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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声明
阿⾥云提醒您在阅读或使⽤本⽂档之前仔细阅读、充分理解本法律声明各条款的内容。如果您阅读
或使⽤本⽂档，您的阅读或使⽤⾏为将被视为对本声明全部内容的认可。
1. 您应当通过阿⾥云⽹站或阿⾥云提供的其他授权通道下载、获取本⽂档，且仅能⽤于⾃⾝的合法

合规的业务活动。本⽂档的内容视为阿⾥云的保密信息，您应当严格遵守保密义务；未经阿⾥云
事先书⾯同意，您不得向任何第三⽅披露本⼿册内容或提供给任何第三⽅使⽤。

2. 未经阿⾥云事先书⾯许可，任何单位、公司或个⼈不得擅⾃摘抄、翻译、复制本⽂档内容的部分
或全部，不得以任何⽅式或途径进⾏传播和宣传。

3. 由于产品版本升级、调整或其他原因，本⽂档内容有可能变更。阿⾥云保留在没有任何通知或者
提⽰下对本⽂档的内容进⾏修改的权利，并在阿⾥云授权通道中不时发布更新后的⽤⼾⽂档。您
应当实时关注⽤⼾⽂档的版本变更并通过阿⾥云授权渠道下载、获取最新版的⽤⼾⽂档。

4. 本⽂档仅作为⽤⼾使⽤阿⾥云产品及服务的参考性指引，阿⾥云以产品及服务的”现状“、“有
缺陷”和“当前功能”的状态提供本⽂档。阿⾥云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尽最⼤努⼒提供相应的介
绍及操作指引，但阿⾥云在此明确声明对本⽂档内容的准确性、完整性、适⽤性、可靠性等不作
任何明⽰或暗⽰的保证。任何单位、公司或个⼈因为下载、使⽤或信赖本⽂档而发⽣任何差错或
经济损失的，阿⾥云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在任何情况下，阿⾥云均不对任何间接性、后果性、
惩戒性、偶然性、特殊性或刑罚性的损害，包括⽤⼾使⽤或信赖本⽂档而遭受的利润损失，承担
责任（即使阿⾥云已被告知该等损失的可能性）。

5. 阿⾥云⽹站上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著作、产品、图⽚、档案、资讯、资料、⽹站架构、⽹
站画⾯的安排、⽹⻚设计，均由阿⾥云和/或其关联公司依法拥有其知识产权，包括但不限于商
标权、专利权、著作权、商业秘密等。⾮经阿⾥云和/或其关联公司书⾯同意，任何⼈不得擅⾃
使⽤、修改、复制、公开传播、改变、散布、发⾏或公开发表阿⾥云⽹站、产品程序或内容。
此外，未经阿⾥云事先书⾯同意，任何⼈不得为了任何营销、⼴告、促销或其他⽬的使⽤、公
布或复制阿⾥云的名称（包括但不限于单独为或以组合形式包含”阿⾥云”、Aliyun”、“万
⽹”等阿⾥云和/或其关联公司品牌，上述品牌的附属标志及图案或任何类似公司名称、商号、
商标、产品或服务名称、域名、图案标⽰、标志、标识或通过特定描述使第三⽅能够识别阿⾥云
和/或其关联公司）。

6. 如若发现本⽂档存在任何错误，请与阿⾥云取得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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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约定
格式 说明 样例

该类警⽰信息将导致系统重⼤变更甚⾄
故障，或者导致⼈⾝伤害等结果。 禁⽌:

重置操作将丢失⽤⼾配置数据。
该类警⽰信息可能导致系统重⼤变更甚
⾄故障，或者导致⼈⾝伤害等结果。 警告:

重启操作将导致业务中断，恢复业务所需
时间约10分钟。

⽤于补充说明、最佳实践、窍⻔等，不
是⽤⼾必须了解的内容。 说明:

您也可以通过按Ctrl + A选中全部⽂件。
> 多级菜单递进。 设置 > ⽹络 > 设置⽹络类型
粗体 表⽰按键、菜单、⻚⾯名称等UI元素。 单击 确定。
courier

字体
命令。 执⾏ cd /d C:/windows 命令，进

⼊Windows系统⽂件夹。
斜斜 表⽰参数、变量。 bae log list --instanceid

 Instance_ID
[]或者[a|b
]

表⽰可选项，⾄多选择⼀个。 ipconfig [-all|-t]

{}或者{a|b
}

表⽰必选项，⾄多选择⼀个。 swich {stand | sl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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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平台介绍
阿⾥云IoT提供的⼀款针对⽣活领域的物联⽹平台，平台针对家电智能化的设备连接、移动端控
制、设备管理、数据统计等问题，提供了⼀整套配置化⽅案，⼤幅减低“设备-云端-App”的开发
成本。

⽣活物联⽹平台
⽣活物联⽹平台是⼀款针对智能⽣活领域的物联⽹云平台。在阿⾥云的IaaS和PaaS层云产品的
基础上，搭建了⼀套完整的、更贴近智能家电领域的公有云平台。助⼒⽣活领域的开发者、⽅案
商，提供从功能设计、嵌⼊式开发调试、设备安全、云端开发、App开发、运营管理、数据统计
等，覆盖前期开发到后期运营，全⽣命周期的服务。

功能特性

与物联⽹平台的区别
⽣活物联⽹平台和物联⽹平台均为阿⾥云IoT提供的云服务平台，两个平台各⾃优势和使⽤场景如
下。
• 物联⽹平台，提供原⼦化的设备接⼊能⼒，适⽤于云开发能⼒较强的⽤⼾，可以在各个⾏业领域

使⽤。单击什么是物联⽹平台了解更多详情。
• ⽣活物联⽹平台，提供了设备接⼊能⼒、移动端的SDK以及免开发的公版App和界⾯，更适⽤

于消费级的智能设备开发者，开发⻔槛较低，可以快速实现消费级设备的智能化，如智能家电、
穿戴、家装领域等。

使⽤同⼀个阿⾥云账号登录的⽤⼾，在⽣活物联⽹平台创建的所有产品和设备，将⾃动同步到物联
⽹平台中。而在物联⽹平台中创建的产品，也可以通过⼿动切换收费模式，将产品转移到⽣活物联
⽹平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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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账号管理
使⽤⽣活物联⽹平台之前，您需要注册阿⾥云账号，并进⾏实名认证。

注册流程
1. 进⼊ 阿⾥云官⽹，单击⻚⾯右上⻆免费注册按钮。
2. 填写注册信息，阅读服务条款，单击同意条款并注册。

• 设置会员名：
- 5-25 个字符，不能包含标点等特殊字符。
- 尽量避免使⽤姓名、⼿机号、⾝份证、银⾏卡等隐私信息。
- 推荐使⽤中⽂。

说明:
注册成功后，会员名不能修改。

• 设置登录密码：
- 6-20 个字符。
- 只能包含字⺟、数字以及标点符号（除空格）。
- 字⺟、数字和标点符号三者中⾄少包含 2 种。

• 输⼊⼿机号：请使⽤中国⼤陆的⼿机号。
3. 输⼊您的⼿机收到的验证码，完成⼿机验证。
完成验证后，账号注册成功。
为了您更好地使⽤阿⾥云服务，请补充以下信息：
• 单击注册成功⻚⾯绑定邮箱， 绑定您的常⽤邮箱，以便及时收取阿⾥云产品和服务相关信

息，包括产品开通、到期、故障、安全、关停等重要通知。
• 选择您所在的⾏业，以便我们更好地为您提供服务。

实名认证
如果要购买阿⾥云产品、提现账号中的现⾦余额等，需您完成阿⾥云账号的实名认证。
实名认证⽅法，请参⻅：
• #unique_5
• #unique_6

2 ⽂档版本：2019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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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站点管理
阿⾥⽣活物联⽹平台⽀持全球化部署，在选择项⽬前，请先确认当前站点。默认为中国站。

中国站与国际站的区别
• 中国站：如果您的设备打算在国内售卖和使⽤，请选择在“中国站”创建项⽬、产品和App。
• 国际站：如果您的设备将售往海外，如美洲、澳洲、东南亚等地区，请选择在“国际站”创建项

⽬、产品和App。

说明:
由于欧盟GDPR和海外合规的要求，不能创建⼀个产品同时在中国站和国际站使⽤。如果您希望将
⼀个App同时发布到中国站和国际站，需要在平台上的国内站和国际站分别创建App。

站点切换
将⿏标移⾄当前站点位置，单击待选择的站点，即可进⾏站点切换。

⽂档版本：2019091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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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项⽬管理
4.1 创建项⽬

项⽬是⽤来对数据进⾏隔离，以确保客⼾的数据安全。建议以客⼾的名称来创建。
背景信息

每个项⽬具有唯⼀ID，可以独⽴授权给其他阿⾥云账号，可以⽤于项⽬的多⽅开发协作、和运营中
⼼的交付。
登录⽣活物联⽹平台后，可以创建新项⽬，或进⼊被授权的项⽬。

操作步骤
1. 登录⽣活物联⽹平台的控制台。
2. 选择对应的⼯作站点。默认为中国站。
3. 选择⾃建项⽬，单击创建项⽬或创建第⼀个项⽬。

说明:
创建第⼀个项⽬仅在还未创建项⽬的时候出现。当已存在项⽬时，只出现创建项⽬。

4 ⽂档版本：20190911

https://living.aliyun.com/


⽣活物联⽹平台 ⽤⼾指南 /  4 项⽬管理

4. 配置项⽬名称。

5. 单击确定完成。
预期结果

项⽬成功创建后，可在项⽬中创建产品，和创建⾃有品牌App，并可以实现App对设备的智能控制
和联动。

4.2 授权项⽬
当您的项⽬需要其他成员共同管理时，需要⽤到项⽬授权功能。

背景信息

⽂档版本：2019091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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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以下部分可以独⽴授权给其他⻆⾊的阿⾥云账号，具体介绍如下。
独⽴授权功能 适合授权情景 授权功能
开发中⼼ 适合多⽅协作开发，可以分享开发中

⼼给多个成员
开发中⼼主要包括了产品开发、App
开发、云端管理和量产管理。

运营中⼼ 适合直接交付给客⼾，如设备⼚
商，也可以更改运营中⼼的标题、
logo等定制化样式

运营中⼼提供了⼀个完整的SaaS服
务，包括设备运维、⽤⼾运营需要的
基本功能，如设备列表和⽇志、固件
升级、数据图表等。可以⽤来直接交
付给智能设备的运营⽅使⽤。

量产中⼼ 可单独分配激活码给管理者或产线⼈
员使⽤，以免误操作修改其他产品信
息

主要⽤于消耗激活码、⽣成激活码和
下载激活码等。

操作步骤
1. 在项⽬主⻚⾯，单击项⽬设置。

2. 在项⽬设置 > 成员管理中，单击添加成员。

6 ⽂档版本：2019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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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授权的阿⾥云账号，勾选授权范围，并单击确定完成。

预期结果
使⽤被授权的账号登录平台，在授权项⽬中可以看到该授权项⽬和权限范围。

⽂档版本：2019091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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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重命名项⽬
修改项⽬名称。

背景信息
仅⽀持对⾃⼰创建的项⽬进⾏重命名操作，且新的项⽬名称不可以与已有项⽬名称重复。

操作步骤
1. 在⽣活物联⽹平台主⻚⾯上，单击需要重命名项⽬对应的 。

2. 输⼊新的项⽬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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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确定完成。

4.4 删除项⽬
当创建的项⽬不需要时，可进⾏删除操作。

背景信息
如果项⽬中包含产品、App等信息，删除项⽬的时候，相关数据会⼀并被删除。
删除项⽬不可逆，请谨慎操作。

操作步骤
1. 在⽣活物联⽹平台主⻚⾯上，单击待删除项⽬对应的 。

2. 在弹出的提⽰框中，单击确定。

⽂档版本：2019091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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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进⾏⾝份验证。
可通过⼿机获取短信验证码⽅式进⾏验证，或通过⼿机阿⾥云App扫描⼆维码进⾏⼈脸识别验
证。

根据提⽰进⾏⾝份验证。验证通过后，即可删除该项⽬。

4.5 设置设备数据同步
当⽣活物联⽹平台与第三⽅企业服务器之间需要进⾏数据传输时（如⾝份认证、消息接收等），需
要通过HTTP/2 SDK实现数据同步。

背景信息
数据同步通过HTTP/2推送⽅式，原理图如下。

说明:
设备数据HTTP/2⽅式推送是尽量但不保证送达，不会进⾏重传，因此会出现⼀定概率的数据丢
失。

操作步骤

10 ⽂档版本：2019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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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活物联⽹平台，单击项⽬对应的 。

或者单击项⽬名称，进⼊项⽬主⻚⾯，单击项⽬设置。

2. 选择设备数据同步。
3. 单击开启，打开数据同步的开关。

4. 选择数据同步的产品名称。
开启数据同步后，所有的产品默认都打开数据同步。⽤⼾可根据需要，关闭⽆需数据同步的产
品。

后续步骤
更多操作，请参⻅#unique_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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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设置⽤⼾数据同步
当⽣活物联⽹平台调⽤第三⽅云提供的URL接口，实现实时上报设备相关数据时（如⽤⼾绑定、解
绑数据等），可以通过HTTP/HTTPS协议的POST⽅法实现⽤⼾数据同步。

操作步骤
1. 在⽣活物联⽹平台主⻚⾯，单击API对应的配置。

2. 选择⽤⼾数据。

3. 单击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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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数据中，单击新增地址。

5. 配置云端URL地址。
后续步骤

更多操作，请参⻅#unique_16。

4.7 查看API接⼝
可以通过⽣活物联⽹平台查看API接口，以及各接口对应的功能和服务开通状态等。

背景信息
查看API接口的控制台⼊口：
• 项⽬设置
• API服务

通过项⽬设置⻚⾯进⼊
1. 登录⽣活物联⽹平台，单击项⽬对应的 。

或者单击项⽬名称，进⼊项⽬主⻚⾯，单击项⽬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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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API接口。

通过API服务⻚⾯进⼊
1. 在⽣活物联⽹平台主⻚⾯，单击API对应的配置。

14 ⽂档版本：2019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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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设备数据与API。

3. 单击项⽬名称对应的API接口。

⽂档版本：2019091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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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产品管理
5.1 新建产品

每个项⽬中，可以新建多个产品，⼀个产品代表⼀种设备型号。
操作步骤

1. 在项⽬主⻚⾯单击创建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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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产品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解释
产品名称 填写产品名称，后期可修改。
所属分类 选择产品所属的⾏业和品类。可以单击功能定义，预览该品类

定义的标准功能。

⽂档版本：20190911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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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参数解释
节点类型 • 设备

• ⽹关
是否接⼊⽹关 是否需要通过⽹关⼊⽹。
连⽹⽅式 当是否接⼊⽹关配置为否时出现该参数，设备连⽹⽅式：

• WiFi
• 蜂窝（2G，3G，4G）
• 以太⽹
• 其他

接⼊⽹关协议 当是否接⼊⽹关配置为是时出现该参数，该产品下设备作为⼦
设备与⽹关的通讯协议类型：
• ⾃定义
• Modbus
• OPC UA
• ZigBee
• BLE

数据格式 设备上下⾏的数据格式，两种格式⼆选⼀，不能混合使⽤。
• ICA标准数据格式（Alink JSON）：是阿⾥云IoT为开发

者提供的设备与云端的标准数据交换协议，采⽤ JSON 格
式。

• 透传/⾃定义：使⽤⾃定义的串口数据格式，则需要编写⾃
定义格式数据转换为Alink JSON的脚本（参⻅透传/编辑脚
本），并在云端配置数据解析脚本。

产品描述 选填，可⽤于填写产品描述信息。
3. 单击完成。

5.2 关联产品
在⽣活物联⽹平台中，除了直接新建产品，还可以通过关联，将物联⽹平台的产品转换为⽣活物联
⽹平台的产品。

前提条件
已经在物联⽹平台中../../SP_67/DNLKIT1868664/ZH-
CN_TP_12827_V19.dita#task_lxd_pnl_vdb，例如：产品123。

背景信息
关联产品将切换收费模式，添加成功后原物联⽹平台将停⽌计费。操作不可恢复，需谨慎。

18 ⽂档版本：2019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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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物联⽹平台：按每台设备⼀个激活码收费 查看详情
• 物联⽹平台：按⽇活设备数量收费../../SP_67/DNLKIT1863380/ZH-

CN_TP_803573_V1.dita#concept_995208
操作步骤

1. 在项⽬主⻚⾯，单击关联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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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待关联的产品，例如：产品123。

说明:
只有物联⽹平台中产品品类为“智能⽣活”的产品才会出现在关联产品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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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继续，弹出待确认的对话框。

4. 单击确定完成。

5.3 复制产品
如果已有现成的产品，可以直接对其进⾏复制。

前提条件
⾃建项⽬中或被授权项⽬中已存在产品。例如：电⼯照明插座。

背景信息
相同站点下，可以对其他项⽬中的产品或被授权项⽬中的产品进⾏复制。
复制产品不可以跨站点进⾏操作。

操作步骤
1. 进⼊待复制产品所在的项⽬。
2. 选择待复制的产品，单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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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新产品所在的项⽬。
可选择现有项⽬或新建⼀个项⽬。

4. 单击确定完成。
预期结果

产品复制成功后，会出现在产品管理⻚⾯中，且产品的名称包含“-复制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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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修改产品
可以对已有产品的相关信息进⾏修改，包括产品名称、节点类型、通讯⽅式和数据格式。

操作步骤
1. 在项⽬主⻚⾯，单击待修改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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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产品信息中基本信息对应的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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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修改产品信息。
产品参数查看参数介绍。

4. 单击确定完成。

5.5 删除产品
当产品不再需要时，可进⾏删除操作。

背景信息
只可以对状态为开发中的产品进⾏删除。状态为已发布的产品不可删除。此时若要删除产品，需先
将产品状态撤回到开发中，再进⾏删除。
删除后，产品数据⽆法恢复，请谨慎操作。

操作步骤
1. 选择待删除产品所在的项⽬。
2. 选择待删除的产品，单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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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弹出的提⽰框中，单击确定。

4. 进⾏⾝份验证。
可选择通过⼿机获取短信验证码⽅式进⾏验证，或通过⼿机阿⾥云App扫描⼆维码进⾏⼈脸识别
验证。

验证通过后，即可删除该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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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开发中⼼
6.1 定义产品功能
6.1.1 功能概述

为产品定义功能，即定义⼀套物的模型。
在每个产品中，都需要定义⼀套物的模型，具体查看 物模型概述 。
每个产品有以下两类功能：
功能类型 描述
标准功能 根据ICA数据标准，平台为每个品类创建了默认的标准功能。
⾃定义功能 如果标准功能不符合您的设备特征，您也可以⾃定义功能。

功能的组成分为三要素：属性、事件、服务。
功能三要素 描述
属性 ⽤于描述设备运⾏时的状态，⽀持状态读取和设置，如开关、温

度、颜⾊等。
服务 ⽤于实现更复杂的业务逻辑，可包含输⼊参数和输出参数，可⽤

于让设备执⾏某项定特定的任务。如烤箱的烘焙功能中，需要设
定时间和温度等。

事件 ⽤于描述设备运⾏时的事件，如瞬时性的通知信息，也可包含多
个输出参数。如⼈体红外传感器识别到有⼈经过、空调上报了故
障等。

6.1.2 新增标准功能
当系统提供的默认标准功能没法满⾜使⽤时，可新增标准功能。新增后的标准功能为可选功能。

操作步骤
1. 在项⽬主⻚⾯产品管理中，选择产品，进⼊产品-功能定义⻚⾯。

⽂档版本：20190911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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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标准功能对应的添加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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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左侧选择功能区域中的功能类型。
系统会⾃动添加到右侧已选功能区域中。

除了可以选择本类型的功能，还可以通过搜索添加跨品类的功能。

4. 单击确定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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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修改标准功能
当标准功能中的设置不符合预期，可以对功能的内容进⾏修改。

背景信息
可选标准功能和必标准选功能都⽀持修改。

操作步骤
1. 进⼊产品-功能定义⻚⾯。
2. 单击标准功能中对应数据的编辑。

3. 修改参数，并单击确定完成。
功能类型中部分参数不⽀持修改（灰⾊显⽰部分），根据具体的功能类型来修改。单击此处查看
参数介绍。

6.1.4 删除标准功能
新增的标准功能不再需要的时候，可以删除标准功能。

背景信息
只有可选的标准功能⽀持修改。
产品状态如果是已发布，所有的标准功能都不⽀持删除。

操作步骤
1. 进⼊产品-功能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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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标准功能中对应数据的 删除。

3.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确定完成。
6.1.5 新增⾃定义功能

当标准功能没法满⾜需要的时候，可以根据⾃⾝业务⾃定义功能。
操作步骤

1. 进⼊产品-功能定义⻚⾯。
2. 单击⾃定义功能对应的添加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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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定义功能参数。
您可为产品⾃定义属性、服务和事件。
• ⾃定义属性。在添加⾃定义功能⻚⾯，选择功能类型为属性。设置参数完成后，单击确认。

属性参数设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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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功能名称 属性的名称，如⽤电量。同⼀产品下功能名称不能重复。

⽀持中⽂、⼤小写字⺟、数字、短划线和下划线，且必须以中⽂、英⽂
或数字开头，不超过30个字符。
如果您创建产品时选择了功能模板，输⼊功能名称时，将从标准功能库
中筛选匹配的标准属性，供您选择。

说明:
当接⼊⽹关协议为Modbus时，不⽀持标准属性，仅⽀持⾃定义属性。

标识符 属性唯⼀标识符，在产品中具有唯⼀性。即 Alink JSON 格式中的
identifier的值，作为设备上报该属性数据的 Key，云端根据该标识
符校验是否接收数据。可包含英⽂、数字、下划线，⻓度不超过50个字
符，如 PowerComsuption。

说明:
不能⽤以下系统保留参数作为标识符：
set、get、post、time、value。

数据类型 - int32：32位整型。需定义取值范围、步⻓和单位符号。
- float：单精度浮点型。需定义取值范围、步⻓和单位符号。
- double：双精度浮点型。需定义取值范围、步⻓和单位符号。
- enum：枚举型。定义枚举项的参数值和参数描述，如 1-加热模

式、2-制冷模式。
- bool：布尔型。采⽤ 0 或 1 来定义布尔值，如 0-关、1-开。
- text：字符串。需定义字符串的数据⻓度，最⻓⽀持 2048 字节。
- date：时间戳。格式为 string 类型的 UTC 时间戳，单位：毫秒。
- struct：JSON对象。定义⼀个 JSON 结构体，新增 JSON 参数

项，如定义灯的颜⾊是由 Red、Green、Blue 三个参数组成的结构
体。不⽀持结构体嵌套。

- array：数组。需声明数组内元素的数据类型，可选
择int32、float、double、text或struct。需确保同⼀个数组元素类
型相同。数组内可包含1-128 个元素。

说明:
当设备协议为Modbus时，⽆需设置该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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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步⻓ 属性值和事件以及服务中输⼊输出参数值变化的最小粒度。数据类型

为int32、float、double时，需要根据您的业务需要设置步⻓。
例如，为温度计产品定义温度属性时，将数据类型设置为int32，步⻓
为2，单位为℃，取值范围0~100。即温度每变化两度，设备上报温度
值，如0℃、2℃、4℃、6℃、8℃……。

单位 单位可选择为⽆或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读写类型 - 读写：请求读写的⽅法⽀持 GET（获取）和 SET（设置）。

- 只读：请求只读的⽅法仅⽀持 GET（获取）。
说明:

当接⼊⽹关协议为Modbus时，⽆需设置该参数。
描述 输⼊⽂字，对该功能进⾏说明或备注。⻓度限制为1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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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扩展描述 设备通信协议到标准物模型的映射关系。

产品接⼊⽹关协议为⾃定义、OPC UA或Modbus时，需填写该参数。
- 接⼊⽹关协议为⾃定义时，填写JSON格式的⾃定义配置信息，⻓度限

制为1024字符。
- 接⼊⽹关协议为OPC UA时，设置节点名称。节点名称需保证属性维

度下唯⼀。
- 接⼊⽹关协议为Modbus时，需设置以下参数：

■ 操作类型：
■ 线圈状态（只读，01）
■ 线圈状态（读写，读取使⽤01，写⼊使⽤05）
■ 线圈状态（读写，读取使⽤01，写⼊使⽤0F）
■ 离散量输⼊（只读，02）
■ 保持寄存器（只读，03）
■ 保持寄存器（读写，读取使⽤03，写⼊使⽤06）
■ 保持寄存器（读写，读取使⽤03，写⼊使⽤10）
■ 输⼊寄存器（只读，04）

■ 寄存器地址：⼗六进制，必须以0x开头，且限制范围是0x0~
0xFFFF。例如，0xFE。

■ 原始数据类型：⽀持int16、uint16、int32、uint32、int64
、uint64、float、double、string、bool、⾃定义（原始数
据）多种数据类型。

■ 取值范围：这是原始数据经过缩放因⼦处理之后的取值范围。不在
该取值范围内的数据会被丢弃。物联⽹平台已为各操作类型设置了
默认取值范围：
■ 线圈状态类型：0~1
■ 离散量输⼊类型：0~1
■ 保持寄存器类型：-2147483648 ~ 2147483647
■ 输⼊寄存器类型：-2147483648 ~ 2147483647

■ 交换寄存器内⾼低字节：是否把寄存器内16位数据的前
后8个bits互换。
■ true：互换。
■ false：不互换。

■ 交换寄存器顺序：是否把原始数据32位数据的bits互换。
■ true：互换。
■ false：不互换。

■ 缩放因⼦：不能为0，默认为1，可以为负数。
■ 采集间隔：数据采集间隔，单位ms，不能小于10。
■ 数据上报⽅式：可选按时上报和变更上报。⽂档版本：20190911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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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义服务。在添加⾃定义功能⻚⾯，选择功能类型为服务。设置参数完成后，单击确认。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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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关的协议选择为Modbus时，不⽀持定义服务。

服务参数设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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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功能名称 服务名称。

⽀持中⽂、⼤小写字⺟、数字、短划线和下划线，且必须以中⽂、英⽂
或数字开头，不超过30个字符。
如果您创建产品时选择了功能模板，输⼊功能名称时，将从标准功能库
中筛选匹配的标准服务，供您选择。

说明:
当接⼊⽹关协议为Modbus时，不⽀持⾃定义服务。

标识符 服务唯⼀标识符，在产品下具有唯⼀性。即 Alink JSON 格式中该服务
的identifier的值。可包含英⽂、数字、和下划线，⻓度不超过30个
字符。

说明:
不能⽤以下系统保留参数作为标识符：
set、get、post、time、value。

调⽤⽅式 - 异步：服务为异步调⽤时，云端执⾏调⽤后直接返回结果，不会等待
设备的回复消息。

- 同步：服务为同步调⽤时，云端会等待设备回复；若设备没有回
复，则调⽤超时。

输⼊参数 设置该服务的⼊参，可选。
单击新增参数，在弹窗对话框中添加服务⼊参。
当接⼊⽹关协议为OPC UA时，需设置参数索引，⽤于标记参数的顺序。

说明:
- 不能⽤以下系统保留参数作为输⼊参数的标识符：set、get、post

、time、value。
- 您可以使⽤某个属性作为⼊参，也可以⾃定义参数。如在定义⾃动

喷灌服务功能时，将已定义的属性喷灌时间和喷灌量作为⾃动喷灌
服务的⼊参，则调⽤该参数时传⼊这两个参数，喷灌设备将按照设
定的喷灌时间和喷灌量⾃动进⾏精准灌溉。

- ⼀个服务最多⽀持定义 20 个⼊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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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输出参数 设置该服务的出参，可选。

单击新增参数，在弹窗对话框中添加服务出参。
当接⼊⽹关协议为OPC UA时，需设置参数索引，⽤于标记参数的顺序。

说明:
- 不能⽤以下系统保留参数作为输出参数的标识符：set、get、post

、time、value。
- 您可以使⽤某个属性作为出参，也可以⾃定义参数，如将已定义的

属性⼟壤湿度作为出参，则云端调⽤⾃动喷灌服务时，将返回当前
⼟壤湿度的数据。

- ⼀个服务最多⽀持定义20个出参。
扩展描述 当接⼊⽹关协议为OPC UA时，设置节点名称。节点名称需保证服务维度

下唯⼀。
描述 输⼊⽂字，对该服务功能进⾏说明或备注。⻓度限制为100字。

• ⾃定义事件通知。在添加⾃定义功能⻚⾯，选择功能类型为事件。设置参数完成后，单击确
认。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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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关的协议选择为Modbus时，不⽀持定义事件。

事件参数设置如下：
参数 描述
功能名称 事件的名称。

⽀持中⽂、⼤小写字⺟、数字、短划线和下划线，且必须以中⽂、英⽂
或数字开头，不超过30个字符。

说明:
当接⼊⽹关协议为Modbus时，不⽀持⾃定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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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标识符 事件唯⼀标识符，在产品下具有唯⼀性。即 Alink JSON 格式中该

事件的identifier的值，作为设备上报该事件数据的 Key，如
ErrorCode。

说明:
不能⽤以下系统保留参数作为标识符：
set、get、post、time、value。

事件类型 - 信息：指设备上报的⼀般性通知，如完成某项任务等。
- 告警：设备运⾏过程中主动上报的突发或异常情况，告警类信息，优

先级⾼。您可以针对不同的事件类型进⾏业务逻辑处理和统计分析。
- 故障：设备运⾏过程中主动上报的突发或异常情况，故障类信息，优

先级⾼。您可以针对不同的事件类型进⾏业务逻辑处理和统计分析。
输出参数 该事件的出参。单击增加参数，在弹窗对话框中添加⼀个服务出参。

您可以使⽤某个属性作为出参，也可以⾃定义参数。如，将已定义的
属性电压作为出参，则设备上报该故障事件时，将携带当前设备的电压
值，⽤于进⼀步判断故障原因。
当接⼊⽹关协议为OPC UA时，需设置参数索引，⽤于标记参数的顺序。

说明:
- 不能⽤以下系统保留参数作为输出参数的标识符：set、get、post

、time、value。
- ⼀个事件最多⽀持定义50个出参。

扩展描述 当接⼊⽹关协议为OPC UA时，设置节点名称。节点名称需保证事件维度
下唯⼀。

描述 输⼊⽂字，对该事件功能进⾏说明或备注。⻓度限制为100字。
6.1.6 修改⾃定义功能

当⾃定义功能中的设置不符合预期，可以对功能的内容进⾏修改。
操作步骤

1. 进⼊产品-功能定义⻚⾯。
2. 单击⾃定义功能中对应数据的编辑。
3. 修改参数，并单击确定完成。

功能类型中部分参数不⽀持修改（灰⾊显⽰部分），根据具体的功能类型来修改。单击此处查看
参数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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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 删除⾃定义功能
新增的⾃定义功能不再需要时，可以删除该⾃定义功能。

背景信息
产品状态如果是已发布，所有的⾃定义功能都不⽀持删除。

操作步骤
1. 进⼊产品-功能定义⻚⾯。
2. 单击⾃定义功能中对应数据的 删除。
3.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确定完成。

6.1.8 查看并导出物模型
功能定义完成后，平台根据“标准功能” 和“⾃定义功能”，⾃动⽣成JSON格式的物模型。

前提条件
已完成标准功能和⾃定义功能的配置。

背景信息
物模型是对设备是什么，能做什么的描述，包括设备的属性（properties）、服务（services）、
事件（events）等。阿⾥IoT通过定义⼀种物的描述语⾔来描述物模型，称之为 TSL（即 Thing
Specification Language）。更多物模型介绍

操作步骤
1. 进⼊产品-功能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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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产品功能定义中，单击查看物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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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导出模型⽂件，可以将JSON⽂件保存到本地。
TSL字段描述说明
{
    "schema": "物的TSL描述schema",
    "link": "云端系统级uri,⽤来调⽤服务/订阅事件",
    "profile": {
        "productKey": "产品key",
        "deviceName": "设备名称"
    },
    "properties": [
        {
            "identifier": "属性唯⼀标识符(产品下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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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e": "属性名称",
            "accessMode": "属性读写类型，只读(r)，只写(w)，读写(rw
)",
            "required": "是否是必选属性",
            "dataType": {
                "type": "属性类型: int(原⽣)，float(原⽣)，double
(原⽣), text(原⽣)，date(String类型UTC毫秒)，bool(0或1的int类型)，
enum(int类型), struct(结构体类型，可包含前⾯6种类型)",
                "specs": {
                    "min": "属性最小值(int,float,double类型特有)",
                    "max": "属性最⼤值(int,float,double类型特有)",
                    "unit": "属性单位",
                    "unitName": "单位的名称"
                }
            }
        }
    ],
    "events": [
        {
            "name": "事件名称",
            "identifier": "事件唯⼀标识符",
            "desc": "事件描述",
            "type": "事件类型(info,alert,error)",
            "required": "是否是必选事件",
            "outputData": [
                {
                    "identifier": "参数唯⼀标识符",
                    "name": "参数名称",
                    "dataType": {
                        "type": "参数类型: int(原⽣)，float(原⽣)，double(原⽣), text(原⽣)，date(String类型UTC毫秒)，bool(0或1的
int类型)，enum(int类型), struct(结构体类型，可包含前⾯6种类型)",
                        "specs": {
                            "min": "参数最小值(int,float,double类型特有)",
                            "max": "参数最⼤值(int,float,double类型特有)",
                            "unit": "参数单位",
                            "unitName": "单位的名称"
                        }
                    }
                }
            ],
            "method": "事件对应的⽅法名称(根据identifier⽣成)"
        }
    ],
    "services": [
        {
            "name": "服务名称",
            "identifier": "服务唯⼀标识符",
            "desc": "服务描述",
            "required": "是否是必选服务",
            "inputData": [
                {
                    "identifier": "⼊参唯⼀标识符",
                    "name": "⼊参名称",
                    "dataType": {
                        "type": "⼊参类型: int(原⽣)，float(原⽣)，double(原⽣), text(原⽣)，date(String类型UTC毫秒)，bool(0或1的
int类型)，enum(int类型), struct(结构体类型，可包含前⾯6种类型)",
                        "spec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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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 "⼊参最小值(int,float,double类型特有)",
                            "max": "⼊参最⼤值(int,float,double类型特有)",
                            "unit": "⼊参单位",
                            "unitName": "单位的名称"
                        }
                    }
                }
            ],
            "outputData": [
                {
                    "identifier": "出参唯⼀标识符",
                    "name": "出参名称",
                    "dataType": {
                        "type": "出参类型: int(原⽣)，float(原⽣)，double(原⽣), text(原⽣)，date(String类型UTC毫秒)，bool(0或1的
int类型)，enum(int类型), struct(结构体类型，可包含前⾯6种类型)",
                        "specs": {
                            "min": "出参最小值(int,float,double类型特有)",
                            "max": "出参最⼤值(int,float,double类型特有)",
                            "unit": "出参单位",
                            "unitName": "单位的名称"
                        }
                    }
                }
            ],
            "method": "服务对应的⽅法名称(根据identifier⽣成)"
        }
    ]
}

TSL样例
{
    "schema": "http://aliyun/iot/thing/desc/schema",
    "link": "/sys/q408EXte2fy/airCondition/thing/",
    "profile": {
        "productKey": "q408EXte2fy",
        "deviceName": "airCondition"
    },
    "properties": [
        {
            "identifier": "fan_doule_property",
            "name": "⻛扇双精度型属性",
            "accessMode": "r",
            "required": true,
            "dataType": {
                "type": "double",
                "specs": {
                    "min": "0.0",
                    "max": "100.0",
                    "unit": "g/ml",
                    "unitName": "毫升"
                }
            }
        },
        {
            "identifier": "fan_int_property",
            "name": "⻛扇整数型属性",
            "accessMode": "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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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ired": true,
            "dataType": {
                "type": "int",
                "specs": {
                    "min": "0",
                    "max": "100",
                    "unit": "g/ml",
                    "unitName": "毫升"
                }
            }
        },
        {
            "identifier": "batch_enum_attr_id",
            "name": "⻛扇枚举型属性",
            "accessMode": "r",
            "required": true,
            "dataType": {
                "type": "enum",
                "specs": {
                    "0": "one",
                    "1": "two",
                    "2": "three"
                }
            }
        },
        {
            "identifier": "fan_float_property",
            "name": "⻛扇浮点型测试",
            "accessMode": "r",
            "required": true,
            "dataType": {
                "type": "float",
                "specs": {
                    "min": "0.0",
                    "max": "100.0",
                    "unit": "g/ml",
                    "unitName": "毫升"
                }
            }
        },
        {
            "identifier": "fan_text_property",
            "name": "⻛扇字符型属性",
            "accessMode": "r",
            "required": true,
            "dataType": {
                "type": "text",
                "specs": {
                    "length": "64",
                    "unit": "g/ml",
                    "unitName": "毫升"
                }
            }
        },
        {
            "identifier": "fan_date_property",
            "name": "⻛扇时间型属性",
            "accessMode": "r",
            "required": true,
            "dataType": {
                "type": "date",
                "specs":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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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dentifier": "batch_boolean_attr_id",
            "name": "⻛扇布尔型属性",
            "accessMode": "r",
            "required": true,
            "dataType": {
                "type": "bool",
                "specs": {
                    "0": "close",
                    "1": "open"
                }
            }
        },
        {
            "identifier": "fan_struct_property",
            "name": "⻛扇结构型属性",
            "accessMode": "r",
            "required": true,
            "dataType": {
                "type": "struct",
                "specs": [
                    {
                        "identifier": "fan_struct_property_
float_child",
                        "name": "⻛扇双精度型属性",
                        "dataType": {
                            "type": "double",
                            "specs": {
                                "min": "0.0",
                                "max": "100.0",
                                "unit": "g/ml",
                                "unitName": "毫升"
                            }
                        }
                    },
                    {
                        "identifier": "fan_struct_property_
float_child",
                        "name": "⻛扇结构型属性浮点⼦属性",
                        "dataType": {
                            "type": "float",
                            "specs": {
                                "min": "0.0",
                                "max": "255.0",
                                "unit": "°",
                                "unitName": "度"
                            }
                        }
                    },
                    {
                        "identifier": "fan_struct_property_
int_child",
                        "name": "⻛扇结构型属性整数⼦属性",
                        "dataType": {
                            "type": "int",
                            "specs": {
                                "min": "0",
                                "max": "255",
                                "unit": "°",
                                "unitName": "度"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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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entifier": "fan_struct_property_
text_child",
                        "name": "⻛扇结构型属性字符⼦属性",
                        "dataType": {
                            "type": "text",
                            "specs": {
                                "length": "200",
                                "unit": "unit",
                                "unitName": "单位"
                            }
                        }
                    },
                    {
                        "identifier": "fan_struct_property_
date_child",
                        "name": "⻛扇结构型属性时间⼦属性",
                        "dataType": {
                            "type": "date",
                            "specs": {}
                        }
                    },
                    {
                        "identifier": "fan_struct_property_
enum_child",
                        "name": "⻛扇结构型属性枚举⼦属性",
                        "dataType": {
                            "type": "enum",
                            "specs": {
                                "0": "one",
                                "1": "two",
                                "2": "three"
                            }
                        }
                    },
                    {
                        "identifier": "fan_struct_property_
boolean_child",
                        "name": "⻛扇结构型属性布尔⼦属性",
                        "dataType": {
                            "type": "bool",
                            "specs": {
                                "0": "close",
                                "1": "open"
                            }
                        }
                    }
                ]
            }
        }
    ],
    "events": [
        {
            "name": "alarm",
            "identifier": "alarm",
            "desc": "警报",
            "type": "info",
            "required": true,
            "outputData": [
                {
                    "identifier": "errorCode",
                    "name": "错误码",
                    "dataType": {
                        "type": "text",
                        "spec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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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ngth": "255",
                            "unit": ""
                        }
                    }
                }
            ],
            "method": "thing.event.alarm.post"
        },
        {
            "identifier": "post",
            "name": "post",
            "type": "info",
            "required": true,
            "desc": "属性上报",
            "method": "thing.event.property.post",
            "outputData": [
                {
                    "identifier": "fan_doule_property",
                    "name": "⻛扇双精度型属性",
                    "dataType": {
                        "type": "double",
                        "specs": {
                            "min": "0.0",
                            "max": "100.0",
                            "unit": "g/ml",
                            "unitName": "毫升"
                        }
                    }
                },
                {
                    "identifier": "fan_int_property",
                    "name": "⻛扇整数型属性",
                    "dataType": {
                        "type": "int",
                        "specs": {
                            "min": "0",
                            "max": "100",
                            "unit": "g/ml",
                            "unitName": "毫升"
                        }
                    }
                },
                {
                    "identifier": "batch_enum_attr_id",
                    "name": "⻛扇枚举型属性",
                    "dataType": {
                        "type": "enum",
                        "specs": {
                            "0": "one",
                            "1": "two",
                            "2": "three"
                        }
                    }
                },
                {
                    "identifier": "fan_float_property",
                    "name": "⻛扇浮点型测试",
                    "dataType": {
                        "type": "float",
                        "specs": {
                            "min": "0.0",
                            "max": "100.0",
                            "unit": "g/ml",
                            "unitName": "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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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identifier": "fan_text_property",
                    "name": "⻛扇字符型属性",
                    "dataType": {
                        "type": "text",
                        "specs": {
                            "length": "64",
                            "unit": "g/ml",
                            "unitName": "毫升"
                        }
                    }
                },
                {
                    "identifier": "fan_date_property",
                    "name": "⻛扇时间型属性",
                    "dataType": {
                        "type": "date",
                        "specs": {}
                    }
                },
                {
                    "identifier": "batch_boolean_attr_id",
                    "name": "⻛扇布尔型属性",
                    "dataType": {
                        "type": "bool",
                        "specs": {
                            "0": "close",
                            "1": "open"
                        }
                    }
                },
                {
                    "identifier": "fan_struct_property",
                    "name": "⻛扇结构型属性",
                    "dataType": {
                        "type": "struct",
                        "specs": [
                            {
                                "identifier": "fan_struct
_property_double_child",
                                "name": "⻛扇双精度型属性",
                                "dataType": {
                                    "type": "double",
                                    "specs": {
                                        "min": "0.0",
                                        "max": "100.0",
                                        "unit": "g/ml",
                                        "unitName": "毫升"
                                    }
                                }
                            },
                            {
                                "identifier": "fan_struct
_property_float_child",
                                "name": "⻛扇结构型属性浮点⼦属性",
                                "dataType": {
                                    "type": "float",
                                    "specs": {
                                        "min": "0.0",
                                        "max": "2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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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t": "°",
                                        "unitName": "度"
                                    }
                                }
                            },
                            {
                                "identifier": "fan_struct
_property_int_child",
                                "name": "⻛扇结构型属性整数⼦属性",
                                "dataType": {
                                    "type": "int",
                                    "specs": {
                                        "min": "0",
                                        "max": "255",
                                        "unit": "°",
                                        "unitName": "度"
                                    }
                                }
                            },
                            {
                                "identifier": "fan_struct
_property_text_child",
                                "name": "⻛扇结构型属性字符⼦属性",
                                "dataType": {
                                    "type": "text",
                                    "specs": {
                                        "length": "200",
                                        "unit": "unit",
                                        "unitName": "单位"
                                    }
                                }
                            },
                            {
                                "identifier": "fan_struct
_property_date_child",
                                "name": "⻛扇结构型属性时间⼦属性",
                                "dataType": {
                                    "type": "date",
                                    "specs": {}
                                }
                            },
                            {
                                "identifier": "fan_struct
_property_enum_child",
                                "name": "⻛扇结构型属性枚举⼦属性",
                                "dataType": {
                                    "type": "enum",
                                    "specs": {
                                        "0": "one",
                                        "1": "two",
                                        "2": "three"
                                    }
                                }
                            },
                            {
                                "identifier": "fan_struct
_property_boolean_child",
                                "name": "⻛扇结构型属性布尔⼦属性",
                                "dataTyp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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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pe": "bool",
                                    "specs": {
                                        "0": "0",
                                        "1": "1"
                                    }
                                }
                            }
                        ]
                    }
                }
            ]
        }
    ],
    "services": [
        {
            "name": "upgrade",
            "identifier": "upgrade",
            "desc": "升级服务",
            "inputData": [
                {
                    "identifier": "model",
                    "name": "模型",
                    "dataType": {
                        "type": "int",
                        "specs": {
                            "min": "1",
                            "max": "100",
                            "unit": "cm"
                        }
                    }
                },
                {
                    "identifier": "mac",
                    "name": "mac号",
                    "dataType": {
                        "type": "text",
                        "specs": {
                            "length": "255"
                        }
                    }
                }
            ],
            "outputData": [
                {
                    "identifier": "firmVersion",
                    "name": "固件版本号",
                    "dataType": {
                        "type": "int",
                        "specs": {
                            "min": "1",
                            "max": "100",
                            "unit": ""
                        }
                    }
                }
            ],
            "method": "thing.service.upgrade"
        },
        {
            "identifier": "set",
            "name": "set",
            "required": true,
            "desc": "属性设置",
            "method": "thing.service.property.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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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putData": [
                {
                    "identifier": "fan_int_property",
                    "name": "⻛扇整数型属性",
                    "accessMode": "rw",
                    "required": true,
                    "dataType": {
                        "type": "int",
                        "specs": {
                            "min": "0",
                            "max": "100",
                            "unit": "g/ml",
                            "unitName": "毫升"
                        }
                    }
                }
            ],
            "outputData": []
        },
        {
            "identifier": "get",
            "name": "get",
            "required": true,
            "desc": "属性获取",
            "method": "thing.service.property.get",
            "inputData": [
                "fan_doule_property",
                "fan_int_property",
                "batch_enum_attr_id",
                "fan_float_property",
                "fan_text_property",
                "fan_date_property",
                "batch_boolean_attr_id",
                "fan_struct_property"
            ],
            "outputData": [
                {
                    "identifier": "fan_doule_property",
                    "name": "⻛扇双精度型属性",
                    "dataType": {
                        "type": "double",
                        "specs": {
                            "min": "0.0",
                            "max": "100.0",
                            "unit": "g/ml",
                            "unitName": "毫升"
                        }
                    }
                },
                {
                    "identifier": "fan_int_property",
                    "name": "⻛扇整数型属性",
                    "dataType": {
                        "type": "int",
                        "specs": {
                            "min": "0",
                            "max": "100",
                            "unit": "g/ml",
                            "unitName": "毫升"
                        }
                    }
                },
                {
                    "identifier": "batch_enum_attr_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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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e": "⻛扇枚举型属性",
                    "dataType": {
                        "type": "enum",
                        "specs": {
                            "0": "one",
                            "1": "two",
                            "2": "three"
                        }
                    }
                },
                {
                    "identifier": "fan_float_property",
                    "name": "⻛扇浮点型测试",
                    "dataType": {
                        "type": "float",
                        "specs": {
                            "min": "0.0",
                            "max": "100.0",
                            "unit": "g/ml",
                            "unitName": "毫升"
                        }
                    }
                },
                {
                    "identifier": "fan_text_property",
                    "name": "⻛扇字符型属性",
                    "dataType": {
                        "type": "text",
                        "specs": {
                            "length": "64",
                            "unit": "g/ml",
                            "unitName": "毫升"
                        }
                    }
                },
                {
                    "identifier": "fan_date_property",
                    "name": "⻛扇时间型属性",
                    "dataType": {
                        "type": "date",
                        "specs": {}
                    }
                },
                {
                    "identifier": "batch_boolean_attr_id",
                    "name": "⻛扇布尔型属性",
                    "dataType": {
                        "type": "bool",
                        "specs": {
                            "0": "close",
                            "1": "open"
                        }
                    }
                },
                {
                    "identifier": "fan_struct_property",
                    "name": "⻛扇结构型属性",
                    "dataType": {
                        "type": "struct",
                        "specs": [
                            {
                                "identifier": "fan_struct
_property_double_child",
                                "name": "⻛扇双精度型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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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Type": {
                                    "type": "double",
                                    "specs": {
                                        "min": "0.0",
                                        "max": "100.0",
                                        "unit": "g/ml",
                                        "unitName": "毫升"
                                    }
                                }
                            },
                            {
                                "identifier": "fan_struct
_property_float_child",
                                "name": "⻛扇结构型属性浮点⼦属性",
                                "dataType": {
                                    "type": "float",
                                    "specs": {
                                        "min": "0.0",
                                        "max": "255.0",
                                        "unit": "°",
                                        "unitName": "度"
                                    }
                                }
                            },
                            {
                                "identifier": "fan_struct
_property_int_child",
                                "name": "⻛扇结构型属性整数⼦属性",
                                "dataType": {
                                    "type": "int",
                                    "specs": {
                                        "min": "0",
                                        "max": "255",
                                        "unit": "°",
                                        "unitName": "度"
                                    }
                                }
                            },
                            {
                                "identifier": "fan_struct
_property_text_child",
                                "name": "⻛扇结构型属性字符⼦属性",
                                "dataType": {
                                    "type": "text",
                                    "specs": {
                                        "length": "200",
                                        "unit": "unit",
                                        "unitName": "单位"
                                    }
                                }
                            },
                            {
                                "identifier": "fan_struct
_property_date_child",
                                "name": "⻛扇结构型属性时间⼦属性",
                                "dataType": {
                                    "type": "date",
                                    "specs":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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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dentifier": "fan_struct
_property_enum_child",
                                "name": "⻛扇结构型属性枚举⼦属性",
                                "dataType": {
                                    "type": "enum",
                                    "specs": {
                                        "0": "one",
                                        "1": "two",
                                        "2": "three"
                                    }
                                }
                            },
                            {
                                "identifier": "fan_struct
_property_boolean_child",
                                "name": "⻛扇结构型属性布尔⼦属性",
                                "dataType": {
                                    "type": "bool",
                                    "specs": {
                                        "0": "close",
                                        "1": "open"
                                    }
                                }
                            }
                        ]
                    }
                }
            ]
        }
    ]
}
   

6.1.9 导⼊物模型
导⼊物模型可以是从现有产品直接进⾏拷⻉，也可以是上传本地JSON⽂件。

前提条件
本项⽬中存在其他已定义功能的产品，或本地存在⼀份JSON⽂件。

操作步骤
1. 进⼊产品-功能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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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产品义功能定中，单击导⼊物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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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导⼊⽅式，并进⾏配置。
• 选择待复制物模型的产品名称，并单击确定完成。

• 单击上传⽂件，选择本地JSON⽂件，并单击确定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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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调试设备
6.2.1 选择认证模组/芯⽚

为保障客⼾的设备联⽹质量和性能，我们会对模组、芯⽚合作伙伴的品质进⾏认证，以确保最终设
备⼚家的设备在联⽹过程中的⾼稳定、⾼性能。

背景信息
您的设备在接⼊平台前，我们推荐您采购阿⾥IoT认证通过的芯⽚或模组，请查看 阿⾥IoT认证通
过的芯⽚或模组列表。

操作步骤
1. 进⼊产品-设备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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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其中任⼀的模组/芯⽚。

如果没有您适合的模组/芯⽚，或者您希望⾃⾏集成Link Kit SDK实现和云端的连接，可以选择
最后的“未认证”。

3. （可选）单击重新选择，可以对模组/芯⽚进⾏重新选择。
4. （可选）单击采购，可直接购买该模组/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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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透传/编辑脚本
如果设备⽆法直接和云端传输JSON格式的数据，则需要设备通过⼆进制格式将数据透传到云
端，由云端运⾏解析脚本将透传的数据转换成标准ICA格式的JSON数据。

前提条件
已创建产品，且产品的数据格式设置为透传/⾃定义。否则在产品-设备调试⻚⾯不显⽰该内容。

透传解析脚本功能介绍
⽬前解析脚本通过JavaScript开发。设备和脚本的数据协议格式⽀持标准和⾃定义两种⽅式。
• 使⽤标准协议开发的设备可以直接使⽤云端⾃动⽣成的脚本。
• 如果协议⾃定义则需要开发者⾃⾏开发JS脚本。
脚本需要⽀持以下两个⽅法即可和云端进⾏通信。
• ICA协议数据转⼆进制数据（protocolToRawData）
• ⼆进制数据转ICA协议数据（rawDataToProtocol）

操作步骤
1. 进⼊产品-设备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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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数据解析中单击编辑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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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编辑脚本，并可以模拟数据调试。

脚本定义
⽬前脚本仅⽀持符合ECMAScript 5.1的JavaScript语法。
脚本上传数据的流程如下。

64 ⽂档版本：20190911



⽣活物联⽹平台 ⽤⼾指南 /  6 开发中⼼

1. 设备上报透传数据。
2. 云端先对设备上报的数据，通过脚本进⾏解析转换为IoT平台标准数据格式。
3. 使⽤转换后的数据进⾏业务处理。
4. 对于云端返回的结果，通过脚本进⾏解析。
5. 推送转换后的返回结果给设备。

脚本编写
• 产品定义

以某⼀个测试产品为例，假设产品有三个属性prop_float，prop_int16，prop_bool。
• 脚本⽰例

var COMMAND_REPORT = 0x00; //属性上报
var COMMAND_SET = 0x01; //属性设置
var COMMAND_REPORT_REPLY = 0x02; //上报数据返回结果
var COMMAND_SET_REPLY = 0x03; //属性设置设备返回结果
var COMMAD_UNKOWN = 0xff;    //未知的命令
var ALINK_PROP_REPORT_METHOD = 'thing.event.property.post'; //标准
ALink JSON格式topic， 设备上传属性数据到云端
var ALINK_PROP_SET_METHOD = 'thing.service.property.set'; //标准ALink 
JSON格式topic， 云端下发属性控制指令到设备端
var ALINK_PROP_SET_REPLY_METHOD = 'thing.service.property.set'; //标准
ALink JSON格式topic, 设备上报属性设置的结果到云端
/*⽰例数据：设备上报数据传⼊参数 ->
    0x000000000100320100000000输出结果 ->
    {"method":"thing.event.property.post","id":"1","params":{"
prop_float":0,"prop_int16":50,"prop_bool":1},"version":"1.0"}

属性设置的返回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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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参数 ->
    0x0300223344c8输出结果 ->
    {"code":"200","data":{},"id":"2241348","version":"1.0"}
*/
function rawDataToProtocol(bytes) {
    var uint8Array = new Uint8Array(bytes.length);
    for (var i = 0; i < bytes.length; i++) {
        uint8Array[i] = bytes[i] & 0xff;
    }
    var dataView = new DataView(uint8Array.buffer, 0);
    var jsonMap = new Object();
    var fHead = uint8Array[0]; // command
    if (fHead == COMMAND_REPORT) {
        jsonMap['method'] = ALINK_PROP_REPORT_METHOD; //ALink JSON格式
 - 属性上报topic
        jsonMap['version'] = '1.0'; //ALink JSON格式 - 协议版本号固定字段
        jsonMap['id'] = '' + dataView.getInt32(1); //ALink JSON格式
 - 标⽰该次请求id值
        var params = {};
        params['prop_int16'] = dataView.getInt16(5); //对应产品属性中 
prop_int16
        params['prop_bool'] = uint8Array[7]; //对应产品属性中 prop_bool
        params['prop_float'] = dataView.getFloat32(8); //对应产品属性中 
prop_float
        jsonMap['params'] = params; //ALink JSON格式 - params标准字段
    } else if(fHead == COMMAND_SET_REPLY) {
        jsonMap['version'] = '1.0'; //ALink JSON格式 - 协议版本号固定字段
        jsonMap['id'] = '' + dataView.getInt32(1); //ALink JSON格式
 - 标⽰该次请求id值
        jsonMap['code'] = ''+ dataView.getUint8(5);
        jsonMap['data'] = {};
    }

    return jsonMap;
}
/*⽰例数据：属性设置传⼊参数 ->
    {"method":"thing.service.property.set","id":"12345","version":"1.0
","params":{"prop_float":123.452, "prop_int16":333, "prop_bool":1}}输出结果 ->
    0x0100003039014d0142f6e76d

设备上报的返回结果传⼊数据 ->
    {"method":"thing.event.property.post","id":"12345","version":"1.0
","code":200,"data":{}}输出结果 ->
    0x0200003039c8
*/
function protocolToRawData(json) {
    var method = json['method'];
    var id = json['id'];
    var version = json['version'];
    var payloadArray = [];
    if (method == ALINK_PROP_SET_METHOD) // 属性设置
    {
        var params = json['params'];
        var prop_float = params['prop_float'];
        var prop_int16 = params['prop_int16'];
        var prop_bool = params['prop_bool'];
        //按照⾃定义协议格式拼接 raw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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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yloadArray = payloadArray.concat(buffer_uint8(COMMAND_SET
)); // command字段
        payloadArray = payloadArray.concat(buffer_int32(parseInt(id
))); // ALink JSON格式 'id'
        payloadArray = payloadArray.concat(buffer_int16(prop_int16
)); // 属性'prop_int16'的值
        payloadArray = payloadArray.concat(buffer_uint8(prop_bool
)); // 属性'prop_bool'的值
        payloadArray = payloadArray.concat(buffer_float32(prop_float
)); // 属性'prop_float'的值
    } else if (method ==  ALINK_PROP_REPORT_METHOD) { //设备上报数据返回结果
        var code = json['code'];
        payloadArray = payloadArray.concat(buffer_uint8(COMMAND_RE
PORT_REPLY)); //command字段
        payloadArray = payloadArray.concat(buffer_int32(parseInt(id
))); // ALink JSON格式 'id'
        payloadArray = payloadArray.concat(buffer_uint8(code));
    } else { //未知命令，对于有些命令不做处理
        var code = json['code'];
        payloadArray = payloadArray.concat(buffer_uint8(COMMAD_UNKOWN
)); //command字段
        payloadArray = payloadArray.concat(buffer_int32(parseInt(id
))); // ALink JSON格式 'id'
        payloadArray = payloadArray.concat(buffer_uint8(code));
    }
    return payloadArray;
}
//以下是部分辅助函数
function buffer_uint8(value) {
    var uint8Array = new Uint8Array(1);
    var dv = new DataView(uint8Array.buffer, 0);
    dv.setUint8(0, value);
    return [].slice.call(uint8Array);
}
function buffer_int16(value) {
    var uint8Array = new Uint8Array(2);
    var dv = new DataView(uint8Array.buffer, 0);
    dv.setInt16(0, value);
    return [].slice.call(uint8Array);
}
function buffer_int32(value) {
    var uint8Array = new Uint8Array(4);
    var dv = new DataView(uint8Array.buffer, 0);
    dv.setInt32(0, value);
    return [].slice.call(uint8Array);
}
function buffer_float32(value) {
    var uint8Array = new Uint8Array(4);
    var dv = new DataView(uint8Array.buffer, 0);
    dv.setFloat32(0, value);
    return [].slice.call(uint8Array);
}

控制台模拟数据调试

说明:
模拟时需要注意产品定义的属性的读写属性，否则将会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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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拟设备上报数据
模拟类型选择设备上报数据，填写测试数据。控制台中模拟输⼊的数据为设备上报数据的⼗六进
制格式数据。
0x00002233441232013fa00000

单击运⾏，查看上报数据输出结果。
{
    "method": "thing.event.property.post", 
    "id": "2241348", 
    "params": {
        "prop_float": 1.25, 
        "prop_int16": 4658, 
        "prop_bool": 1
    }, 
    "version": "1.0"
}

• 设备上报数据返回结果
模拟类型选择设备接收数据，填写测试数据。
{
  "id": "12345",
  "version": "1.0",
  "code": 200,
  "method": "thing.event.property.post",
  "data": {}
}

单击运⾏，查看接收数据输出结果，输出结果为脚本转换结果的⼗六进制格式数据。
0x0100003039014d0142f6e76d

• 模拟属性设置设备返回结果
模拟属性设置设备返回属性设置结果，填写测试数据。
0x0300223344c8

单击运⾏，查看设备上报的数据。
{
  "code": "200",
  "data": {},
  "id": "2241348",
  "versio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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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调试脚本
仅⽤于本地测试，控制台请使⽤控制台模拟数据调试，为了⽅便开发及调试脚本，可将脚本放在本
地环境中进⾏调⽤，参考如下。
// rawDataToProtocol和protocolToRawData的实现放在这⾥
// Test Demo
function Test()
{
    //0x001232013fa00000
    var rawdata_report_prop = new Buffer([
        0x00, //固定command头, 0代表是上报属性
        0x00, 0x22, 0x33, 0x44, //对应id字段， 标记请求的序号
        0x12, 0x32, //两字节 int16, 对应属性 prop_int16
        0x01, //⼀字节 bool, 对应属性 prop_bool
        0x3f, 0xa0, 0x00, 0x00 //四字节 float, 对应属性 prop_float
    ]);

    rawDataToProtocol(rawdata_report_prop);

    var setString = new String('{"method":"thing.service.property.
set","id":"12345","version":"1.0","params":{"prop_float":123.452, "
prop_int16":333, "prop_bool":1}}');
    protocolToRawData(JSON.parse(setString));
}

Test();

简易数据透传协议
为了让开发者免去脚本的开发，以及考虑减轻MCU的运算，我们制定了⼀套简易的数据协议，核⼼
数据传输采⽤TLV格式。

• 数据传输统⼀使⽤⼤端（即⾼字节在前，低字节在后）字节序
• 为保证传输可靠性，通信需要实现应答、超时及重传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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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本⽂档对通信⽅式和物理参数不做要求，例如UART通信，需要指定如下参数：波特率：
115200，数据位：8，奇偶校验：⽆，停⽌位：1。

• 协议帧类型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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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yload格式定义

- method：操作的⽅法，定义如下。

- id：帧标识符，⽤于区分不同的请求。回复帧与请求帧的id必须相同，表⽰对该帧的回复。
- data：数据域，具体格式根据method来确定。

■ Get⽅法的data域格式

attrid即云端需要读取属性的ID，通过编号表⽰。
■ Set∕Report⽅法的data域格式

协议中将类型、属性进⾏编号表⽰。len⾮必须，仅在类型为数组和⽂本（text）的情况
下需要，表⽰⻓度。

■ Service∕Event⽅法的data域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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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服务和事件进⾏编号传输，ID表⽰服务或者事件的编号，parameters表⽰服务或者事
件携带的参数。

■ Ack⽅法的data域格式

errcode表⽰错误码。
MCU SDK

针对上述提到的⼆进制的标准协议，我们提供了MCUSDK实现了协议的封装。此外，我们还会根
据开发者的产品功能定义在MCU SDK中⽣成与之对应的代码和上报、接收处理逻辑。开发者使⽤
MCUSDK开发就不⽤实现通讯协议和产品功能的定义，直接按照提供的API接口调⽤以及添加⾃⼰
的业务逻辑即可。
例如，从云端下发⼀个关灯（对应属性标识Switch）的请求，需要在开发者在特定的API内部实
现Switch的处理，MCU SDK默认实现了对云端的回复。设备本地灯的开关状态变化，开发者的程
序识别到后，调⽤修改Switch属性的API后，MCU SDK会将变化上报到云端。开发者就只需要关
注设备业务功能的开发即可。
⽬前MCU SDK⽀持如下⼏种芯⽚型号⽣成对应开发⼯程，开发者可以直接基于此⼯程直接开发⾃
⼰的应⽤。如果选择其他平台，我们会提供SDK和简单的⽰例demo，开发者可以在Linux进⾏编
译运⾏。
• STM8S207

开发IDE使⽤IAR for STM8（EWSTM8）。
• STM32L053R8

开发IDE使⽤Keil MDK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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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平台
仅提供简单的⽰例。可以在Linux中编译运⾏。

MCU SDK的核⼼代码位于sdk-core⽬录，⽬录结构如下所⽰，包括了头⽂件⽬录inc和源代码⽬
录src。

头⽂件说明如下。
• common.h

SDK共⽤的头⽂件，包括了类型定义、SDK全局对象定义以及公共的API。需要开发者关注。
• platform.h

定义了需要开发者实现或者处理的函数。需要开发者关注。
• protocol.h

定义了和云端通讯协议的使⽤的接口。开发者可以不⽤关注。
• thing.h

包含了产品功能（属性、服务、事件）相关定义。需要开发者关注。
源⽂件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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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on.c
SDK公共代码的实现。

• protocol.c
和云端通信协议的定义及接口实现。

• thing.c
产品功能相关的接口实现。

thing.h和thing.c部分代码会根据产品的TSL⾃动⽣成。
API说明

需要⽤⼾调⽤的接口如下。
• 公共接口

- SDK初始化函数：void boneSdkInit(void)

- SDK运⾏函数，在while中调⽤：void boneSdkRun(void)

- 接收串口的字节数据，在串口中断服务程序中调⽤：Int32_t boneRcvFromUart(

Uint8_t *data, Uint16_t length);

- 系统运⾏时间计算（定时1ms调⽤，暂时可以不⽤实现）：void boneSystimeInc(void

);

• 产品功能相关接口
/ 属性值范围定义 /
#define  ATTR_XXX

/ 属性值的设置和获取，AttrName表⽰的是属性名称，实际的接口名称和属性标识对应，
AttrVal表⽰的是属性的值， ValueType表⽰的是属性的类型 /
void boneSet_AttrName(AttrVal);
ValueType boneGet_AttrName(void);

/ 事件上报，EventName表⽰的是事件名称，实际的接口名称和事件标识对应，Params表⽰事件的输出参数 /
void boneEvntPost_EventName(Params);

说明:
以上接口及参数定义的只是⼀个模版，具体的API要视⾃⼰定义的产品功能而定。以下是⽰例
产品⾃动⽣成的API。

- 属性值范围定义
#define RANG_PROPINT8_R_MIN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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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e RANG_PROPINT8_R_MAX   100

- 属性值的设置和获取
void boneSet_PropInt8_r(Int8_t data);
Int8_t boneGet_PropInt8_r(void);

void boneSet_PropUint8_r(Uint8_t data);
Uint8_t boneGet_PropUint8_r(void);

- 事件上报
void boneEvntPost_EventInfo(eo_EventInfo_t *arg);

void boneEvntPost_EventAlarm(void);

• 需要⽤⼾实现的接口
/ 串口发送协议数据 /
Int32_t boneUartSend(Uint8_t *buffer, Uint16_t length);

/* 锁相关接口，⽆os可空实现 */
void *boneMutexCreate(void);
void boneMutexDestroy(void *mutex);
void boneMutexLock(void *mutex);
void boneMutexUnlock(void *mutex);

• 需要⽤⼾添加处理⽅法的接口
/* 属性变化处理函数 */
void bonePropChangeHandler(Int32_t index)；
/* 服务处理函数，如果没有服务可忽略。接口名称中的ServiceName表⽰的是服务名称，实际的接口名称和服务标识对应 */
static Int32_t boneServCall_ServiceName(Uint32_t id, Uint8_t *data, 
Uint16_t length)

⽰例如下。
static Int32_t boneServCall_SrvAsync1(Uint32_t id, Uint8_t *data, 
Uint16_t length);

static Int32_t boneServCall_SrvAsync2(Uint32_t id)

6.2.3 新增测试设备
可以在平台上直接添加测试设备，可以是实物设备，也可以是虚拟设备。

操作步骤
1. 进⼊产品-设备调试⻚⾯。
2. 单击新增测试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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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参数。
DeviceName可配置⾃定义字符串、MAC地址、IMEI号或⾃定义SN等。如果为空，则由系统
⾃动⽣成。

4. 单击确定，⻚⾯提⽰“添加成功”，并显⽰该设备的激活凭
证（ProductKey、DeviceName、DeviceSecret）。

说明:
针对每⼀款产品，平台提供50个免费的激活
码（ProductKey，DeviceName和DeviceSecret），⽤于设备的开发调试。

5. 单击确定，此时设备信息展⽰在测试设备的列表中。

6.2.4 添加设备标签
可以为设备添加标签，如地理位置标签等，也可以⾃定义标签名称。

前提条件
已成功添加了某测试设备。

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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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进⼊产品-设备调试⻚⾯。
2. 单击设备对应的查看。

3. 在设备信息⻚签中，单击标签信息中的 ⽴即添加。

此⻚⾯包含设备的详细信息，包括设备信息、Topic列表、运⾏状态、事件管理、服务调⽤、设
备影⼦、⽂件管理、⽇志管理、在线调试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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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置地理位置标签，或单击新增标签进⾏⾃定义。

5. 单击确认完成。
添加成功后，标签信息处的⽴即添加就变会成编辑。可以单击编辑对标签进⾏修改和继续添加。

6.2.5 在线调试设备
在线调试⽤来调试设备端与云端的连接，实现在云端可以查看设备运⾏⽇志。平台⽀持连接线下真
实设备进⾏调试和模拟真实设备调试。

前提条件
已成功添加了某测试设备，参⻅新增测试设备。
如果调试真实设备，还需该设备已配置与平台的连接，参⻅#unique_44。

背景信息
在线调试当前仅⽀持对单个功能进⾏调试，您可以在下⽅选择⼀个功能进⾏在线实时调试，⽀持分
别对设备的属性和事件进⾏调试。
调试设备的信息推送⽅式有以下⼏种：
• 普通推送
• 策略推送

- 定时推送
在指定的某个将来的时间点，进⾏⾃动推送。

- 连续推送
在某个将来的时间范围内，按⼀定的时间间隔，连续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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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上线后，默认实时刷新设备的上下⾏数据，包括设备上线、激活、数据上报、云端下发等⽇
志。

操作步骤
1. 进⼊产品-设备调试⻚⾯。
2. 选择其中任⼀⽅式进⼊调试⻚⾯。

• 单击设备对应的调试。

• 单击在线调试，并下拉选择设备的Device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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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调测真实设备。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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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真实设备需要先建⽴设备与平台的连接，且设备已完成配⽹等操作。
a) 在调试真实设备中，选择设备的功能和⽅法。

b) 单击发送指令。
提⽰“指令发送成功”后，右侧会显⽰相应的实时⽇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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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调测虚拟设备。
a) 选择虚拟真实设备，并单击启动虚拟设备。

设备上线后，右侧会显⽰相应的实时⽇志。
b) 调试设备的某个属性或事件。

• 配置相应的参数，单击推送。右侧会显⽰相应的实时⽇志。

• 配置相应的参数，单击策略推送，并配置详细的推送⽅式。
⽂档版本：20190911 83



⽣活物联⽹平台 ⽤⼾指南 /  6 开发中⼼

当到达设定的时间，会⾃动进⾏相应的推送。

6.3 ⼈机交互
6.3.1 功能概述

由于⽣活领域的智能设备在使⽤过程中，会和消费者产⽣⼈机互动，⽤⼾希望能够通过App控制、
语⾳控制或设备互相联动，来全⽅位体验智能⽣活。为了让开发者可以更容易地实现，只需要进⾏
⼈机交互端的设置，如App、语⾳中和产品相关的配置。
当前⽣活物联⽹领域，依赖⽤⼾使⽤App进⾏登录和绑定。为了满⾜不同客⼾的需求，平台当前提
供两种App的交互终端，都可以让最终⽤⼾从应⽤市场下载使⽤。
• ⾃有App：开发者可以开发⾃⼰的品牌App，对该产品进⾏配⽹和控制。

适合希望定制⾃⼰的品牌App，⾃⼰去开发各种个性化功能和业务逻辑的客⼾。其中物联的部
分，可以基于平台提供的SDK、API和插件等，具体开发参考开发指南中相关⽂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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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版App（免开发）：平台提供⼀个公版App，⽆需额外开发，即可直接对设备进⾏配⽹和控
制（⽬前公版App已⽀持WiFi、以太⽹、蜂窝⽹、蓝⽛、zigbee设备）。
公版App的名称为云智能，不带特殊品牌，App的Logo如下。

配置规则
平台提供以下⼈机交互的配置项，针对不同站点，具体的配置项也会不同，请注意区分。

⾃有品牌App 公版App配置项
中国站 国际站 中国站 国际站

产品发布后

多语⾔管理 ⽀持 ⽀持 ⽀持 ⽀持 不可修改
分享⽅式 ⽀持 ⽀持 默认“授权

式”
默认“授权
式”

可修改

设备告警 ⽀持 ⽀持 ⽀持 ⽀持 可修改
配⽹引导 ⽀持 ⽀持 ⽀持 ⽀持 可修改
APP界⾯ ⽀持 ⽀持 ⽀持 ⽀持 可修改
产品联动 ⽀持 ⽀持 ⽀持 ⽀持 不可修改
天猫精灵 ⽀持 不适⽤ ⽀持 不适⽤ 可修改
Amazon 
Echo

不适⽤ ⽀持 不适⽤ ⽀持 可修改

Google 
Home

不适⽤ ⽀持 不适⽤ ⽀持 可修改

IFTTT 不适⽤ ⽀持 不适⽤ ⽀持 可修改

说明:
产品发布后，如需修改配置项，需将产品撤回发布后才能修改。撤回发布期间，会暂停量产⽣成设
备证书，已经量产的设备不影响正常激活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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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配置App交付终端
平台提供两种App交付终端，⽤⼾可以根据⾃⾝需求以及技术能⼒进⾏选择。

背景信息
平台提供以下两种App的交互终端。
• ⾃有App：开发者可以开发⾃⼰的品牌App，对该产品进⾏配⽹和控制。

适合希望定制⾃⼰的品牌App，⾃⼰去开发各种个性化功能和业务逻辑的客⼾。其中物联的部
分，可以基于平台提供的SDK、API和插件等，具体开发参考开发指南中相关⽂档。

• 公版App（免开发）：平台提供⼀个公版App，⽆需额外开发，即可直接对设备进⾏配⽹和控
制（⽬前公版App已⽀持WiFi、以太⽹、蜂窝⽹、蓝⽛、zigbee设备）。
公版App的名称为云智能，不带特殊品牌，App的Logo如下。

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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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进⼊⼈机交互⻚⾯。
⻚⾯默认选⽤⾃有App，即未开启使⽤公版App控制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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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打开使⽤公版App控制产品的开关。
打开开关后，⻚⾯如下。

6.3.3 配置App分享⽅式
为设备选择⼀种分享⽅式，⽤⼾使⽤App绑定设备时，设备的归属关系受此处的分享⽅式约束。

背景信息
平台⽀持的分享⽅式有抢占式、授权式、共享式。
分享⽅式为必填项，默认值为授权式。产品发布后，分享⽅式⽀持修改。
公版App对设备分享安全的要求较⾼，分享⽅式仅⽀持“授权式”，不可更改。

操作步骤
1. 进⼊⼈机交互⻚⾯。
2. 单击分享⽅式对应的修改。

修改分享⽅式，仅针对⾃有品牌App进⾏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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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新的分享⽅式，并单击返回完成。

分享⽅式 场景描述 适⽤范围
抢占式 ⽤⼾A绑定设备后，A成为管

理员；⽤⼾B再来绑定时，绑
定成功，并成为管理员。⽤⼾
A⾃动和该设备解绑，⽆法继
续使⽤

适⽤于安全等级⼀般的设
备，或放在公共场合的公⽤设
备，如共享设备

授权式 ⽤⼾A绑定设备后，A成为管
理员；⽤⼾B再来绑定时，⽆
法绑定，APP提⽰：“该设
备已被18411123442⽤⼾
绑定，如果您也想绑定该设
备，需要A解除绑定，或将设
备分享给您”。

适⽤于安全等级⽐较⾼的设
备，或携带私⼈数据设备，如
⼿环

共享式 ⽤⼾A绑定设备后，A成为管
理员；⽤⼾B再来绑定时，绑
定成功，成为⼦成员，⽤⼾A
还是管理员。⼦成员数量⽆上
限。

适⽤于安全等级⽐较低的设
备，或家庭共享的设备，如体
重秤

6.3.4 配置App多语⾔管理
此项⽤于配置展⽰的产品名称和功能名称，以及产品销往国外的当地语⾔。

背景信息
产品名称和功能名称，会影响到公版App和官⽅插件中的展⽰名称，请按照您⾃⾝产品本⾝进⾏修
改中⽂和其他多语⾔的名称，影响⻚⾯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所⽰。
类型 展⽰⽂字 展⽰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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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品牌名称 + 产品名
称 + 产品型号（字段
拼接，尽量不要有重
复），⽀持多语⾔

公版App/插件中所有展⽰产品名称的地
⽅，如“待配⽹列表”、“⾸⻚”设备列
表、“设备界⾯”顶部等。切换语⾔时，这些位
置会展⽰相应的多语⾔名称。

功能名称 根据具体功能配置 公版App/插件中所有展⽰产品功能名称的地
⽅，如“设备界⾯”中的功能名称、“我的智
能”中选择设备功能、“云端定时”中选择设备
功能等。切换语⾔时，这些位置会展⽰相应的多
语⾔名称。

说明:
配置的产品名称需经过审核后才可以使⽤。如果审核不通过，需要重新修改后再提交审核，直⾄审
核通过。

公版App中，多语⾔为必填参数，⾃有App中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配置。
操作步骤

1. 进⼊⼈机交互⻚⾯。
2. 单击配置多语⾔对应的未设置。
3. 根据⻚⾯提⽰的配置规则，配置产品信息、产品简单功能、产品复杂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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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切换其他语⾔⻚签进⾏配置，例如“英语”。
配置⽅法与配置中⽂语⾔相同。

说明:
如果您的设备将销往国外，请务必配置英⽂和其他多语⾔，否则⽤⼾切换App多语⾔时可能出
现中⽂或不准确的英⽂。

5. 单击保存完成。
6.3.5 配置App配⽹⽅案和引导⽂案

根据⾃⾝产品情况，配合阿⾥云IoT提供的WiFi配⽹⽅案，并配置对应的引导⽂案。设置默认配⽹
⽅案及备选⽅案。

背景信息
针对有屏可输⼊设备，如⼿机、平板等，⽤⼾可以直接通过界⾯输⼊SSID和PASSWORD让设备连
上WiFi⽹络。对于⽆屏设备，如插座、灯泡等，⽤⼾⽆法通过输⼊上⽹信息让设备接⼊⽹络，此时
则需要对这些设备进⾏配⽹操作。
配⽹也就是将路由器的WiFi的SSID和PASSWORD通过某种⽅式传递到终端设备，让终端设备可以
接⼊WiFi⽹络的过程。
阿⾥提供的WiFi配⽹⽅案有：⼀键配⽹（⼜称smartConfig或⼴播配⽹）、⼿机热点配⽹、设备
热点配⽹、蓝⽛辅助配⽹、零配（需设备⽀持）、摄像头扫码配⽹（需设备⽀持）。

⼀键配⽹
⼀键配⽹是⼿机通过⼴播发送上⽹热点信息（路由器的SSID和PASSWORD），设备通过监听⽅式获
取信息，并连接上⽹热点的⽅式。该⽅案只需要⽤⼾输⼊WiFi的密码，单击开始配⽹即可完成配⽹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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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热点配⽹
⼿机启动⼀个预定义热点（例如：热点名为aha，密码为12345678），设备先连接到⼿机热点获
取路由器上⽹热点信息，再连接上⽹热点的⽅式。该⽅案需要WiFi切换相关的权限，如果没有授予
权限可能会导致配⽹失败，建议将该⽅案作为备选⽅案。

设备热点配⽹
⽅案简述：设备开启设备WiFi热点，⼿机搜索发现到热点后连接到该热点，⼿机将路由器上WiFi
热点的SSID/密码发送给WiFi设备，然后WiFi设备使⽤该SSID/密码连接WiFi热点。

零配
通过已连接上⽹热点的WiFi设备，将热点信息发送给待配⽹设备的⽅式。该⽅案不需要⽤⼾在⼿机
端输⼊WiFi热点的SSID/密码，因此称为零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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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像头扫码配⽹
针对拥有摄像头及⼆维码解码能⼒设备，可以通过App⽣成携带SSID、password等信息的⼆维
码，摄像头根据App的⼆维码画⾯解码出信息，连接路由器，即完成配⽹绑定流程。开发者将SSID
、password信息传⼊SDK后，SDK会将完整⼆维码信息回调并开启局域⽹监听，开发者需要展现
⼆维码并监听配⽹结果。
⼆维码中携带的信息如下。
Key 描述 是否必选
v version，版本号，区分为阿⾥的⼆维码规

则，当前为Ali_1。
必选

s ssid，家庭路由SSID 必选
p password，家庭路由密码 必选
b BSSID，家庭路由的BSSID信息，Hex String

，解决gbk编码等问题
必选

t token，绑定需要的Token信息，3 Bytes 
random string

可选

⼆维码按JSON规则拼接，⽰例如下。
{"v":"Ali_1","s":"Router","p":"12345678","b":"EC26CAB68CC","t":"93DA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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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配⽹⽅案和引导⽂案
公版App中，配⽹引导为必填参数，⾃有App中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配置。
1. 进⼊⼈机交互⻚⾯。
2. 单击配⽹引导对应的未设置。
3. 选择默认配⽹⽅案和备选配⽹⽅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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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默认配⽹⽅案对应的编辑引导⻚⾯。
配置引导图和相关提⽰⽂案。

5. 单击备选配⽹⽅案对应的编辑引导⻚⾯。
按照相同⽅法，配置备选⽅案的引导图和相关提⽰⽂案。

6.3.6 配置App设备告警
控制台提供了⼀套设备告警的可视化功能，您可以填写告警的名称、告警内容、告警触发规则、告
警等级和推送范围。当设备满⾜条件时，会触发该告警，并推送⾄App或管理后台。

背景信息
设备告警为可选配置项，可根据情况决定是否配置。

操作步骤
1. 进⼊产品-⼈机交互⻚⾯。
2. 单击配置告警对应的未设置。
3. 单击新建告警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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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置详细的告警参数，并单击确定完成。
⽀持多种语⾔的告警消息配置，连接国内服务器的App默认推送中⽂，连接海外服务器的App默
认推送英⽂。

参数名称 参数解释
告警名称 配置告警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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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参数解释
告警 内容 可以通过⽂字+参数变量的⽅式，推送告警内容。参数变量⽀

持${identifier}的格式，其中identifier为设备TSL中定义的
属性或事件标识符。
⽰例：设备上报了数据currentHumidity:50，则${

currentHumidity}会输出50。
告警还⽀持以下⼏种宏。
• #TSL_REPLACE(${identifier})：根据identifier

配置的值，到设备对应的TSL中查找相关属性定义和事件定
义。如果属性为ENUM或BOOL类型，则输出定义的内容。
⽰例：⼀款灯的TSL中定义了名为LightSwitch的BOOL类
型属性，其中取值0代表关闭，1代表打开。如果触发告警
的事件中包含LightSwitch:0数据，则TSL_REPLACE("

LightSwitch")输出的内容为关闭。
• #STRING_HEAD($DEVICE_NAME, n)：输出

DeviceName前n个字符。
• #STRING_TAIL($DEVICE_NAME, n)：输出

DeviceName后n个字符。
• #DEVICE_NICKNAME()：使⽤设备的nickName来替

换，如果nickName为空，则使⽤ProductName的值。
告警规则 ⽀持属性、事件的简单规则，以及设备上下线的事件触发。

• 事件
• 属性
• 设备状态

告警等级 • 提醒通知
• 轻微问题
• 严重告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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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参数解释
权限范围 • 通知⽤⼾：

- 消息中⼼（推送⾄消息中⼼，App中可以通过查询收
到）

- 应⽤推送（仅推送⾄⼿机通知栏，⽆法通过App查询
到）

• 通知后台：⼚家可以在运营中⼼ > 设备运维 > 告警中⼼中
进⾏查看。

6.3.7 配置App界⾯
消费级的IoT设备，特别是和⽣活息息相关的智能家电、智能家居设备，往往需要搭配⼀个⼿
机App⻚⾯，对智能设备进⾏控制和查看。平台针对这类设备，提供了App界⾯。

背景信息
平台提供了两种App界⾯配置⽅式，其中，公版App只需设置⾯板主题即可。
• 标准界⾯：针对部分常⻅品类，我们提供了⼀套完整的界⾯，如灯、开关、插座，对功能定义有

所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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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化界⾯：通过拖拽和配置化，即可搭建⼀套设备界⾯，灵活性⾼，不限制设备的功能定义。

6.3.8 配置App⾃动化和定时
选择智能场景、⾃动化、云端定时、本地定时和本地倒计时中可⽤的设备功能。

背景信息
此处会列出该产品所有可以⽀持联动的功能，请勾选您希望在场景、定时中出现的触发条件和执
⾏任务。勾选后，就可以在场景和定时中让终端⽤⼾去设置。可理解为：如果触发设备的某个条
件，就执⾏某个动作。
平台还⽀持本地定时和本地倒计时功能。定时和倒计时功能，设备端需要配置开发才能使⽤，可参
⻅#unique_54中的具体功能开发。
使⽤公版App ，可通过扫码下载公版App体验产品界⾯。

操作步骤
1. 进⼊产品-⼈机交互⻚⾯。
2. 单击配置⾃动化与定时对应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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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联动场景。

勾选的功能，会出现在App的场景配置中，供终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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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9  配置接⼊第三⽅平台
平台⽀持对接第三⽅设备，主要有天猫精灵、Amazon Alexa、Google Assistant、IFTTT等。
前三种是语⾳设备，可通过语⾳直接对设备进⾏控制，IFTTT是第三⽅服务联动平台。

背景信息
中国站仅⽀持天猫精灵接⼊，国际站可⽀持Amazon Alexa、Google Assistant语⾳设备接⼊和
IFTTT第三⽅平台接⼊。详细介绍和接⼊教程如下。
• 天猫精灵

../DNICMS19102448/ZH-CN_TP_1436549_V1.dita#task_1813802

../DNICMS19102448/ZH-CN_TP_1437036_V1.dita#task_1814475
• Amazon Alexa

../DNICMS19102448/ZH-CN_TP_1436621_V1.dita#task_1813986

../DNICMS19102448/ZH-CN_TP_1437087_V1.dita#task_1814573
• Google Assistant

../DNICMS19102448/ZH-CN_TP_1436757_V1.dita#task_1814166

../DNICMS19102448/ZH-CN_TP_1448968_V1.dita#task_1830019
• IFTTT

../DNICMS19102448/ZH-CN_TP_1437024_V1.dita#task_1814419
操作步骤

1. 进⼊产品-⼈机交互⻚⾯。
2. 单击对应的第三⽅设备名称对应的去配置。
3. 开启第三⽅设备接⼊开关。

选择⽀持品类，可查看设备的状态属性映射和设备控制指令。

说明:
Amazon Alexa、Google Assistant、IFTTT是第三⽅收费设备，需要购买相应的服务才可
以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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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批量投产
产品开发完成后，需要发布产品，购买激活码，才能进⾏量产。

发布产品
1. 进⼊产品-批量投产⻚⾯。
2. 确定产品信息。
3. 勾选“我已充分了解并同意《开发者须知》和《授权协议》“。
4. 单击开发完成。

发布产品完成后，产品的状态变为已发布。
状态为已发布的产品不可修改和删除。此时若要修改或删除产品，需先单击撤回发布返回⾄开发
中状态，再进⾏修改或删除。

说明:
如果使⽤公版App，在产品量产之后，需等待产品名称审核通过后产品才能上架。若产品名称
审核不通过则会被驳回，并要求重新命名。查看设置产品名称。

购买激活码
在购买激活码环节可单击去购买，直接跳转⾄购买设备激活码⻚⾯。
更多进⼊购买激活码⻚⾯的⽅式，参⻅购买激活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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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创建⾃有App
每个项⽬中，允许创建⼀个⾃有品牌App。

背景信息
每个App应⽤包括4个实际的App Key，可分别⽤于您的App的测试开发和正式发布。

开发版（⽤于开发调试）iOS
⽤⼾版（⽤于正式对外发布）
开发版（⽤于开发调试）Android
⽤⼾版（⽤于正式对外发布）

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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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创建App。
a) 在项⽬主⻚⾯右侧，单击新建⾃有品牌App。

b) 配置应⽤名称和应⽤包名等信息，并单击确定完成。
配置的应⽤名称和应⽤包名等信息，后期可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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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获取安全图⽚。

• 获取iOS安全图⽚
a. 下载安全图⽚，⽂件名为yw_1222_07e8.jpg。
b. 将安全图⽚放到⼯程根⽬录中。

c. 打开xcode⼯具，将安全图⽚拖⾄xcodeproj根⽬录下。

d. iOS端为了安全性，⼯程的Bundle Identifier与创建⾃有App时输⼊的bundleID

（包名）要保持⼀致。

• 获取Android安全图⽚
a. 下载安全图⽚。

下载Android图⽚之前需要先上传APK包（即.apk格式的⽂件），可通过Android 
Studio⼯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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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后的安全图⽚的⽂件名为yw_1222_xxxx.jpg。放置在Android⼯程⽬录中的src\

oversea\res\drawable下。

b. 配置签名。
Android 端上，安全图⽚是需要和签名搭配使⽤。
确认build.gradle⽂件中包含以下内容，并确保与⽣成APK包中配置的内容⼀致。
android{

    signingConfigs {
        debug {
            storeFile file("./debug.keystore")
            storePassword '123456'
            keyAlias 'android'
            keyPassword '123456'
        }
    }

    buildTypes{
        debug {
            signingConfig signingConfigs.debug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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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打开产品的关联状态开关。
关联产品列表中的产品，为当前项⽬主⻚⾯中显⽰的产品。关联后，在App端调⽤待配⽹设备的
API时，可以获取到该产品的信息。
产品的开发状态决定产品是否具备进⼊正式版App的能⼒。
• 若开关开启，且该产品开发中，则默认展⽰在测试版App的配⽹⼊口。
• 若开关开启，且该产品已发布，则默认展⽰在正式版App的配⽹⼊口。
• 若开关关闭，该产品状态⽆论是开发中还是已发布，测试版和正式版App配⽹⼊口都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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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置⽤⼾账号。
⽤⼾账号⽀持两种账号体系：内置账号体系和⾃有账号体系。
• 如果开发者没有⾃⼰的账号体系，可以采⽤内置账号体系，内置账号体系⽆需配置，已经内

置在SDK套餐包中，提供⽂档调⽤⽅法。
• 如果开发者有⾃⼰的账号体系，可以采⽤⾃有账号体系，若勾选⾃有账号体系，则必须填写

⻚⾯中的配置信息，否则⾃有账号将⽆法正常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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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配置App界⾯。
平台提供了⼀些常⽤的免开发界⾯，如配⽹、设备界⾯、定时、⾃动化场景、意⻅反馈等智能⽣
活类App常⽤的⻚⾯模块。单击⽣成代码，将⽣成的代码嵌到⾃⼰的代码中，即可实现该功能模
块的调⽤。

6. SDK下载。
根据关联的产品，选择合适的 “API Level”（SDK套餐包版本），并勾选和配置需要的SDK
套餐项。平台会⾃动⽣成的SDK配置包。您只需下载集成开发即可。
API Level是SDK套餐项的功能版本等级，⽤来解决新⽼SDK套餐项不兼容问题，每个API 
Level包含⼀组SDK套餐项，不同API Level的SDK套餐项功能不同，先选择适合的API Level
，⼀般建议选择最新的API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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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Android集成SDK。
推荐开发⼯具为Google官⽅的Android Studio（建议使⽤最新版本3.0.x）。

a) 将下载的Android SDK Pom dependency.gradle⽂件放到Module的根⽬录下。
b) 在模块根⽬录的build.gradle⽂件中，添加以下代码。

apply from:'dependency.gradle'

8. iOS集成SDK。
本SDK采⽤cocoapods。
a) 将下载的IOS SDK Podfile⽂件放到⼯程⽂件夹根⽬录。
b) 修改⽂件中的target名称与xcode⼯程的设置⼀致。
c) 执⾏pod update。

后续步骤
更多操作，查看开发指南中App端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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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账单中⼼
7.1 购买激活码

激活码是设备连接阿⾥云IoT的唯⼀凭证，请根据以下步骤提前购买设备激活码。每台设备需要购
买⼀个激活码，不可重复使⽤。

背景信息
购买激活码的⼊口：
• 量产管理
• 账单中⼼

操作步骤
1. 选择以下任意⽅式进⼊激活码购买⻚⾯。

• 在量产管理中单击购买激活码，进⼊购买设备激活码⻚⾯。
• 在控制台主⻚⾯单击账单中⼼的购买中，进⼊购买设备激活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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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购买激活码的数量，并根据提⽰进⾏⽀付。

中国站与国际站设备激活码价格不⼀致，需要分开购买。详细参⻅#unique_22。

7.2 分配激活码
为了数据安全，⽤⼾可以创建多个项⽬。并可以统⼀购买设备激活码，分配到不同的项⽬中。

操作步骤
1. 在⽣活物联⽹平台⾸⻚单击账单中⼼。
2. 在激活码总览中单击分配到项⽬。

3. 下拉选择项⽬名称，并分配激活码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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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查看消费记录
⽣活物联⽹平台的所有消费明细，可通过账单中⼼进⾏查看。

操作步骤
1. 登录⽣活物联⽹平台的控制台。
2. 在主⻚⾯右上侧单击账单中⼼。
3. 单击订单记录。

该⻚⾯展⽰所有的消费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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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量产中⼼
8.1 配置激活码烧录⽅式

平台要求每台设备需要烧录平台颁发的⾝份信息，才能实现设备注册上云。
前提条件

• 已完成产品开发，并发布成功。
• 已购买⼀定数量的激活码。

背景信息
激活码是设备连接阿⾥云IoT的唯⼀凭证，平台提供的烧录激活码⽅式有以下两种。
• ⼀机⼀密（推荐）：平台为每台设备颁发⼀个密钥（DeviceSecret），设备量产时，每台设备

需要烧录唯⼀的密钥，安全性⾼，推荐使⽤。
• ⼀型⼀密：平台为每种产品型号颁发⼀个密钥（ProductSecret），设备量产时，同⼀个型号

的设备，仅需烧录相同的密钥。
为了保障您的设备不会被⿊客攻击和伪造，平台要求⼀型⼀密的设备必须预注册每台设备
的DeviceName（如MAC地址、SN或IMEI号等）。当设备⾸次连云时，平台会通过该
DeviceName进⾏⾝份核对。

说明:
由于⽹关会代理Zigbee⼦设备的联⽹，平台针对Zigbee设备，推荐使⽤⼀型⼀密的烧录⽅式，即
⽹关仅需代理⼦设备的ProductKey，即可帮助⼦设备连接云端。

两种烧录⽅式详细对⽐如下。
对⽐项 ⼀机⼀密 ⼀型⼀密
设备端烧录信息 设备证书，即：

ProductKey（产品
型号）DeviceName
（设备名称）
DeviceSecret（设备
密码）

ProductKey（产品型号）ProductSecret
（产品密码）DeviceName（设备名称，⼀般
为设备本⾝的MAC地址、SN等）

安全性 较⾼ 较低
是否有配额限制 有，单个产品50万上限 有，单个产品50万上限
控制台如何开启 默认开启 量产管理 > 烧录⽅式 > 开启⼀型⼀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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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项 ⼀机⼀密 ⼀型⼀密
控制台如何关闭 默认⼀机⼀密，⽆法关

闭
量产管理 > 烧录⽅式 > 取消⼀型⼀密

说明:
⾼⻛险，请谨慎操作。

DeviceName⽣成⽅
式

⾃动⽣成/⼿动上传 ⼿动上传

说明:
• 为了避免设备ProductKey和ProductSecret泄漏导致设备被仿冒和攻击，云端不允许已激

活的设备重新获取设备证书，要求开发者/⼚商对设备端的设备证书进⾏持续化存储和安全防
护，恢复出⼚设置时切勿把设备证书信息清除。

• 关闭⼀型⼀密后，会导致已经按照⼀型⼀密烧录的设备⽆法再激活联⽹（但不影响已联⽹设
备）。如果在设备量产后关闭⼀型⼀密，可能导致消费者投诉和经济损失，请谨慎操作。

烧录⼀机⼀密
1. 在项⽬主⻚⾯单击量产管理。

116 ⽂档版本：20190911



⽣活物联⽹平台 ⽤⼾指南 /  8 量产中⼼

2. 选择状态为已发布的产品，单击操作列的批量投产。
烧录⽅式默认是⼀机⼀密，⽆需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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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激活码⽣成⽅式，并根据选择进⾏相应的操作。
⼀机⼀密的激活码⽣成⽅式，可选择⾃动⽣成，或批量上传。单产品可添加设备数量的上限为
50万。
• ⾃动⽣成：平台会⾃动⽣成DeviceName和DeviceSecret，客⼾可以烧录到每台设备中。

⾃动⽣成⽅式仅需配置烧录数量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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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量上传：预先将需要激活的设备标识（如MAC地址、SN或IMEI号等）作
为DeviceName录⼊到excel中。将excel上传到平台中，平台会⾃动为每
个DeviceName⽣成⼀个DeviceSec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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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确定完成。
烧录⼀型⼀密

1. 在项⽬主⻚⾯单击量产管理。

120 ⽂档版本：20190911



⽣活物联⽹平台 ⽤⼾指南 /  8 量产中⼼

2. 选择状态为已发布的产品，单击烧录⽅式列的⼀机⼀密。

3. 选择⼀型⼀密，并在弹出提⽰框中单击确定。
此时需要进⾏⾝份认证，根据提⽰操作，认证成功后，即可完成烧录⽅式的变更。

4. 单击操作列的批量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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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配置激活码⽣成⽅式。
⼀型⼀密的激活码⽣成⽅式只有批量上传。单产品可添加设备数量的上限为50万。
预先需要激活的设备标识（如MAC地址、SN或IMEI号等）作为DeviceName录⼊到excel
中。将excel⽂件上传到平台中，平台会⾃动为每个DeviceName⽣成⼀个DeviceSec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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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击确定完成。

8.2 查看量产记录
所有产品的量产记录，可在量产管理中查看。

操作步骤
1. 在项⽬主⻚⾯单击量产管理。

2. 选择量产管理 > 量产记录。
可查看详细的量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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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服务中⼼
⽣活物联⽹平台还为⽤⼾提供了很多额外的服务，丰富了平台的功能。收费服务需开通后，相关功
能在⻚⾯上才会显⽰。

功能⼊⼝
选择具体项⽬名称，在项⽬主⻚⾯右侧单击服务中⼼。

服务介绍
平台主要提供了以下服务。其中未特殊说明的服务，都属于免费免开通服务，⽤⼾可以直接使⽤。
• 数据统计

- 数据⼤屏
- 地理分布：需付费开通
- 设备激活数据
- 设备活跃数据
- ⽤⼾新增数据
- ⽤⼾活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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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服务
- 告警中⼼
- OTA升级
- ID²安全服务：需提交申请开通
- ⽤⼾反馈

• 精品应⽤服务
- 智能⻔锁：需付费开通，参⻅#unique_66
- Link Visual：限时免费开通，参⻅#unique_67

• 语⾳操控
- 天猫精灵：仅中国站中显⽰
- Amazon Alexa：仅国际站中显⽰，需付费开通
- Google Home：仅国际站中显⽰，需付费开通
- IFTTT：仅国际站中显⽰，需付费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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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运营中⼼
10.1 能⼒介绍

每个项⽬有⼀个独⽴的运营中⼼，提供了⼀个免开发的运营管理后台，包括设备的运维监管，和⽤
⼾的运营统计，以及DataV⼤屏。⽬前⽀持中英⽂的切换。

功能⼊⼝
选择具体项⽬名称，在项⽬主⻚⾯右侧单击服务中⼼。

涵盖内容
运营中⼼包含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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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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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运维

- 设备列表：可⻅所有已量产的设备以及其状态、⽇志、详情等。
- 固件升级：对某个产品进⾏固件升级。
- 告警中⼼：当设备触发在控制台-⼈机交互-设备告警中配置的规则时，会展⽰在告警中⼼，可

⽤于收集设备异常。
- 激活数据：激活设备的数据统计，如7⽇、14⽇、30⽇的激活曲线等。
- 活跃数据：活跃设备的数据统计，如7⽇、14⽇、30⽇的活跃曲线等。
- 地理分布：在服务中⼼开通地理分布功能后，可以在此处看到设备在全国各省、各城市的分

布情况和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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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营

- ⽤⼾列表：所有APP注册⽤⼾的列表，可以看到每个⽤⼾绑定的设备，也可以进⾏解绑操
作。如果使⽤平台提供的内置账号体系，此处将展⽰所有⽤⼾信息；如果使⽤三⽅账号体
系，此处展⽰的⽤⼾信息，依赖在账号对接时，三⽅云反馈的⽤⼾信息。

- 活跃⽤⼾：活跃⽤⼾的数据统计，如7⽇、14⽇、30⽇的激活曲线等。
- 新增⽤⼾：新增⽤⼾的数据统计，如7⽇、14⽇、30⽇的激活曲线等。
- ⽤⼾反馈：⽤⼾在公版APP中提交的意⻅反馈，会直接在此处呈现。如果品牌⾃有App使⽤

了意⻅反馈插件，⾃有App中收集的意⻅反馈，也会在此处呈现。可以对反馈进⾏收藏和回
复。

• 数据⼤屏
平台打通了阿⾥云的DataV功能，DataV是⼀款阿⾥云的可视化产品，是天猫双⼗⼀的实时数据
⼤屏。此处呈现了所有的设备、⽤⼾、告警的综合数据，可⽤于客⼾演⽰Demo及数据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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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授权管理
运营中⼼可以单独授权给客⼾或运营者，⽆需⽤⼾开发即可交付⼀个完整的运营管理后台。运营
中⼼和开发中⼼完全隔离，客⼾⽆法查看或修改开发中⼼的任何配置和价格，可以直接交付给客
⼾。如何授权项⽬？

10.2 设置运营中⼼样式
平台⽀持可修改运营中⼼的标题、数据⼤屏的标题、企业图标，可将链接直接发给客⼾或运营者使
⽤。

操作步骤
1. 进⼊项⽬主⻚⾯，将⿏标移⾄运营中⼼处，单击出现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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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样式设置，可以修改运营中⼼标题和公司图标。
修改完成后，在预览处可看到设置的效果。

3. 选择⼤屏设置，可以修改数据⼤屏的标题。
修改完成后，在预览处可看到设置的效果。

10.3 固件升级
固件升级⽀持对设备的固件进⾏远程空中升级（Over-The-Air），实现对设备的远程维护、功能
升级、问题修复等场景的使⽤。您可以指定产品新增⼀个固件，对固件进⾏验证，验证通过后开始
批量升级，并在固件详情中查看升级结果。

背景信息
⽂档版本：20190911 131



⽣活物联⽹平台 ⽤⼾指南 /  10 运营中⼼

固件在线升级功能是⽹络设备所必须⽀持的基础服务。在设备固件出现安全漏洞、软件BUG维护、
⾃⾝功能优化、以及设备性能改良等需更新固件时，在线升级功能就尤为重要。
⻜燕平台⽬前提供两种升级⽅式：
• 静默升级：设备连云后若发现有新的固件版本就⾃动进⾏升级，⽆需⽤⼾⼲预。
• App提醒升级：⼿机App会提⽰⽤⼾有新版本可⽤，并询问⽤⼾是否确认升级，只有在⽤⼾确认

升级的情况下才会进⾏设备升级。
新增固件

1. 在项⽬主⻚⾯，单击运营中⼼。
2. 选择设备运维 > 固件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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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新增固件。
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设置固件版本号，选择该固件的所属产品并上传固件⽂件（仅⽀持bin格
式）。

新增的固件显⽰在固件升级列表中，状态为未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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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固件
在进⾏批量升级之前，您需要⾸先选取某个或者某些设备进⾏固件，确认固件的版本号、各项功能
使⽤正常之后才可进⾏固件批量升级，避免因为固件缺陷导致在线的多个设备升级后因故障而造成
不能正常⼯作。
1. 选择要验证的固件，单击操作中的验证固件。
2. 配置验证固件的参数。

• 在待升级版本号中，选择被升级设备的版本号。
选择待升级版本号之前，需确保该产品下已经有设备上报了固件版本，否则将会选择不到任
何版本号。升级的⽬标版本号⽀持多选。

• 在设备的deviceName中，指定需要被升级的设备名称。
• 在升级策略中，选择合适的升级策略。
• 单击添加按钮，将指定的设备添加进被升级的设备列表中。

3. 单击推送对设备进⾏升级。
• 进⾏验证固件操作后，固件的状态会从未验证变为已验证。该状态与设备的实际升级结果⽆

关。
• 验证固件的操作可反复进⾏，⽬的是指定少量设备进⾏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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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升级
固件验证后，请确认固件各项功能正常，验证通过即可开始进⼊固件批量升级流程，此固件可以在
⼤批设备上投⼊使⽤。批量升级的本质也是对⼤批设备定向推送升级通知。
批量升级操作前的说明如下。
• 测试设备不能进⾏批量升级。
• 禁⽌使⽤未验证的固件进⾏批量升级操作。
• 设备从收到升级通知开始直⾄升级完成是⼀个渐进的过程，请耐⼼等待升级结果。
• 批量升级所覆盖的设备可能会因为设备上⼀次的升级动作没有结束（设备处于待升级或者升级

中），而导致本次升级中该部分设备升级失败。
• 设备在实际升级过程中出现错误（如下载失败、校验失败、解压失败等），并且通知OTA系统

后，系统会将本次升级动作置为完成（而实际升级操作结果为失败）。
• 可以在固件详情⻚，看到批量升级对应设备的升级情况，升级失败列表选项卡会显⽰简要的升级

失败原因。

说明:
由于设备端存在的差异化，即使固件验证升级成功，也⽆法完全体现设备升级后各项功能是否正常
可⽤，建议您在设备固件升级后⾃⾏检查设备是否正常使⽤，避免批量升级后引起⼤批量的设备故
障。

1. 选择要进⾏批量升级的固件，单击操作中的批量升级。
2. 配置批量升级的参数。

选择待升级的版本号，⽀持对多个版本进⾏选择。

3. 单击确定，启动批量升级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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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操作中的升级详情，可以查看升级的详细信息。

在该⻚⾯中可以查看升级各状态（待升级，升级中）的设备信息的设备数量，以及升级结果（升
级成功，升级失败）的信息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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