：杜亚 

duration String 否 持续时间（定时分钟数） 

segment String 否 表达设备的一部分，取值：左、右、里面、

外面、中间 

direction String 否 窗帘方向语义，取值是：上、下、左、右 

attr String 是 属性名称，表示窗帘的开关、开合比例，

具体取值参考 attr 表格介绍 

attrValu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 

attrTyp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类型 

 

attr 属性名称、取值和类型表示： 

属性点名称（attr） 属性点取值类型

（attrType） 

属性点取值（attrValue） 

开关 String 开、关、暂停 

比例 Integer 窗帘打开比例级别，大小范围为-10~10，

支持说法：打开一半（5）、关闭一半（-

5）、打开一点（+1）、关闭一点（-1）、全

部打开（10）、全部关闭（-10） 

 

4.6  油烟机 

设备 ID(service)：rangeHood_smartHome 

功能描述：油烟机的开关、风速等控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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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码（operation）： 

取值 说明 

SET 油烟机的开关、模式等状态控制 

 语义（semantic）表示：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须 说明 

slots 

deviceInstance Object(deviceInst

ance) 

否 具体设备（预留字段，用于结合个性化数

据返回所控制物理设备的相关参数） 

location Object(location) 否 地点语义 

datetime Object(datetime) 否 时间语义 

repeat String 否 时间周期性语义 

duration String 否 持续时间（定时分钟数） 

modifier String 否 设备修饰语义，有多个修饰语义时用‘|’

分割取值：老板，方太，苏泊尔 

attr String 是 属性名称，表示油烟机的开关、模式、风

速，具体取值参考 attr 表格介绍 

attrValu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 

attrTyp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类型 

 

attr 属性名称、取值和类型表示： 

属性点名称（attr） 属性点取值类型

（attrType） 

属性点取值（attrValue） 

开关、累计时间、清零、照明、爆炒、

清洗提醒 

String 开、关 

风速 String 风速设置：弱档抽烟、标准抽烟、强档抽

烟、MAX、MIN 

Integer 1、2、3、4（档） 

Object(digital) 风速的增加或减小说法（+，-） 

4.7  空气净化器 

设备 ID(service)：airCleaner_smartHome 

功能描述：空气净化器的开关、模式设置服务 

 

 操作码（operation）： 

取值 说明 

SET 空气净化器的开关、模式、湿度、查询等状态控制 

 语义（semantic）表示：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须 说明 



 

                   语义开放平台智能家居场景协议规范文档 
 

19 
 

slots 

deviceInstance Object(deviceInst

ance) 

否 具体设备（预留字段，用于结合个性化数

据返回所控制物理设备的相关参数） 

location Object(location) 否 地点语义 

datetime Object(datetime) 否 时间语义 

repeat String 否 时间周期性语义 

duration String 否 持续时间（定时分钟数） 

modifier String 否 设备修饰语义，有多个修饰语义时用‘|’

分割取值：汇清，tcl，净化器，夏普，小

熊，大金，亚都，霍尼韦尔，奥斯汀，松

下，飞利浦，布鲁雅尔，摩瑞尔，三星，

净美仕，3m，美的，blueair，长虹，科丽

特，西屋，skg，三洋，栢业环境，亚都，

科龙，奥克斯，志高，汇清，苏泊尔，利

尔达，奔腾，熊猫，蒙缔，安德迈，雅丽

诗，净美仕博美+ 

attr String 是 属性名称，表示净化器的开关、模式等其

他功能，具体取值参考 attr 表格介绍 

attrValu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 

attrTyp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类型 

 

attr 属性名称、取值和类型表示： 

属性点名称（attr） 属性点取值类型

（attrType） 

属性点取值（attrValue） 

开关、快速、夜间、加湿、除菌喷淋、

空气净化、负离子、睡眠、节能、自

动、手动、杀菌、清洁、除尘、除甲

醛、静音、强力定向净化、强力快速

净化、离子团、喷射、智能、消毒 

String 开、关 

湿度 Integer 湿度设定 1~10 档 

String 湿度最大和最小值设置：MAX、MIN 

Object(digital) 湿度的增加减小扩展说法（+、-） 

风速 String 风速调节：高速、中速、低速、静音、自

动、微风、MAX、MIN 

Integer 风速调节： 1、2、3、4  

Object(digital) 风速的增加减小扩展说法（+、-） 

滤网 String 取值：（信息复位）复位 

查询 String 取值：temperature（当前水温）、humidity

（ 湿 度 值 ） 、 pm2.5 、

timeRemainingFilter( 滤网使用剩余时

间)、airQuality(空气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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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加湿器 

设备 ID(service)：humidifier_smartHome 

功能描述：加湿器的开关、模式、温度等控制服务 

 

 操作码（operation）： 

取值 说明 

SET 加湿器的开关、模式等状态设置 

 

 语义（semantic）表示：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须 说明 

slots 

deviceInstance Object(deviceInst

ance) 

否 具体设备（预留字段，用于结合个性化数

据返回所控制物理设备的相关参数） 

location Object(location) 否 地点语义 

datetime Object(datetime) 否 时间语义 

repeat String 否 时间周期性语义 

duration String 否 持续时间（定时分钟数） 

modifier String 否 设备修饰语义，有多个修饰语义时用‘|’

分割取值：小熊，德尔玛 

attr String 是 属性名称，表示加湿器的开关、模式、雾

量等其他功能，具体取值参考 attr 表格

介绍 

attrValu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 

attrTyp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类型 

 

attr 属性名称、取值和类型表示： 

属性点名称（attr） 属性点取值类型

（attrType） 

属性点取值（attrValue） 

开关、负离子、恒湿、热雾、定时、

睡眠 

String 开、关 

雾量 Integer 设定 1~10 档 

String 雾量最大值和最小值取值：MAX、MIN 

Object(digital) 雾量的增加减小扩展说法（+、-） 

温度 Integer 温度调节（0 度~35 度） 

String 温度最大和最小设置：MAX、MIN 

Object(digital) 温度的增加减小扩展说法（+、-） 

湿度 Integer 湿度值，分 1-10 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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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ng 湿度最大和最小值设置：MAX、MIN 

Object(digital) 湿度的增加减小扩展说法（+、-） 

查询 String 取值：temperature（当前水温）、humidity

（湿度值） 

4.9  电水壶 

设备 ID(service)：electricKettle_smartHome 

功能描述：电水壶的开关、湿度、模式等控制服务 

 操作码（operation）： 

取值 说明 

SET 电水壶的开关、模式等状态控制 

 

 语义（semantic）表示：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须 说明 

slots 

deviceInstance Object(deviceInst

ance) 

否 具体设备（预留字段，用于结合个性化数

据返回所控制物理设备的相关参数） 

location Object(location) 否 地点语义 

datetime Object(datetime) 否 时间语义 

repeat String 否 时间周期性语义 

duration String 否 持续时间（定时分钟数） 

modifier String 否 设备修饰语义，有多个修饰语义时用‘|’

分割取值：小智 

attr String 是 属性名称，表示电水壶的开关、模式、功

能，具体取值参考 attr 表格介绍 

attrValu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 

attrTyp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类型 

 

attr 属性名称、取值和类型表示： 

属性点名称（attr） 属性点取值类型

（attrType） 

属性点取值（attrValue） 

attr attrType attrValue 

开关、沸腾、除氯、保温 String 开、关 

红茶、婴儿奶粉、婴儿米粉、绿茶、

白茶、黄茶、黑茶、普洱、乌龙、花

茶、浅烘焙咖啡、中烘焙咖啡、深烘

焙咖啡、速溶咖啡、蜜水、益生菌冲

剂 

String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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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取暖器 

设备 ID(service)：heater_smartHome 

功能描述：取暖器的开关、模式等控制服务 

 

 操作码（operation）： 

取值 说明 

SET 取暖器的开关、模式等状态控制 

 

 语义（semantic）表示：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须 说明 

slots 

deviceInstance Object(deviceInst

ance) 

否 具体设备（预留字段，用于结合个性化数

据返回所控制物理设备的相关参数） 

location Object(location) 否 地点语义 

datetime Object(datetime) 否 时间语义 

repeat String 否 时间周期性语义 

duration String 否 持续时间（定时分钟数） 

modifier String 否 设备修饰语义，有多个修饰语义时用‘|’

分割取值：艾美特，先锋（智能），云暖

气 

attr String 是 属性名称，表示取暖器的开关、功能、温

度等其他属性，具体取值参考 attr 表格 

attrValu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 

attrTyp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类型 

 

attr 属性名称、取值和类型表示： 

属性点名称（attr） 属性点取值类型

（attrType） 

属性点取值（attrValue） 

开关、标准、智能、童锁、ECO（经

济） 

String 开、关 

温度 Integer 温度调节（16 度~30 度） 

String 温度最大和最小值设置：MAX、MIN 

Object(digital) 温度的增加减小扩展说法（+、-） 

风速 String 风速调节：高风、低风、中风、自动风、

MAX、MIN 

Integer 风速调节： 1、2、3、4 （档） 

Object(digital) 风速的增加减小扩展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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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电饭煲 

设备 ID(service)：riceCooker_smartHome 

功能描述：电饭煲开关等控制服务 

 

 操作码（operation）： 

取值 说明 

SET 电饭煲的开关、模式等状态控制 

 

 语义（semantic）表示：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须 说明 

slots 

deviceInstance Object(deviceInst

ance) 

否 具体设备（预留字段，用于结合个性化数

据返回所控制物理设备的相关参数） 

location Object(location) 否 地点语义 

datetime Object(datetime) 否 时间语义 

repeat String 否 时间周期性语义 

duration String 否 持续时间（定时分钟数） 

modifier String 否 设备修饰语义，有多个修饰语义时用‘|’

分割取值：苏泊尔，伊莱特，美的，松下，

九阳 

attr String 是 属性名称，表示电饭煲的开关、模式、功

能，具体取值参考 attr 表格 

attrValu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 

attrTyp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类型 

 

attr 属性名称、取值和类型表示： 

属性点名称（attr） 属性点取值类型

（attrType） 

属性点取值（attrValue） 

开关、标准、智能、童锁、eco（经济） String 开、关 

稀饭、煲汤（汤）、煮饭、煮粥（粥）、

蒸炖、保温、精煮（精华煮）、快煮、

超快煮、香甜煮、极速煮、热饭、杂

粮饭 、婴儿粥、标准煮、蒸煮、清香、

标准、偏软、偏硬、适中、锅巴、劲

道 

String 设置 

查询 String onOff（开关状态）、timeRemaining（剩余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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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冰箱 

设备 ID(service)：freezer_smartHome 

功能描述：冰箱的模式、温度等控制服务 

 

 操作码（operation）： 

取值 说明 

SET 冰箱的开关、温度等状态控制 

 

 语义（semantic）表示：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须 说明 

slots 

deviceInstance Object(deviceInst

ance) 

否 具体设备（预留字段，用于结合个性化数

据返回所控制物理设备的相关参数） 

location Object(location) 否 地点语义 

datetime Object(datetime) 否 时间语义 

repeat String 否 时间周期性语义 

duration String 否 持续时间（定时分钟数） 

modifier String 否 设备修饰语义，有多个修饰语义时用‘|’

分割取值：海尔，创维，西门子，容声，

美菱，康佳，格兰仕 

temperatureZone String 否 冷藏室、冷冻室、变温室 

attr String 是 属性名称，表示冰箱的开关、模式、文档，

具体取值参考 attr 表格介绍 

attrValu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 

attrTyp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类型 

 

attr 属性名称、取值和类型表示： 

属性点名称（attr） 属性点取值类型

（attrType） 

属性点取值（attrValue） 

开关、速冷、速冻、智能、节能、杀

菌、净化、假日、雷达、高保湿、冷

藏、变温、冷冻、锁定 

String 开、关 

温度 Integer 温度调节（-30 度~30 度） 

String 温度最大和最小值设置：MAX、MIN 

Object(digital) 温度的增加减小扩展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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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扫地机器人 

设备 ID(service)：cleaningRobot_smartHome 

功能描述：扫地机器人的开关、模式等服务控制 

 

 操作码（operation）： 

取值 说明 

SET 机器人的开关、模式等状态控制 

 

 语义（semantic）表示：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须 说明 

slots 

deviceInstance Object(deviceInst

ance) 

否 具体设备（预留字段，用于结合个性化数

据返回所控制物理设备的相关参数） 

location Object(location) 否 地点语义 

datetime Object(datetime) 否 时间语义 

repeat String 否 时间周期性语义 

duration String 否 持续时间（定时分钟数） 

modifier String 否 设备修饰语义，有多个修饰语义时用‘|’

分割取值：福玛特，科沃斯 

attr String 是 属性名称，表示机器人的开关、模式、扫

地方向，具体取值参考 attr 表格介绍 

attrValu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 

attrTyp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类型 

 

attr 属性名称、取值和类型表示： 

属性点名称（attr） 属性点取值类型

（attrType） 

属性点取值（attrValue） 

开关 String 开、关、暂停 

自动、定点、精扫、延边（沿边）、充

电、局部、重点、弓形、随机、回充 

String 开、关 

向前、向后、顺时针、逆时针、向左、

向右、向上、向下 

String 设置 

 

4.14  洗衣机 

设备 ID(service)：washer_smart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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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描述：洗衣机模式、温度等控制服务 

 

 操作码（operation）： 

取值 说明 

SET  

 

 语义（semantic）表示：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须 说明 

slots 

deviceInstance Object(deviceInst

ance) 

否 具体设备（预留字段，用于结合个性化数

据返回所控制物理设备的相关参数） 

location Object(location) 否 地点语义 

datetime Object(datetime) 否 时间语义 

repeat String 否 时间周期性语义 

duration String 否 持续时间（定时分钟数） 

modifier String 否 设备修饰语义，有多个修饰语义时用‘|’

分割取值：福玛特，科沃斯 

attr String 是 属性名称，表示洗衣机的开关、模式、功

能，具体取值参考 attr 表格介绍 

attrValu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 

attrTyp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类型 

 

attr 属性名称、取值和类型表示： 

属性点名称（attr） 属性点取值类型

（attrType） 

属性点取值（attrValue） 

开关、快洗、除菌、童装（宝宝装）、

漂洗、脱水、桶干燥、桶简洗（桶自

洁）、常用、浸泡洗、轻柔、童锁、免

排水、预洗、水位+、易熨烫、易熨洗、

棉麻、静音、运动装、高温洗、4s 快

酷洗、大物、漂洗+脱水、内衣、30℃、

混合、超轻（超轻丝）、化纤、锁定、

洗衣 

String 开、关、暂停 

标准烘干、强力烘干、熨烫烘干、定

时烘干、低温烘干 

String 设置 

温度 Integer 温度设置：0、20、30、40、50、60、90、

95 

洗涤时间 Integer 洗涤时间：0~300（min） 

Object(digital) 洗涤时间的增加或减小控制（+，-） 

转速 Integer 转速取值：0~2000（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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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洗次数 Integer 漂洗次数：0~10（次） 

4.15  空调扇 

设备 ID(service)：airCooler_smartHome 

功能描述：空调扇的开关、模式、风速等控制服务 

 

 操作码（operation）： 

取值 说明 

SET 设置模式、风速、模式、风类型、是否自动摇摆扇

叶 

 

 语义（semantic）表示：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须 说明 

slots 

deviceInstance Object(deviceInst

ance) 

否 具体设备（预留字段，用于结合个性化数

据返回所控制物理设备的相关参数） 

location Object(location) 否 地点语义 

datetime Object(datetime) 否 时间语义 

repeat String 否 时间周期性语义 

duration String 否 持续时间（定时分钟数） 

modifier String 否 设备修饰语义，有多个修饰语义时用‘|’

分割取值： 

attr String 是 属性名称，表示空调扇的开关、模式、扫

风及其他功能，具体取值参考 attr 表格 

attrValu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 

attrTyp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类型 

 

attr 属性名称、取值和类型表示： 

属性点名称（attr） 属性点取值类型

（attrType） 

属性点取值（attrValue） 

开关、负离子、制冷、制热、加湿、

驱蚊、灯光（显示器） 

String 开、关 

自动扫风、左右扫风、无风、自然风、

睡眠风、标准风 

String 设置 

风速 String 风速取值：高速、中速、低速 

Integer 风速取值：1、2、3、4（档） 

Object(digital) 风速的增加或减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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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开关 

设备 ID(service)：switch_smartHome 

功能描述：开关模式控制服务 

 

 操作码（operation）： 

取值 说明 

SET 设置模式  

 

 语义（semantic）表示：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须 说明 

slots 

deviceInstance Object(deviceInst

ance) 

否 具体设备（预留字段，用于结合个性化数

据返回所控制物理设备的相关参数） 

location Object(location) 否 地点语义 

datetime Object(datetime) 否 时间语义 

repeat String 否 时间周期性语义 

duration String 否 持续时间（定时分钟数） 

modifier String 否 设备修饰语义，有多个修饰语义时用‘|’

分割取值：cooltouch、威发 

attr String 是 属性名称，表示开关的开关、模式，参考

attr 表格介绍 

attrValu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 

attrTyp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类型 

 

attr 属性名称、取值和类型表示： 

属性点名称（attr） 属性点取值类型

（attrType） 

属性点取值（attrValue） 

开关、模式 1，模式 2，开关 1，开关

2，开关 3，开关 4，开关 5，呼吸灯，

开关 all 

String 开、关 

4.17  除湿器 

设备 ID(service)：deHumidifier_smartHome 

功能描述：除湿器的开关、湿度、模式等控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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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码（operation）： 

取值 说明 

SET 除湿器的开关、模式、湿度等状态控制 

 

 语义（semantic）表示：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须 说明 

slots 

deviceInstance Object(deviceInst

ance) 

否 具体设备（预留字段，用于结合个性化数

据返回所控制物理设备的相关参数） 

location Object(location) 否 地点语义 

datetime Object(datetime) 否 时间语义 

duration String 否 持续时间（定时分钟数） 

repeat String 否 时间周期性语义 

modifier String 否 设备修饰语义，有多个修饰语义时用‘|’

分割取值：德业 

attr String 是 属性名称，表示加湿器的开关、模式、温

度及其他功能，具体取值参考 attr 表格 

attrValu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 

attrTyp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类型 

 

attr 属性名称、取值和类型表示： 

属性点名称（attr） 属性点取值类型

（attrType） 

属性点取值（attrValue） 

开关、负离子、摆风、除湿 String 开、关 

温度 Integer 温度设定 16~30 度 

String 温度设置为最大最小：MAX、MIN 

Object(digital) 温度增加减小扩展说法 

风速 String 风速调节：高风、中风、低风、自动、静

音、MAX、MIN 

Integer 风速调节： 1，2，3，4 

Object(digital) 风速增大或变小： +，- ("direct": "+") 

湿度 Integer 湿度设定 1~10 档 

String 湿度最大和最小值设置：MAX、MIN 

Object(digital) 湿度的增加减小扩展说法（+、-） 

 

4.18  窗户 

设备 ID(service)：window_smart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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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描述：窗户开关等控制 

 操作码（operation）： 

取值 说明 

SET 设置窗户相关参数 

 

 语义（semantic）表示：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须 说明 

slots 

deviceInstance Object(deviceInst

ance) 

否 具体设备（预留字段，用于结合个性化数

据返回所控制物理设备的相关参数） 

location Object(location) 否 地点语义 

datetime Object(datetime) 否 时间语义 

duration String 否 持续时间（定时分钟数） 

repeat String 否 时间周期性语义 

segment String 否 表达设备的一部分，取值：左、右 

modifier String 否 设备修饰语义，有多个修饰语义时用‘|’  

attr String 是 属性名称：参考 attr 表格介绍 

attrValu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 

attrTyp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类型 

windSpeed String 否 风速感应器强度级别修饰词，在风速等

于该级别后，窗户关闭，分 1-10 档 

lightIntensity String 否 光照强度级别修饰词，在光照强度等于

该级别后，窗户关闭，分 1-10 档 

railfall String 否 雨量强度级别修饰词，在雨量强度等于

该级别后，窗户关闭，分 1-10 档 

 

 

attr 属性名称、取值和类型表示： 

属性点名称（attr） 属性点取值类型

（attrType） 

属性点取值（attrValue） 

开关 String 开、关 

查询 String 取值：onOff（查询开关状态） 

 

4.19  地暖 

设备 ID(service)：underFloorHeating_smartHome 

功能描述：地暖的开关、温度等属性控制服务 



 

                   语义开放平台智能家居场景协议规范文档 
 

31 
 

 

 操作码（operation）： 

取值 说明 

SET 设置地暖的温度、定时等 

 

 语义（semantic）表示：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须 说明 

slots 

deviceInstance Object(deviceInst

ance) 

否 具体设备（预留字段，用于结合个性化数

据返回所控制物理设备的相关参数） 

location Object(location) 否 地点语义 

datetime Object(datetime) 否 时间语义 

duration String 否 持续时间（定时分钟数） 

repeat String 否 时间周期性语义 

modifier String 否 设备修饰语义，有多个修饰语义时用‘|’  

attr String 是 属性名称，表示地暖的开关、模式、温度

及其他功能，具体取值参考 attr 表格 

attrValu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 

attrTyp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类型 

 

attr 属性名称、取值和类型表示： 

属性点名称（attr） 属性点取值类型

（attrType） 

属性点取值（attrValue） 

开关、冬季、夏季、节能、睡眠、离

家、归家 

String 开、关 

温度 Integer 温度设定 30 度~60 度 

String 温度设置为最大最小：MAX、MIN 

Object(digital) 温度增加减小扩展说法 

查询 String 取值：onOff（查询开关状态）、temperature

（地暖当前温度） 

 

4.20  电磁炉 

设备 ID(service)：inductionStove_smartHome 

功能描述：电磁炉火力、模式等设置服务 

 

 操作码（operation）： 

取值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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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设置电磁炉的火力、模式、持续时间等 

 

 语义（semantic）表示：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须 说明 

slots 

deviceInstance Object(deviceInst

ance) 

否 具体设备（预留字段，用于结合个性化数

据返回所控制物理设备的相关参数） 

location Object(location) 否 地点语义 

datetime Object(datetime) 否 时间语义 

duration String 否 持续时间（定时分钟数） 

repeat String 否 时间周期性语义 

modifier String 否 设备修饰语义，有多个修饰语义时用‘|’  

attr String 是 属性名称，表示电磁炉的开关、模式、火

力，具体取值参考 attr 表格介绍 

attrValu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 

attrTyp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类型 

 

attr 属性名称、取值和类型表示： 

属性点名称（attr） 属性点取值类型

（attrType） 

属性点取值（attrValue） 

开关、煎炸、爆炒、烧烤、煮水、火

锅、煲汤、煮粥、蒸煮 

String 开、关 

火力 Integer 火力档位设置 1~10（档） 

String 火力档位取值最大最小：MAX、MIN 

Object(digital) 火力增加减小扩展说法 

 

4.21  电视 

设备 ID(service)：tv_smartHome 

功能描述：电视开关、音量等设置服务 

 

 操作码（operation）： 

取值 说明 

SET 设置电视频道、音量、上下翻页等 

 

 语义（semantic）表示：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须 说明 

sl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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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Instance Object(deviceInst

ance) 

否 具体设备（预留字段，用于结合个性化数

据返回所控制物理设备的相关参数） 

location Object(location) 否 地点语义 

datetime Object(datetime) 否 时间语义 

duration String 否 持续时间（定时分钟数） 

repeat String 否 时间周期性语义 

modifier String 否 设备修饰语义，有多个修饰语义时用‘|’

分割取值：酷开，飞利浦 

attr String 是 属性名称，表示电视的开关、键盘控制、

频道等其他功能，具体取值参考 attr 表

格 

attrValu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 

attrTyp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类型 

 

attr 属性名称、取值和类型表示： 

属性点名称（attr） 属性点取值类型

（attrType） 

属性点取值（attrValue） 

开关、键盘显示 String 开、关 

返回、主页、确定、快进、快退、静

音、待机、菜单、上、下、左、右 

String 设置 

频道 Integer 频道设定 1~999 

Object(digital) 下一频道和上一个频道 

音量 String 音量最大和最小 MAX、MIN 

Integer 音量调整（0~100） 

Object(digital) 音量增大或变小： +，- ("direct": "+") 

页数 Integer 页数调整（1~10） 

Object(digital) 页数增大或变小： +，- ("direct": "+") 

 

4.22  摄像头 

设备 ID(service)：webcam_smartHome 

功能描述：摄像头的开关、角度等控制服务 

 

 操作码（operation）： 

取值 说明 

SET 设置摄像头参数 

 

 语义（semantic）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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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须 说明 

slots 

deviceInstance Object(deviceInst

ance) 

否 具体设备（预留字段，用于结合个性化数

据返回所控制物理设备的相关参数） 

location Object(location) 否 地点语义 

datetime Object(datetime) 否 时间语义 

duration String 否 持续时间（定时分钟数） 

repeat String 否 时间周期性语义 

modifier String 否 设备修饰语义，有多个修饰语义时用‘|’

分割 

attr String 是 属性名称，表示摄像机的开关、模式、画

质及其他功能，具体取值参考 attr 表格 

attrValu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 

attrTyp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类型 

 

attr 属性名称、取值和类型表示： 

属性点名称（attr） 属性点取值类型

（attrType） 

属性点取值（attrValue） 

开关、移动侦测、全录像、周期录像、

节能、安防、led 灯、告警 

String 开、关 

高清、标清（标准）、超清 String 设置 

摄像方向 String 取值正向、40 度、60 度 

查询 String 取值：onOff（开关状态）、alarmSwitch（告

警状态） 

 

4.23  智能毛巾架 

设备 ID(service)：towelRack_smartHome 

功能描述：智能毛巾架的开关、温度设置服务 

 

 操作码（operation）： 

取值 说明 

SET 设置烘干温度 

 

 语义（semantic）表示：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须 说明 

slots 

deviceInstance Object(deviceInst 否 具体设备（预留字段，用于结合个性化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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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e) 据返回所控制物理设备的相关参数） 

location Object(location) 否 地点语义 

datetime Object(datetime) 否 时间语义 

duration String 否 持续时间（定时分钟数） 

repeat String 否 时间周期性语义 

modifier String 否 设备修饰语义，有多个修饰语义时用‘|’

分割 

attr String 是 属性名称，表示毛巾架的开关、温度，参

考 attr 表格介绍 

attrValu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 

attrTyp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类型 

 

attr 属性名称、取值和类型表示： 

属性点名称（attr） 属性点取值类型

（attrType） 

属性点取值（attrValue） 

开关 String 开、关 

温度 Integer 温度设定 30~120 度 

String 温度设置为最大最小：MAX、MIN 

Object(digital) 温度增加减小扩展说法 

 

4.24  浴霸 

设备 ID(service)：bathroomMaster_smartHome 

功能描述：浴霸的开关等属性设置服务 

 

 操作码（operation）： 

取值 说明 

SET 设置模式 

 

 语义（semantic）表示：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须 说明 

slots 

deviceInstance Object(deviceInst

ance) 

否 具体设备（预留字段，用于结合个性化数

据返回所控制物理设备的相关参数） 

location Object(location) 否 地点语义 

datetime Object(datetime) 否 时间语义 

duration String 否 持续时间（定时分钟数） 

repeat String 否 时间周期性语义 



 

                   语义开放平台智能家居场景协议规范文档 
 

36 
 

modifier String 否 设备修饰语义，有多个修饰语义时用‘|’

分割取值：奥普，新飞，飞雕，tcl 

attr String 是 属性名称，表示浴霸的开关、模式，参考

attr 表格介绍 

attrValu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 

attrTyp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类型 

 

attr 属性名称、取值和类型表示： 

属性点名称（attr） 属性点取值类型

（attrType） 

属性点取值（attrValue） 

开关、换气、吹风、弱暖、强暖、照

明、待机、风暖、灯暖 

String 开、关 

 

4.25  音乐播放器 

设备 ID(service)：musicPlayer_smartHome 

功能描述：音量、歌曲选择、模式选择等控制服务 

 

 操作码（operation）： 

取值 说明 

SET 设置音乐器的音量、歌曲名称、循环模式、歌曲类

型 

 

 语义（semantic）表示：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须 说明 

slots 

deviceInstance Object(deviceInst

ance) 

否 具体设备（预留字段，用于结合个性化数

据返回所控制物理设备的相关参数） 

location Object(location) 否 地点语义 

datetime Object(datetime) 否 时间语义 

duration String 否 持续时间（定时分钟数） 

repeat String 否 时间周期性语义 

modifier String 否 设备修饰语义，有多个修饰语义时用‘|’

分割取值：  

attr String 是 属性名称，表示音乐播放器的开关、播放

模式、音量及其他功能，具体取值参考

attr 表格介绍 

attrValu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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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rTyp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类型 

 

attr 属性名称、取值和类型表示： 

属性点名称（attr） 属性点取值类型

（attrType） 

属性点取值（attrValue） 

开关 String 播放、暂停、停止 

顺序播放、列表播放、随机播放、单

曲循环、列表循环、爱情、古典、流

行、蓝调、乡村、校园、嘻哈、摇滚、

爵士、轻音乐、经典、90 后、80 后 

String 设置 

音量 Integer 音量设定 1~100 

String 音量设置为最大最小：MAX、MIN 

Object(digital) 音量增加减小扩展说法 

歌曲顺序 String 上一首，下一首 

 

4.26  微波炉 

设备 ID(service)：microwaveOven_smartHome 

功能描述：微波炉的开关、模式设置等服务 

 

 操作码（operation） 

取值 说明 

SET 设置烹饪、解冻、消除异味等 

 

 语义（semantic）表示：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须 说明 

slots 

deviceInstance Object(deviceInst

ance) 

否 具体设备（预留字段，用于结合个性化数

据返回所控制物理设备的相关参数） 

location Object(location) 否 地点语义 

datetime Object(datetime) 否 时间语义 

duration String 否 持续时间（定时分钟数） 

repeat String 否 时间周期性语义 

modifier String 否 设备修饰语义，有多个修饰语义时用‘|’

分割取值：格兰仕 

attr String 是 属性名称，表示微波炉的开关、模式，具

体取值参考 attr 表格介绍 

attrValu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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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rTyp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类型 

 

attr 属性名称、取值和类型表示： 

属性点名称（attr） 属性点取值类型

（attrType） 

属性点取值（attrValue） 

开关、解冻、智能解冻、烧烤、消毒、

加热、微波、快速烹饪、智能杀菌、

智能除味（消除异味）、煎鸡翅、煎鸡

排、煎排骨、煎鱼、煎饺、焦土司面

包、煮米饭、煮玉米、煮红薯、煮水

饺、煮方便面、清蒸鲜鱼、蒸水蛋、

蒸排骨、香菇蒸鸡、海带炖肉、灵芝

炖乳鸽、酸奶、奶瓶消毒、宝宝果泥、

红萝卜泥、智能消毒 

String 开、关 

语音控制、语音导航 String 设置 

 

4.27  热水器 

设备 ID(service)：waterHeater_smartHome 

功能描述：热水器的开关、温度、模式等服务 

 

 操作码（operation）： 

取值 说明 

SET 设置模式、水位、温度 

 

 语义（semantic）表示：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须 说明 

slots 

deviceInstance Object(deviceInst

ance) 

否 具体设备（预留字段，用于结合个性化数

据返回所控制物理设备的相关参数） 

location Object(location) 否 地点语义 

datetime Object(datetime) 否 时间语义 

duration String 否 持续时间（定时分钟数） 

repeat String 否 时间周期性语义 

modifier String 否 设备修饰语义，有多个修饰语义时用‘|’

分割取值：美的，万和，澳科，ao 史密

斯，樱花，科乐，方太，康宝，万家乐，

澳柯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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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r String 是 属性名称，表示热水器的开关、加热模

式、温度及其他功能，具体取值参考 attr

表格介绍 

attrValu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 

attrTyp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类型 

 

attr 属性名称、取值和类型表示： 

属性点名称（attr） 属性点取值类型

（attrType） 

属性点取值（attrValue） 

开关、加热、保温、中温、节能、半

胆速热、整胆速热、夜电、标准、普

通、速热 

String 开、关 

温度 Integer 温度设定 30 度~75 度 

String 温度设置为最大最小：MAX、MIN 

Object(digital) 温度增加减小扩展说法 

容量 String 热水量最大和最小 MAX、MIN 

Integer 热水量设置，单位是升（10~200L） 

Object(digital) 热水量增大或变小： +，- ("direct": "+") 

 

4.28  排风扇 

设备 ID(service)：airVent_smartHome 

功能描述：排风扇的开关、模式设置服务 

 

 操作码（operation） 

取值 说明 

SET 设置开关和风速 

 

 语义（semantic）表示：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须 说明 

slots 

deviceInstance Object(deviceInst

ance) 

否 具体设备（预留字段，用于结合个性化数

据返回所控制物理设备的相关参数） 

location Object(location) 否 地点语义 

datetime Object(datetime) 否 时间语义 

duration String 否 持续时间（定时分钟数） 

repeat String 否 时间周期性语义 

modifier String 否 设备修饰语义，有多个修饰语义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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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  

attr String 是 属性名称，表示排风扇的开关，风速功

能，参考 attr 表格介绍 

attrValu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 

attrTyp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类型 

 

attr 属性名称、取值和类型表示： 

属性点名称（attr） 属性点取值类型

（attrType） 

属性点取值（attrValue） 

开关 String 开、关 

风速 String 风速调节：高速、中速（标准）、低速、MAX、

MIN 

Integer 风速调节： 1，2，3，4 

Object(digital) 风速增大或变小： +，- ("direct": "+") 

 

4.29  智能坐便器 

设备 ID(service)：toiletLid_smartHome 

功能描述：智能坐便器的模式设置 

 

 操作码（operation）： 

取值 说明 

SET 设置模式 

 

 语义（semantic）表示：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须 说明 

slots 

deviceInstance Object(deviceInst

ance) 

否 具体设备（预留字段，用于结合个性化数

据返回所控制物理设备的相关参数） 

location Object(location) 否 地点语义 

datetime Object(datetime) 否 时间语义 

duration String 否 持续时间（定时分钟数） 

repeat String 否 时间周期性语义 

modifier String 否 设备修饰语义，有多个修饰语义时用‘|’

分割取值：松下 

attr String 是 属性名称，表示坐便器的开关、模式，参

考 attr 表格介绍 

attrValu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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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rTyp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类型 

 

attr 属性名称、取值和类型表示： 

属性点名称（attr） 属性点取值类型

（attrType） 

属性点取值（attrValue） 

开关、喷头自洁、喷嘴除菌、脉冲清

洗、温水清洗、移动清洗、按摩清洗、

座圈加热、自动除臭、前后位置调节、

柔光照明 

String 开、关 

 

4.30  晾衣架 

设备 ID(service)：racks_smartHome 

功能描述：晾衣架的升降、模式设置等控制服务 

 

 操作码（operation）： 

取值 说明 

SET 设置升降、模式等 

 

 语义（semantic）表示：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须 说明 

slots 

deviceInstance Object(deviceInst

ance) 

否 具体设备（预留字段，用于结合个性化数

据返回所控制物理设备的相关参数） 

location Object(location) 否 地点语义 

datetime Object(datetime) 否 时间语义 

duration String 否 持续时间（定时分钟数） 

repeat String 否 时间周期性语义 

modifier String 否 设备修饰语义，有多个修饰语义时用‘|’

分割 

attr String 是 属性名称，表示晾衣架升降状态、模式，

具体取值参考 attr 表格介绍 

attrValu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 

attrTyp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类型 

 

attr 属性名称、取值和类型表示： 

属性点名称（attr） 属性点取值类型

（attrType） 

属性点取值（attr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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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String 升、降、暂停 

照明、消毒、风干、烘干 String 开、关 

 

4.31  监控相关 

设备 ID(service)：homeMonitor_smartHome 

功能描述：监控服务 

 

 操作码（operation） 

取值 说明 

SET 设置监控参数 

 

 语义（semantic）表示：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须 说明 

slots 

deviceInstance Object(deviceInst

ance) 

否 具体设备（预留字段，用于结合个性化数

据返回所控制物理设备的相关参数） 

location Object(location) 否 地点语义 

datetime Object(datetime) 否 时间语义 

duration String 否 持续时间（定时分钟数） 

repeat String 否 时间周期性语义 

modifier String 否 设备修饰语义，有多个修饰语义时用‘|’

分割取值：大华、海康 

attr String 是 属性名称，表示监控的开关、功能、监控

类别和告警类别，具体取值参考 attr 表

格介绍 

attrValu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 

attrTyp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类型 

 

attr 属性名称、取值和类型表示： 

属性点名称（attr） 属性点取值类型

（attrType） 

属性点取值（attrValue） 

开关 String 开、关、暂停 

告警、摄像头、煤气、温度、湿度、

烟雾、红外、短信告警、电话告警、

警铃告警 

String 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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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烤箱 

设备 ID(service)：oven_smartHome 

功能描述：烤箱的开关、模式等控制服务 

 

 操作码（operation） 

取值 说明 

SET 设置烤箱模式等参数 

 

 语义（semantic）表示：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须 说明 

slots 

deviceInstance Object(deviceInst

ance) 

否 具体设备（预留字段，用于结合个性化数

据返回所控制物理设备的相关参数） 

location Object(location) 否 地点语义 

datetime Object(datetime) 否 时间语义 

duration String 否 持续时间（定时分钟数） 

repeat String 否 时间周期性语义 

modifier String 否 设备修饰语义，有多个修饰语义时用‘|’

分割取值：长帝，忠臣，东菱 

attr String 是 属性名称，表示烤箱的开关、加热模式及

其他功能，具体取值参考 attr 表格介绍 

attrValu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 

attrTyp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类型 

 

attr 属性名称、取值和类型表示： 

属性点名称（attr） 属性点取值类型

（attrType） 

属性点取值（attrValue） 

开关、提示音、热风、上管加热（上

烤/转叉）、下管加热（下烤）、上下管

加热（上下烤）、旋转加热（旋转烧

烤）、发酵、曲奇、戚风蛋糕、海绵蛋

糕、芝士蛋糕、蛋糕、披萨、鸡翅、

香肠、蛋挞、面包、牛排、烤鱼、红

薯、松饼、月饼、布丁、烤肉、解冻、

饼干、云食谱、预热 

String 开、关 

温度 Integer 温度设定（0~300 度） 

String 温度设置为最大最小：MAX、MIN 

Object(digital) 温度增加减小扩展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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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热温度 String 预热温度最大最小： MAX、MIN 

Integer 预热温度（0~300 度） 

Object(digital) 预热温度增大或变小： +，- ("direct": "+") 

预热时间 Integer 预热时间单位 min 

Object(digital) 预热时间增加或减小 

查询 String 取 值 ： temperature （ 当 前 温 度 ）、

timeRemaining（剩余时间）、faultCode（故

障代码）、curStep（当前步骤）、preheatTemp

（预热温度）、curStatus（制作状态） 

 

4.33  足浴盆 

设备 ID(service)：footBath_smartHome 

功能描述：足浴盆的模式等服务控制 

 

 操作码（operation） 

取值 说明 

SET 设置参数 

 

 语义（semantic）表示：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须 说明 

slots 

deviceInstance Object(deviceInst

ance) 

否 具体设备（预留字段，用于结合个性化数

据返回所控制物理设备的相关参数） 

location Object(location) 否 地点语义 

datetime Object(datetime) 否 时间语义 

duration String 否 持续时间（定时分钟数） 

repeat String 否 时间周期性语义 

modifier String 否 设备修饰语义，有多个修饰语义时用‘|’

分割 

attr String 是 属性名称，表示足浴盆的开关、模式、档

位及其他功能，具体取值参考 attr 表格 

attrValu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 

attrTyp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类型 

 

attr 属性名称、取值和类型表示： 

属性点名称（attr） 属性点取值类型

（attrType） 

属性点取值（attr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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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红光、冲浪模式、加热、滚轮

按摩、气波、臭氧消毒、复合模式、

揉捏模式、抖动模式、简单模式、 

String 开、关 

档位 Integer 按摩档位：1、2、3、4（档） 

String 按摩档位最大最小：高档、中档、低档，

标准、MAX、MIN 

Object(digital) 档位增大减小扩展说法 

预热温度 String 预热温度最大和最小 MAX、MIN 

Integer 预热温度（20 度~50 度） 

Object(digital) 预热温度增大或变小： +，- ("direct": "+") 

查询 String 取值：onOff（查询开关状态）、temperature

（当前水温） 

 

4.34  洗碗机 

设备 ID(service)：dishWasher_smartHome 

功能描述：洗碗机的启动等控制服务 

 

 操作码（operation） 

取值 说明 

SET 设置参数 

 

 语义（semantic）表示：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须 说明 

slots 

deviceInstance Object(deviceInst

ance) 

否 具体设备（预留字段，用于结合个性化数

据返回所控制物理设备的相关参数） 

location Object(location) 否 地点语义 

datetime Object(datetime) 否 时间语义 

duration String 否 持续时间（定时分钟数） 

repeat String 否 时间周期性语义 

modifier String 否 设备修饰语义，有多个修饰语义时用‘|’

分割 

attr String 是 属性名称，表示洗碗机的开关、模式，具

体取值参考 attr 表格介绍 

attrValu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 

attrTyp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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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r 属性名称、取值和类型表示： 

属性点名称（attr） 属性点取值类型

（attrType） 

属性点取值（attrValue） 

开关 String 开、关、暂停 

强快洗、节能洗、晶亮洗、标准洗、

经济洗、1 小时洗、2 小时洗 

String 开、关 

 

4.35  咖啡机 

设备 ID(service)：coffeeMaker_smartHome 

功能描述：咖啡机的模式、温度等控制服务 

 

 操作码（operation）： 

 

取值 说明 

SET 设置模式  

 

 语义（semantic）表示：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须 说明 

slots 

deviceInstance Object(deviceInst

ance) 

否 具体设备（预留字段，用于结合个性化数

据返回所控制物理设备的相关参数） 

location Object(location) 否 地点语义 

datetime Object(datetime) 否 时间语义 

duration String 否 持续时间（定时分钟数） 

repeat String 否 时间周期性语义 

modifier String 否 设备修饰语义，有多个修饰语义时用‘|’

分割  

attr String 是 属性名称，表示咖啡机的开关、口味、温

度及其他功能，具体取值参考 attr 表格

介绍 

attrValu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 

attrTyp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类型 

 

attr 属性名称、取值和类型表示： 

属性点名称（attr） 属性点取值类型

（attrType） 

属性点取值（attrValue） 

开关 String 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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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咖啡、卡布奇诺、蔷薇草莓、橙香

莓果、玫瑰茉莉 

String 设置 

温度 Integer 温度设定 0~100 度 

String 温度设置为最大最小：MAX、MIN 

Object(digital) 温度增加减小扩展说法 

出水量 Integer 出水量，单位是毫升 

查询 String 取值：temperature（当前水温） 

 

4.36  灶具 

设备 ID(service)：cookStove_smartHome 

功能描述：灶具的模式控制服务 

 

 操作码（operation）： 

取值 说明 

SET 设置模式  

 

 语义（semantic）表示：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须 说明 

slots 

deviceInstance Object(deviceInst

ance) 

否 具体设备（预留字段，用于结合个性化数

据返回所控制物理设备的相关参数） 

location Object(location) 否 地点语义 

datetime Object(datetime) 否 时间语义 

duration String 否 持续时间（定时分钟数） 

repeat String 否 时间周期性语义 

position String 否 左边灶具、右边灶具 

modifier String 否 设备修饰语义，有多个修饰语义时用‘|’

分割取值：方太、荣事达、康佳 

attr String 是 属性名称，表示灶具的开关，参考 attr 表

格介绍 

attrValu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 

attrTyp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类型 

 

attr 属性名称、取值和类型表示： 

属性点名称（attr） 属性点取值类型

（attrType） 

属性点取值（attrValue） 

开关 String 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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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  豆浆机 

设备 ID(service)：soymilk_smartHome 

功能描述：豆浆机的开关、模式等控制服务 

 

 操作码（operation）： 

取值 说明 

SET 设置模式  

 

 语义（semantic）表示：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须 说明 

slots 

deviceInstance Object(deviceInst

ance) 

否 具体设备（预留字段，用于结合个性化数

据返回所控制物理设备的相关参数） 

location Object(location) 否 地点语义 

datetime Object(datetime) 否 时间语义 

duration String 否 持续时间（定时分钟数） 

repeat String 否 时间周期性语义 

modifier String 否 设备修饰语义，有多个修饰语义时用‘|’

分割取值：乐创，小雅，欧科，九阳 

attr String 是 属性名称，表示豆浆机的开关、模式、查

询功能，具体取值参考 attr 表格介绍 

attrValu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 

attrTyp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类型 

 

attr 属性名称、取值和类型表示： 

属性点名称（attr） 属性点取值类型

（attrType） 

属性点取值（attrValue） 

开关、泡豆、温热、五谷豆浆、营养

米粥、果仁露、豆浆、芝麻糊、精力

汤、果汁、轻松洗、绿豆沙 

String 开、关 

查询 String 取值：onOff（开关状态）、timeRemaining

（剩余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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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  面包机 

设备 ID(service)：toaster_smartHome 

功能描述：面包机的开关、模式等控制服务 

 

 操作码（operation）： 

取值 说明 

SET 设置模式、烤色等 

 

 语义（semantic）表示：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须 说明 

slots 

deviceInstance Object(deviceInst

ance) 

否 具体设备（预留字段，用于结合个性化数

据返回所控制物理设备的相关参数） 

location Object(location) 否 地点语义 

datetime Object(datetime) 否 时间语义 

duration String 否 持续时间（定时分钟数） 

repeat String 否 时间周期性语义 

modifier String 否 设备修饰语义，有多个修饰语义时用‘|’

分割取值：东菱，小熊，柏翠，凯伍德，

摩飞 

attr String 是 属性名称，表示面包机的开关、模式，烤

色、查询功能，具体取值参考 attr 表格介

绍 

attrValu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 

attrTyp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类型 

 

attr 属性名称、取值和类型表示： 

属性点名称（attr） 属性点取值类型

（attrType） 

属性点取值（attrValue） 

开关、吐司、快速面包、软式面包、

法式面包、全麦面包、意大利面团、

乌冬面团、果酱、肉松、麻糬、巧克

力点心、米粉面包、披萨面团、面包

面团、米饭面包、饺子皮面团、英式

茶饼、丹麦面包、蛋糕、杂粮面包、

果蔬面包 、酸奶、发酵、米酒果酱、

小米面包、自定义和面、炒干货 

String 开、关 

浅色、标准、深色 String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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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 String 取值：onOff（开关状态）、timeRemaining

（剩余时间） 

 

4.39  消毒柜 

设备 ID(service)：sterilizer_smartHome 

功能描述：消毒柜的开关、模式等控制服务 

 

 操作码（operation）： 

取值 说明 

SET 设置模式  

 

 语义（semantic）表示：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须 说明 

slots 

deviceInstance Object(deviceInst

ance) 

否 具体设备（预留字段，用于结合个性化数

据返回所控制物理设备的相关参数） 

location Object(location) 否 地点语义 

datetime Object(datetime) 否 时间语义 

duration String 否 持续时间（定时分钟数） 

repeat String 否 时间周期性语义 

modifier String 否 设备修饰语义，有多个修饰语义时用‘|’

分割取值：方太，海尔，康宝 

attr String 是 属性名称，表示消毒柜的开关、模式、查

询功能，具体取值参考 attr 表格介绍 

attrValu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 

attrType String 是 属性取值类型 

 

attr 属性名称、取值和类型表示： 

属性点名称（attr） 属性点取值类型

（attrType） 

属性点取值（attrValue） 

开关、消毒、烘干、无模式、保洁、

待机、智能、电磁锁 

String 开、关 

查询 String 取值：onOff（开关状态）、timeRemaining

（剩余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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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系统级错误信息表 

错误码 错误信息 

1001 appid 缺失或无效 

1002 appid 已过期 

1003 appsig 缺失或无效 

1004 text 参数缺失或无效 

1005 text 超过最大长度限制 

1006 text 不满足最小长度限制 

1007 ver 参数缺失或无效 

1008 method 参数缺失或无效 

1009 time 参数无效 

2001 IP 被列入黑名单 

2002 appid 访问总数超过限制 

2003 appid 访问频率超过限制 

3001 服务内部异常 

 

A.1 业务通用语义错误信息表 

 

错误码 错误信息 

UNRESOLVABLE_CONDITION 缺少必要的查询条件 

INVALID_OPERATION 不支持的操作 

INVALID_DATETIME 无法解析的时间说法 

INVALID_LOCATION 无法解析的地点说法 

 

附录 B repeat 字段说明 

repeat 的语义有以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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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天”重复的语义 

 

B.2 “周”重复的语义 

 

 

{ 

    "rc": 0, 

    "text": "每天 xxxx, 

 …  

    "semantic": { 

        "slots": { 

    … 

    "repeat":"EVERYDAY", 

              … 

} 

    } 

} 

{ 

    "rc": 0, 

    "text": "每周三 xxxx”, 

 …  

    "semantic": { 

        "slots": { 

    … 

    "repeat":"W3",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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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c": 0, 

    "text": "每周六到周日 xxxx”, 

 …  

    "semantic": { 

        "slots": { 

    … 

    "repeat":"WEEKEND", 

              … 

} 

    } 

} 

{ 

    "rc": 0, 

    "text": "每周一到周五 xxxxx”, 

 …  

    "semantic": { 

        "slots": { 

    … 

    "repeat":"WORKDAY", 

              … 

} 

    } 

} 

{ 

    "rc": 0, 

    "text": "每周一到周三 xxxx”, 

 …  

    "semantic": { 

        "slots": { 

    … 

    "repeat":"W1-W3",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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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月”重复的语义 

 

  

{ 

    "rc": 0, 

    "text": "每月 13 号 xxxx”, 

 …  

    "semantic": { 

        "slots": { 

    … 

    "repeat":"M13",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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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示例 

从字面上看，对智能家居的操作分为以下几种，每种的说法相似，语义也相似，下面是

对每种情况的说法示例以及语义示例。 

C.1 打开、关闭、暂停 

 说法示例： 

"打开风扇" 

"每周六上午 8 点打开灯" 

 

 语义示例： 

 

 

{ 

    "rc":0, 

    "text":"每周六早上八点打开灯", 

    "service":"light_smartHome ", 

    "operation":"SET", 

    "semantic":{ 

        "slots":{ 

            "attr":"开关", 

            "attrValue":"开", 

            "attrType":"String", 

            "datetime":{ 

                "type":" DT_BASIC", 

                "date":"2015-08-22 ", 

                "dateOrig":"周六", 

                "time":"8:00:00 ", 

                "timeOrig":"上午 8 点" 

            }, 

            "repeat":"W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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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参数设置 

C.2.1 String 型参数设置 

 说法示例： 

"打开空调的制冷模式" 

"打开油烟机灯光" 

 

 语义示例： 

 

 

C.2.2 整数型参数设置 

 说法示例： 

"把空调的温度设置为 28" 

"把风扇的风速设置为三档" 

  

 语义示例： 

{ 

    "rc":0, 

    "text":"打开厨房空调的制冷模式", 

    "service":"rangeHood_smartHome", 

    "operation":"SET", 

    "semantic":{ 

        "slots":{ 

            "attr":"制冷", 

            "attrValue":"开", 

            "attrType":"String", 

            "location":{ 

                "room":"厨房"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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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3 object 型参数设置 

 说法示例： 

"空调温度加二度" 

"风扇风速大一点" 

 

 语义示例： 

{ 

    "rc":0, 

    "text":"把风扇的风速设置为三档", 

    "service":"fan_smartHome", 

    "operation":"SET", 

    "semantic":{ 

        "slots":{ 

            "attr":"风速", 

            "attrValue":"3", 

            "attrType":"Integer"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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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信息获取 

 说法示例： 

"查询空调当前开关机状态" 

"查询当前湿度值" 

 

 语义示例： 

{ 

    "rc":0, 

    "text":"空调温度加两度", 

    "service":"airControl_smartHome", 

    "operation":"SET", 

    "semantic":{ 

        "slots":{ 

            "attr":"温度", 

            "attrValue":{ 

                "type":"SPOT", 

                "offset":2, 

                "ref":"CUR", 

                "direct":"+" 

            }, 

            "attrType":" Object(digital)"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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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c":0, 

    "text":"查询空调当前开关机状态", 

    "service":"airControl_smartHome", 

    "operation":"SET", 

    "semantic":{ 

        "slots":{ 

            "attr":"查询", 

            "attrValue":" onOff ", 

            "attrType":"String"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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