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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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IoT Studio
IoT Studio（原Link Develop）是阿⾥云针对物联⽹场景提供的⽣产⼒⼯具，是阿⾥云物联⽹平
台的⼀部分。可覆盖各个物联⽹⾏业核⼼应⽤场景，帮助您⾼效经济地完成设备、服务及应⽤开
发，加速物联⽹SaaS构建。物联⽹开发服务提供了移动可视化开发、Web可视化开发、服务开发
与设备开发等⼀系列便捷的物联⽹开发⼯具，解决物联⽹开发领域开发链路⻓、技术栈复杂、协同
成本⾼、⽅案移植困难的问题。

架构图
IoT Studio架构图如下。您可以在设备端开发完成的基础上，对接IoT基础服务，进而使⽤IoT 
Studio提供的服务开发、Web可视化开发和移动开发能⼒，经济⾼效开发物联⽹应⽤。

功能特点
• 可视化搭建

IoT Studio提供可视化搭建能⼒，您可以通过拖拽、配置操作，快速完成设备数据监控相关的
Web⻚⾯、移动应⽤、API服务的开发。您可以专注于核⼼业务，从传统开发的繁琐细节中脱
⾝，有效提升开发效率。

• 与设备管理⽆缝集成
设备相关的属性、服务、事件等数据均可从物联⽹平台设备接⼊和管理模块中直接获取，IoT 
Studio与物联⽹平台⽆缝打通，⼤⼤降低物联⽹开发⼯作量。

⽂档版本：2019081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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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富的开发资源
各开发平台均拥有数量众多的组件和丰富的API。随着产品迭代升级，组件库会愈加丰富，IoT 
Studio帮助您提升开发效率。

• ⽆需部署
使⽤IoT Studio，应⽤服务开发完毕后，直接托管在云端，⽀持直接预览、使⽤。⽆需部署即
可交付使⽤，免除您额外购买服务器等产品的烦恼。

具体使⽤说明请参考IoT Studio⽂档。

2 ⽂档版本：2019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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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移动可视化开发
移动可视化开发是物联⽹移动App设计⼯具。⽆需写代码，只需在编辑器中，拖拽组件到画布
上，再配置组件显⽰样式、数据源和动作，即以可视化开发的⽅式完成Android和iOS App搭
建，并发布到应⽤市场。适⽤于开发设备控制App、⼯业监测App等。

功能特点
• 简单易⽤。移动可视化⼯作台与阿⾥云物联⽹平台设备接⼊能⼒、物模型能⼒⽆缝衔接。⽆需写

代码，您就可以快速搭建设备控制、设备状态展⽰、数据展⽰等物联⽹场景下的移动应⽤。
• ⽆需额外的服务器和数据库。移动应⽤搭建完毕后，即可构建⽣成移动应⽤安装包和⼯程源代

码。

说明:
可视化开发适⽤于定制化功能较少、使⽤既有移动应⽤模版即可满⾜需求的场景。如果开发复杂场
景的应⽤，请使⽤SDK集成开发⽅法。

使⽤案例
1. 在物联⽹平台控制台左侧导航栏，单击开发服务 > IoT Studio。

2. 在物联⽹开发⻚，单击右上⻆新建项⽬按钮，然后新建⼀个项⽬。

⽂档版本：20190813 3

https://linkdevelop.aliyun.com/studiomobile-doc#mobile-sdk-dev-index.html


物联⽹平台 IoT Studio /  2 移动可视化开发

3. 项⽬创建成功后，导⼊或创建使⽤该物联⽹开发项⽬的产品和设备，并为该产品定义功能（即物
模型TSL）。
• 若您已在物联⽹平台控制台创建了相应产品，且已为产品定义了物模型，请单击项⽬概览 >

导⼊产品。导⼊产品后，该产品下所有设备均被导⼊项⽬中。
• 若您还未创建相应产品，请选择产品 > 新建产品，创建产品，并为产品定义物模型和创建设

备。请参⻅创建产品和新增物模型。

说明:
可为⼀个项⽬导⼊或创建多个产品。

4. 选择移动可视化开发。

4 ⽂档版本：2019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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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填写信息，创建⼀个移动应⽤。

参数 描述
应⽤名称 设置应⽤名称。⽀持中⽂汉字、英⽂⼤小写字⺟、数字、部分常⽤符

号：下划线(_)，连字符(-)，括弧，和空格；必须以中⽂汉字、英⽂字
⺟或数字开头；⻓度不超过40个字符（⼀个中⽂汉字算⼀个字符）。

所属项⽬ 该应⽤所属的物联⽹开发项⽬。
描述 描述该应⽤。⻓度不超过100字符（⼀个中⽂汉字算⼀个字符）。

6. ⾃定义新增⻚，即编辑应⽤。
拖拽左侧的组件到画布上，然后，在⻚⾯右侧，配置组件的显⽰样式、数据来源和要执⾏的动
作。
以下以创建⼀个空⽓质量监控设备⾯板作为⽰例。

说明:

⽂档版本：2019081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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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可视化编辑器暂时不⽀持⾃动保存，请随时保存设置。
a. 设计界⾯布局，即根据您的业务需要，设计您的应⽤⻚⾯样式，如背景、UI组件位置等。

您可以⾃⼰设计界⾯样式，也可以使⽤左侧界⾯模板下的模板界⾯。
使⽤界⾯模板：在⻚⾯左侧界⾯模板下选择合适的模板，拖拽模板到中间画布上，再根据您
的需要进⾏调整。

⾃定义界⾯：
A. 设置界⾯对⻬⽅式和背景。

B. 设置⻚⾯布局。
根据业务需要，从左侧组件中，拖拽横向或（和）纵向分栏组件到画布上，然后为各分栏
分别设置样式。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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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过程中，也可以随时增减分栏。

参数 描述
组件名称 可为该分栏组件设置名称，以区分分栏。
可⻅性 设置该分栏是否显⽰可⻅。
间距 设置该分栏与⻚⾯的四个间距。
宽度 设置该分栏的宽度。
⾼度 设置该分栏的⾼度。

⽂档版本：2019081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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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分栏⽬数 设置横向或纵向分栏⽬数。

b. 配置界⾯标题。
拖拽⼀个⽂字组件到画布上为标题预留的分栏上，并在右侧配置标题内容和显⽰样式。

c. 上传⼀张界⾯图⽚。
拖拽⼀个图⽚组件到画布上的对应分栏中，然后编辑图⽚显⽰样式。

d. 创建⼀个温度显⽰组件。
A. 拖拽⼀个⽂字组件到预留分栏中，输⼊⽂字内容温度作为温度显⽰组件标题，并配置显⽰

样式。
B. 再拖拽⼀个⽂字组件到预留分栏中，配置⽂字内容时，选择配置数据。

8 ⽂档版本：2019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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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配置数据源为产品下某设备的温度属性，然后单击在线模拟。⻚⾯跳转到模拟属性推送
⻚。

D. 使⽤虚拟真实设备调试。设置⼀个模拟温度值，单击推送。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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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还没有为产品定义物模型，请先到物联⽹平台产品详情⻚定义物模型。

E. 模拟推送成功后，回到数据源配置对话框，单击确定。该组件对应的位置将显⽰为刚才推
送的属性值。

F. 创建⼀个温度单位的⽂字组件。
e. 以相同的⽅法，配置湿度和PM2.5显⽰组件。

10 ⽂档版本：2019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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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配置⼀个空⽓监测仪开关状态监控组件。
A. 拖拽⼀个⽂字到画布上预留的分栏上，设置内容为开关标题。
B. 拖拽⼀个开关组件到画布上预留的分栏上，并设置显⽰样式。

C. 单击配置数据或右上⽅的数据按钮。
D. 配置数据源为设备的开关属性，然后单击在线模拟。⻚⾯跳转到模拟属性推送⻚。
E. 设置模拟推送值，单击推送。
F. 模拟推送成功后，回到数据源配置对话框，单击确定。该开关组件将显⽰为刚才推送的开

关状态。
本⽰例操作中，模拟推送了开关的关闭状态。

⽂档版本：2019081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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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单击编辑器⻚⾯右上⽅保存 > 预览，预览应⽤界⾯。
8. 配置功能模块中的可配置项。

IoT Studio已为您预配置好了三个功能模板：
• 账号模块：包含登录⻚、注册⻚和找回密码⻚。
• ⾸⻚模块：即应⽤⻚⾯列表⻚。
• 我的模块：包含我的（即⽤⼾信息⻚）和关于⻚（即应⽤信息⻚）。
模版⻚⾯的布局、UI元素等均不能修改。每个⻚⾯的可修改项展⽰在右侧操作栏中。

12 ⽂档版本：2019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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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单击编辑器⻚⾯右上⽅构建按钮，选择要构建Android或iOS系统应⽤。

10.您选择应⽤构建⽤途和输⼊应⽤信息之后，系统开始构建应⽤。

11.应⽤构成成功后，您可以通过扫⻚⾯上的⼆维码或单击点击下载下载源码包。
相关⽂档

• 有关移动应⽤可视化开发的其他组件介绍和配置细节，请参⻅移动可视化搭建⽂档。
• 设备端开发，请参⻅Link Kit SDK ⽂档。

⽂档版本：2019081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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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服务开发
3.1 什么是服务开发

IoT Studio 服务开发是⼀个物联⽹业务逻辑的开发⼯具。通过编排服务节点的⽅式快速完成简单的
物联⽹业务逻辑的设计。适⽤于以下场景：设备联动、设备数据处理、设备与服务联动、⽣成API
、⽣成App的后端服务等。

功能特点
• 简单易⽤。

对不熟悉服务端开发的⽤⼾，提供免代码开发物联⽹服务的⽅案，只需简单学习即可使⽤；对⾼
阶⽤⼾提供JS脚本、扩展库等⾼阶能⼒。

• 基于阿⾥云丰富的物联⽹云服务。
可以使⽤阿⾥云物联⽹平台提供的基础服务、阿⾥云市场的API，也可以接⼊您⾃定义的API。

• 易读易理解，沉淀企业核⼼业务。
可视化的流程图更利于业务⼈员理解，避免⼈员交接造成信息丢失，有利于沉淀企业核⼼业务能
⼒。

• 易快速定位、修复故障。
节点之间的依赖项清晰可⻅，便于您快速定位服务的问题，快速地进⾏热修复。

• 云端完全托管服务。
IoT Studio提供云端托管能⼒，服务开发完成即可使⽤，您⽆需额外购买服务器。并且，⽀持
在线调试。

服务开发相关⽂档
• IoT Studio服务开发步骤具体说明，请参⻅：

- 步骤1：创建项⽬
- 步骤2：编辑服务流
- 步骤3：调试
- 步骤4：发布

• 设备端开发，请参⻅Link Kit SDK ⽂档。

3.2 快速⼊⻔
14 ⽂档版本：2019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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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步骤1：创建项⽬
项⽬是物联⽹开发平台中服务、能⼒和资源的集合。同⼀个项⽬内的不同服务共享资源，如产品、
设备。本⽂介绍如何创建物联⽹开发项⽬，并为项⽬导⼊产品和设备。

操作步骤
1. 在物联⽹平台控制台左侧导航栏，单击开发服务 > IoT Studio。
2. 在IoT Studio⻚，单击新建项⽬按钮，新建⼀个项⽬。

参数 说明
项⽬名称 仅⽀持中⽂汉字、英⽂字⺟、数字、下划线（_）、连接号（-）、圆括

号( )和空格，且必须以中⽂汉字、英⽂字⺟或数字开头，⻓度不超过20个
字符（⼀个中⽂汉字算⼀个字符）。

描述 描述项⽬。描述⻓度不超过100个字符（⼀个中⽂汉字算⼀个字符）。

⽂档版本：2019081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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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为项⽬关联物联⽹平台产品和设备。
若您已创建了产品和设备，且已为产品定义了物模型，直接关联产品和设备即可。
a) 在项⽬概览⻚或产品管理⻚，单击右上⻆关联物联⽹平台产品按钮，勾选产品，单击确定。

b) 在设备管理⻚，单击关联物联⽹平台设备，勾选已关联产品下的设备，单击确定。

说明:
只有已关联到该项⽬中的产品下的设备才能与该项⽬关联。

若您还未创建相应产品，需先创建产品，并为产品定义物模型。
a)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产品 > 新建产品，创建产品。

创建产品的具体参数，请参⻅创建产品中的参数说明表。

b) 在产品列表中，单击产品名称，进⼊产品详情⻚，为产品定义功能。
定义各功能的具体参数，请参⻅新增物模型中定义属性、事件和服务的参数说明表。

c) 单击设备 > 新增设备，批量注册设备。
有关设备名称注意事项，请参⻅批量创建设备中设备名称说明。

后续步骤
步骤2：编辑服务流

16 ⽂档版本：2019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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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步骤2：编辑服务流
拖拽功能节点到画布上，并配置节点名称、数据源、参数等，以可视化的⽅式开发服务。本⽂介绍
如何可视化的编辑服务流。

前提条件
已完成步骤1：创建项⽬。

操作步骤
1. 在项⽬⻚，选择服务开发 > 新建服务

2. 填写服务基本信息，创建服务。
参数 说明
服务名称 服务的唯⼀标识符，在项⽬下具有唯⼀性。

可包含中⽂汉字、英⽂字⺟、数字和下划线（_），⻓度不超过20个字
符（⼀个中⽂汉字算⼀个字符）。

所属项⽬ 服务所属的项⽬。
备注 描述服务的⽤途等信息。⻓度不超过100个字符（⼀个中⽂汉字算⼀个字

符）。
服务创建成功后，⻚⾯跳转⾄服务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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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服务列表下，选择要编辑的服务，再单击左侧导航栏中节点按钮。

4. 配置服务触发节点。拖拽⼀个触发节点到画布上，在⻚⾯右侧配置节点名称、数据源等。

说明:
⽬前，IoT Studio每隔1分钟会⾃动保存⼀次配置。您也可以通过点击⻚⾯右上⻆的保存按钮
保存当前配置。

下图⽰例中，以空⽓检测设备上报的属性数据作为该服务的触发。

5. 配置实现服务功能逻辑的节点。
根据您的业务需要，配置服务功能逻辑。可配置多个节点共同实现服务功能。各功能节点说
明，请参⻅功能节点⽬录下的具体功能节点⽂档。

说明:

18 ⽂档版本：2019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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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功能节点拖拽到画布后，请先从上⼀个节点右侧锚点连线到当前节点的左侧锚点，再进⾏节
点配置。

如以下⽰例中，依次定义了多个功能逻辑节点。
a) 配置⼀个条件判断节点。其中，包含两个条件：Sensor上报的PM25值⼤于100和Sensor上

报的SO2值⼤于0.25，条件选择为满⾜任⼀条件。

b) 为满⾜条件的情况，配置⼀个产品节点。根据条件判断结果，向空⽓净化器发送指令：设置
属性switch1为开。

c) 配置⼀个钉钉机器⼈节点，通知钉钉群空⽓污染情况。

⽂档版本：20190813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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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为不满⾜条件的情况，配置⼀个路径选择节点。路径的数据源为Sensor上报的PM25值，包
含两个路径，路径1：PM25值<50和路径2：PM25值>50。

e) 为路径1配置对应的产品节点，向空⽓净化器设备发送指令：设置属性switch1为关。

f) 为路径1配置钉钉机器⼈，通知空⽓质量情况。

20 ⽂档版本：2019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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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为路径2配置钉钉机器⼈节点。

6. 配置完成后，单击部署将服务部署到云端。

7. 部署成功后，单击启动按钮启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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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步骤
步骤3：调试

3.2.3 步骤3：调试
正式发布服务之前，使⽤虚拟设备对服务进⾏调试。

前提条件
已完成服务流配置、部署和启动。具体流程，请参⻅步骤2：编辑服务流。

背景信息
• HTTP接口的服务调试，只需单击调试即可。⽇志中将显⽰调试结果。
• 定时触发的服务调试，单击调试，输⼊时间。服务运⾏后，⽇志中将显⽰调试结果。
• 设备触发的服务调试，请参⻅本⽂操作步骤。

操作步骤
1. 在服务开发⼯作台，选择调试 > 前往，前往服务触发产品的在线调试⻚。

2. 分别为触发设备和动作执⾏设备开启虚拟真实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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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空⽓监测器的虚拟真实设备，推送模拟数据。
本⽰例中，分别推送了两条模拟数据：
• PM25=10，SO2=0.15。根据步骤2中的条件配置，该值不符合任何条件，服务将向不满⾜

条件对应的设备发送指令，设置属性switch1为0（关），并向钉钉群发送⼀条空⽓质量报告
消息。

• PM25=123，SO2=0.20。根据步骤2中的条件配置，该值符合其中⼀个条件，服务将向满⾜
条件对应的设备发送指令，设置属性switch1为1（开），并向钉钉群发送⼀条空⽓质量报告
消息。

钉钉群收到消息如下图：

4. 数据推送后，在空⽓净化设备的设备详情⻚运⾏状态⻚签下，查看对应的属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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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查看⽇志。
返回服务开发⼯作台，在全局⽇志和节点⽇志下，查看服务的全局⽇志和具体节点⽇志。若服务
不可⽤，⽇志中将显⽰错误原因，请根据原因进⾏更正。

3.2.4 步骤4：发布
服务开发、调试完成后，需发布到云端，才能被调⽤。

操作步骤
1. 在服务开发平台，单击⻚⾯右上⻆发布。
2. 在弹出对话框中，填⼊描述信息后，单击确定。

预期结果
服务发布后，IoT Studio为该服务⽣成默认访问域名。您便可在其他应⽤开发时使⽤该服务，或将
服务进⾏商业化使⽤。
选择⻚⾯正上⽅发布 > 域名管理，查看默认域名，或配置⾃定义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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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设备节点
3.3.1 设备触发

设备触发节点是将设备上报的属性（读写型）或事件数据作为服务的输⼊，触发服务的后续逻辑。
并且，⽀持通过虚拟设备上报属性或事件触发服务。

节点配置
配置项 说明
节点名称 设置节点名称。⽀持中⽂汉字、英⽂字⺟、数字和下划线（_），⻓度不

超过30个字符。
产品选择 选择触发服务的产品和设备。可选择产品下的某个设备或全部设备。

选择设备后，系统将⾃动指定⼀个在线调试服务的设备。单击该设备名
称，可进⼊在线调试⻚，为该设备开启虚拟设备，⽤于调试。
使⽤设备触发节点作为输⼊的服务的调试⽅法，请参⻅步骤3：调试。

上报类型 选择触发服务的数据类型。可选：
• 属性上报：即设备上报的属性数据触发服务。
• 事件上报：即设备上报的事件数据触发服务。
• 属性或事件上报：即设备上报的属性和事件数据均会触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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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输出
• 属性上报类型的输出数据格式：

{
        "deviceContext": {
            "productKey": "设备的productKey",
            "deviceName": "设备的deviceName",
            "gmtCreate": 设备的创建时间戳
        },
        "props": {
            "属性标识符": {
            "time": 设备上报信息的时间戳,
            "value": 设备上报的属性值
        }
    }
 }

• 事件上报类型的输出数据格式：
{
        "deviceContext": {
            "productKey": "设备的productKey",
            "deviceName": "设备的deviceName",
            "gmtCreate": 设备的创建时间戳
        },
        "event": {
            "事件标识符": {
               "outputs": {
                   "出参标识符": 出参值
               },
               "eventCode": "事件标识符",
               "eventName": "事件名称" ,
               "eventType": "事件类型（信息/告警/故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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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段 描述 ⽰例
deviceContext 设备信息。 {

  "productKey": "XXX
", // 设备的porductKey

  "deviceName": "XXX
", // 设备的deviceName

  "gmtCreate": 1538109258
028 // 设备创建时间
}

props 设备上报的属性信息。当选择的上报
类型中包含“属性上报”时，会出现
该字段。
props字段内的具体内容，请在产品
的功能定义⻚查看。

{
   "LightStatus":{  // 设备属性LightStatus
        "time":1538109258
010,
        "value":0
    },
    "LightVolt":{ // 设备属性LightVolt
         "time":
1538109258010,
         "value":1
    }
}

event 设备上报的事件信息。当选择的上报
类型中包含“事件上报”时，会出现
该字段。
event字段内的具体内容，请在产品
的功能定义⻚查看。

{
    "Identifier1": {// 事件标识符
        "eventCode": "
Identifier1", // 事件标识符 
        "eventName": "
Warm", // 事件名称
        "eventType": "
info", // 事件类型
        "outputs": { // 输出参数
            "outPara1": 2
, 
            "outPara2": 0
        }
    }, 
    "Identifier2": {
        "eventCode": "
Identifier2", 
        "eventName": "
Warm", 
        "eventType": "
info", 
        "outputs": {
            "outPara1": 2
, 
            "outPara2": 0
        }
    }
}

后续节点使⽤该节点输出数据
如果该服务的其他节点需要调⽤设备上报的属性或事件，可以通过query访问具体参数，或者将本
节点选择为后续节点的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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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query访问。
在配置后续节点，如脚本节点或钉钉机器⼈节点，编辑内容时，可使⽤query调⽤属性或事件数
据。如：
- query.props.属性标识符.value：调⽤设备上报的某属性值。
- query.deviceContext.deviceName：调⽤设备名称。
- query.props.event.事件标识符.eventName：调⽤设备上报的某事件名称。
配置钉钉机器⼈调⽤设备上报的属性数据⽰例：

• 通过配置项访问。
在配置后续节点时，如条件判断节点或路径选择节点，选择数据源为设备触发节点的某类型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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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产品节点
产品节点，即当前服务所在项⽬下的产品。主要⽤于向设备下发设置属性或调⽤服务的指令、查询
设备属性快照值或历史值，和查询设备其他信息，如基本信息、物模型详情、事件数据等。
您在当前服务所属的项⽬的产品列表⻚，导⼊或新增的产品将⾃动显⽰在功能节点的设备⻚签下。
如果您没有为当前项⽬添加任何产品，则设备⻚签下没有任何产品节点。

节点配置
配置项 描述
节点名称 设置节点名称。⽀持中⽂汉字、英⽂字⺟、数字和下划线（_），⻓度不

超过30个字符。
选择要控制的设备 选择控制对象。可选择：

• 来⾃其他节点的参数，即控制对象为该产品节点之前的某个节点中的
参数。

• 选择为当前产品下的某个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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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 描述
选择操作类型 选择要执⾏的操作类型。可选：

• 设备动作执⾏：设置属性或调⽤服务。
• 查询设备属性：查询设备的属性快照值或历史值。
• 查询设备其他信息：查询设备的基本信息、物模型详情、事件数据

等。
下发数据 当操作类型选择为设备动作执⾏时出现的字段。

下发设置某个属性或调⽤某个服务的指令给设备。
说明:

所选属性必须为读写型。
下发设置属性的数据格式如下：
{
   "properties": {
    "⽬标属性1的标识符": "⽬标值",
    "⽬标属性2的标识符": "⽬标值"
   }
}

选择要查询的属性 当操作类型选择为查询设备属性时出现的字段。
可选择全部属性或某个具体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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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 描述
查询维度 当操作类型选择为查询设备属性时出现的字段。

• 快照值：查询设备最近⼀次上报的属性值。
• 历史值：查询单个属性在指定时间段内上报属性的历史记录。需设置

查询起⽌时间、要查询的记录数量、和排序⽅式。
下发的数据格式⽰例如下：
{
   "start": 1526900000000, // 查询历史数据的起始时间（毫秒单位的时间戳）
   "end": 1526900000001, // 查询历史数据的终⽌时间（毫秒单位的时间戳）
   "pageSize": 10,  // 要查询的记录数
   "ordered": true // 查询顺序（true - 正序，false
 - 逆序）
}

说明:
- 如果排序选择为正序，则查询从开始时间算起的前10个属性记

录。
- 如果排序选择为逆序，则查询从开始时间到结束时间之间的最

后10个属性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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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 描述
查询类型 当操作类型选择为查询设备其他信息时出现的字段。

在下拉框选项中，选择要查询的信息类型，并根据信息类型传⼊参数。
各类型需传⼊的具体参数，请参⻅物的管理服务中各API的参数。
参数可设置为变量。IoT Studio内置了如下全局变量：
• 来⾃上个节点的输出数据：payload。⽀持使⽤payload.payload

对象中的某个key来访问指定key的数据。
• 来⾃服务输⼊节点的数据：query。⽐如，HTTP请求节点的⼊

参，设备触发节点的设备数据。⽀持使⽤query.参数名来访问指定数
据。

• 来⾃指定节点的输出数据：node.节点ID。⽀持使⽤node.节点ID
.节点输出对象中的某个key来访问指定key的数据。

⽰例：
{
   "productKey": "{{payload.productKey}}",  // 上⼀个节点的输出为：{productKey: '值'}，取productKey的值
   "deviceName": "{{query.deviceName}}", // API请求节点的⼊参中，定义了⼀个名称为deviceName的⼊参，取⼊参
deviceName的值
   "pageNum": "{{node.node_399591c0.pageNum
}}" // 节点node_399591c0的输出为pageNum，取pageNum的值
}

如果需要调⽤某参数的⼦集，可按如下⽰例⽅式调⽤：
使⽤{{payload.props.PM10.value}}，表⽰上⼀个节点props对象
中属性PM10的值。
使⽤{{query.deviceContext.deviceName}}，表⽰第⼀个节点的
输出内容中deviceContext对象的deviceName变量。

设备动作执⾏配置⽰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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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设备属性⽰例：

查询设备其他信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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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数据
根据指令进⾏操作后，返回的结果数据作为节点的输出数据。
输出数据结构，可在调试成功后，节点⽇志中查看。

3.4 功能节点
3.4.1 定时触发

定时触发节点⽤于设置时间，使服务在指定时间执⾏。常⽤于定时推送消息、定时执⾏任务、定
时提醒、定时触发设备等场景。⼀个服务中有且只有⼀个定时触发节点。该节点与设备触发节点
和HTTP请求节点不能同时存在。

节点配置
配置项 说明
节点名称 设置节点名称。⽀持中⽂汉字、英⽂字⺟、数字和下划线（_），⻓度不

超过30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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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 说明
触发模式 可选：

• 特定时间触发（只触发⼀次）：选择具体触发时间，精确到分钟。单
击此刻，则直接选择当前时间。

• 循环定时触发（按照循环规则触发）：适⽤于按照指定规则，循环触
发控制的场景。需设置循环规则：
- 循环周期，可选

■ 分钟：按分钟时间间隔进⾏规则触发。需设定具体的时间间隔
分钟数，范围：1-1440分钟。

■ 小时：按小时时间间隔进⾏规则触发。需设定具体的时间间隔
小时数，范围：1-168小时。

■ 天：每天的固定时间进⾏触发。需设定具体的触发时间点，可
精确到秒。

■ 周：每周的固定时间进⾏触发。需选择周内触发⽇期（⼯作
⽇、⾮⼯作⽇、或周内某天）和具体的触发时间点，可精确到
秒。

■ ⽉：每⽉的固定时间进⾏触发。需选择⽉内具体⽇期和具体触
发时间点，可精确到秒。

- 选择⽣效时间。
- 选择结束时间。可勾选永久⽣效。

节点输出
定时触发节点的输出数据为⽇期时间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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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HTTP请求
HTTP请求节点是创建API的开始节点，通过该节点配置API的请求参数。每个API有且仅有⼀
个HTTP请求节点，中间逻辑节点可根据业务需要选择其他功能节点，但必须以HTTP返回节点作
为终⽌节点。开发的API可被外部调⽤，可⽤于Web可视化开发。

节点配置
配置项 说明
节点名称 设置节点名称。⽀持中⽂汉字、英⽂字⺟、数字和下划线（_）。⻓度不

超过30个字符。
Action 设置调⽤API时，参数Action的值。可包含英⽂⼤小写字⺟和数字。
新增参数 根据业务需要，设置调⽤API的请求参数。参数设置包含：

• 参数名称：⽀持英⽂⼤小写字⺟、数字和下划线（_），且必须以英⽂
字⺟开头。⻓度不超过50个字符。

• 类型：参数的数据类型，⽀持：String、Int、Long、Float、
Double、Boolean。

• 是否必填：该参数是否为必传参数。若选择为是，IoT Studio平台会
校验API调⽤请求中是否包含了此参数，若请求中没有此参数或参数
类型错误，则拒绝请求。

• 默认值（可选）：为参数设置默认值。如果该参数为⾮必填，调⽤
API时，若没有传⼊该参数的值，则使⽤默认值。

• 描述：描述参数的⽤途、使⽤注意事项等。

节点输出
调⽤成功时的输出数据格式⽰例如下：
{
        "code": 200,
        "dat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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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名1": 参数值1,
            "⼊参名2": 参数值2
        },
        "message": "success",
        "localizedMsg": "成功"

}

调⽤失败的输出数据，请查看节点⽇志。
后续节点使⽤该节点输出数据

如果该服务的其他节点需要调⽤请求参数值，可以通过query访问具体参数，或者将某个请求参数
选择为后续节点的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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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query访问。
在配置后续节点，如脚本节点或钉钉机器⼈节点，编辑内容时，可使⽤query.⼊参名结构调
⽤API的⼊参值。
钉钉机器⼈等JSON输⼊框采⽤{{query.⼊参名}}的格式。⽰例如下：

脚本等代码输⼊框，直接采⽤query.⼊参名格式。⽰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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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配置项访问。
在配置后续节点时，如条件判断节点或路径选择节点，选择数据源为HTTP请求中的某个请求参
数。

3.4.3 HTTP返回
HTTP返回节点是对外输出API的结束节点。API的起始节点必须是HTTP请求节点。通过HTTP返
回节点，配置API的返回值， 默认返回前置节点输出 。

节点配置
配置项 说明
节点名称 设置节点名称。⽀持中⽂汉字、英⽂字⺟、数字和下划线（_），⻓度不

超过30个字符。
输出 配置API返回参数。默认是上⼀个节点输出的对象（payload）。您还可

以：
• 填写变量，设置为上⼀个节点输出的payload的⼦集。
• 设置为静态值，即固定值。
• 设置为API的请求参数。
• 设置为某个前置节点的输出对象payload或其⼦集。

返回码 平台已提供了⼀系列默认返回码。您可以增加⾃定义返回码，但⾃定义
返回码不可与系统返回码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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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输出
调⽤成功的输出数据。调⽤失败的输出请在⽇志栏查看返回结果。
{
    "code": 200，
    "data": {从“输出”配置项中提取的对象，也可以是数组，若是数组则外框为“[]”}，
    "message": "success"，
    "localizedMsg": "成功"
}

3.4.4 路径选择
路径选择节点可以根据设定的规则，对数据源进⾏判定，从而执⾏不同路径逻辑。每个路径选择节
点最多可包含10个路径。当输⼊值满⾜路径1的条件时，执⾏路径1；不满⾜时，继续进⾏路径2的
条件判断；以此类推。

使⽤场景
如果需要对设备上报的属性等输⼊值做出判断，并根据判断结果执⾏不同的逻辑，则可以使⽤路径
选择节点。典型使⽤场景如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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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配置
配置项 说明
节点名称 设置节点名称。⽀持中⽂汉字、英⽂字⺟、数字和下划线（_），⻓度不

超过30个字符。
数据源 路径选择的条件均需与数据源进⾏对⽐。数据源可设置为：

• 静态数据：固定值。⽀持以下数据类型：
- 数值型：输⼊数字，可以包含小数点。
- 布尔值：设置为true或者false。
- 字符串：输⼊字符串数据。
- 时间型：需选择具体时间点。

• 上⼀节点（payload）：需结合上⼀个节点的输出数据格式。可以⼿
动输⼊上⼀个节点的变量名称，则调⽤该变量对应的值；如果不填写
变量，则返回上个节点的默认值或全部返回值。

• 选择为条件判断节点的判断结果或本节点之前的任⼀节点的某个参
数，如设备触发节点或产品节点的属性、时间或服务等。

新增路径 路径选择节点默认建⽴三条路径。您可以根据您的业务需要增加或删除
路径。最多可包含10条路径。
路径选择节点⽀持多种判断⽅式，将数据源与路径对应的静态数值或动
态参数值进⾏⽐较。具体判断条件配置，需依据数据源的类型。
后续节点配置时，需为每个路径配置⼀个对应的输出分⽀。若数据源输
⼊值满⾜该条路径的条件，则会被路由到该路径对应的输出分⽀；如果
同时满⾜多条路径条件，则按照路径添加的顺序，执⾏顺序最靠前的路
径对应的输出分⽀。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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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输出
路径选择节点本⾝不改变传递的参数输出，因此输出仍然为上⼀个节点的输出数据。

3.4.5 Node.js脚本
如果IoT Studio平台提供的节点不能满⾜您的需求，您可以使⽤Node.js脚本节点，编
写JavaScript代码来灵活定制功能逻辑。⽬前⽀持Node.js 6.10版本。

编码帮助
Node.js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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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动态参数。
在脚本中，可使⽤平台内置变量。平台已内置以下全局变量：
- 来⾃上个节点的输出数据：payload。⽀持使⽤payload.payload对象中的某个key来访问

指定key的数据。
- 来⾃输⼊节点的数据：query。⽐如，HTTP请求节点的⼊参，设备触发节点的设备数

据，⽀持使⽤query.参数名来访问指定数据。
- 来⾃指定节点的输出数据：node.节点ID。⽀持使⽤node.节点ID.节点输出对象中的某个

key来访问指定key的数据。
⽰例：
{
   "productKey": "{{payload:productKey}}",  // 上⼀个节点的输出为：{
productKey: '值'}，取productKey的值
   "deviceName": "{{query.deviceName}}", // API请求节点的⼊参中，定义了⼀个名称为deviceName的⼊参，取⼊参deviceName的值
   "pageNum": "{{node.node_399591c0.pageNum}}" // 节点node_399591c0的输出为pageNum，取pageNum的值
}

如果需要调⽤某参数的⼦集，可按如下⽰例⽅式调⽤：
使⽤{{payload.props.PM10.value}}，表⽰上⼀个节点props对象中属性PM10的值。
使⽤{{query.deviceContext.deviceName}}，表⽰第⼀个节点的输出内容
中deviceContext对象的deviceName变量。

• ⽇志输出。
可以使⽤console.log输出⽇志。可以在调试信息中查看⽇志数据。使⽤⽰例如下：
let name = 'Jack';
console.log('Hello', name);

约束与限制
项⽬ 说明
Date 服务编排最终会运⾏在阿⾥云函数计算(Function Compute)上。函数

计算使⽤的是UTC时间，因此使⽤Date对象时，请注意当前时区和UTC
时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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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说明
NPM库 脚本节点中已经内置了⼀些NPM库，可以直接require调⽤。系统内置

库：aliyun-api-gateway、axios、lodash、moment、和uuid。
您也可以安装第三⽅库：在 扩展库管理中，搜索⽀持的NPM库模块，然
后单击 安装。使⽤require⽅式引⼊模块。NPM库具体使⽤指南，请参
⻅本⽂章节：使⽤外部扩展库。

变量 变量必须符合ECMAScript2015严格模式下变量的命名规范。
请勿在脚本中定义使⽤包含循环引⽤的变量。
不能使⽤以下关键词命名变量：
abstract、boolean、break、 byte、case、catch、char、class、
continue、const、debugger、default、delete、do、double、
else、enum、export、extends、false、finally、for、function
、goto、if、import、implements、in、instance、of、int、
interface、let、 long、native、new、null、package、private
、protected、public、return、short、static、super、switch、
synchronized、this、throw、throws、transient、try、type of、
var、void、volatile、while、with、yield

使⽤外部扩展库
使⽤Node.js脚本节点编写代码过程中，除了可以使⽤节点中已内置了NPM库，您还可以安装⽀持
的外部NPM库。
1. 在节点配置下，单击扩展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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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搜索您需要的外部库，单击其对应的安装按钮。
扩展库安装完成后，将展⽰在已安装库列表中。

3. 在编写代码时，通过require⽅式使⽤扩展库。

附录：代码⽰例
/**
 * @param {Object} payload 上⼀节点的输出
 * @param {Object} node 指定某个节点的输出
 * @param {Object} query 服务流第⼀个节点的输出
 */
module.exports = function(payload, node, query) {
  database = [
    ["A", 11, 111],
    ["B", 22, 222],
    ["C", 33, 333],
    ["D", 44, 444],
    ["E", 55, 555],
    ["F", 11, 111],
    ["G", 22, 222],
    ["H", 33,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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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44, 444],
    ["J", 55, 555],
    ["K", 11, 111],
    ["L", 22, 222],
    ["M", 33, 333],
    ["M", 44, 444],
    ["O", 55, 555],
  ];
  let arr = [];
  for(let i=0;i<query.column;i++)
    {arr[i]= database[i];
    }
/**
 * 此时传递的参数payload被赋值为arr，传递的⼆维数组含有N个数据，其中N通过API⼊参传递过来
 */
  return arr;
}

3.4.6 Python脚本
如果平台提供的节点不能满⾜您的需求，您可以使⽤Python脚本节点，编写Python代码来实现功
能逻辑。⽬前⽀持Python3.6版本。仅⽀持基本库，仅可使⽤基本语法，不⽀持扩展库。

代码⽰例

#!/usr/bin/python
# -*- coding: UTF-8 -*-

# @param {Object} payload 上⼀节点的输出
# @param {Object} node 指定某个节点的输出
# @param {Object} query 第⼀个节点的输出
# @param {Object} context  { appKey, appSecret }

def main(payload, node, query, context):
    print 'payload =', payload
    print 'node =', node
    print 'query =', query
    print 'context =', context
    return pay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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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 数值计算
使⽤数值计算节点，您⽆需写代码就能实现简单的逻辑运算，例如多个设备属性值相运算、多个设
备属性值之间取最⼤值、最小值、平均值等简单的逻辑运算操作。

节点配置
配置项 说明
节点名称 设置节点名称。⽀持中⽂汉字、英⽂字⺟、数字和下划线（_），⻓度不

超过30个字符。
数据源

说明:
数值计算节点的数据源只能是数值型数据。

可设置为静态数值、上⼀节点（payload）某个数值类型的⼦集、或本
节点之前的任⼀节点的某个数值。

运算⽅法 选择数据源输⼊值与参数值的计算⽅法。⽬前⽀持的计算能⼒包含：相
加、相减、相乘、相除、最⼤值、最小值、平均值。

添加参数 设置与数据源输⼊值进⾏计算的参数值。可以添加多个参数。

节点输出
数值计算的最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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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 条件判断
条件判断节点根据设定的条件对输⼊值进⾏判断，再根据判断结果执⾏不同的路径。条件判断结果
产⽣两个路径：满⾜条件的路径和不满⾜条件的路径。

节点配置
配置项 说明
节点名称 设置节点名称。⽀持中⽂汉字、英⽂字⺟、数字和下划线（_），⻓度不

超过30个字符。
条件选择 可选：

• 同时满⾜所有条件：当所有条件都满⾜时，判断为满⾜条件；否
则，判断为不满⾜条件。

• 满⾜任意⼀个条件：满⾜任意⼀个条件时，判断为满⾜条件；当所有
条件均不满⾜时，判断为不满⾜条件。

添加条件 添加判断条件。您可以为当前节点添加多个条件。
• 数据源，可以设置为：

- 静态数据：固定值。⽀持以下数据类型：
■ 数值型：输⼊数字，可以包含小数点。
■ 布尔值：设置为true或者false。
■ 字符串：输⼊字符串数据。
■ 时间型：需选择具体时间点。
■ 数组型：输⼊数组类型数据，多个数据间⽤英⽂逗号（,）分

隔。
■ 结构型：可以⽤名称/值对的⽅式来表达复杂的数据格式，需要

采⽤JSON格式进⾏书写。对象可以包含多个名称/值对。如：
{ "firstName":"John" , "lastName":"Doe" }

- 上⼀节点（payload）：需结合上⼀个节点的输出数据格式。可以
⼿动输⼊上⼀个节点的变量名称，则调⽤该变量对应的值；如果不
填写变量，则返回上个节点的默认值或全部返回值。

- 本节点之前的任⼀节点的某个参数，如设备触发节点或产品节点的
属性、时间或服务等。

• 判断⽅式，可以：⼤于、⼤于等于、小于、小于等于、等于、不等
于、为空、⾮空。

• 判断参数，与数据源设置相同，可设置为静态数据、上⼀节点（
payload）、或本节点之前的任⼀节点的某个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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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输出
节点输出为判断结果：true（满⾜条件）或false（不满⾜条件）。

3.4.9 短信
短信节点⽤于给⽬标⼿机发送短信，且⽀持批量发送。常⽤于需及时接收设备监控报警或其他重要
数据的场景。使⽤该节点，需先开通阿⾥云短信服务。

节点配置
配置项 说明
节点名称 设置节点名称。⽀持中⽂汉字、英⽂字⺟、数字和下划线（_），⻓度不

超过30个字符。
授权 单击授权，进⼊访问控制RAM控制台，同意授予物联⽹开发服务平台访

问您的短信服务资源的权限。
短信接收号码 接收短信的⽬标⼿机号码。⽀持最多设置1,000个号码，号码间以逗号分

隔。
国际、港、澳、台地区的号码填写格式为：区号+号码。

短信签名 需先在阿⾥云短信服务控制台的短信签名⻚，添加签名。添加的签名需
审批通过后，才可使⽤。

短信模板CODE 需先在阿⾥云短信服务控制台的短信模板⻚，添加短信模板。添加的模
板需审批通过后，才可使⽤。

短信模板变量替换
JSON串

在输⼊框中，根据短信模板中定义的变量，填⼊变量所对应的实际值。

短信节点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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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短信签名：

添加短信模板：

节点输出
根据短信模板定义输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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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0 钉钉机器⼈
钉钉机器⼈节点可以将消息推送⾄钉钉群中。可以应⽤在设备消息推送、监控报警、信息公⽰等多
种场景，将设备告警信息、设备属性信息、业务逻辑处理结果等，以定时触发或设备触发等⽅式推
送到钉钉群中。⽬前仅⽀持信息推送，不⽀持返回消息处理。

节点配置
配置项 说明
节点名称 设置节点名称。⽀持中⽂汉字、英⽂字⺟、数字和下划线（_），⻓度不

超过30个字符。
Webhook 钉钉群机器⼈的Webhook地址。

需在钉钉群对话窗口，单击...设置按钮，然后选择群机器⼈，创建⼀个
⾃定义钉钉机器⼈，并复制其Webhook地址。
创建钉钉机器⼈详细步骤 ，请参⻅下⼀章节：创建钉钉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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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 说明
配置⽅法 可选择以下⽅法对发送内容进⾏格式化处理：

• 使⽤模板。⽬前，⽀持以下两种模板：
- 设备告警：系统会⾃动根据选择的数据源，⾃动⽣成相关的告警推

送信息，您也可以对模板进⾏编辑修改。⽬前，仅⽀持设备触发节
点和产品节点作为设备告警的数据源。

- 固定⽂案：需输⼊固定的消息内容。适合与设备物模型⽆关信
息，只做消息提醒的场景。

• ⾃定义：可⾃定义推送内容为固定⽂本或前置节点的输出内容中的变
量，或变量与固定⽂本结合起来，形成有业务价值的消息。
以text消息类型为例。如果需要钉钉机器⼈往群中动态推送⼀个变
量，⾸先需要确定变量所在的节点。如果您不了解数据源节点输出内
容的JSON格式，您可以先部署、启动、并⽤虚拟设备调试服务，便可
获得节点⽇志。从节点⽇志中，查看输出内容的JSON格式，由此定位
变量位置。
IoT Studio内置了如下全局变量：
- 来⾃上个节点的输出数据：payload。
- 来⾃服务输⼊节点的数据：query。
- 来⾃指定节点的输出数据：node.节点ID。
⽰例：
使⽤{{payload.props.PM10.value}}，表⽰上⼀个节
点props（属性）对象中属性PM10的值。
使⽤{{query.deviceContext.deviceName}}，表⽰第⼀个节点
的输出内容中deviceContext对象的deviceName变量。
{
  "msgtype": "text", 
  "text": {
    "content": "空⽓质量站点{{query.deviceContext.
deviceName}}上报PM10浓度，浓度为{{query.props.PM10.
value}} ug/m3，空⽓质量优。"
 }, 
      "isAtAll": fal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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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钉钉机器⼈
1. 打开钉钉群会话窗口，单击右上⻆群设置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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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群设置中，选择群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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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添加机器⼈按钮+。

4. 选择要添加的机器⼈为⾃定义。

⽂档版本：20190813 55



物联⽹平台 IoT Studio /  3 服务开发

5. 单击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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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输⼊机器⼈名称，单击完成。

机器⼈创建成功后，您可以单击复制，复制其webhook地址；或单击设置说明，查看机器⼈调试
等设置说明⽂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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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输出
调⽤成功的输出数据为钉钉API返回的数据，如下⽰例。具体钉钉API返回数据，请参⻅钉钉开发
⽂档。
 {
    "errmsg": "ok",
    "errcode": 0
}

3.4.11 项⽬内API
项⽬内API，即当前服务所属项⽬中已部署的HTTP接口。使⽤项⽬内API节点，可以在服务中调
⽤该项⽬下已部署成功的服务作为服务的中间逻辑节点。

节点配置
配置项 说明
节点名称 设置节点名称。⽀持中⽂汉字、英⽂字⺟、数字和下划线（_），⻓度不

超过30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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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 说明
API 选择项⽬中已部署的API。

选择API后，可单击查看该API详情，查看所选API的名称、请求⽅法、
调⽤地址、请求参数等信息。

API⼊参 根据所选API的请求参数，输⼊参数值。
如果参数值需配置为动态参数，使⽤其它上游节点传递的参数，可使⽤
以下⽅法：
• {{payload.参数名}}表⽰调⽤上⼀个节点输出参数。
• {{query.参数名}}表⽰调⽤服务输⼊节点的输出参数。
• {{node.nodeId.参数名}}表⽰调⽤指定某⼀节点的输出参数。
⽰例：
{
   "productKey": "{{payload:productKey}}",  // 上⼀个节点的输出为：{productKey: '值'}，取productKey的值
   "deviceName": "{{query.deviceName}}", // API输⼊节点的⼊参中定义了⼀个名称为deviceName的⼊参，取⼊参
deviceName的值
   "pageNum": "{{node.node_399591c0.pageNum
}}" // 节点node_399591c0的输出为{pageNum: 10}，取
pageNum的值
}

如果需要调⽤某参数的⼦集，可按如下⽰例⽅式调⽤：
使⽤{{payload.props.PM10.value}}，表⽰上⼀个节点props对象
中属性PM10的值。
使⽤{{query.deviceContext.deviceName}}，表⽰第⼀个节点的
输出内容中deviceContext对象的deviceName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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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输出
项⽬内API节点的输出数据与所选服务API的输出数据⼀致。如：
{"test": "test"}

3.4.12 ⾃定义API
使⽤⾃定义API节点，调⽤您在外部平台开发的API作为当前服务的中间逻辑功能，并将接口的返
回值作为节点的输出。

节点配置
配置项 说明
节点名称 设置节点名称。⽀持中⽂汉字、英⽂字⺟、数字和下划线（_），⻓度不

超过30个字符。
请求⽅法 设置该⾃定义API的请求⽅法。可选：POST、GET
API地址 该API的调⽤地址。若涉及鉴权等逻辑需⾃⼰编写。
编码 编码⽅式⽀持UTF-8和GBK。
参数填写 配置该API的请求参数。

如果参数值需配置为动态参数，即使⽤其它上游节点传递的参数，可使
⽤以下⽅法：
• {{payload.参数名}}表⽰调⽤上⼀个节点输出参数。
• {{query.参数名}}表⽰调⽤服务输⼊节点的输出参数。
• {{node.nodeId.参数名}}表⽰调⽤指定某⼀节点的输出参数。
如：
{
   "productKey": "{{payload:productKey}}", 
   "deviceName": "{{query.deviceName}}",
   "pageNum": "{{node.node_399591c0.pageNum}}" 
}

如果需要调⽤某参数的⼦集，可按如下⽰例⽅式调⽤：
使⽤{{payload.props.PM10.value}}，表⽰上⼀个节点props对象
中属性PM10的值。
使⽤{{query.deviceContext.deviceName}}，表⽰第⼀个节点的
输出内容中deviceContext对象的deviceName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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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输出
API接口返回值作为节点输出。

3.4.13 云市场API
使⽤云市场API节点，可调⽤您在阿⾥云云市场购买的API，如天⽓预报，⾝份证识别等，并可以
根据API的返回数据开发业务逻辑。

节点配置
配置项 说明
节点名称 设置节点名称。⽀持中⽂汉字、英⽂字⺟、数字和下划线（_），⻓度不

超过30个字符。
请求⽅法 在云市场API购买⻚，查看该API的请求⽅式。
调⽤地址 在云市场该API购买⻚，查看该API的调⽤地址。
APPCODE 在云市场控制台，已购买的服务⻚列表中，查看已购

买API的AppCode。
编码 选择编码⽅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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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 说明
参数填写 填⼊参数。

• 根据云市场该API购买⻚的请求参数说明，可设置请求参数为：
- 静态参数，即填⼊⼀个固定值，如"cityId":"20"。
- 动态参数，即参数值填⼊为变量。

如果参数值需配置为动态参数，即使⽤其它上游节点传递的参
数，可使⽤以下⽅法：
■ {{payload.参数名}}表⽰调⽤上⼀个节点输出参数。
■ {{query.参数名}}表⽰调⽤服务输⼊节点的输出参数。
■ {{node.nodeId.参数名}}表⽰调⽤指定某⼀节点的输出参

数。
如"cityId":"{{query.cityId}}"，该结构是把API的⼊参
cityId作为⼦对象。
如果需要调⽤某参数的⼦集，可按如下⽰例⽅式调⽤：
使⽤{{payload.props.PM10.value}}，表⽰上⼀个节
点props对象中属性PM10的值。
使⽤{{query.deviceContext.deviceName}}，表⽰第⼀个
节点的输出内容中deviceContext对象的deviceName变量。

• token：请在阿⾥云API⽹关控制台，选择调⽤API > 已购买API，再
选择地域，然后在购买的API详情中查看。

节点输出
该节点的输出数据是所调⽤的云市场API的返回数据。具体返回数据，请在云市场购买⻚，查看对
应API的帮助⽂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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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4 表格存储
使⽤表格存储节点可将数据存⼊表格存储数据表中，对数据表中的数据进⾏增、删、改、查操作。

前提条件
您已经开通阿⾥云表格存储服务，并已经创建了表格存储实例和数据表。表格存储数据表主键仅⽀
持整型、字符串、⼆进制类型的数据，因此输⼊数据需与表格存储数据表中的类型⼀致。

节点配置
配置项 说明
节点名称 设置节点名称。⽀持中⽂汉字、英⽂字⺟、数字和下划线（_），⻓度不

超过30个字符。
授权 单击授权，进⼊访问控制RAM控制台，同意授予物联⽹开发服务平台访

问您的表格存储资源的权限。
EndPoint 您的表格存储实例所在的地域ID，如：cn-hangzhou。地域ID的表达

⽅法，请参⻅地域和可⽤区。
实例名称 请在表格存储控制台实例列表中查看。

表格存储使⽤详情，请参⻅开始使⽤表格存储。
操作类型 可选择：

• 插⼊：在表格存储数据表中插⼊数据。
• 查询：查询表格存储数据表中的数据。
• 删除：删除表格存储数据表中的数据。
• 更新：更新表格存储数据表中的数据。

参数 根据不同操作类型，需输⼊不同的参数。 参数的具体说明，请参⻅本⻚
下⽅：参数。

表格存储节点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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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表格存储实例信息：

参数
参数中可以使⽤变量，IoT Studio内置了如下全局变量：
• 来⾃上个节点的输出数据：payload。⽀持使⽤payload.payload对象中的某个key来访问指

定key的数据。
• 来⾃服务输⼊节点的数据：query。⽐如，HTTP请求节点的⼊参，设备触发节点的设备数据。

⽀持使⽤query.参数名来访问指定数据。
• 来⾃指定节点的输出数据：node.节点ID。⽀持使⽤node.节点ID.节点输出对象中的某个key

来访问指定key的数据。
以下根据不同的操作类型，例举参数的结构和⽰例。
• 插⼊

{
  "tableName": "", // 数据表名
  "primaryKey": {  // 表的主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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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umns": { // 要插⼊的数据内容
  }
}

⽰例：
{
    "tableName": "base_info",
    "primaryKey": {
        "ds": "{{payload.ds}}"
    },
    "columns": {
        "a": "{{payload.a}}",
        "b": "{{payload.b}}",
        "c": "{{payload.c}}",
        "d": "{{payload.d}}"
    }
}

• 查询
{
  "tableName": "",  // 数据表名
  "primaryKey": { //表的主键
  }
  "condition": { // 查询条件
  },
  "columns": [] // 查询的内容
}

⽰例：
{
    "tableName": "base_info",
    "primaryKey": {"ds": "{{node.node_4043aa20.ds}}"},
    "condition": {
    },
    "columns": ["ds", "a", "b", "c", "d"]
}

• 删除
{
  "tableName": "",  // 数据表名
  "condition": { // 删除条件
  },
  "primaryKey": { // 表的主键，即指定要删除的⾏
  }
}

⽰例：
{
    "tableName": "base_info",
    "condition": {
    },
    "primaryKey": {
        "ds": "{{query.d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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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新
{
  "tableName": "", // 数据库表名
  "primaryKey": { // 表的主键，指定要更新的⾏
  },
  "columns": {  //更新的数据内容
  }
}

⽰例：
{
    "tableName": "base_info",
    "primaryKey": {
        "ds": "{{query.ds}}"
    },
    "columns": {
        "a": "gasdlghasldfjksjh",
        "b": "gaksjdflkjhs",
        "d": "d"
    }
}

节点输出
表格存储操作结果作为节点输出。

3.4.15 数据库MySQL
使⽤数据库MySQL节点可将数据存⼊云数据库RDS MySQL版数据表中，对数据表中的数据进⾏
增、删、改、查操作。

前提条件
您已经购买云数据库RDS MySQL版实例，并已创建数据库和数据表。

节点配置
配置项 说明
节点名称 设置节点名称。⽀持中⽂汉字、英⽂字⺟、数字和下划线（_），⻓度不

超过30个字符。
⽤⼾名 填⼊RDS实例的⽤⼾账号。可在RDS控制台，实例的基本信息⻚，查

看实例的名称。数据库信息查看⽰例，请参⻅以下云数据库RDS for
MySQL实例基本信息⽰例截图。
关于RDS for MySQL的使⽤详情，请参⻅RDS for MySQL使⽤流程。

密码 填⼊登录RDS实例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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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 说明
连接地址 填⼊实例的外⽹地址。可在RDS控制台，实例的基本信息⻚，查看实例

的外⽹地址。
数据库名 填⼊数据库名称。可在RDS控制台，实例的数据库管理⻚查看。
端口号 填⼊实例的外⽹端口号。可在RDS控制台，实例的基本信息⻚，查看实

例的外⽹端口。
操作类型 可选择：

• 插⼊：在数据库中插⼊数据。
• 查询：查询数据库中的数据。
• 删除：删除数据库中的数据。
• 更新：更新数据库中的数据。

参数 根据不同操作类型，需输⼊不同的参数。 参数的具体说明，请参⻅本⻚
下⽅章节：参数。

数据库MySQL节点配置⻚：

查看云数据库RDS for MySQL实例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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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中可以使⽤变量，IoT Studio内置了如下全局变量：
• 来⾃上个节点的输出数据：payload。⽀持使⽤payload.payload对象中的某个key来访问指

定key的数据。
• 来⾃输⼊节点的数据：query。⽐如，HTTP请求节点的⼊参，设备触发节点的设备数据。⽀持

使⽤query.参数名来访问指定数据。
• 来⾃指定节点的输出数据：node.节点ID。⽀持使⽤node.节点ID.节点输出对象中的某个key

来访问指定key的数据。
以下根据不同的操作类型，例举参数的结构和⽰例。
• 插⼊

{
    "table": "",  //数据表名称
    "rows": [{}]  //插⼊的数据内容
}

⽰例：
{
    "table": "base_info",
    "rows": [
        {
            "id": "{{payload.id}}",
            "user": "{{payload.user}}",
            "ext": "{{payload.ext}}",
            "msg": "{{payload.msg}}"
        }
    ]
}

• 查询
{
    "table": "",        //数据表名称
    "condition": {      //查询条件
        "where": {},    //查询位置
        "columns": [],  //查询内容
        "orders": []    //排序
    }
}

⽰例：
{
    "table": "base_info",
    "condition": {
        "where": {"id": "{{query.id}}"},
        "columns": ["id", "user", "ext"],
        "orders":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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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删除
{
    "table": "",      //数据表名称
    "condition": {    //删除条件
    }
}

⽰例：
{
    "table": "base_info",
    "condition": {
        "id": "{{node.node_781d4a40.id}}"
    }
}

• 更新
{
    "table": "",          //数据表名称
    "row": {},            //更新的键值对
    "condition": {        //更新条件
        "where": {},      //更新位置
        "columns": []     //更新内容
    }
}

⽰例：
{
    "table": "base_info",
    "row": {"user": "xxx", "ext": "yyy"},
    "condition": {
        "where": {"id": "{{query.id}}}",
        "columns": ["user", "ext"]
        }
    }
}

节点输出
云数据库RDS MySQL版的操作结果作为节点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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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6 键值对存储
键值对存储节点封装了KV存储服务API。使⽤该节点以键值对形式进⾏数据的写⼊、获取、或删除
操作。

节点配置
配置项 说明
节点名称 设置节点名称。⽀持中⽂汉字、英⽂字⺟、数字和下划线（_），⻓度不

超过30个字符。
操作类型 可选：

• KV存储获取
• KV存储写⼊
• KV存储删除

键（key） 设置要操作的键值对的键。可设置为静态数据、上⼀节点（payload
）、或本节点之前的任⼀节点的某个参数。

值（value） 当操作类型选择为KV存储写⼊时出现的参数。设置要写⼊的值。可设置
为静态数据、上⼀节点（payload）、或本节点之前的任⼀节点的某个
参数。

节点输出
键值对存储的操作结果作为节点输出。

3.5 使⽤案例
3.5.1 定时关灯

本⽰例中服务，在每晚22点向智能灯发送关灯指令， 随后查询灯的状态，并将灯的状态发送到宿舍
管理员钉钉群中。

操作步骤
70 ⽂档版本：20190813

https://linkdevelop.aliyun.com/docCenter#/api/842


物联⽹平台 IoT Studio /  3 服务开发

1. 登录物联⽹平台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开发服务 > IoT Studio。
3. 在IoT Studio⻚项⽬列表中，单击项⽬对应的进⼊按钮进⼊项⽬⻚，或单击新建项⽬，创建⼀

个项⽬。
4. 在项⽬的产品管理⻚，新增⼀个智能灯产品。

产品所属分类选择智能⽣活/电⼯照明/灯，物联⽹平台已为该类型产品预定义了布尔值开关属
性LightSwitch。

说明:
如果您已在物联⽹平台控制台创建了相关产品和设备，选择关联物联⽹平台产品，将产品与该
项⽬关联即可。

5. 在设备管理⻚，新增设备。
6. 单击服务开发 > 新建服务，新建⼀个服务。
7. 在服务开发⻚，单击左侧的节点按钮，服务开发的功能节点将展⽰在列表中。
8. 拖拽⼀个定时触发节点到画布上，并在右侧配置该节点。

参数 说明
节点名称 输⼊节点名称。
触发模式 选择为循环定时触发。
循环周期 选择为天。
触发时间 设置为22:00:00。
选择⽣效时间 设置该服务开始执⾏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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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选择结束时间 设置服务停⽌执⾏的时间。如果需要服务永久执⾏，请勾选永久⽣效。

9. 从左侧设备⻚签下，拖拽⼀个智能灯产品节点到画布上，将定时触发节点与智能灯节点相连，然
后配置智能灯节点。
参数 说明
节点名称 输⼊节点名称。
选择要控制的设备 选择该服务控制的设备。
选择操作类型 选择为设备动作执⾏。
下发数据 选择为属性。
主灯开关 选择为静态布尔值false，即关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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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再添加⼀个智能灯产品节点，与前⼀个智能灯节点相连。
参数 说明
节点名称 输⼊节点名称。
选择要控制的设备 需与之前节点控制的设备⼀致。
选择操作类型 选择为查询设备属性。
选择要查询属性 选择为主灯开关。
查询维度 勾选快照值，即查询开关状态。

11.配置⼀个钉钉机器⼈节点。
参数 说明
节点名称 输⼊节点名称
Webhook 钉钉群机器⼈的Webhook地址。

需在钉钉群对话窗口，单击群设置...按钮，然后选择群机器⼈，创建
⼀个⾃定义钉钉机器⼈，并复制其Webhook地址。

配置⽅法 选择为使⽤模板。
选择模板 选择为设备告警。
设备数据来源 选择为智能灯状态/主灯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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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通知⽤⼾ 根据您的业务需要选择：发送消息时，是否需要提醒群⾥所有⼈或某

些⼈查看消息。

12.单击⻚⾯右上⻆保存，保存设置。
13.单击部署，部署服务。
14.单击启动，启动服务。
15.调试。

a) 返回项⽬产品⻚，进⼊该产品的产品详情⻚在线调试⻚签下，启动设备的虚拟设备。
b) 在服务开发⻚，单击调试，输⼊时间为任意⼀天的22:00:00后，单击前往调试。

钉钉群⾥将收到灯的开关状态信息。

16.发布服务。
需待该服务所在项⽬中的所有服务都部署、调试完成后，才能单击服务⻚⾯右上⻆发布按钮，发
布该服务。

3.5.2 天⽓信息控制加湿器开关
本⽰例的服务将根据天⽓预报中的湿度信息，决定加湿器是否开启。如果湿度≤30则开启，否则不
开启。

前提条件
需在阿⾥云云市场购买天⽓查询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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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1. 登录物联⽹平台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开发服务 > IoT Studio。
3. 在IoT Studio⻚的项⽬列表中，单击已有项⽬对应的进⼊按钮进⼊项⽬，或单击新建项⽬，创

建⼀个项⽬。
4. 在项⽬的产品管理⻚，新增⼀个智能加湿器产品。

如果您已在物联⽹平台控制台创建了相关产品和设备，选择关联物联⽹平台产品，将产品与该项
⽬关联。

5. 在加湿器产品详情⻚功能定义⻚签下，⾃定义⼀个布尔值开关属性。

6. 在设备管理⻚，新增设备。
7. 单击服务开发 > 新建服务，新建⼀个服务。
8. 在服务开发⻚，单击左侧的节点按钮，服务开发的功能节点将展⽰在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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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拖拽⼀个HTTP请求节点到画布上，为节点做如下配置。
参数 说明
节点名称 输⼊节点名称。
Action 调⽤API时，参数Action的值。本⽰例中，设置为QueryWeather。
新增参数 设置调⽤API时的⼊参。本⽰例中，设置了⼀个必填⼊参cityId，类

型为String。

10.拖拽⼀个云市场API节点到画布上，将HTTP请求节点与该节点相连，然后配置该节点。
本⽰例中，在云市场购买的天⽓查询API是免费版⽓象服务（cityId）-墨迹天⽓。
参数 说明
节点名称 输⼊节点名称。
请求⽅式 在云市场该API购买⻚，查看请求⽅式。本⽰例中，购买的API的请求

⽅式为POST。
调⽤地址 在云市场该API购买⻚，查看该API的调⽤地址。
APPCODE 在云市场控制台，已购买的服务⻚列表中，查看已购

买API的AppCode。
编码 选择编码⽅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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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参数填写 根据云市场该API购买⻚的请求参数说明，填⼊请求参数。本⽰例

中，需填⼊两个参数：
• cityId：城市ID，可填⼊：

- 静态参数，即填⼊⼀个固定值，如"cityId":"20"。参数取
值，可参⻅墨迹天⽓购买⻚提供的“cityid对照表”。

- 动态参数，可填⼊"cityId":"{{query.cityId}}"，该结构
是把API的⼊参作为⼦对象。

• token：请在阿⾥云API⽹关控制台，选择调⽤API > 已购
买API，选择地域为华北2（北京），在购买的API详情中查
看。具体的token查看步骤说明，请参⻅墨迹天⽓购买⻚提供
的“token查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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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配置⼀个临时HTTP返回节点，⽤于调试、查看天⽓API的返回数据结构。
因为后续路径节点配置中，需调⽤湿度值，但天⽓API的返回数据结构未知，所以可以先配置⼀
个HTTP返回节点，并进⾏部署、调试。在调式结果⽇志中，查看返回数据结构。
a) 配置⼀个HTTP返回节点，输出选择为上⼀节点（payload）。

b) 单击部署。
c) 部署成功后，单击调试，输⼊⼀个cityId值，如20，进⾏调试。

可在API调⽤结果或HTTP返回节点的节点⽇志下，查看返回结果数据。

返回数据结构显⽰，humidity在data下的condition下。因此，路径配置中，需使⽤
data.condition.humidity调⽤天⽓API的返回结果中的湿度值。

d) 调试成功后，删除该HTTP返回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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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配置⼀个条件路径节点，与云市场API节点相连。
参数 说明
节点名称 输⼊节点名称。
数据源 • 选择数据源为云市场API节点。

• 输⼊变量为：上⼀步调式后，查看到的湿度值所在位
置data.condition.humidity。

新增路径 本⽰例中，只需配置两个路径，因此需删除第三条路径。
路径配置：
• 路径1：<=30。
• 路径2：>30。

13.从左侧设备⻚签下，拖拽⼀个智能加湿器设备节点到画布上，与路径1相连。配置如下：
参数 说明
节点名称 输⼊节点名称。
选择要控制的设备 选择该产品下的⼀个设备。
选择操作类型 选择为设备动作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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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下发数据 勾选属性，设置电源开关值为true，即开启加湿器。

14.再配置⼀个智能加湿器，与路径2相连。
该节点配置，需将电源开关设置为false，即关闭加湿器。

15.分别为两个设备节点配置HTTP返回节点。输出均设置为上⼀节点（payload）。

16.单击⻚⾯右上⻆保存，保存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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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单击部署，部署服务。
18.部署完成后，单击调试，输⼊⼀个cityId值，在单击开始调试。

全局⽇志显⽰当前湿度为40，所以服务执⾏了路径2，关闭加湿器。

19.发布服务。
需待该服务所在项⽬中的所有服务都部署、调试完成后，才能单击服务⻚⾯右上⻆发布按钮，发
布该服务。

预期结果
该服务创建的API，可以⽤于Web可视化开发。
可右键单击服务名称，选择服务调⽤帮助，查看服务调⽤详情。

3.5.3 智能控制空⽓净化器
本⽰例中，创建⼀个智能空⽓净化器控制服务。当空⽓监测设备上报到当前空⽓中PM2.5浓度小
于100时，关闭空⽓净化设备；⼤于等于100时，开启空⽓净化设备。
1. 登录物联⽹平台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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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开发服务 > IoT Studio。
3. 在IoT Studio⻚项⽬列表中，单击项⽬对应的进⼊按钮进⼊项⽬⻚，或单击新建项⽬，创建⼀

个项⽬。
4. 在项⽬的产品管理⻚，为项⽬新建或关联产品。

本⽰例中，需创建空⽓监测产品、设备和空⽓净化产品、设备。并为空⽓监测产品定义PM2.5
浓度属性（Identifier为PM25）；为空⽓净化产品定义电源开关属性（Identifier为switch1
）。

5. 在项⽬的左侧导航栏，选择服务开发，新建⼀个服务。

6. 在服务⻚⾯，单击左侧节点。⻚⾯上将展⽰功能节点供您选择使⽤。
7. 拖拽⼀个设备触发节点到画布上，并配置输⼊数据为空⽓质量监测设备上报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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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配置条件节点。
拖拽⼀个条件节点到画布上，并与设备触发节点相连。
配置条件为：空⽓进化设备的属性PM25值⼤于等于100。

9. 配置两个设备节点，作为下发操作指令的功能节点。两个设备节点分别对应满⾜条件和不满⾜条
件的操作。
a. 拖拽两个设备节点到画布上，分别与触发条件节点连接起来。
b. 单击第⼀个设备节点（满⾜条件对应的设备节点），配置向设备下发指令：设置开关为开。

参数 描述
节点名称 设置节点名称。
选择设备 选择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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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选择操作类型 选择要操作的类型。可选：设备指令下发、查询设备属性、查询设

备信息。
本⽰例中需下发开关操作指令，所以选择为设备指令下发。

下发数据 本⽰例中，设置下发数据为开关属性switch1，设置取值为静态布尔
值true，即PM25值超过100时，开启空⽓净化器。

c. 单击第⼆个设备节点（不满⾜条件对应的设备节点），配置向设备下发指令：设置开关为
关。

10.单击部署，部署已配置的服务。
11.单击启动，启动服务。
12.单击调试，前往空⽓监测设备的调试⻚，开启虚拟真实设备，推送模拟数据进⾏调试。

说明:

84 ⽂档版本：20190813



物联⽹平台 IoT Studio /  3 服务开发

您还必须在产品⻚，找到空⽓净化产品，单击在线调试，开启空⽓净化设备的虚拟真实设
备，以接收指令。

下图⽰例中，模拟推送的PM25值是101，⼤于100，空⽓净化设备将收到开启指令。

13.在项⽬的设备⻚，查看空⽓净化设备的运⾏状态下，电源开关为1（即开启状态）。

14.返回服务开发⼯作台，可查看相关⽇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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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项⽬所有服务部署、调试完成后，可单击该服务右上⻆发布按钮，将服务发布上线。
3.5.4 使⽤树莓派摄像头实现⼈脸识别

基于树莓派的监控摄像头拍摄到⼈像后，将照⽚传⼊阿⾥云对象存储（OSS）；同时，物联⽹服务
通过监听设备上报的属性信息，获取图⽚，并调⽤⼈脸识别API进⾏⼈脸识别， 然后将结果推送到
钉钉群。

流程图

物料准备
需准备以下硬件：
• 树莓派开发板
• 适⽤于树莓派的摄像头
• 红外线传感器
并且，需将摄像头、红外线传感器连接树莓派开发板。
• 将摄像头连接线头插⼊树莓派卡槽中。
• 将红外线传感器（PIR）连接线头插⼊树莓派GPIO引脚。

创建对象存储Bucket
本⽰例中，摄像头拍摄的图像将存储在阿⾥云对象存储中，因此需为图像存储创建⼀个存储空间
Bucket。开发设备端SDK时，需要配置该Bucket信息。
1. 登录对象存储控制台。

若您还未开通对象存储服务，请单击⽴即开通，进⼊购买⻚开通服务。对象存储计费，请参⻅对
象存储计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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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存储空间对应的新建Bucket+按钮，新建⼀个Bucket。
参数 说明
Bucket名称 ⾃定义Bucket名称。

Bucket名称仅⽀持：小写英⽂字⺟、数字和连接号（-），且不能以连
接号开头或结尾。

区域 选择您要创建的Bucket所在地域。创建成功后，地域不可更改。
存储类型 选择为标准存储。
读写权限 本⽰例中，选择为公共读写。实际使⽤中，请根据您的实际需要选

择。
同城区域冗余存储 本⽰例中，选择为关闭。实际使⽤中，请根据您的实际需要选择。
实时⽇志查询 本⽰例中，选择为不开通。实际使⽤中，请根据您的实际需要选择。

Bucket创建后，其概览⻚会显⽰Endpoint和域名。Endpoint信息需配置到设备端SDK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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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测试Bucket。
a. 在Bucket⻚，单击⽂件管理 > 上传⽂件，上传⼀张测试图⽚。

b. 图⽚上传后，单击详情按钮，再将⽂件URL粘贴到浏览器中。浏览器中显⽰该图⽚，证
明Bucket使⽤正常。

创建产品和设备
1. 登录物联⽹平台控制台。

88 ⽂档版本：20190813

https://iot.console.aliyun.com/


物联⽹平台 IoT Studio /  3 服务开发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设备管理 > 产品，创建摄像头产品。

3. 在产品的产品详情⻚功能定义⻚签下，添加两个属性。
标识符 数据类型 数据定义
people bool 0：没⼈；1：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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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符 数据类型 数据定义
picURL text 数据⻓度限制：2048字节。

4.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设备，然后创建设备。请参⻅批量创建设备或单个创建设备。
设备端SDK开发

因为树莓派基于Python语⾔，需要配置两个Python SDK： IoT设备端接⼊SDK和OSS⽂件上传
SDK。
设备端SDK开发代码⽰例如下：
• 引⼊相关库。

import aliyunsdkiotclient.AliyunIotMqttClient as iot ##导⼊阿⾥云的设备
MQTT库，如果import失败需要先pip3 install
import json
import multiprocessing
import time
import random
import oss2 ##导⼊阿⾥云的OSS库，如果import失败需要先pip3 install oss2
from picamera import PiCamera ##树莓派的摄像头，系统⾃带
import RPi.GPIO as GPIO ##GPIO口，接红外PIR使⽤

• OSS Bucket访问授权
auth = oss2.Auth('**YourAccessKeyId**','**YourAccessKeySecret**') ##
OSS的授权,需要您的阿⾥云账号AccessKey ID和AccessKey Secret,具体查看https
://usercenter.console.aliyun.com/#/manage/ak
bucket = oss2.Bucket(auth,'http://oss-cn-beijing.aliyuncs.com','**
YourBucketName**') ##请在OSS控制台，Bucket的概览⻚查看具体信息
global picURLtoIoT
camera = PiCamera()
camera.resolution = (800,600)  ##拍照分辨率，越⾼越容易分析，但是上传速度越慢

• 初始化树莓派。
def init():
    GPIO.setwarnings(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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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PIO.setmode(GPIO.BOARD)
    GPIO.setup(3, GPIO.IN)
    pass

• 定义图像上传OSS Bucket。
def take_photo():
    ticks = int(time.time())
    fileName = 'test%s.jpg' % ticks  ##在⽂件名加⼊时间戳作为简易加密⼿段
    filePath = '/home/pi/Pictures/%s' % fileName
    camera.capture(filePath)
    bucket.put_object_from_file('bucket_file_name/%s', fileName)
 ##在这⾥改bucket名称
    global picURLtoIoT
    picURLtoIoT = 'http://**您的bucket名称**.oss-cn-shanghai.aliyuncs
.com/bucket_file_name/%s' % fileName ##图⽚存储URL，需替换为您的bucket名称和bucket内⽂件名称
    print(str(picURLtoIoT))

• 定义红外线感应器检测到有⼈时，摄像头拍照，否则休眠5秒。
def detectPeople():
    if GPIO.input(3) == True:
take_photo()
    else:
    time.sleep(5)

options = {
    'productKey':'**设备的ProductKey**',
    'deviceName':'**设备的deviceName**',
    'deviceSecret':'**设备的deviceSecret**',
    'port':1883,
    'host':'iot-as-mqtt.cn-shanghai.aliyuncs.com' ##物联⽹平台域名
}
host = options['productKey'] + '.' + options['host']

def on_message(client, userdata, msg):
    topic = '/' + productKey + '/' + deviceName + '/update'
    print(msg.payload)

def on_connect(client, userdata, flags_dict, rc):
    print("Connected with result code " + str(rc))

def on_disconnect(client, userdata, flags_dict, rc):
    print("Disconnected.")

• 定义设备上报数据到物联⽹平台。
def upload_device(client):
    topic = '/sys/'+options['productKey']+'/'+options['deviceName
']+'/thing/event/property/post'
    while True:
        payload_json = {
            'id': int(time.time()),
            'params': {
'people':1 ##物模型⾥布尔值以0和1的形式上报
                'picURL': picURLtoIoT,
            },
           'method': "thing.event.property.post"
            }
        print('send data to iot server: ' + str(payload_json))
        client.publish(topic, payload=str(payload_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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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__name__ == '__main__':
    client = iot.getAliyunIotMqttClient(options['productKey'], 
options['deviceName'], options['deviceSecret'], secure_mode=3)
    client.on_connect = on_connect
    client.connect(host=host, port=options['port'], keepalive=60)
    p = multiprocessing.Process(target=upload_device, args=(client
,))
    p.start()
    detectPeople()
    GPIO.cleanup()
    client.loop_forever()

完整的⽰例代码，请⻅本⽂末附录章节。
创建服务

1. 登录物联⽹平台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开发服务 > IoT Studio。
3. 在IoT Studio⻚的项⽬列表中，单击已有项⽬对应的进⼊按钮进⼊项⽬，或单击新建项⽬，创

建⼀个项⽬。
4. 在项⽬的产品管理⻚，单击关联物联⽹平台产品，将之前创建的摄像头产品与该项⽬关联。关联

产品后，产品下的所有设备随之与项⽬关联。
5. 单击服务开发 > 新建服务，新建⼀个服务。
6. 在服务开发⻚，单击左侧的节点按钮，服务开发的功能节点将展⽰在列表中。
7. 从设备⻚签下，拖拽⼀个设备触发节点到画布上，触发数据源配置为摄像头产品下设备的属性上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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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配置⼀个云市场API节点，并与设备触发节点相连。
需在阿⾥云云市场购买⼈脸识别API。本⽰例购买的API是艾科瑞特（iCREDIT）_智能⼈脸识
别。
参数 说明
节点名称 输⼊节点名称。
请求⽅式 在云市场该API购买⻚，查看请求⽅式。本⽰例中，购买的API的请求

⽅式为POST。
调⽤地址 在云市场该API购买⻚，查看该API的调⽤地址。
APPCODE 在云市场控制台，已购买的服务⻚列表中，查看已购

买API的AppCode。
编码 选择编码⽅式。
参数填写 根据云市场该API购买⻚的请求参数说明，填⼊请求参数。本⽰例

中，需填⼊两个参数：
• IMAGE：图像数据存储的URL。可输⼊：

- 静态值：即输⼊图像在OSS中的存储地址URL。
- 动态值：配置为动态获取值，本⽰例动态取值设置为："

IMAGE":"{{query.props.picURL.value}}"，即从属
性picURL的数据中获取。

• IMAGE_TYPE：0：图像内容为图像数据BASE64编码；1：图像
内容为图像⽂件的URL。本⽰例采⽤URL，配置为"IMAGE_TYP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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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配置⼀个钉钉机器⼈。
参数 说明
节点名称 输⼊节点名称
Webhook 钉钉群机器⼈的Webhook地址。

需在钉钉群对话窗口，单击群设置...按钮，然后选择群机器⼈，创建
⼀个钉钉机器⼈，并复制其Webhook地址。

配置⽅法 选择为⾃定义。
消息类型 选择为FeedCard类型。
内容配置 • 修改消息标题title。

• 修改picURL值为{{query.props.picURL.value}}。

10.单击⻚⾯右上⻆保存，保存配置。
11.单击部署，部署服务。
12.部署完成后，单击启动。

94 ⽂档版本：20190813



物联⽹平台 IoT Studio /  3 服务开发

13.调试服务。
a. 单击调试 > 前往，前往产品的在线调试⻚。
b. 启动虚拟设备。
c. 输⼊模拟属性值，单击推送。

数据推送成功，钉钉群将收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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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发布服务。
需待该服务所在项⽬中的所有服务都部署、调试完成后，才能单击服务⻚⾯右上⻆发布按钮，发
布该服务。

附录：设备端SDK代码⽰例
import aliyunsdkiotclient.AliyunIotMqttClient as iot ##导⼊阿⾥云的设备
MQTT库，如果import失败需要先pip3 install
import json
import multiprocessing
import time
import random
import oss2 ##导⼊阿⾥云的OSS库，如果import失败需要先pip3 install oss2
from picamera import PiCamera ##树莓派的摄像头，系统⾃带
import RPi.GPIO as GPIO ##GPIO口，接红外PIR使⽤
auth = oss2.Auth('**YourAccessKeyId**','**YourAccessKeySecret**') ##
OSS的授权,需要您的阿⾥云账号AccessKey ID和AccessKey Secret,具体查看https://
usercenter.console.aliyun.com/#/manage/ak
bucket = oss2.Bucket(auth,'http://oss-cn-beijing.aliyuncs.com','**
YourBucketName**') ##请在OSS控制台，Bucket的概览⻚查看具体信息
global picURLtoIoT
camera = PiCamera()
camera.resolution = (800,600)  ##拍照分辨率，越⾼越容易分析，但是上传速度越慢
##初始化树莓派
def init():
    GPIO.setwarnings(False)
    GPIO.setmode(GPIO.BOARD)
    GPIO.setup(3, GPIO.IN)
    pass

def take_photo():
    ticks = int(time.time())
    fileName = 'test%s.jpg' % ticks  ##在⽂件名加⼊时间戳作为简易加密⼿段
    filePath = '/home/pi/Pictures/%s' % fileName
    camera.capture(filePath)
    bucket.put_object_from_file('bucket_file_name/%s', fileName) ##在这⾥改bucket名称
    global picURLtoIoT
    picURLtoIoT = 'http://**您的bucket名称**.oss-cn-shanghai.aliyuncs.
com/bucket_file_name/%s' % fileName ##图⽚存储URL，需替换为您的bucket名称和
bucket内⽂件名称
    print(str(picURLtoIoT))

##如果检测到有⼈则拍照，否则休眠5秒
def detectPeople():
    if GPIO.input(3) == True:
take_photo()
    else:
    time.sleep(5)

options = {
    'productKey':'**设备的ProductKey**',
    'deviceName':'**设备的deviceName**',
    'deviceSecret':'**设备的deviceSecret**',
    'port':1883,
    'host':'iot-as-mqtt.cn-shanghai.aliyuncs.com' ##物联⽹平台域名
}
host = options['productKey'] + '.' + options['h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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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 on_message(client, userdata, msg):
    topic = '/' + productKey + '/' + deviceName + '/update'
    print(msg.payload)

def on_connect(client, userdata, flags_dict, rc):
    print("Connected with result code " + str(rc))

def on_disconnect(client, userdata, flags_dict, rc):
    print("Disconnected.")

##设备上报属性
def upload_device(client):
    topic = '/sys/'+options['productKey']+'/'+options['deviceName']+'/
thing/event/property/post'
    while True:
        payload_json = {
            'id': int(time.time()),
            'params': {
'people':1 ##物模型⾥布尔值以0和1的形式上报
                'picURL': picURLtoIoT,
            },
           'method': "thing.event.property.post"
            }
        print('send data to iot server: ' + str(payload_json))
        client.publish(topic, payload=str(payload_json))

if __name__ == '__main__':
    client = iot.getAliyunIotMqttClient(options['productKey'], options
['deviceName'], options['deviceSecret'], secure_mode=3)
    client.on_connect = on_connect
    client.connect(host=host, port=options['port'], keepalive=60)
    p = multiprocessing.Process(target=upload_device, args=(client,))
    p.start()
    detectPeople()
    GPIO.cleanup()
    client.loop_for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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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Web可视化开发
4.1 什么是Web可视化开发

Web可视化开发⼯作台是物联⽹⽹⻚应⽤开发⼯具。⽆需写代码，只需在编辑器中，拖拽组件到画
布上，再配置组件的显⽰样式、数据源及交互动作，以可视化的⽅式进⾏Web应⽤开发。适⽤于开
发状态监控⾯板、设备管理后台、设备数据分析报表等。

功能特点
• 免代码开发：Web可视化⼯作台与物联⽹平台的设备接⼊能⼒和物模型能⼒⽆缝衔接。⽆需写

代码，您就可以调⽤设备数据，控制设备，或完成SaaS搭建。
• 完全托管：⽆需额外购买服务器和数据库。应⽤搭建完毕，即可预览和发布到云端以供使⽤。应

⽤发布后，⽀持绑定您⾃⼰的域名。
• 模版丰富：Web可视化开发提供丰富的⻚⾯模版。使⽤⻚⾯模版，可有效地简化物联⽹应⽤开

发过程。应⽤发布后，可以为应⽤批量绑定设备。
相关⽂档

编辑器使⽤说明，请参⻅编辑器概览。
Web应⽤开发步骤，请参⻅：
• 步骤1：创建项⽬
• 步骤2：编辑Web应⽤
• 步骤3：发布
组件说明和配置，请参⻅什么是组件。
应⽤发布后，可进⾏的后续操作，请参⻅：
• 批量绑定设备
• 域名管理
• 应⽤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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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快速⼊⻔
4.2.1 步骤1：创建项⽬

项⽬是物联⽹开发平台中应⽤、服务和资源的集合。同⼀个项⽬内的不同应⽤共享资源，如产品、
设备。本⽂介绍如何创建物联⽹开发项⽬，并为项⽬导⼊产品和设备。

操作步骤
1. 在物联⽹平台控制台左侧导航栏，单击开发服务 > IoT Studio。
2. 在物联⽹开发⻚，单击右上⻆新建项⽬按钮，新建⼀个项⽬。

参数 说明
项⽬名称 仅⽀持中⽂汉字、英⽂字⺟、数字、下划线（_）、连接号（-）、圆括

号( )和空格，且必须以中⽂汉字、英⽂字⺟或数字开头，⻓度不超过20个
字符（⼀个中⽂汉字算⼀个字符）。

描述 描述项⽬。描述⻓度不超过100个字符（⼀个中⽂汉字算⼀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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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为项⽬导⼊产品。
• 若您已创建了产品和设备，且已为产品定义了物模型，直接导⼊产品即可。

a. 在项⽬概览⻚，单击右上⻆导⼊产品按钮。
b. 勾选产品，单击导⼊。

产品导⼊后，该产品下所有设备均被导⼊项⽬中。

• 若您还未创建相应产品，需先创建产品，并为产品定义物模型。
a. 选择产品 > 新建产品，创建产品。

创建产品的具体参数，请参⻅创建产品中的参数说明表。

b. 在产品列表中，单击产品名称，进⼊产品详情⻚，为产品定义功能。
定义各功能的具体参数，请参⻅新增物模型中定义属性、事件和服务的参数说明表。

c. 单击设备 > 新增设备，批量注册设备。
有关设备名称注意事项，请参⻅批量创建设备中设备名称说明。

后续步骤
步骤2：编辑Web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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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步骤2：编辑Web应⽤
在编辑器中，拖拽组件到画布上，再配置组件显⽰样式、数据源和交互⽅式，以可视化开发的⽅式
完成Web应⽤开发。本⽂以编辑⼀个家居控制⾯板为例，如灯、窗帘等开关控制，介绍Web应⽤编
辑过程。

操作步骤
1. 在项⽬⻚，选择Web可视化开发 > 新建Web应⽤。
2. 在Web可视化开发⻚，⿏标光标移⾄选择模板下的区域，单击出现的使⽤该模板开发按钮。
3. 在新建Web可视化应⽤对话框中，填⼊应⽤名称和描述，单击完成，新建⼀个Web可视化应

⽤。

参数 描述
应⽤名称 设置应⽤名称。⽀持中⽂汉字、英⽂⼤小写字⺟、数字、下划线（_

）、连接号（-）、圆括号和空格；必须以中⽂汉字、英⽂字⺟或数字
开头；⻓度不超过40个字符（⼀个中⽂汉字算⼀个字符）。

所属项⽬ 该应⽤所属的物联⽹开发项⽬。
描述 描述该应⽤。⻓度不超过100字符（⼀个中⽂汉字算⼀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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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编辑应⽤⻚⾯，设置⻚⾯背景和分辨率。

参数 描述
作为⾸⻚ 当前⻚⾯是否作为应⽤⾸⻚。勾选该复选框，则表⽰作为⾸⻚。
显⽰导航菜单 勾选复选框，在当前⻚⾯上显⽰应⽤的导航菜单。

说明:
需先配置应⽤导航菜单，才可使⽤此功能。导航菜单配置说明，请参
⻅配置导航菜单。

背景颜⾊ 选择颜⾊作为当前⻚⾯的背景。
说明:

背景颜⾊和背景图像，⼆选⼀进⾏设置。
背景图像 上传本地图⽚作为当前⻚⾯的背景。

说明:
建议上传的图⽚分辨率是⻚⾯分辨率的2倍，以保证背景图⽚的清晰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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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分辨率 设置当前应⽤的⻚⾯分辨率。⽀持选择提供的分辨率和⾃定义分辨

率。
说明:

设置或调整⻚⾯分辨率后，当前应⽤所有新建⻚⾯都遵循该分辨率。
⾃定义H5分辨率参考：
• iPhone8尺⼨ ：667*375
• iPhone 8 Plus尺⼨：736*414
• iPhone XS尺⼨：812*375
• iPhone XR 和iPhone XS Max尺⼨：896*414
• Android尺⼨：640*360

5. 设置⻚⾯标题。
从左侧组件中，拖拽⼀个⽂字组件到画布上。然后，在右侧配置栏中，设置⽂字显⽰位置、⽂字
样式、和⽂字内容。
参数 描述
显⽰位置 调整以下数值，设置组件在⻚⾯的显⽰位置。

• X和Y：您可以设置X轴和Y轴的值，调整坐标位置。⽬前⽀持的调
整步⻓为4px。

• ⻆度：按顺时针⽅向旋转组件的⻆度。
• W和H：表⽰组件尺⼨宽度和⾼度。

组件名称 设置组件名称，名称需在应⽤内具有唯⼀性。
组件可⻅性 设置组件是否在⻚⾯上显⽰。
不透明度 0%为完全透明，100%为完全不透明。
⽂字内容 输⼊标题内容。
⽂字样式 设置⽂字的字体、字号、颜⾊和粗细。

⽂档版本：20190813 103



物联⽹平台 IoT Studio /  4 Web可视化开发

6. 设置时钟组件。
拖拽⼀个时钟组件到画布上，并设置时钟组件的展⽰样式。

时钟组件特有设置说明：
参数 描述
展⽰格式 选择时钟组件展⽰的时间格式。可选：

• ⽇期时间：显⽰为⽇期和具体时间，精确到秒。格式为：yyyy-
mm-dd hh:mm:ss。

• 时间：不显⽰⽇期，仅显⽰时间，精确到秒。格式为：hh:mm:ss
。

• ⽇期：仅显⽰年⽉⽇，格式为：yyyy-mm-dd。
背景颜⾊ 时钟组件的背景颜⾊。

时钟组件默认带背景。如果想要去掉背景，可设置背景颜⾊不透明度
为0，即将背景颜⾊不透明度滑块滑⾄最左侧。

边框 设置时钟组件的边框显⽰效果。
时钟组件默认带边框。如果想要去掉边框，将边框粗细设置为0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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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配置控制组件。
以下以配置⼀个灯的开关控制为例，介绍组件样式配置和数据源配置。
a) 从左侧组件中，拖拽⼀个开关组件到画布上。

b) 设置开关显⽰样式。可选：
• 开关icon：选择为开关icon，即显⽰效果为组件本⾝样式。您需为开关的ON状态和OFF

状态设置显⽰颜⾊。
• 图⽚：选择为图⽚，即您⾃定义开关的显⽰样式。您需为开关的ON状态和OFF状态分别

上传状态显⽰图⽚。本⽰例中，选择为图⽚。
c) 设置开关组件标题。

拖拽⼀个⽂字组件到开关组件上，再设置⽂字内容和样式。

⽂档版本：20190813 105



物联⽹平台 IoT Studio /  4 Web可视化开发

d) 配置开关的数据源。
在右侧配置操作栏中，单击数据 > 配置数据，完成配置后，单击确定。
参数 描述
选择产品 选择该开关组件对应的设备所属产品。
选择设备 选择该开关组件对应的设备。

• 若选择了具体设备，需单击在线模拟，进⼊在线调试⻚，推送模
拟属性值，进⾏数据格式验证。

• 若选择为空，需在设备模拟数据框中，输⼊模拟属性值，⽤于数
据格式验证。

设备属性 选择该开关组件对应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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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设备模拟数据 当选择设备为空时出现的参数。

需根据所选设备属性的取值范围，设置模拟值。
属性取值范围，请在产品详情⻚的功能定义中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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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可选）配置多个相同样式的开关组件
a) 选中已配置好的开关标题和开关图⽚，单击⿏标右键，选择成组。
b) 复制多个相同配置的组件组到⻚⾯上。

c) 选中复制的组件组，单击⿏标右键，选择解散组。
d) 选中标题，更改标题名称。

e) 配置组件数据源。
9. 单击编辑器上⽅保存按钮，保存设置。
10.单击编辑器上⽅预览按钮，预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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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步骤
步骤3：发布

4.2.3 步骤3：发布
Web应⽤编辑完成后，将应⽤发布到云端，以供使⽤。

操作步骤
1. 单击编辑器⻚⾯上⽅的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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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发布应⽤中，输⼊当前版本信息，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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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选）单击绑定域名，为该应⽤绑定您⾃⼰的域名，⾃定义⽹址。
若您暂时没有域名，可在购买域名之后，打开该应⽤⻚⾯，选择设置 > 域名管理，绑定域名。具
体操作指导，请参⻅域名管理。

4. （可选）选择设置Token，可将应⽤嵌⼊其他⽹站，开启Token鉴权。
您也可以在该应⽤⻚⾯，选择设置，然后在基本信息⻚签下，勾选Token验证对应的复选框，开
启Token鉴权。开启后，只有使⽤Token信息加签的访问者才能访问应⽤。有关Token验证的
详细说明，请参⻅应⽤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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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可选）单击修改已发布⻚⾯中绑定的具体设备，为已发布应⽤新增绑定设备。
应⽤发布后，为使⽤设备作为数据源的组件新增设备配置，⽣成独⽴的应⽤实例。
在该应⽤⻚⾯，选择设备 > 新建设备配置，批量配置设备。有关应⽤绑定设备的具体说明，请参
⻅批量绑定设备。

4.3 Web应⽤编辑器
4.3.1 编辑器概览

本⽂简要介绍Web应⽤编辑器的各功能区域。

顶部操作栏
Web应⽤编辑器的顶部栏，从左到右依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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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说明
应⽤所属项⽬ 上图⽰例中，WebTest0312是当前应⽤所属项⽬名称。单击该名称，可

跳转⾄该项⽬概览⻚。您可以查看、更新该项⽬下的应⽤、产品、设备
等。

应⽤名称 上图⽰例中，test0312是当前应⽤名称。
保存时间 应⽤配置的保存时间。
撤销 撤销上⼀步操作。
恢复 恢复已被撤销的操作。
预览 应⽤编辑过程中或编辑完成后，您可以随时点此按钮，预览当前已配置

的应⽤。
保存 系统每分钟会⾃动保存配置，您也可以单击此按钮，⼿动保存当前配

置。
发布 单击此按钮，将已配置完成的应⽤发布到云端。
⼯单 提交⼯单。
帮助 查看Web可视化开发帮助⽂档。

左侧导航栏
类⽬ 说明
⻚⾯ 当前应⽤所包含的⻚⾯。选择⻚⾯后，可⾃定义⻚⾯名称、新增或删除

⻚⾯。具体说明，请参⻅管理⻚⾯。
在应⽤的⻚⾯列表下，可勾选导航菜单，开启并配置应⽤的⻚⾯导航菜
单栏。具体操作说明，请参⻅配置导航菜单。

组件 选择组件，右侧会展⽰Web可视化开发可使⽤的组件列表。拖拽组件到
中间画布上，便可在应⽤编辑中使⽤该组件。组件介绍和组件配置，请
参⻅什么是组件。

设备 选择设备，跳转到应⽤绑定设备⻚，为当前应⽤中，数据源为设备数据
的组件批量绑定设备。相关操作说明，请参⻅批量绑定设备。

设置 选择设置，跳转到应⽤设置⻚。可在此⻚更新应⽤名称和描述，开
启Token鉴权，查看应⽤发布历史，和管理应⽤绑定的域名。相关操作
说明，请参⻅应⽤鉴权和域名管理。

画布
编辑器中间是画布区域。
在画布下⽅，您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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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选标尺，画布边缘显⽰尺⼨刻度，便于您查看当前⻚⾯的尺⼨信息。
• 勾选⽹格，⻚⾯会出现4px*4px的栅格点，以供您调整组件位置时参考。⻚⾯中，所有组件的

位置，都将⾃动按照栅格位置进⾏吸附和对⻬。
• 点击适合画布，当前编辑界⾯会⾃适应到最佳的展⽰⽅式，尽可能完全显⽰⻚⾯中的内容。
• 拖动缩放滑动条，可以放⼤和缩小展⽰当前⻚⾯。
• 勾选⾃适应，应⽤⻚⾯会根据浏览器分辨率，⾃动调整显⽰尺⼨。预览和发布后，可以查看⻚⾯

⾃适应结果。
右侧配置栏

单击已拖拽到画布上组件，右侧将显⽰该组件的配置栏。
类⽬ 说明
样式 配置组件在应⽤⻚⾯的显⽰效果。配置说明，请参⻅样式配置。
数据 配置组件的数据源。不同组件可配置的数据源不同。数据源可包括：设

备、接口、静态数据。配置说明，请参⻅：设备、接口、静态数据。
交互 配置交互动作，即根据当前组件的事件，如单击、双击、值改变、

聚焦、失焦、⿏标移⼊、移出等，进⾏相应的交互动作，如点击该组
件，则发起服务端请求。配置说明，请参⻅交互配置。

4.3.2 管理⻚⾯
在编辑Web应⽤时，可新增、删除和编辑⻚⾯，为同⼀应⽤中的不同⻚⾯分别设置背景。

新建⻚⾯
在Web应⽤的编辑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右侧⻚⾯⻚签下，只有⼀个⻚⾯。如果您的应⽤需
要多个⻚⾯，您可以新增⻚⾯。

1. 单击新建图标+。
114 ⽂档版本：20190813



物联⽹平台 IoT Studio /  4 Web可视化开发

2. 选择⻚⾯模板。您可以根据您的业务需要，选择新建空⽩⻚或⼀个⻚⾯模板。
3. 单击⻚⾯对应的编辑图标，编辑⻚⾯标题。
4. 在中间画布上，单击⻚⾯的空⽩处，然后在右侧配置栏中配置⻚⾯。

⻚⾯配置说明：
参数 描述
作为⾸⻚ 当前⻚⾯是否作为应⽤⾸⻚。勾选该复选框，则表⽰作为⾸⻚。
显⽰导航菜单 勾选复选框，在当前⻚⾯上显⽰应⽤的导航菜单。

说明:
需先配置应⽤导航菜单，才可使⽤此功能。导航菜单配置说明，请参
⻅配置导航菜单。

背景颜⾊ 选择颜⾊作为当前⻚⾯的背景。
说明:

背景颜⾊和背景图像，⼆选⼀进⾏设置。
背景图像 上传本地图⽚作为当前⻚⾯的背景。

说明:
建议上传的图⽚分辨率是⻚⾯分辨率的2倍，以保证背景图⽚的清晰
度。

⻚⾯分辨率 设置当前应⽤的⻚⾯分辨率。⽀持选择提供的分辨率和⾃定义分辨
率。

说明:
设置或调整⻚⾯分辨率后，当前应⽤所有新建⻚⾯都遵循该分辨率。

⾃定义H5分辨率参考：
• iPhone8尺⼨ ：667*375
• iPhone 8 Plus尺⼨：736*414
• iPhone XS尺⼨：812*375
• iPhone XR 和iPhone XS Max尺⼨：896*414
• Android尺⼨：640*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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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和删除⻚⾯
• 编辑⻚⾯。

⻚⾯创建和配置后，您可以编辑⻚⾯标题和更新配置。
- 在⻚⾯列表中，单击⻚⾯对应的编辑图标，更新⻚⾯标题。
- 在右侧配置栏中，重新配置⻚⾯背景和调整⻚⾯分辨率等。

• 删除⻚⾯。
在⻚⾯列表中，单击⻚⾯对应的删除图标，并确认删除，删除该⻚⾯。

说明:
删除操作不可撤销；且⻚⾯删除后，不可恢复。请谨慎操作。

4.3.3 配置导航菜单
导航菜单，即Web应⽤的左侧⻚⾯导航栏。本⽂介绍如何配置应⽤的⻚⾯导航菜单。

配置导航菜单
1. 在Web应⽤编辑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
2. 在⻚⾯⻚签下的全局配置栏下，勾选导航菜单前的复选框，开启应⽤⻚⾯导航菜单。
3. 在右侧配置栏中，配置导航菜单样式和菜单内容。

参数 说明
宽度 设置导航菜单栏在⻚⾯上的宽度。
样式配置 配置导航菜单栏的字体、⽂字默认⾊、⽂字选中⾊、主菜单背景⾊、

⼦菜单背景⾊、菜单hover⾊、菜单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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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菜单配置 菜单配置下，已⾃动显⽰当前应⽤中，已有的⻚⾯名称。您可以根

据已有⻚⾯配置主菜单；也可以根据您的业务需要，单击新增主菜
单，增加新的主菜单。
将⿏标光标定位在待配置的主菜单上，右侧将显⽰对应的操作按钮图
标。
• 单击编辑图标，配置菜单名称、链接打开⽅式和⽬标链接。
• 单击新增⼦菜单图标，在当前主菜单下，新增⼦菜单。

新增⼦菜单后，需为⼦菜单配置菜单名称、链接打开⽅式和⽬标链
接。

说明:
如果主菜单已配置了链接，新增⼦菜单后，原来配置的链接将被
屏蔽。使⽤应⽤时，点击主菜单，仅展开或收起⼦菜单。

• 单击菜单对应的删除图标，删除不需要的菜单。
• 以拖拽的⽅式，调整菜单位置。

⻚⾯显⽰导航菜单
应⽤的导航菜单⽣成后，新建⻚⾯默认显⽰导航菜单。您也可以在⻚⾯的配置栏，选择是否在当前
⻚显⽰导航菜单。
• 勾选显⽰导航菜单，则当前⻚⾯左侧会显⽰应⽤的导航菜单。
• 不勾选，则当前⻚⾯不显⽰应⽤的导航菜单。

4.4 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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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什么是组件
组件承载Web应⽤开发编辑器的核⼼功能，提供构成Web应⽤的基本要素。拖拽所需组件到画布上
的应⽤⻚⾯中，再配置组件展⽰样式、数据源和交互动作，便可在应⽤中使⽤该组件的功能。
⽬前，Web应⽤开发有四类组件：
• 基础组件：基本功能组件，包括⽂字、图⽚、卡⽚、表格、时钟、iframe、地图、和⼏种图形

组件。基础组件说明，请参⻅基础组件。
• 控制组件：⽤于展⽰和控制设备属性；实现交互动作，如打开链接，改变其他组件的可⻅性，调

⽤服务等。控制组件包括开关、滑条和按钮三种组件。控制组件说明，请参⻅控制组件。
• 图表组件：主要⽤于做数据可视化展⽰，包括柱状图、堆叠柱状图、折线图、饼图、曲线图、设

备管理图表、设备属性图表和仪表盘组件。图表组件说明，请参⻅ 图表组件。
• 表单组件：⽤于添加表单输⼊框，包括⽂本框、输⼊框、JSON输⼊框、下拉框、时间和时间范

围组件。表单组件说明，请参⻅表单组件。
组件配置⽂档

样式配置说明⽂档：样式配置
数据源配置说明⽂档：
• 设备
• 接口
• 静态数据
交互动作配置说明⽂档：交互配置

4.4.2 组件通⽤操作
可在画布上，剪切、复制、粘贴组件，调整组件与其他组件的堆叠显⽰效果，锁定或解锁组件，编
组或解散组等操作。

操作单个组件
右键单击画布上的组件，可对组件进⾏剪切、复制、删除、锁定或解锁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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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说明
剪切 可⽤于改变组件在应⽤中的位置。剪切组件后，可把该组件粘贴到当前

⻚⾯其他位置，或当前应⽤中的其他⻚⾯上。
复制 可在当前应⽤中，复制多个相同配置的组件。
删除 删除组件。
上移⼀层 在多个组件堆叠的情况下，将选中组件移到上⼀层。
下移⼀层 在多个组件堆叠的情况下，将选中组件移到下⼀层。
移到最上⽅ 在多个组件堆叠的情况下，将选中组件移到最上层。
移到最下⽅ 在多个组件堆叠的情况下，将选中组件移到最底层。
锁定 ⽤于锁定组件。组件锁定后，该组件将不能被选中，不可剪切、复制、

或改变组件显⽰位置等。若要对组件进⾏操作，需解锁。
组件组

可以将多个组件编为⼀个组，便于同时对多个组件进⾏操作，如复制、改变组件在⻚⾯上的位置
等。例如，您的应⽤中，需通过多个组件共同实现某功能，且应⽤的多个⻚⾯均需要使⽤该功能。
您就可以先配置单个组件，然后将已配置好的组件编成组，再复制、粘贴到其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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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组
选中需要成组的组件，单击⿏标右键，选择成组。
成组后，单击组件组，在右侧配置组名、组的可⻅性和透明度。

• 解散组
⿏标右键单击组件组，选择解散组。

4.4.3 基础组件
Web可视化开发过程中，可使⽤的基础组件包括⽂字、图⽚、卡⽚、表格、时钟、iframe、地
图、和⼏种图形组件。
下表介绍基础组件列表、各基础组件的使⽤场景和特有配置说明。组件的通⽤样式配置、数据源配
置和交互配置，请参⻅组件配置相关⽂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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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 说明
⽂字 ⽤于展⽰⽂字内容。

⽂字组件⽀持配置样式、数据源和交互动作。
⽂字内容可通过静态输⼊，或单击配置数据，配置为动态获取的⽂字内
容。

说明:
• 如果既输⼊了静态内容，⼜配置了动态数据，取动态数据。
• ⽂字字体说明：组件会调⽤本地电脑系统中已安装的字体进⾏展

⽰。如果电脑中没有安装配置的字体。⽐如苹⽅，但是打开⻚⾯的
Windows电脑上没有安装苹⽅字体，则会展⽰为其它已安装的字
体。

图⽚ 主要⽤于在⻚⾯中展⽰图⽚资源，⽐如某些元素的背景、⼀些代表性的
标志等。
图⽚组件⽀持配置样式和交互动作。

说明:
• ⽀持上传本地图⽚，或者从您已有的图⽚库中选择图⽚。
• 图⽚会被拉伸展⽰。请通过配置W值（宽度）和H值（⾼度），设

置图⽚⼤小。
矩形
椭圆形
三⻆形
星形
多边形（边数为3~10
）
箭形

基本形状可以⽤于各种图形拼装，如拼装出展⽰图案，或作为数字或⽂
字的背景等。
图形组件⽀持配置展⽰样式和交互动作。

指⽰灯 可以⽤于显⽰设备状态、告警等。需配置指⽰灯数据来源，然后根据不
同的数值，配置不同的显⽰颜⾊或图⽚。

说明:
⽀持数据源设置为布尔型或枚举型的设备属性。

指⽰灯组件⽀持配置样式、数据源和交互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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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 说明
卡⽚ 可以⽤于展⽰设备属性数据。

卡⽚组件⽀持配置样式、数据源和交互动作。
数据源只能配置为设备的某个属性。

表格 ⽤于以表格形式展⽰数据。数据源可以设置为静态数据或调⽤接口获取
动态数据。
表格组件⽀持配置样式、数据源和交互动作。

说明:
• 配置样式时，如果勾选是否显⽰分⻚，需设置每⻚⾏数，取值范

围：1~50。设置分⻚显⽰后，可切换⻚⾯查看表格中的数据。
如果没有开启分⻚显⽰，但表格中数据过多，超出了表格的⾼
度，可以通过⿏标滚动查看所有数据。表格滚动时，表头将固定在
表格顶部。

• 需先配置数据源后，才能在样式配置下，配置系列名称。组件会解
析数据的列数，展⽰对应的配置⾯板。

• 数据源选择为静态数据时，输⼊数据需遵循以下格式：
[
  ["a", "b", "c"],
  ["d", "e", "f"]
]

要求：
- 输⼊的静态数据中，每⼀⾏对应表格中的⼀⾏；每⼀列对应表格

中的⼀列。
- 每⾏的数据个数必须相同。如果某个单元格没有数据，也需保留

引号，否则表格将⽆法正确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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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 说明
时钟 在应⽤⻚⾯显⽰当前时间。

时钟组件⽀持配置样式和交互动作。
特有配置：
• 展⽰格式：选择时钟组件展⽰的时间格式。可选：

- ⽇期时间：显⽰为⽇期和具体时间，精确到秒。格式为：yyyy-
mm-dd hh:mm:ss

- 时间：仅显⽰时间，格式为：hh:mm:ss
- ⽇期：仅显⽰⽇期，格式为：yyyy-mm-dd

• 背景颜⾊：时钟组件默认带背景。如果想要去掉背景，可将背景颜⾊
不透明度滑块滑⾄最左侧，即不透明度为0。

• 边框：时钟组件默认带边框。如果想要去掉边框，将边框粗细设置为
0。

iframe iframe组件是⽹⻚设计中的⼀个常⻅元素，主要⽤于将站点外的内容纳
⼊到⻚⾯中。
iframe组件⽀持配置样式和交互动作。
单击样式配置中，关联链接对应的配置按钮，配置要关联的URL地
址。URL地址可配置为静态值或变量。

说明:
由于安全限制原因，编辑器和预览⻚⾯均为HTTPS协议访问⻚⾯，⽆
法展⽰HTTP链接的iframe。如果需要展⽰HTTP链接的iframe，请
在应⽤发布后，绑定您⾃⼰的域名，⽅能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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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 说明
地图 地图组件是物联⽹领域常⻅的组件，⽤于在地图上标⽰设备。

地图组件⽀持配置样式和交互动作。
地图组件需使⽤物联⽹平台数据分析模块的空间数据可视化服务，因此
配置该组件时，需进⼊空间数据可视化控制台中，创建场景。创建场景
具体操作说明，请参⻅场景创建。
地图组件的交互事件有两种：
• 点击设备属性URL：点击地图上的设备属性URL触发交互动作。

如果要使⽤该事件功能，需在该地图场景对应的⽬标产品的产品详
情⻚，进⾏如下配置：
- 添加⼀个产品标签studioType：url。
- 在产品的功能定义中，增加⼀个属性，标识符为WEB_URL，⽤

于填写设备外联⻚⾯（如设备详情⻚、视频设备播放⻚
等）的URL。设备上线后，上报WEB_URL字段内容，如https://
www.taobao.com。

• 点击设备⽓泡：点击地图上表⽰设备的⽓泡触发交互动作。
地图组件配置完后，画布上仅展⽰地图，若需要体验交互动作，请单击
⻚⾯上⽅预览，在预览⻚⾯测试交互动作。

组件配置⽂档
样式配置说明⽂档：样式配置
数据源配置说明⽂档：
• 设备
• 接口
• 静态数据
交互动作配置说明⽂档：交互配置

4.4.4 控制组件
控制组件包括开关、滑条和按钮。使⽤控制组件，可展⽰设备属性和实现交互动作，如打开链
接，改变组件可⻅性，调⽤服务，赋值给变量。
下表介绍控制组件列表、各控制组件的使⽤场景和特有配置说明。组件的通⽤样式配置、数据源配
置和交互配置，请参⻅组件配置相关⽂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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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 说明
开关 ⽤于在云端控制设备的某个布尔值属性，⽐如控制设备的电源开关。

开关组件⽀持配置样式、数据源和交互动作。
开关显⽰样式，可选：
• 开关icon：选择为开关icon，即显⽰效果为组件本⾝样式。可为开关

的ON状态和OFF状态设置显⽰颜⾊。
• 图⽚：选择为图⽚，需为开关的ON状态和OFF状态分别上传状态显

⽰图⽚。
滑条 ⽤于展⽰和控制设备的某个数值型属性。

滑条组件⽀持配置样式、数据源和交互动作。
特有样式配置：
• 数值范围：设置最小值、最⼤值和步⻓。
• 两端标签：即最小值端点和最⼤值端点。勾选是否隐藏，则表⽰隐藏

两端标签。
• 当前数值：勾选是否常驻显⽰，则表⽰滑条上常驻显⽰当前值。
• 滑条样式：设置滑条圆点直径、滑条底⾊和滑条上进度显⽰颜⾊。

按钮 ⽤于实现交互功能，如打开链接，改变组件可⻅性，调⽤服务，和赋值
给变量。
按钮组件⽀持配置展⽰样式和交互动作。

组件配置⽂档
样式配置说明⽂档：样式配置
数据源配置说明⽂档：
• 设备
• 接口
• 静态数据
交互动作配置说明⽂档：交互配置

4.4.5  图表组件
图表组件主要⽤来做数据可视化展⽰。
下表介绍图表组件列表、各图表组件的使⽤场景和特有配置说明。组件的通⽤样式配置、数据源配
置和交互配置，请参⻅组件配置相关⽂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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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 说明
柱状图 以柱状图来展⽰数据。

柱状图组件⽀持配置样式和数据源。
特有配置说明：
• X轴：即横坐标。
• Y轴：即竖坐标。需设置是否显⽰标签（即刻度）、⽂字样式、数值

范围和刻度数量。
• 边框：设置是否显⽰边框。若显⽰边框，需设置边框样式。
• 是否显⽰系列名称：勾选对应的复选框，则表⽰在图的上⽅显⽰系列

名称和各系列对应的显⽰颜⾊。
说明:

配置了数据源后，您才可以在此处⾃定义各系列的名称。
• 数据源：⽀持调⽤接口和设置为静态数据。

数据必须为⼆维数据格式，即包含X轴和Y轴的值。⽰例：
[
  ["Jan", 7, 3.9],
  ["Feb", 6.9, 4.2]
]

数据格式说明：
- 每⾏的第⼀个引号中的值是X轴上的坐标名称，之后的每个值，按

照顺序，依次是Y轴上每个系列的值。
- 每⾏的数据个数必须相同。即使有的系列没有值，也需使

⽤null占位。否则，数据格式验证不通过。
堆叠柱状图 以堆叠数据柱的⽅式展⽰数据，即堆叠柱状图中，各系列的数据不是并

⾏显⽰，而是依次堆叠。
配置项和配置⽅法与柱状图相同。

折线图 以折线展⽰数据。
配置项和配置⽅法与柱状图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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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 说明
饼图 以饼状图形展⽰数据。

饼状图组件⽀持配置样式和数据源。
特有配置：
• 数据显⽰格式：可选择显⽰的数据是百分⽐或数量，并为不同系列的

数据设置不同的显⽰颜⾊。
• 是否显⽰系列名称：勾选对应的复选框，则表⽰在图的上⽅显⽰系列

名称和各系列对应的显⽰颜⾊。
说明:

配置了数据源后，您才可以在此处⾃定义各系列的名称。
• 数据源：⽀持调⽤接口或设置为静态数据。

数据格式：
[40, 60, 30]

曲线图 以曲线展⽰数据。
曲线图的配置项和配置⽅法与柱状图相同，但是曲线图的数据源只⽀持
设置为设备的历史属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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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 说明
设备管理 可快速创建⼀个设备管理表格，⽤于同步设备信息，和对设备进⾏管理

和查询。
特有配置：
• 选择产品：选择要管理的设备所属的产品，可多选。
• 操作配置：设置允许⽤⼾进⾏哪些设备管理操作，操作结果将直接同

步到物联⽹平台中。
可选操作（可多选）：
- 允许⽤⼾添加设备：Web应⽤发布后，应⽤⽤⼾可以在应⽤⻚⾯的

设备管理表中，单击添加设备，在产品下新增设备。
- 允许⽤⼾编辑设备信息：Web应⽤发布后，应⽤⽤⼾可以在应⽤⻚

⾯的设备管理表中，单击设备对应的编辑，编辑设备信息。
- 允许⽤⼾删除设备：Web应⽤发布后，应⽤⽤⼾可以在应⽤⻚⾯的

设备管理表中，单击设备对应的删除，删除设备。
• ⾃定义标签管理：可添加、编辑、删除设备标签，如标注设备使⽤的

协议、设备所在位置等。
⾃定义标签规则：
- ⽀持英⽂字⺟、数字和特殊字符。
- ⻓度不可超过30个字符。
- 标签需具有唯⼀性，不能重复。

• 列显⽰配置：勾选要显⽰的设备信息。
• ⽀持筛选：设置⽀持的设备筛选条件，可多选。Web应⽤发布后，应

⽤⽤⼾可以在应⽤⻚⾯的设备管理表中，设置筛选条件，搜索设备。
如勾选设备名称，则表⽰⽤⼾可以在设备管理表中，输⼊设备名称搜
索设备。

• 设置全局样式、表头样式、表格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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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 说明
设备属性 以表格形式展⽰⼀个产品下所有设备的最新属性值。

特有配置：
• 选择产品：选择要监控属性数据的设备所属产品，可多选。
• 列显⽰设置：勾选允许在发布后修改显⽰内容，则表⽰应⽤发布

后，应⽤⽤⼾可以在应⽤⻚⾯，更新设备属性表中显⽰的属性信息
列。
该组件⽀持最多显⽰10项属性信息。其中，设备名称、备注名称、更
新时间、设备状态为默认显⽰项，所以应⽤⽤⼾可设置6个显⽰项。⽤
⼾可通过上下拖拽的⽅式，调整属性信息项的顺序，⾃定义要显⽰的
其他6项信息。

• ⽀持筛选：设置⽀持的属性筛选条件，可多选。Web应⽤发布后，⽤
⼾可以在应⽤⻚⾯的设备属性表中，设置筛选条件，搜索、查看设备
属性数据。

• 设置全局样式、表头样式、表格样式。
仪表盘 可⽤于展⽰设备的某个属性值。

仪表盘组件⽀持配置样式和数据源。数据源需设置为设备的某个属性。
特有配置：
• 展⽰数据：设置设备属性值的显⽰字号和粗细。
• 单位：属性值的度量单位和单位的显⽰字号。关联设备属性后，系统

将⾃动读取属性的单位，您可以在此处修改单位。
• 标题：仪表盘组件的显⽰标题，如展⽰温度属性的仪表盘，可设置标

题为温度。
• 刻度数字：设置是否在仪表盘上显⽰刻度数字。勾选是否隐藏前的复

选框，则表⽰不显⽰刻度数字，仅展⽰最小值和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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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 说明
数据分析 该组件已接⼊阿⾥云物联⽹数据分析服务，⽤于快速创建设备数据统计

报表。表格中列出设备名、更新时间和设备属性统计值。
特有配置：
• 选择产品：选择组件管理的⽬标产品，⽀持多选。表格的列会根据所

选产品的属性⾃动更新。可在预览⻚，单击列显⽰设置，调整显⽰的
列和顺序。

• 显⽰表格标题：勾选则表⽰在该数据分析表上，显⽰标题。需设置该
数据分析表的标题和显⽰样式。

• 显⽰分⻚：勾选则表⽰数据分⻚显⽰，需设置每⻚显⽰的⾏数。
• 列显⽰设置：

- 勾选允许在发布后修改显⽰内容，则应⽤⽤⼾可通过列显⽰设
置，调整显⽰的列和顺序。

- 勾选允许⽤⼾导出数据，则应⽤⽤⼾可单击导出数据，导出数据
表。

• ⽀持筛选：勾选DeviceName，则应⽤⽤⼾可以输⼊设备名称，查询
指定设备的数据统计。

• 配置表头样式和表格样式。
组件配置⽂档

样式配置说明⽂档：样式配置
数据源配置说明⽂档：
• 设备
• 接口
• 静态数据
交互动作配置说明⽂档：交互配置

4.4.6 表单组件
在Web应⽤可视化开发中，表单组件⽤于添加表单输⼊框，如设置⽂字和数字输⼊框，下拉选项
框，参数输⼊框、时间设置框等。
表单组件均⽀持配置样式和数据源。下表介绍表单组件列表、各表单组件的使⽤场景和特有配置说
明。组件的通⽤样式配置、数据源配置和交互配置，请参⻅组件配置相关⽂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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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 说明
⽂本框 提供⽂本输⼊能⼒。应⽤发布后，应⽤⽤⼾可在⽂本框中，输⼊⽂本信

息。
特有配置：
• 默认提⽰：设置在应⽤⻚⾯显⽰的输⼊提⽰，如“请输⼊设备名

称”。
• 字符数量限制：设置应⽤⽤⼾最多可输⼊多少个字符。⼀中⽂字符算

⼀个字符。
• 默认值：可设置该字段的默认值。

数字框 提供数字输⼊能⼒。应⽤发布后，应⽤⽤⼾可在数字框中，输⼊数字。
特有配置：
• 最小值：设置⽤⼾可输⼊的最小值。
• 最⼤值：设置⽤⼾可输⼊的最⼤值。
• 步⻓：设置可取值的步⻓。步⻓需能整除最⼤值和最小值。
• 默认值：可设置该字段的默认值。

JSON 提供输⼊JSON数据的能⼒，并能⾃动校验输⼊的数据格式。
特有配置：
• 字号：设置⽤⼾输⼊JSON格式数据的字号。
• 默认提⽰：设置提⽰信息，如提⽰⽤⼾需输⼊什么数据。
• 默认值：设置该字段的默认值。

下拉框 下拉框组件可以收纳的多个元素。点击组件，则出现下拉菜单列表，以
供选择。
⽀持以设备名称或⾃定义选项作为选项内容。
• 选择列表内容为设备，则需选择设备所属产品，选项即为所选产品下

的设备名称。
• 选择列表内容为⾃定义，则需⼀⼀添加⾃定义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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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 说明
时间 提供时间数据输⼊能⼒。

特有配置：
• 时间单位：⽀持秒、天、⽉、年四种粒度的时间。
• 默认时间：勾选对应的复选框，开启默认时间后，需设置应⽤⻚⾯运

⾏时，组件初始选择或展⽰的时间。
以⻚⾯打开时的时间作为基准时间（0点），设置对应的加减时间。
例如，要设置默认时间为打开⻚⾯是当天，则应该选择时间单位
为天，默认时间设置为当前时间+0天。

时间范围 提供时间范围的数据输⼊能⼒，即可输⼊起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特有配置：
• 时间单位：⽀持秒和天两种粒度的时间。
• 默认时间：勾选对应的复选框，开启默认时间后，需设置默认起始时

间和结束时间。
以⻚⾯打开时的时间作为基准时间（0点），设置对应的加减时间。例
如，要设置起始时间为⻚⾯打开时的七天前，结束时间为后⼀天，则
应该选择时间单位为天，起始时间设置为当前时间-7天，结束时间设
置为当前时间+1天。

组件配置⽂档
样式配置说明⽂档：样式配置
数据源配置说明⽂档：
• 设备
• 接口
• 静态数据
交互动作配置说明⽂档：交互配置

4.5 组件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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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样式配置
配置样式，即配置组件在应⽤⻚⾯的展⽰样式，包含位置、⼤小、可⻅性、透明度、字体、颜⾊
等。
样式配置分为通⽤配置和个性化配置。不同组件所要求的个性化配置项不同。
下图中，橙⾊框范围内就是所有组件都有的通⽤配置。

以下表格介绍通⽤样式配置项。
参数 描述
X和Y 设置组件在⻚⾯的显⽰位置。

X和Y，即X轴和Y轴，以⻚⾯左上⻆为起点坐标[0,0]，设置X轴和Y轴的
值，调整坐标位置。⽬前⽀持的调整步⻓为4px。

⻆度 以组件中⼼点，组件按顺时针⽅向旋转的⻆度。
W和H 即组件的宽度和⾼度。设置W和H数值，调整组件尺⼨。

说明:
不同组件有不同的最⼤和最小尺⼨限制。

组件名称 设置组件名称，名称需在应⽤内具有唯⼀性。
组件可⻅性 设置组件是否在⻚⾯上显⽰。若设置为不可⻅，可配合交互，设置组件

功能的使⽤。
不透明度 0%为完全透明，100%为完全不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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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数据源配置：设备
组件数据源选择为设备，即以设备上报的属性数据和事件数据作为该组件的数据源。本⽂介绍设备
数据源的所需配置。

表 4-1: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选择数据源 勾选设备。
产品 选择设备所属产品。下拉框中，会展⽰当前应⽤所属项⽬中已导⼊的产

品。如果没有相应产品，请单击左上⻆的项⽬名称，前往项⽬⻚创建或
导⼊产品。

设备 选择该组件的数据源设备。该字段不是必选字段。
• 若选择具体设备，但该设备未连接物联⽹平台，没有上报数据，则需

单击在线模拟，进⼊产品的在线调试⻚，开启虚拟设备，推送模拟数
据，进⾏数据格式验证。

• 若选择为空，可在设备模拟数据框中，输⼊模拟数据，进⾏数据格式
验证。

数据项 作为组件数据源的数据项。可选：
• 设备属性：选择使⽤设备上报的某个属性值作为组件数据源。
• 设备事件：选择使⽤设备上报的某个事件数据作为组件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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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设备模拟数据 输⼊⽤于验证数据格式的模拟数据。当设备选择为空时出现的参数。

推送模拟数据后，该组件会根据推送的数据展⽰相应的结果。
表 4-2: 数据格式验证
操作 说明
格式参考 点击格式参考，查看组件⽀持的数据格式。
验证数据格式 点击验证数据格式按钮，验证当前数据格式是否满⾜组件的格式要求。

满⾜要求，则提⽰“验证成功”；不满⾜，则会提⽰详细的错误信息。
4.5.3 数据源配置：接⼝

部分组件⽀持使⽤⾃定义接口、项⽬内服务开发的HTTP接口、和查询产品和物（设备）的信息的
接口返回的结果数据作为数据源。

参数 说明
选择数据源 勾选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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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接口来源 可选：

• ⾃定义接口：调⽤开发者⾃⼰开发的开放接口或第三⽅接口，将返回
数据作为组件数据源。

• 服务开发⼯作台：调⽤在当前项⽬中，通过服务开发⼯作台开发
的HTTP接口，将返回数据作为组件数据源。

• 产品与物的管理：调⽤查询产品信息列表的接口、查询产品属性的接
口、查询物的详情列表的接口、或查询物的数量的接口，将返回数据
作为组件数据源。

。
请求⽅法 选择⾃定义接口的请求⽅法，可选：get、post。

当接口来源选择为⾃定义接口时出现的参数。
请求地址 输⼊您的⾃定义接口的请求地址。

当接口来源选择为⾃定义接口时出现的参数。
选择接口 选择要调⽤的接口。

当接口来源选择为服务开发⼯作台或产品与物的管理时出现的参数。
请求参数 可选：

• 静态参数：需在下⽅输⼊框中，填⼊键值对组成的请求参数，格式需
为标准的JSON格式。

• 动态参数：需在下⽅添加请求参数，设置键和值。
参数值来源可选择为：
- 变量：选择在当前应⽤中，已创建的变量作为参数值来源。创建变

量和给变量赋值，请参⻅变量管理。
- 组件值：选择当前应⽤中，已配置的表单组件作为参数值来源。
- URL参数：以最终发布⻚⾯上的某个参数，作为该接口的请求参数

值。常⽤于嵌⼊⻚⾯时，由宿主⻚提供动态参数，如将传⼊的产品
型号，作为当前接口的请求参数。

返回结果 单击验证数据格式或确定时，系统都会调⽤该接口，请求结果会写⼊到
返回结果中，以供您参考。

定时刷新 勾选后，需指定每隔多少秒⾃动调⽤接口⼀次，以获得最新数据。默认
不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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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数据格式验证
操作 说明
格式参考 点击格式参考，查看组件⽀持的数据格式。
验证数据格式 点击验证数据格式按钮，验证当前数据格式是否满⾜组件的格式要求。

满⾜要求，则提⽰“验证成功”；不满⾜，则会提⽰详细的错误信息。
4.5.4 数据源配置：静态数据

部分组件⽀持将数据源设置为静态数据，如表格组件和部分图表组件。适⽤于不需要动态获取数据
能⼒的场景。通过配置静态数据，将数据通过图表形式录⼊到系统中，并固化下来。

需在输⼊框中，根据提⽰格式输⼊静态数据。
表 4-4: 数据格式验证
操作 说明
格式参考 点击格式参考，查看组件⽀持的数据格式。
验证数据格式 点击验证数据格式按钮，验证当前数据格式是否满⾜组件的格式要求。

满⾜要求，则提⽰“验证成功”；不满⾜，则会提⽰详细的错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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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 交互配置
配置组件交互动作，可通过单击、双击、⿏标移⼊、⿏标移出、值改变、聚焦、失焦等事件打开链
接，赋值给变量，展⽰或隐藏组件和调⽤服务。
交互动作采⽤的是触发事件 + 执⾏动作的模式。
⽀持⼀个组件最多有20个交互动作。
⽀持多个交互动作使⽤同⼀个触发事件。事件触发时，按照交互动作配置的先后顺序依次执⾏相应
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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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说明
• 打开链接

触发事件发⽣时，打开链接。

1. 选择触发事件，并选择动作为打开链接。
2. 单击选择链接。
3.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配置链接。

参数 说明
链接打开⽅式 可选：

- 当前⻚⾯：即在当前应⽤⻚⾯打开链接。
- 新开⻚⾯：即在新开⻚⾯打开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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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标链接 可选：

- 当前应⽤⻚⾯：设置当前应⽤中的某个⻚⾯为链接⽬标⻚。
- 指定链接：设置外部链接为链接⽬标⻚。输⼊链接需

以http://或https://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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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赋值给变量
触发事件发⽣时，为变量赋值。

1. 选择触发事件，并选择动作为赋值给变量。
2. （可选）若还没有创建对应变量，单击管理变量，新增变量。
3. 单击配置。
4. 在弹出对话框中，单击赋值，选择或输⼊要赋予变量的值。

可输⼊⾃定义的固定值，或选择为组件的对应值。
5. 选择要赋值的变量，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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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隐藏
触发事件发⽣时，控制其他组件的展⽰和隐藏。

1. 选择触发事件，并选择动作为展⽰隐藏。
2. 设置点击出现的组件和点击隐藏的组件。均可多选。

142 ⽂档版本：20190813



物联⽹平台 IoT Studio /  4 Web可视化开发

• 调⽤服务
触发事件发⽣时，调⽤服务，即调⽤⾃定义接口、本项⽬内服务开发⼯作台接口、或产品与物的
管理接口。

1. 选择触发事件，并选择动作为调⽤服务。
2. 单击调⽤服务。
3. 在服务配置对话框中，配置要调⽤的接口。

参数 说明
接口来源 选择要调⽤的服务。

- ⾃定义接口：调⽤开发者⾃⼰开发的开放接口或第三⽅接口。
- 服务开发⼯作台：调⽤在当前项⽬中，通过服务开发⼯作台开发

的HTTP接口。
- 产品与物的管理：调⽤查询产品信息列表接口、查询产品属性接

口、查询物的详情列表接口、或查询物的数量接口。
请求⽅法 选择⾃定义接口的请求⽅法，可选：get、post。

当接口来源选择为⾃定义接口时出现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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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请求地址 输⼊您的⾃定义接口的请求地址。

当接口来源选择为⾃定义接口时出现的参数。
选择接口 选择要调⽤的接口。

当接口来源选择为服务开发⼯作台或产品与物的管理时出现的参
数。

请求参数 可选：
- 静态参数：需在下⽅输⼊框中，填⼊键值对组成的请求参数，格

式需为标准的JSON格式。
- 动态参数：需在下⽅添加请求参数，设置键和值。

参数值来源可选择为：
■ 变量：选择在当前应⽤中，已创建的变量作为参数值来源。创

建变量，请参⻅变量管理。
■ 组件值：选择当前应⽤中，已配置的表单组件作为参数值来

源。
■ URL参数：以最终发布⻚⾯上的某个参数作为该接口的请求参

数值。常⽤于嵌⼊⻚⾯时，由宿主⻚提供动态参数，如将传⼊
的产品型号作为当前接口的请求参数。

4.6 变量管理
变量提供数据传递功能。添加变量和赋值给变量后，可在配置接口请求参数时，使⽤当前⻚⾯的变
量。

管理变量
可在配置交互动作时，管理变量，包括新增、编辑、删除变量。
每个⻚⾯最多可有100个变量。
1. 拖拽任意⼀个⽀持配置交互动作的组件到画布上，然后在右侧配置栏，选择交互。
2. 选择动作为赋值给变量，单击管理变量。
3. 在弹出对话框中，单击新增变量。
4. 输⼊变量信息，单击确定。
参数 说明
变量名称 变量名称需全局唯⼀，可包含中⽂汉字、英⽂字⺟、数字和特殊符

号，⻓度不超过12个字符（⼀个中⽂汉字算⼀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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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默认值 设置变量的默认值。
描述 可描述变量⽤途等信息。

变量创建后，也可在管理变量弹窗中，编辑或删除变量。
赋值给变量

通过交互动作中的赋值给变量为变量赋值。赋值操作详情，请参⻅交互配置。

4.7 批量绑定设备
应⽤发布以后，可以为数据源是设备的组件批量绑定设备。新增绑定设备后，系统将⽣成⼀个可以
单独使⽤的应⽤实例。适⽤于单独交付应⽤实例的场景。

前提条件
• 应⽤已发布。
• 应⽤中有组件的数据源是设备上报属性或事件。

背景信息
该功能适⽤于：
• 应⽤和设备并⾏研发的场景。
• 批量分发、拷⻉应⽤设置的场景。

操作步骤
1. 在应⽤编辑⻚左侧导航栏，单击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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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应⽤绑定设备⻚，单击新建设备配置。
3. 在新建配置⻚，单击批量配置设备。
4. 在批量绑定设备对话框中，单击导出当前配置，下载当前配置⽂件。

说明:
请每次配置时，都下载最新配置⽂件。不推荐使⽤原来下载的⽂件模板，否则，可能会导致系
统⽆法匹配设备信息。

5. 打开已下载的配置⽂件Excel表，在Device Name列下，填⼊您要绑定的设备名称，并保存。

说明:
只能绑定组件中已配置的产品下的设备。设备名称可在应⽤所属项⽬的设备管理⻚查看。

6. 在批量绑定设备对话框中，单击下⼀步。
7. 单击导⼊，导⼊已编辑好的配置⽂件。
8. 在新建配置⻚底部，设置配置名称，单击发布配置。

预期结果
设备配置发布后，将⽣成⼀个应⽤实例。系统⽣成的应⽤地址，由于安全限制原因，有效期为24小
时。已绑定您⾃⼰的域名的应⽤地址不受此限制，⻓期有效。绑定域名操作详情，请参⻅域名管
理。
您还可以单独管理新增应⽤实例的Token鉴权。具体说明和操作详情，请参⻅应⽤鉴权。

4.8 域名管理
本⽂介绍应⽤发布后，为应⽤绑定⾃⼰的域名，并做域名解析。

前提条件
• 应⽤已发布。
• 已购买域名。

绑定域名
1. 在物联⽹平台控制台左侧导航栏，选择开发服务 > IoT Studio。
2. 在IoT Studio⻚的项⽬管理下，找到应⽤所属项⽬，单击项⽬对应的进⼊按钮。
3. 在项⽬⻚，选择Web可视化开发。
4. 在Web可视化开发⻚的应⽤列表中，找到应⽤，单击应⽤对应的打开按钮。
5. 在Web可视化应⽤编辑器左侧导航栏，单击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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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应⽤设置⻚，选择域名管理 > 添加域名。
7. 输⼊您的域名，单击确定。

每个应⽤最多可绑定5个域名。
8. 设置域名解析。

进⼊您的域名服务商⽹站，为您的域名做CNAME解析，将您的域名指向该应⽤的默认域名。

阿⾥云域名、阿⾥云云解析DNS和阿⾥云CDN⽤⼾可参⻅阿⾥云/万⽹配置流程。
配置HTTPS访问⽰例

以下⽰例介绍使⽤阿⾥云云解析服务和CDN服务，配置域名解析和HTTPS访问的操作过程。
1. 登录阿⾥云CDN控制台。
2. 在域名管理⻚，单击添加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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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完成信息填写，单击下⼀步。

参数 说明
加速域名 输⼊您⾃⼰的域名。

说明:
该域名不能有其他CNAME解析。

资源分组（可选） 如果您创建了资源分组，选择资源所在分组。
业务类型 根据您的业务实际情况选择类型。
源站信息 源站信息设置：

• 类型：选择为源站域名。
• 域名：填写该应⽤的默认域名。请在应⽤的域名管理⻚签下，查看

应⽤的默认域名。
• 端口：使⽤默认端口即可。
• 加速区域：根据您的实际情况选择。若选择中国⼤陆或全球加

速，需为域名备案。备案操作指导，请参⻅⾸次备案。
4. 域名添加成功后，在域名管理⻚，复制⽣成的CNAME。
5. 访问阿⾥云云解析控制台，单击域名对应的解析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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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击添加记录，将前⾯步骤中CDN⽣成的CNAME设置为域名CNAME。
7. 返回CDN控制台，在域名管理⻚，单击域名对应的管理操作按钮。
8.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HTTPS配置，然后开启HTTPS安全加速。
9. 将该域名添加到您的Web应⽤中，便可以使⽤HTTPS协议访问您应⽤⻚⾯。

4.9 应⽤鉴权
应⽤鉴权，即Web应⽤的Token鉴权。开启后，只有使⽤Token加签的访问者才允许访问应⽤。本
⽂介绍如何配置应⽤鉴权。
Token指系统颁发给应⽤的随机码，作⽤类似于安全证书。使⽤Token信息进⾏签名，可以让系统
快速核验访问者⾝份，保证安全性。
使⽤Web可视化⼯作台开发的应⽤，默认访问时不会进⾏安全验证。为保证安全，如信息安全、设
备控制保护等，可以开启Token鉴权。将Web应⽤嵌⼊到第三⽅⽹站或应⽤（如Web后台、移动
App等）的场景下，建议开启。

开启应⽤鉴权
1. 在物联⽹平台控制台左侧导航栏，选择开发服务 > IoT Studio。
2. 在IoT Studio⻚的项⽬管理下，找到应⽤所属项⽬，单击项⽬对应的进⼊按钮。
3. 在项⽬⻚，选择Web可视化开发。
4. 在Web可视化开发⻚的应⽤列表中，找到应⽤，单击应⽤对应的打开按钮。
5. 在Web可视化应⽤编辑器左侧导航栏，单击设置。
6. 在应⽤的基本信息⻚签下，勾选Token验证前的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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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确认弹窗中，单击开启Token。
开启Token后，系统会为该应⽤⾃动⽣成Token，单击查看图标即可显⽰。

8. 集成应⽤的访问地址URL。
开启Token后，⽤⼾便不能通过原来的URL直接访问您的应⽤⻚⾯。您需要在URL中集成
Token加签信息。
a. 将当前时间（毫秒）转化为字符串。
b. 使⽤Token，通过 HMAC-SHA256 base64 对上⼀步得到的字符串进⾏加密。

说明:
为保证应⽤的安全性，计算出来的签名（signature）有效期为32个小时。32小时之后，需
要重新计算新的签名（signature）。

c. 将时间和加密得到的签名分别命名为time和signature，并放⼊到URL的querystring中。
d. 测试。使⽤含有Token加签的URL访问应⽤。
以下是集成访问地址的代码⽰例。
• PHP⽰例代码：

<?php
  $token = "54cc8224a92ddda750600157e17b****";
  $time = time()*1000;
  $stringToSign = strval($time);
  $signature = urlencode(base64_encode(hash_hmac('sha256', $
stringToSign, $token, true)));
  $url = "http://${应⽤访问地址}"."?time=".$time."&signature=".$
signature;
?>
<iframe width=100% height=100% src="<?=$url?>"/>

• Node.js⽰例代码：
const crypto = require('crypto');
var token = "54cc8224a92ddda750600157e17b****";
var time = Date.now();
var stringToSign = time.toString();
var signature = crypto.createHmac('sha256', token).update(
stringToSign).digest().toString('base64');
var url="http://${应⽤访问地址}"+"?time="+time+"&signature="+ 
encodeURIComponent(signature);

• Java⽰例代码：
package com.company;
import java.security.*;
import java.util.Date;
import javax.crypto.*;
import javax.crypto.spec.SecretKeySpec;
import org.apache.commons.codec.binary.Base64;
import java.net.URLEnco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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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reated by studio on 2019/4/3.
 */
public class TokenTest {
    public static String getSignedUrl(String token){
        Date date = new Date();
        Long time = date.getTime();
        String stringToSign = String.valueOf(time);
        String signature = HMACSHA256(stringToSign.getBytes(), 
token.getBytes());
        String url = "http://${应⽤访问地址}"+"?time="+time+"&
signature="+ signature;
        return url;
    }

    /**
     * 利⽤Java原⽣的摘要实现SHA256加密
     * @param str 加密后的报⽂
     * @return
     */
    public static String HMACSHA256(byte[] data, byte[] key)
    {
        try  {
            SecretKeySpec signingKey = new SecretKeySpec(key, "
HmacSHA256");
            Mac mac = Mac.getInstance("HmacSHA256");
            mac.init(signingKey);
            return URLEncoder.encode(byte2Base64(mac.doFinal(data
)));
        } catch (NoSuchAlgorithm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catch (InvalidKey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return null;
    }

    private static String byte2Base64(byte[] bytes){
        return Base64.encodeBase64String(bytes);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throws Exception {
        String token = "54cc8224a92ddda750600157e17b****";
        System.out.println(getSignedUrl(token));
    }
}

开启应⽤实例Token鉴权
应⽤发布后，新增绑定设备⽣成的应⽤实例可继承应⽤的Token，也⽀持⽣成单独的Token或关闭
Token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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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应⽤编辑器左侧导航栏，单击设备。
应⽤绑定设备⻚显⽰所有已绑定设备的配置（即应⽤实例）。⼀个设备配置即⽣成⼀个独⽴的应
⽤实例。
如果您要新增应⽤实例，可单击新建设备配置，然后绑定设备。设备配置操作说明，请参⻅批量
绑定设备。

2. 在应⽤绑定设备⻚，单击设备配置名称对应的Token配置。
3. 在Token设置⻚，选择配置⽅式，单击确定。

配置⽅式选项：
• 与应⽤保持⼀致：即继承应⽤的Token。如果应⽤Token鉴权被关闭，则该实例的鉴权也关

闭。
常⽤于应⽤和实例是同⼀个交付项⽬，⽆需进⾏隔离的场景。

• 开启独⽴Token验证：开启独⽴Token验证后，系统为该实例⽣成独⽴的Token，原继承应
⽤的Token将失效。您需及时更新应⽤地址URL配置。URL集成配置⽅法与本⽂上⼀章节
中“集成应⽤的访问地址URL”⼀致。
常⽤于有独⽴安全验证需求的场景，如单独交付的应⽤实例。

• 不启⽤：关闭实例Token验证，不做安全验证。
常⽤于独⽴交付应⽤实例，且不需要安全验证的场景。

4.10 使⽤⽰例
4.10.1 温室监控⼤屏

本⽂介绍如何使⽤Web可视化开发搭建⼀个农业⽣产环境的温室监控⼤屏。
背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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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产的场景中，使⽤监控⼤屏实时展⽰各智能监控设备上报的数据，便可随时了解温室内和
温室外的温度、湿度、光照度、⼟壤⽔分等信息。
监控⼤屏⽰例图：

操作步骤
1. 创建项⽬、产品和设备。具体操作指导，请参⻅创建项⽬
2. 在项⽬⻚，选择Web可视化开发 > 新建Web应⽤，新建⼀个Web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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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Web应⽤编辑⻚左侧导航栏，单击⻚⾯，然后配置应⽤⻚⾯背景、分辨率等信息。
• 分辨率选择为1920*1080（常⻅宽屏⽐例）。
• 在底部⼯具栏，勾选⾃适应前的复选框，应⽤⻚⾯就可以⾃适应屏幕⼤小（等⽐缩放，宽度

撑满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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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布局。
a) 拖拽矩形组件到画布上。这些矩形组件将作为其他组件的背景。
b) 单击选中矩形组件，然后在右侧配置样式：⼤小、位置、填充颜⾊、边框颜⾊和粗细。

c) 拖拽⼀个iframe组件到⻚⾯中间，调整组件⼤小、位置，和配置关联链接。iframe组件可⽤
于展⽰链接的⻚⾯内容，如企业介绍视频等。

设置⽬标链接为HTTPS链接后，组件中将展⽰⽬标⻚⾯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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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设置为HTTP链接，画布上不会显⽰链接⻚⾯内容。需单击上⽅预览按钮，预览⻚⾯会
展⽰HTTP链接⻚的内容。

5. 配置⽂字组件，⽤于展⽰⼤屏的标题。
从左侧组件中，拖拽⼀个⽂字组件到画布上。然后在右侧配置栏中，设置⽂字显⽰位置、⽂字内
容、⽂字样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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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配置时钟组件，⽤于展⽰当前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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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配置数据展⽰组件。
设备上报的数据可使⽤多种组件展⽰，如⽂字组件、表格组件、各种图形组件。配置组件时，需
将组件的数据源配置为设备上报的对应数据。
本⽂⽰例中，使⽤了以下组件：
• 配置⽂字组件，展⽰各区域的标题。
• 配置仪表盘组件，⽤于展⽰智能设备上报的属性数据。

- 在仪表盘组件样式配置中，配置标题为该仪表盘展⽰的数据类名称，如湿度、室内温度、
室外温度等。

- 数据源配置为设备上报的对应属性。如，湿度的数据源为温湿度计上报的当前湿度。
下图为展⽰温度数据的仪表盘配置。

• 配置⽂字组件，⽤于展⽰某类数据值。
本⽰例中，使⽤三个⽂字组件共同实现数据展⽰，组成数据类+数据+数据单位的组合。三个
⽂字组件的⽂字内容分别为：
- ⼿动输⼊的数据类名称。
- 设备上报的相关属性数据。
- ⼿动输⼊的属性数据单位。
下图为展⽰室外温度数据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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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开关组件，⽤于展⽰温室内设备状态。
开关组件的数据源需配置为对应的设备。

• 配置⼀个曲线图，展⽰⼀天内的光照度。
曲线图的数据源配置为光照监控设备；实时数据时间段选择为当天0点-24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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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配置完成后，单击预览，查看和验证应⽤⻚⾯。
9. 单击发布，将应⽤发布到云端。

4.10.2  茶园环境监控⼤屏
4.10.2.1 ⽅案设计
本⽂介绍如何使⽤IoT Studio平台的Web应⽤开发和服务开发，开发⼀个茶园的环境监控⼤屏。应
⽤⽤⼾可在监控⼤屏中，查看在指定时间内，设备上报的温度值折线图。
实现监控⼤屏数据采集的⽅案设计如下：
• 先在服务开发⼯作台，创建三个服务，分别是 ：

- ⼀个设备触发服务：⽤于获取温度探测器上报的温度数据，并存储到云数据库RDS版MySQL
数据表中。

- ⼀个定时触发服务：⽤于每个整点统计前⼀小时的最⾼温度数据，并存储到另⼀个云数据库
RDS版MySQL数据表中。

- ⼀个HTTP接口：⽤于从RDS数据库中，筛选出指定时间段内，每小时的最⾼温度数据。
• 使⽤Web可视化开发⼯作台，开发⼀个Web前端应⽤。⽤于调⽤HTTP接口，获取指定时间段

内，每小时的最⾼温度数据，并展⽰在折线图中。
监控⼤屏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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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档
步骤⼀：使⽤云数据库创建数据表
步骤⼆：创建项⽬
步骤三：开发三个服务应⽤
步骤四：开发Web应⽤
4.10.2.2 步骤⼀：使⽤云数据库创建数据表
在云数据库RDS版控制台，创建⼀个MySQL类型的数据库实例，并创建两个数据表，分别⽤于存
储设备上报的温度数据和服务应⽤处理后的温度数据。

操作步骤
1. 登录云数据库RDS版控制台。
2. 在云数据库管理⻚，单击创建实例，创建⼀个MySQL类型的数据库实例。
3. 在数据库实例列表中，单击该实例对应的管理操作按钮。
4.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账号管理，创建数据库⽤⼾账号和密码。⽤于登录数据库。
5.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数据库管理，创建数据库。
6.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数据安全性，添加数据库IP⽩名单。添加⽩名单操作指导，请参⻅设置⽩

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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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基本信息，查看该数据库的基本信息。

8. 在数据库⻚⾯上⽅，单击登录数据库，输⼊⽤⼾账号和密码，登录数据库。
9. 在DMS⻚顶部栏，选择创建，创建两个数据库表，分别命名为sensor_data（⽤于存储各设备

上报的温度数据）和Maxtemperature（⽤于存储服务应⽤处理后的数据）。

有关云数据库RDS版详细使⽤详情，请参⻅RDS for MySQL使⽤流程。
后续步骤

步骤⼆：创建项⽬
4.10.2.3 步骤⼆：创建项⽬
在IoT Studio上创建物联⽹开发项⽬，并为项⽬导⼊或创建温度监测器产品和设备。后续将在该项
⽬下，创建服务应⽤和Web应⽤。

操作步骤
1. 在物联⽹平台控制台左侧导航栏，单击开发服务 > IoT 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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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物联⽹开发⻚，单击右上⻆新建项⽬按钮，新建⼀个项⽬。

参数 说明
项⽬名称 仅⽀持中⽂汉字、英⽂字⺟、数字、下划线（_）、连接号（-）、圆括

号( )和空格，且必须以中⽂汉字、英⽂字⺟或数字开头，⻓度不超过20个
字符（⼀个中⽂汉字算⼀个字符）。

描述 描述项⽬。描述⻓度不超过100个字符（⼀个中⽂汉字算⼀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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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为项⽬关联物联⽹平台产品。
• 若您还未创建相应产品，需先创建产品，并为产品定义物模型。

a. 在项⽬⻚的左侧导航栏，单击产品 > 新建产品，创建温度监测器产品。
创建产品的具体参数说明，请参⻅创建产品。

b. 产品创建成功后，在产品列表中，单击产品名称，进⼊产品详情⻚，为产品定义功能。
本⽰例中，需为温度监测器产品定义⼀个温度属性（temperature）。
定义物模型操作指导，请参⻅新增物模型。

c. 单击设备 > 新增设备，批量注册设备。
有关设备名称注意事项，请参⻅批量创建设备。
设备端SDK开发，请参⻅下载设备端SDK。

• 若您已创建了产品和设备，且已为产品定义了物模型，直接关联产品和设备即可。
a. 在项⽬概览⻚或产品管理⻚，单击右上⻆关联物联⽹平台产品按钮，勾选产品，单击确

定。
b. 在设备管理⻚，单击关联物联⽹平台设备，勾选已关联产品下的设备，单击确定。

说明:
只有已关联到该项⽬中的产品下的设备才能与该项⽬关联。

后续步骤
步骤三：开发三个服务应⽤
4.10.2.4 步骤三：开发三个服务应⽤
在服务开发⼯作台，开发三个服务应⽤，分别⽤于：获取设备上报的温度数据，每整点统计前⼀小
时的最⾼温度数据，和筛选指定时间段内每小时的最⾼温度数据。

操作步骤
1. 在项⽬⻚，选择服务开发 > 新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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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建⼀个设备触发服务。
该服务以温度监测器设备作为触发节点，接收温度监测器设备上报的温度数据，并存储到云数据
库RDS版MySQL数据表中。
a) 输⼊服务基本信息，新建⼀个服务。
b) 从服务编辑器左侧节点⻚签下，拖拽⼀个设备触发节点到画布上，并配置输⼊数据为温度监

测器上报的属性。

c) 配置⼀个云数据库RDS节点，⽤于将温度监测器上报的温度数据存⼊数据表sensor_data。

本⽰例中，输⼊的参数为：
{
    "table": "sensor_data",
    "rows": [
        {
       "id":{{payload.deviceContext.gmtCreate}},
       "deviceName" : "{{payload.deviceContext.deviceName}}",
       "dateTime" : "{{payload.props.temperature.time}}",
       "temperature" : {{payload.props.temperature.valu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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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单击部署，部署服务。
e) 单击启动，启动服务。
f) 单击调试，前往产品的在线调试⻚签，开启虚拟设备，推送模拟温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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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建⼀个定时触发服务。
该服务⽤于每整点统计前⼀小时的最⾼温度数据，并存储到云数据库RDS版MySQL数据表中。
a) 在服务开发⻚右上⻆，单击服务列表右侧的添加图标+，新增⼀个服务。
b) 配置⼀个定时触发节点，⽤于每整点触发⼀次服务。

c) 配置⼀个云数据库RDS节点，⽤于从存储设备上报的温度数据的数据表sensor_data中，查
询数据。

本⽰例中，查询数据的输⼊参数为：
{
    "table": "sensor_data",
    "condition": {
        "where": {"deviceName": "bZxNh9qi6PyqYvFcDvqK"},
        "columns": [
            "id",
            "device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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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mperature",
            "dateTime"
            ],
        "orders": ["temperature"]
    }
}

d) 配置⼀个Node.js节点，⽤于提取每小时内，设备上报的最⾼温度。

本⽰例中，输⼊的脚本为：
/**
* @param {Object} payload 上⼀节点的输出
* @param {Object} node 指定某个节点的输出
* @param {Object} query 服务流第⼀个节点的输出
* @param {Object} context  { appKey, appSecret }
*/
module.exports = async function(payload, node, query, context) {
     console.log("payload: ", payload);

     let  result = {};
     result.index = payload.length - 1;
     result.maxTemperature = payload[result.index].temperature;
     result.id = payload[result.index].id;
     result.deviceName = payload[result.index].deviceName;
     result.dateTime = payload[result.index].dateTime;
     return 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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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再配置⼀个云数据库RDS节点，⽤于将node.js处理后的数据存⼊数据
表Maxtemperature。

本⽰例中，输⼊的参数为：
{
    "table": "Maxtemperature",
    "rows": [{
            "id": {{payload.id}},
            "deviceName": "{{payload.deviceName}}",
            "dateTime": "{{payload.dateTime}}",
            "maxTemperature": {{payload.maxTemperature}}
    }]
}

f) 单击部署，部署服务。
g) 单击启动，启动服务。
h) 单击调试，输⼊模拟时间，调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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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创建⼀个HTTP接口，⽤于实现筛选指定时间段的数据。
a) 在服务开发⻚右上⻆，单击服务列表右侧的添加图标+，新增⼀个服务。
b) 配置⼀个HTTP请求节点，设置筛选温度数据API的Action名称和请求参数。

本⽰例中，配置了以下三个请求参数。
参数 类型 是否必需 说明
DeviceName String 否 调⽤接口时，传⼊设备名称，查询指

定设备上报的温度数据；不传⼊设备名
称，则返回全部设备的温度数据。

startTime Int 是 调⽤接口时，需传⼊要查询数据的起始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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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是否必需 说明
endTime Int 是 调⽤接口时，需传⼊要查询数据的结束

时间
c) 配置⼀个云数据库RDS节点，⽤于从数据表Maxtemperature中获取每小时的最⾼温度数

据。

本⽰例中，输⼊的参数为：
{
    "table": "maxtemperature",
    "condition": {
        "where": {
            "deviceName": "{{payload.DeviceName}}"
        },
        "columns": [
            "maxTemperature",
            "dateTime"
        ],
        "orders": [
            "dateTim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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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配置⼀个Node.js节点，⽤于筛选指定时间段内的温度数据。

⽰例脚本：
/**
* @param {Object} payload 上⼀节点的输出
* @param {Object} node 指定某个节点的输出
* @param {Object} query 服务流第⼀个节点的输出
* @param {Object} context  { appKey, appSecret }
*/
module.exports = async function(payload, node, query, context) {

  console.log("payload: ", payload);

  let length = 0;
  for (let i = 0; i < payload.length; i++) {
      if(parseInt(payload[i].dateTime) >= query.startTime && 
parseInt(payload[i].dateTime) <= query.endTime) {
          length = length + 1;
      }
  }

  console.log("length", length);

  var result = new Array(length);
  for(let i = 0; i < length ; i++){
      result[i] = new Array(2);
      result[i][0] = "";
      result[i][1] = 0;
  }

  let valid = 0; 
  for(let j = 0 ;j < payload.length ; j++ ){
      if(parseInt(payload[j].dateTime) >= query.startTime && 
parseInt(payload[j].dateTime) <= query.endTime) {
           result[valid][0] = payload[j].dateTime;
           result[valid][1] = payload[j].maxTemperature;
           valid = valid + 1;
       }
  }

  return 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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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配置⼀个HTTP返回节点，输出Node.js节点处理后的数据。

f) 单击部署，部署服务。
g) 单击调试，输⼊请求参数，调试服务。

5. 三个服务均调试成功后，单击⻚⾯右上⻆的发布按钮，发布服务。
4.10.2.5 步骤四：开发Web应⽤
开发⼀个Web应⽤，⽤于展⽰和查询指定时间段中，设备上报的每小时内的最⾼温度。

操作步骤
1. 在项⽬⻚，选择Web可视化开发 > 新建Web应⽤。
2. 在Web可视化开发⻚，⿏标光标移⾄选择模板下的区域，单击出现的使⽤该模板开发按钮。
3. 在新建Web可视化应⽤对话框中，填⼊应⽤名称和描述，单击完成，新建⼀个Web可视化应

⽤。
4. 配置应⽤⻚⾯，设置⻚⾯背景和分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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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配置⼀个矩形组件，作为其他组件的背景。

6. 配置⼀个⽂字组件，⽤于展⽰标题。

7. 配置选择设备的下拉框。
a) 配置⼀个⽂字组件，作为下拉框的标题。
b) 配置下拉框组件样式。下拉框中，显⽰设备名称。

参数 说明
列表内容 选择为设备，表⽰下拉框中展⽰设备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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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选择产品 选择设备所属的产品。下拉框中，展⽰该产品下的设备名称。

c) 选择配置栏中的交互。
d) 选择事件为值改变；动作为赋值给变量，单击管理变量。
e) 单击新增变量，新增⼀个名称为DeviceName的变量。

f) 单击配置 > 赋值，选择value，赋值给变量DeviceName。
g) 单击确定，完成交互动作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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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配置⽤⼾设置查询起始时间的时间组件。
a) 配置⼀个⽂字组件，作为时间组件的标题。
b) 配置时间组件样式。时间单位选择为秒。

c) 配置交互动作，创建⼀个变量startTime，并配置通过值改变事件，触发交互动作，赋值给
变量。

9. 以相同的⽅法，配置查询结束时间的时间组件，并配置交互动作，赋值给变量end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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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配置⼀个折线图组件，⽤于展⽰温度数据。
a) 配置⼀个⽂字组件，作为折线图组件的标题。
b) 配置折线图组件样式。
c) 配置折线图组件的数据源为步骤三中创建的HTTP接口，请求参数值设置为前⾯创建的变

量。

11.单击顶部栏中的预览按钮，预览应⽤。
12.单击发布按钮，发布应⽤。

4.11 发布历史
Web可视化⼯作台功能更新发布历史如下。

1.5.0（2019-07-19）
新功能：
• 重磅推出 LA 数据分析组件。
• 增强物联⽹设备交互能⼒。

- 增加动态设备的功能。
- 开关、指⽰灯组件⽀持配置modbus整数型属性。
- 优化设备与服务端的上下⾏能⼒，改成⻓连接，降低延迟。

• 优化相关链路功能。
- 优化移动设备下的⾃适应⽅案，避免 IOS下图表等组件⽂字模糊问题。
- 增加服务⼯作台数据源的⼊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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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2019-06-20）
新功能：
• 重磅推出 SaaS 搭建相关功能。

- 新增菜单功能。
- 新增设备管理组件。
- 新增设备实况数据列表组件。

• 新增⻚⾯模板功能，⽀持快速创建⻚⾯。
• 组件更新：设备地图⽀持实况监测。
• 体验优化。

- 设备数据源⽀持设备名称检索，⽀持海量设备筛选。
- ⾃定义域名⽀持HTTPS。
- 运⾏时未绑定域名引导流程优化。
- 位置对⻬最小单位从5px调整为4px，组件宽度、⾼度的调整不再有最小5px的限制。

问题修复：
修复数字输⼊框组件⽆法⽀持负数和小数的bug。

1.3.0（2019-05-07）
新功能：
• 重磅推出组件交互动作功能，可以⽤来实现组件之间的交互动作。

- ⽀持触发事件 + 执⾏动作模型，⽀持多事件、多动作。
- 新增“赋值变量”动作，组件之间可通过事件传递数值。

• ⽀持变量功能，可进⾏交互动作、接口数据、组件属性间数据传递、⾃动更新、延迟使⽤。
• 组件更新。

- 地图组件新增”点击链接”事件，⽀持在设备属性中设置⾃定义URL，通过交互动作配置反
馈动作，接收该地址。

- iframe组件地址配置项⽀持使⽤变量。
- 表单组件（⽂本输⼊框、数字输⼊框、JSON、下拉框、时间、时间范围）新增“值改变”事

件，可通过交互动作配置反馈动作。
- 下拉框组件，列表内容为设备时，展⽰列表项优化为DeviceName。

问题修复：
• 修复地图组件授权时间限制⼀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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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复图表组件点击系列⽆法隐藏对应的数据的问题。
1.2.0（2019-04-29）

新功能：
• 新增多边形组件。
• 新增时间和时间范围两个组件，⽤于输⼊时间、⽇期筛选。
• 新增版本更新通知。
• 优化体验。

- 设备绑定⻚增加功能引导说明。
- 组件数据源为产品设备时，增加产品、设备列表的刷新按钮和跳转链接，⽅便设备接⼊和可

视化搭建同步调试。
1.1.0（2019-04-10）

新功能：
• 应⽤Token鉴权。

- 应⽤可以开启Token鉴权，对应⽤数据和设备控制提供安全保障。
- 绑定设备的应⽤实例可以独⽴设置Token策略，满⾜独⽴交付场景。

• 新增地图组件，⽀持设备在地图上的展⽰和控制，及空间可视化⾼级功能。
• 优化体验。

- 编辑器的可框选区域扩展到整个展台区，多选更加流畅。
- 图⽚库⽀持双击选择，操作更便捷。

问题修复：
• 【柱状图组件】静态数据输⼊小于号时，浏览时展⽰出错的问题。
• 修复滑条、开关组件更新设备属性失败没有提⽰的问题。
• 修复组合、解散组合然后撤销会导致组件消失的问题。

1.0.1（2019-02-20）
问题修复：
• 修复按钮组件调⽤『产品和设备服务』出错时，没有错误提⽰的问题。
• 修复实时曲线只显⽰最近半个小时数据的问题。
• 修复数据系列和数据源联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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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019-01-15）
新功能：
• 组件全⾯优化。

- 组件样式全⾯更新，更加精致美观。
- 新增多个形状组件。
- 新增数字输⼊框组件。
- 新增下拉框组件。
- 新增表格组件。
- 新增数字时钟组件。
- 新增堆叠柱状图。
- 新增饼状图。
- 实时曲线⽀持多设备属性的展⽰。
- JSON输⼊框采⽤code mirror编辑器（chrome同款），加载更快更稳定。

• 增加数据源，优化数据源配置。
- 新增⾃定义接口，满⾜⾃主开发接口对接的需求。
- 新增服务开发接口，基于服务开发⼯作台快速⽣产数据接口、对接云市场API和RDS数据库

等云服务。
- 新增静态数据，⽀持快速原型搭建和静态数据展⽰。
- 优化了物联⽹平台官⽅服务接口，更加简单易⽤。
- ⽀持组件的属性对接数据源，使得数据能⼒更加灵活，组件更加强⼤。
- ⽀持数据源模拟数据，界⾯搭建、调试更加⽅便快捷。

• 新增应⽤后置绑定设备能⼒，⽅便集成、部署。
- 应⽤搭建时⽀持只指定产品（设备模型），而不⽤指定设备（实例）。
- 已发布的应⽤，可以⽤设备绑定功能，配置出多个应⽤，并⾏使⽤。

• ⼯作台整体重构。
- 采⽤2.0版本DSL，更加稳定可扩展。
- 核⼼数据模型更可靠。
- ⼯作台界⾯模块解耦更彻底，稳定性、复⽤度⼤幅提升。
- 与移动⼯作台统⼀模型和架构。

• 增加预览域名的安全限制，强化域名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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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项⽬与应⽤管理
项⽬是物联⽹开发平台中服务、能⼒和资源的集合。⼀个项⽬中，包含多个Web应⽤、移动应⽤和
服务。同⼀个项⽬内的不同应⽤共享资源（如产品、设备），而不同项⽬之间的资源是隔离的。本
⽂介绍如何在控制台管理物联⽹开发项⽬和应⽤。

项⽬管理
您可以在控制台新建、更新和删除开发服务项⽬。
• 新建项⽬：

1. 在物联⽹平台控制台左侧导航栏，单击开发服务 > IoT Studio。
2. 在IoT Studio⻚，单击右侧新建项⽬按钮。
3. 在弹出对话框中输⼊项⽬名称和描述后，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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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项⽬：
1. 在项⽬列表中，单击项⽬对应的进⼊操作。
2. 在该项⽬的项⽬概览⻚，单击右上⻆项⽬配置。

3. 在项⽬配置⻚，单击编辑。

4. 输⼊新的项⽬信息，并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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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项⽬：
1. 在该项⽬的项⽬概览⻚，单击右上⻆项⽬配置。
2. 在项⽬配置⻚，单击删除，并确定删除。

应⽤管理
1. 在 IoT Studio⻚的项⽬列表中，单击项⽬对应的进⼊操作。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应⽤类型，可查看该项⽬中的当前应⽤列表。

在应⽤列表中，
• 单击新建应⽤相关按钮，新建应⽤。
• 单击应⽤对应的打开操作按钮，进⼊应⽤⻚⾯，可编辑应⽤。
• 单击应⽤对应的删除操作按钮，删除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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