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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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文档。您

应当实时关注用户文档的版本变更并通过阿里云授权渠道下载、获取最新版的用户文档。

4. 本文档仅作为用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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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用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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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页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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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置操作将丢失用户配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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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窍门等，不
是用户必须了解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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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名称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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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斜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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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端订阅

在某些物联网场景下，我们期望设备状态信息和设备采集的数据不通过云产品中转，直接由业务服

务器接收。此时，可以使用服务端订阅功能。将设备产生的消息通过HTTP/2通道直接推送到业务服

务器，以便用户根据自身业务场景消费数据。

本文以温湿度计为例，构建客户端，讲明服务端订阅功能的使用和数据流转。

前提条件

在控制台创建产品、创建设备，设备连接物联网平台。具体请参考快速入门。

配置服务端订阅

1. 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单击左侧导航栏产品管理。

2. 在产品列表中，搜索到要配置服务端订阅的产品，并单击该产品对应的查看按钮，进入产品详

情页。

3. 单击服务端订阅 > 设置。

4. 勾选设备上报消息，并单击保存，服务端订阅设备上报的数据。

https://iot.console.aliyun.com/product/region/cn-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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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服务端订阅SDK

说明：

当前仅提供Java8版SDK。

1. 添加Java版SDK的依赖如下：

<!-- Aliyun core -->
<dependency>
    <groupId>com.aliyun</groupId>
    <artifactId>aliyun-java-sdk-core</artifactId>
    <version>3.7.1</version>
</dependency>

<!-- iot message client -->
<dependency>
    <groupId>com.aliyun.openservices</groupId>
    <artifactId>iot-client-message</artifactId>
    <version>1.1.2</version>
</dependency>

2. 基于您的阿里云账号信息进行身份认证，建立SDK与平台的连接。

import java.net.UnknownHostException;
import java.util.concurrent.ExecutionException;

import com.aliyun.openservices.iot.api.Profile;
import com.aliyun.openservices.iot.api.message.MessageClientFactory;
import com.aliyun.openservices.iot.api.message.api.MessageClient;
import com.aliyun.openservices.iot.api.message.callback.MessageCal
lback;
import com.aliyun.openservices.iot.api.message.entity.Message;

public class H2Client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throws UnknownHos
tException, 
                                ExecutionException, Interrupte
dException {
        // 身份
        String accessKey = "阿里云access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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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ing accessSecret = "阿里云accessSecret";
        String regionId = "cn-shanghai";
        String uid = "阿里云账号 uid";
        String endPoint = "https://" + uid + ".iot-as-http2." + 
regionId + ".aliyuncs.com";
        // 连接配置
        Profile profile = Profile.getAccessKeyProfile(endPoint, 
regionId, accessKey, accessSecret);

        // 构造客户端
        MessageClient client = MessageClientFactory.messageClient(
profile);
        // 数据接收
        client.connect(messageToken -> {
            Message m = messageToken.getMessage();
            System.out.println("\ntopic="+m.getTopic());
            System.out.println("payload=" + new String(m.getPayload
()));
            System.out.println("generateTime=" + m.getGenerateTime
());
            // 此处标记CommitSuccess已消费，IoT平台会删除当前Message，否则
会保留到过期时间
            return MessageCallback.Action.CommitSuccess;
        });
    }
}

3. 设备上报消息，客户端接收设备消息。

数据流转示例

• 基础版产品

设备上线，发布温湿度消息，下线。

{
    "temperature": 27,
    "humidity": 26
}

业务服务器接收到的消息：

# 设备上线 消息
topic=/as/mqtt/status/a1wLOMQOK4K/temperature-Monitor
payload={
    "lastTime": "2018-09-04 14:59:59.782",
    "utcLastTime": "2018-09-04T06:59:59.782Z",
    "clientIp": "42.120.75.152",
    "utcTime": "2018-09-04T06:59:59.794Z",
    "time": "2018-09-04 14:59:59.794",
    "productKey": "a1wLOMQOK4K",
    "deviceName": "temperature-Monitor",
    "status": "online"
}
generateTime=1536044399797

# 设备上报 数据消息



物联网平台 最佳实践 /  1 服务端订阅

4 文档版本：20181213

topic=/a1wLOMQOK4K/temperature-Monitor/temperatureData
payload={
    "temperature": 27,
    "humidity": 26
}
generateTime=1536044404762

# 设备离线 消息
topic=/as/mqtt/status/a1wLOMQOK4K/temperature-Monitor
payload={
    "lastTime": "2018-09-04 15:00:09.761",
    "utcLastTime": "2018-09-04T07:00:09.761Z",
    "utcTime": "2018-09-04T07:00:13.337Z",
    "time": "2018-09-04 15:00:13.337",
    "productKey": "a1wLOMQOK4K",
    "deviceName": "temperature-Monitor",
    "status": "offline"
}
generateTime=1536044413339

说明：

目前服务端订阅是基于阿里云账号UID的，该账号创建的产品的消息都会被HTTP/2客户端接

收。因此，您可以根据Topic中包含的产品ProductKey和DeviceName区分服务端消费。

• 高级版产品（使用物模型）

设备上线，发布温湿度消息，下线。

{
    "id": 1536045963829,
    "params":{
        "temperature": 20,
        "humidity": 22
    },
    "method": "thing.event.property.post"
}

业务服务器接收到的消息：

# 设备上线 消息
topic=/as/mqtt/status/a1gMuCoK4m2/nuwr5r9hf6l
payload={
    "lastTime": "2018-09-04 15:25:53.771",
    "utcLastTime": "2018-09-04T07:25:53.771Z",
    "clientIp": "42.120.75.152",
    "utcTime": "2018-09-04T07:25:53.787Z",
    "time": "2018-09-04 15:25:53.787",
    "productKey": "a1gMuCoK4m2",
    "deviceName": "nuwr5r9hf6l",
    "status": "online"
}
generateTime=1536045953787

# 设备上报 经过物模型解析后的数据消息
topic=/a1gMuCoK4m2/nuwr5r9hf6l/thing/event/property/post
pay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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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iceType": "None",
    "iotId": "hutrRN9iuBvO5QOclH4f0010885100",
    "productKey": "a1gMuCoK4m2",
    "gmtCreate": 1536045958765,
    "deviceName": "nuwr5r9hf6l",
    "items":{
        "temperature":{
            "value": 20,
            "time": 1536045958770
        },
        "humidity":{
            "value": 22,
            "time": 1536045958770
        }
    }
}
generateTime=1536045958770

# 设备离线 消息
topic=/as/mqtt/status/a1gMuCoK4m2/nuwr5r9hf6l
payload={
    "lastTime": "2018-09-04 15:26:03.749",
    "utcLastTime": "2018-09-04T07:26:03.749Z",
    "utcTime": "2018-09-04T07:26:06.586Z",
    "time": "2018-09-04 15:26:06.586",
    "productKey": "a1gMuCoK4m2",
    "deviceName": "nuwr5r9hf6l",
    "status": "offline"
}
generateTime=1536045966588

说明：

高级版数据消息的格式为物模型解析后的格式，非设备原始payload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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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2M设备间通信

2.1 M2M设备间通信
本章节主要讲解如何基于物联网平台构建一个M2M设备间通信架构。本文将会用一个场景，分别使

用规则引擎和Topic路由服务来实现M2M设备间通信，描述该最佳实践。

该方案智能灯和手机App连接与通信的请求都交由物联网平台承担，客户不用关心高并发稳定通信

等技术难点，也不需要购买大量服务器去承载这些请求，客户只需要实现自己的业务系统即可，实

现自己的业务价值。

2.2 基于规则引擎的M2M设备间通信

背景信息

用户控制智能灯的流程，如图 2-1: 流程图所示。

图 2-1: 流程图

该案例智能灯采用MQTT长连接接入，智能灯申请的ProductKey为pk2，deviceName为light。

操作步骤

1. 手机App用户使用自己的server注册登录，用户server将从物联网平台中申请设备，并返回给手

机App，让手机App可以作为一个设备连接到物联网平台。

图中是HTTPS接入，申请的deviceName为control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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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用户与智能灯绑定，当App请求用户server，server返回绑定成功的deviceName，即图中

的light。

3. 手机App获取到目标智能灯的deviceName，向物联网平台中的Topic发送指令，图中为Topic:/

pk1/controlApp/update。

其中指令中格式是JSON，包含目标智能灯的deviceName，图中例子为：

{“TargetDevice”:”light”,”control”:”data”,….}

4. 在配置中使用规则引擎。

• 处理数据

Select TargetDevice,..., From /pk1/+/update

• 转发数据

Republish Topic：/pk2/${TargetDevice}/get

这条规则的含义就是将产品pk1下面所有APP的指令转发产品pk2下面所有智能灯的订阅

的Topic中。规则特别注意：

• 处理数据，SQL语句需要将目标智能灯的deviceName筛选出来。

• 转发数据，选择发布到另一个Topic中，而且必须使用转义符${TargetDevice}，通配所有

目标智能灯，该例子中${TargetDevice}就转义成了light。

APP发送的指令可以通过规则动态路由到相应的目标智能灯上。

5. 规则引擎，将手机App的指令到/pk2/light/get的Topic，智能灯订阅该Topic就可以接收指令更改

状态。

说明：

手机App可以向用户server发送解绑请求，指令不再发送目标智能灯的deviceName。

2.3 基于Topic路由服务的M2M设备间通信

背景信息

用户控制智能灯的流程如图 2-2: 流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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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流程图

智能灯采用MQTT长连接接入，申请的ProductKey为pk1，deviceName为light。

操作步骤

1. 手机App用户使用自己的server注册登录，用户server将从物联网平台中申请设备，并返回给手

机App，让手机App可以作为一个设备连接到物联网平台。

图中是HTTPS接入，申请的deviceName为controlApp。

2. 将用户与智能灯绑定，当App请求用户server，server返回绑定成功的deviceName，即图中

的light。

3. 利用服务端Topic路由服务接口，添加路由关系，如上图中的路由关系SrcTopic:/pk2/

controlApp/update,DstTopics:/pk1/light/get。

4. 手机App获取到目标智能灯的deviceName，然后向物联网平台中的Topic发送指令，图中例子

Topic:/pk2/controlApp/update。

其中指令中格式是JSON，并且带上目标智能灯的deviceName，图中例子为：

{“TargetDevice”:”light”,”control”:”data”,….}

5. 在物联网平台里面配置Topic路由服务，将数据从/pk2/controlApp/update转发/pk1/

light/get，这样APP发送的指令就可以通过路由服务路由到相应的目标智能灯上。

手机App可以调用服务端接口删除路由关系，指令不再发送目标智能灯的deviceName。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69910.html?spm=a2c4g.11186623.6.665.fyhApw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69926.html?spm=a2c4g.11186623.6.666.bOjz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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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ndroid Things接入物联网平台

本文档以室内空气检测项目为例，介绍如何将谷歌Android Things物联网硬件接入阿里云物联网平

台。

硬件设备

• 项目设备列表

下表中为室内空气检测所需的硬件设备：

设备 设备图片 备注

NXP Pico i.MX7D
开发板

Android things系统1.0

说明：
该硬件可以用树莓派
替代。

DHT12
温湿度传感器

采用I2C数据通信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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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 设备图片 备注

ZE08-CH2O
甲醛检测传感器

采用UART数据通信方
式。

• NXP i.MX7D开发板引脚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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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更多帮助，请参见NXP Pico i.MX7D I/O官网接口文档：https://developer.android.com/

things/hardware/imx7d-pico-io。

• 设备接线示意图

▬ 将温湿度传感器（DHT12）的时钟信号线引脚SCL和数据线引脚SDA分别与开发板的I2C总线

的SCL和SDA引脚相接。

▬ 将甲醛检测传感器（ZE08-CH2O）的发送数据引脚TXD与开发板的接收数据引脚RXD相

接；将ZE08-CH2O的接收数据引脚RXD与开发板的发送数据引脚TXD相接。

创建阿里云物联网平台产品和设备

如果您还未开通阿里云物联网平台服务，请先了解、开通物联网平台。

1. 登录阿里云物联网平台控制台。

2. 创建高级版产品。

https://developer.android.com/things/hardware/imx7d-pico-io
https://developer.android.com/things/hardware/imx7d-pico-io
https://www.aliyun.com/product/iot
https://iot.console.aliyun.com


物联网平台 最佳实践 /  3 Android Things接入物联网平台

文档版本：20181213 13

在产品管理页面，单击创建产品进入产品创建流程。创建产品时，产品版本选择为高级版。如需

帮助，请参见创建产品(高级版)。

3. 定义产品功能。

进入产品详情页面，单击功能定义 > 新增，为产品添加属性定义。如需帮助，请参见概述。

表 3-1: 室内空气检测项目产品属性定义

属性名称 标识符 数据类型 取值范围 描述

温度 temperature float -50~100 DHT12温湿度传
感器采集

湿度 humidity float 0~100 DHT12温湿度传
感器采集

甲醛浓度 ch2o double 0~3 ZE08甲醛检测传
感器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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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创建设备。

在设备管理页面，选择刚创建的产品名称，然后单击添加设备，在产品下创建设备。如需帮

助，请参见单个创建设备。

开发Android things设备端

1. 使用Android Studio创建Android things工程，添加网络权限。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INTERNET" />

2. 在gradle中添加eclipse.paho.mqtt。

implementation 'org.eclipse.paho:org.eclipse.paho.client.mqttv3:1.2.
0'

3. 配置通过I2C读取温湿度传感器DHT12的数据。

private void readDataFromI2C() {

        try {

            byte[] data = new byt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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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2cDevice.readRegBuffer(0x00, data, data.length);

            // check data
            if ((data[0] + data[1] + data[2] + data[3]) % 256 != 
data[4]) {
                humidity = temperature = 0;
                return;
            }
            // humidity data
            humidity = Double.valueOf(String.valueOf(data[0]) + "."
 + String.valueOf(data[1]));
            Log.d(TAG, "humidity: " + humidity);
            // temperature data
            if (data[3] < 128) {
                temperature = Double.valueOf(String.valueOf(data[2])
 + "." + String.valueOf(data[3]));
            } else {
                temperature = Double.valueOf("-" + String.valueOf(
data[2]) + "." + String.valueOf(data[3] - 128));
            }

            Log.d(TAG, "temperature: " + temperature);

        } catch (IOException e) {
            Log.e(TAG, "readDataFromI2C error " + e.getMessage(), e
);
        }

    }

4. 配置通过UART获取甲醛检测传感器Ze08-CH2O的数据。

try {
                // data buffer
                byte[] buffer = new byte[9];

                while (uartDevice.read(buffer, buffer.length) > 0) {

                    if (checkSum(buffer)) {
                        ppbCh2o = buffer[4] * 256 + buffer[5];
                        ch2o = ppbCh2o / 66.64 * 0.08;
                    } else {
                        ch2o = ppbCh2o = 0;
                    }
                    Log.d(TAG, "ch2o: " + ch2o);
                }

            } catch (IOException e) {
                Log.e(TAG, "Ze08CH2O read data error " + e.
getMessage(), e);
            }

5. 创建阿里云物联网平台与设备端的连接，上报数据。

/*
payload格式
{
  "id": 123243,
  "params": {
    "temperature": 25.6,
    "humidity": 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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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2o": 0.048
  },
  "method": "thing.event.property.post"
}
*/
MqttMessage message = new MqttMessage(payload.getBytes("utf-8"));
message.setQos(1);

String pubTopYourPc = "/sys/${YourProductKey}/${YourDeviceName}/
thing/event/property/post";

mqttClient.publish(pubTopic, message);

查看实时数据

设备启动后，您可以在阿里云物联网平台控制台，设备详情页，运行状态中查看设备当前的实时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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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MQTT.fx接入物联网平台

本文档以MQTT.fx为例，介绍使用第三方软件以MQTT协议接入物联网平台。MQTT.fx是一款基

于Eclipse Paho，使用Java语言编写的MQTT客户端工具。支持通过Topic订阅和发布消息。

前提条件

您已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创建了产品和设备，并获取了设备三元组信息：

ProductKey、DeviceName和DeviceSerect。在MQTT.fx中设置连接参数时，将需要使用设备的三

元组信息。创建产品和设备时，如需帮助请参见创建产品(基础版)、创建产品(高级版)、单个创建设

备和批量创建设备。

MQTT.fx接入物联网平台

1. 下载并安装MQTT.fx软件。

Windows系统： http://mqtt-fx.software.informer.com/download/

Mac系统： http://macdownload.informer.com/mqtt-fx/

2. 打开MQTT.fx软件，单击设置图标。

3. 在参数设置页面，设置连接参数。

目前支持两种连接模式：TCP直连和TLS直连。两种模式设置仅Client ID与SSL/TLS信息设置不

同。

具体设置步骤如下：

a. 设置基本信息。设置参数说明，请参见下表。

General栏目下的设置项可保持系统默认，也可根据您的具体需求设置。

https://iot.console.aliyun.com
http://mqtt-fx.software.informer.com/download/
http://macdownload.informer.com/mqtt-f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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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Profile Name 输入您的自定义名称。

Profile Type 选择为 MQTT Broker。

Broker Address 连接域名。格式：${YourProductKey}.iot-as-mqtt.

${region}.aliyuncs.com。其中，${region}需替换为您物
联网平台服务所在地域的代码。地域代码，请参见地域和可用区。
如：alPUPCoxxxx.iot-as-mqtt.cn-shanghai.aliyuncs.com。

Broker Port 设置为1883。

Client ID 填写mqttClientId，用于MQTT的底层协议
报文。格式固定，为：${clientId}|

securemode=3,signmethod=hmacsha1|。完整示例如：12345

|securemode=3,signmethod=hmacsha1|。其中，

• ${clientId}为设备的ID信息，可取任意值，长度在64字符以
内。建议使用设备的MAC地址或SN码。

• securemode为安全模式，TCP直连模式设置
为securemode=3，TLS直连为securemode=2。

• signmethod为算法类型，支持hmacmd5和hmacsha1。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406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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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说明：
输入Client ID信息后，请勿单击Generate。

b. 单击User Credentials，设置 User Name 和 Password。

参数 说明

User Name 由设备名DeviceName、符号（&）和产品ProductKey组成。格式
为：${YourDeviceName}&${YourPrductKey}。完整示例如：
device&fOAt5H5TOWF。

Password 密码由参数值拼接加密而成。您可以下载并使用Password生成小工
具自动生成Password，也可以手动生成Password。

• 使用Password生成小工具中参数说明：

▬ productKey：设备所属产品Key。可在控制台设备详情页查
看。

▬ deviceName：设备名称。可在控制台设备详情页查看。

▬ deviceSecret：设备密钥。可在控制台设备详情页查看。

▬ timestamp：（可选）时间戳。

▬ clientId：设备的ID信息，与Client ID中${clientId}一致。

▬ method：选择签名算法类型，与Client ID中signmethod确
定的加密方法一致。

• 手动生成方法如下：

https://files.alicdn.com/tpsservice/471c155376d6a88a29c9ad66784e94f0.zip
https://files.alicdn.com/tpsservice/471c155376d6a88a29c9ad66784e94f0.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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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1. 拼接参数。

提交给服务器的clientId、deviceName、productKey

和timestamp（timestamp为非必选参数）参数及参数值

依次拼接。本例中拼接结果为：clientId12345deviceN

amedeviceproductKeyfOAt5H5TOWF

2. 加密。

通过Client ID中确定的加密方法，使用设备deviceSecret

，将拼接结果加密。

假设设备的deviceSecret值为abc123，加密计算格

式为hmacsha1(abc123,clientId12345deviceN

amedeviceproductKeyfOAt5H5TOWF)

c. 在TLS直连模式下，需设置SSL/TLS信息。TCP直连无需设置。

勾选 Enable SSL/TLS对应的复选框，并选择 Protocol 为 TLSv1。

d. 填写完成后，单击OK。

4. 设置完成后，单击 Connect进行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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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测试

测试MQTT.fx与物联网平台连接是否成功 。

1. 在MQTT.fx上，单击Subscribe。

2. 输入一个设备下的Topic，然后单击Subscribe，订阅这个Topic。

订阅成功后，该Topic将显示在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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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中，该设备的设备详情页，Topic列表下，单击已订阅的Topic对应的发布消

息操作按钮。

4. 输入消息内容，单击确认。

5. 回到MQTT.fx上，查看是否接收到消息。

https://iot.console.aliy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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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日志

在MQTT.fx上，单击Log查看操作日志和错误提示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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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物联网平台对接大数据实践-DataHub流计算

背景信息

• 场景

实时统计某产品下活跃设备数量并生成实时图表。

活跃设备指设备端在最近N分钟内发送过消息的设备。

• 为什么要用DataHub

DataHub是大数据的存储入口，通过把数据流转到大数据平台，结合Streamsql即可实现实时流

计算，再通过可视化产品DataV配置出大屏。

传统关系型数据库需要存储大量的数据，加大了计算复杂度。

• 思路

使用规则引擎，将该产品下所有设备发送的消息转发到DataHub，再经过流计算处理，在DataV

可视化大屏实时展示设备数量。

实现流程如图 5-1: 流程图所示。

图 5-1: 流程图

操作步骤

1. 开通DataHub服务。

a) 登录DataHub控制台，选择项目管理。

b) 单击创建Project，创建Project。

https://datahub.console.aliyun.com/datah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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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单击Project后的查看。

系统显示新建Project的详情页面。

d) 单击创建Topic。

系统显示创建Topic页面，如图 5-2: 创建Topic所示。

图 5-2: 创建Topic

e) 设置Topic参数，单击创建。

2. 开通物联网平台服务。

a) 登录物联网平台的控制台。

b) 选择产品管理，单击创建产品，创建用于DataHub的产品。

c) 选择设备管理，选择用于DataHub的产品，单击添加设备。

d) 选择规则引擎，单击创建规则。

e) 单击新建规则后的管理，进入规则详情页面。

f) 单击处理数据页签下的编写SOL，编写处理数据，如图 5-3: 处理数据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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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处理数据

g) 单击转发数据后的添加操作，配置规则动作，将创建的DataHub的topic作为规则的转发目的

地，如图 5-4: 配置规则动作所示。

图 5-4: 配置规则动作

h) 在规则引擎后，单击规则后的启动，启动规则。

3. 使用模拟设备端，发送消息，具体参见#unique_18。

• 发送消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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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信息如下：

4. 物联网平台跟DataHub对接检验。

检验设备发送的消息是否成功流转至DataHub中，可以通过日志服务，也可以直接去DataHub控

制台对应的topic中，查看Shards中数据量的变化，数据抽样功能可以看到具体的消息内容。

• 日志服务检查，消息的流转路径，全都能查询出来。

• DataHub数据验证，消息内容跟设备发送的消息内容一致，物联网平台跟DataHub对接已经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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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接入流计算。

根据DataHub中，设备发送消息记录的流式数据表，需要计算出一个指标：截至到当前时间，发

送了消息的设备数量。这个指标经过流计算，写入在线RDS系统中，并通过DataV大屏展示。

RDS表设计如下：

表 5-1: RDS表设计

字段名 类型 注释

d_data varchar(32) 时间

device_num int 活跃设备数量

a) 登录RDS控制台。

b) 单击登录数据库，创建RDS表格。

c) 登录流计算控制台，单击新建，新建作业。

d) 在流计算控制台，选择数据存储 > DataHub数据存储，Project设置为申请的Project名称。

e) 在流计算控制台，选择数据存储 > RDS数据存储，设置RDS数据存储。

f) 作业开发引用数据存储。

• DataHub的Topic作为数据输入源，单击作为输入表引用，流计算将自动解

析Topic的Schema，并自动添加对应的SQL到IDE：

https://stream.console.aliyun.com/


物联网平台 最佳实践 /  5 物联网平台对接大数据实践-DataHub流计算

文档版本：20181213 29

• RDS的表作为数据结果输出，单击选择作为结果表引用，流计算将自动解析RDS的

表Schema，并自动添加对应的SQL到IDE：

g) 编写streamSQL。

REPLACE INTO activity_device 
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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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_unixtime(FLOOR(dm.msgtime/1000), 'yyyy-MM-dd') as d_data,
count(DISTINCT dm.devicename) as device_num
FROM device_message dm
group by from_unixtime(FLOOR(dm.msgtime/1000), 'yyyy-MM-dd');

h) 在流计算控制台，单击调试，调试SQL，得到的结果跟数据预期一致，表示SQL正确。

i) 在流计算控制台，选择开发 > 上线，启动作业。

j) 使用不同的设备登录，发送消息，查看RDS中数据变化，每使用一个新的设备发送消息，当

天RDS中设备数量会加1，跟预期结果一致，表示iot-datahub-stream对接成功。

6. DataV可视化接入，开通DataV服务，登录DataV控制台。

a) 单击添加数据，将RDS对应的数据库连接信息配置数据存储。

b) 新建可视化，配置数据。

DataV提供了很多的大屏模板，样式也都可以自己调节，这里以最简单的折线图为例。具体的

配置说明请访问DataV官网，查看DataV官网文档。

配置完成之后，使用不同的设备登录，并发送消息，大屏展示的活跃设备数会实时改变。

图 5-5: 曲线图

http://datav.aliyun.com/
https://data.aliyun.com/visual/datav?spm=a2c4g.750001.765261.376.NflAx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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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设备上报消息到您的服务器

本章节主要介绍如何把设备上报的数据流转到您的服务器。

前提条件

• 您已注册阿里云账号。

• 您已开通阿里云物联网平台服务。

如果还未开通阿里云物联网平台服务，请登录产品页，单击立即开通，根据页面提示，开通服

务。

• 您已开通消息队列MQ服务，开通方法请参见MQ服务开通。

背景信息

建议的架构方式： 设备－>物联网平台->MQ队列->您的服务器

通过MQ消峰去谷，缓冲消息，减轻服务器同时接受大量设备消息的压力。

配置消息流转到消息队列MQ，需要执行如下操作：

• 通过mqtt某个topic，比如/pk/deviceabc/pub，设备数据上报到云。

• 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配置规则引擎，配置一条流转到MQ的规则。

• 您的服务器通过MQ的客户端获取消息。

操作步骤

1. 登录物联网平台的控制台。

2. 选择产品管理，创建基础版产品如MQ_test，节点类型为设备。

3. 选择设备管理，选择MQ_test产品，单击添加设备，设置设备名称，如devicename。

4. 单击设备后的查看，选择Topic列表，系统显示该设备的Topic列表，如图 6-1: Topic列表所示。

图 6-1: Topic列表

https://www.aliyun.com/product/iot?spm=5176.8142029.388261.381.a7236d3eaQEJCn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9535.html?spm=a2c4g.11186623.6.554.0VzRq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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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可以基于Topic列表中的Topic进行Pub/Sub通信，具体请参考Topic列表。

5. 申请消息队列MQ资源。

a) 登录消息队列MQ控制台。

b) 单击新建Topic。

系统显示创建Topic页面，如图 6-2: 创建Topic所示。

图 6-2: 创建Topic

c) 选择更多功能 > 授权，授予订阅权限。

d) 运行如下示例代码，在MQ控制台查看消费者状态，消费者是否处于在线状态，订阅关系是否

一致。

package com.aliyun.openservices.tcp.example.consumer;
import com.aliyun.openservices.ons.api.Action;
import com.aliyun.openservices.ons.api.ConsumeContext;
import com.aliyun.openservices.ons.api.Consumer;
import com.aliyun.openservices.ons.api.Message;
import com.aliyun.openservices.ons.api.MessageListener;
import com.aliyun.openservices.ons.api.ONSFactory;
import com.aliyun.openservices.ons.api.PropertyKeyConst;
import java.util.Properties;
public class ConsumerTest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Properties properties = new Properties();
// 您在控制台创建的 Consumer ID
properties.put(PropertyKeyConst.ConsumerId, "CID_IOT_TEST_01");
// AccessKey 阿里云身份验证，在阿里云服务器管理控制台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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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ties.put(PropertyKeyConst.AccessKey, "*****");
// SecretKey 阿里云身份验证，在阿里云服务器管理控制台创建
properties.put(PropertyKeyConst.SecretKey, "*****");
// 设置 TCP 接入域名（此处以公共云生产环境为例）
properties.put(PropertyKeyConst.ONSAddr,
"http://onsaddr-internet.aliyun.com/rocketmq/nsaddr4client-
internet");
// 集群订阅方式 (默认)
// properties.put(PropertyKeyConst.MessageModel, PropertyVa
lueConst.CLUSTERING);
// 广播订阅方式
// properties.put(PropertyKeyConst.MessageModel, PropertyVa
lueConst.BROADCASTING);
Consumer consumer = ONSFactory.createConsumer(properties);
consumer.subscribe("iotx_test_mq", "", new MessageListener()
 { //订阅全部Tag
@Override
public Action consume(Message message, ConsumeContext context) {
System.out.println("Receive: " + message);
return Action.CommitMessage;
}
});
//订阅另外一个Topic
consumer.subscribe("TopicTestMQ-Other", "TagA||TagB", new 
MessageListener() { //订阅多个Tag
@Override
public Action consume(Message message, ConsumeContext context) {
System.out.println("Receive: " + message);
return Action.CommitMessage;
}
});
consumer.start();
System.out.println("Consumer Started");
}
}

说明：

如何创建AccessKey和SecretKey，请参见创建AccessKey

。

6. 创建并配置规则引擎，实现消息流转至MQ。

a) 登录物联网平台的控制台。

b) 选择规则引擎，单击创建规则，具体规则请参见概览。

其中，

• 处理数据，Topic选择新建的产品名称。

• 添加操作，配置数据流转至之前在MQ控制台公网区域创建的消息队列topic。

c) 启动规则引擎，查看运行状态是否是运行中。

7. 本地模拟设备发送消息。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53045.html?spm=a2c4g.11186623.2.10.msnU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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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送消息：

• 返回结果：

8. 在MQ控制台查看消息。

a) 本地运行申请消息队列MQ资源的代码，如图 6-3: 申请MQ资源代码所示。

图 6-3: 申请MQ资源代码

b) 在消息队列MQ控制台，选择消息查询，按Topic或者Message ID查询消息，验证消息是否成

功流转至消息队列MQ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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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Q接收到的消息类型：

{"snr":"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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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利用设备影子实现灯泡偏好设置

背景信息

• 需求描述：

灯泡默认显示白色光，平时打开灯泡，显示黄色，遇到节假日，显示蓝色。

• 分析：

由于灯泡没有存储能力，关灯之后不会存储自己上一次显示的状态，使用设备影子，能够实现这

一功能。灯泡打开时，去读取影子信息，显示对应的状态，然后上报到云端，存储当前状态。之

后每次打开，都去读取影子信息，显示期望改变成的状态或上一次显示的状态。

操作步骤

1. 登录物联网平台的控制台，设置产品和设备。

2. 设备影子demo，填写相关信息。

/**
* 设备key和secret信息
*/
private static String deviceName = "********";
private static String productKey = "******";
private static String deviceSecret = "**************";

3. 灯泡开灯时，主动获取影子信息。

• 第一次开灯时，没有影子信息，灯泡显示默认状态，并上报信息到影子中。

JSONObject errorJsonObj = payloadJsonObj.getJSONObject("content");
String errorCode = errorJsonObj.getString("errorcode");
String errorMsg = errorJsonObj.getString("errormessage");
//如果是影子没有内容，上报本次灯泡状态
if (RESULT_CODE_NO_SHADOW.equals(errorCode)){
System.out.println("影子是空的，显示白色，上报当前灯泡状态。");
//更新设备影子
Map attMap = new HashMap(128);
attMap.put("color", "white");
String shadowUpdateMsg = genUpdateShadowMsg(attMap);
System.out.println("updateShadowMsg: " + shadowUpdateMsg);
MqttMessage shadowMessage = new MqttMessage(shadowUpdateMsg.
getBytes("UTF-8"));
message.setQos(1);
sampleClient.publish(shadowUpdateTopic, shadowMessage);
}else {
System.out.println("errorCode:" + errorCode);
System.out.println("errorMsg:" + error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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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之后开灯时，获取影子信息，如果有desired的color，按照color显示，同时将该颜色上报到影

子，并清空desired信息；如果没有期望的颜色，获取上一次上报的color显示。

JSONObject shadowJsonObj = JSON.parseObject(message.toString());
JSONObject payloadJsonObj = shadowJsonObj.getJSONObject("payload
");
shadowVersion = shadowJsonObj.getLong("version");
LogUtil.print("shadowVersion:" + shadowVersion);
//解析出desired和reported信息
JSONObject stateJsonObj = payloadJsonObj.getJSONObject("state");
String desiredString = stateJsonObj.getString("desired");
String reportedString = stateJsonObj.getString("reported");
LogUtil.print("desiredString:" + desiredString);
if (desiredString != null) {
//根据desired信息做业务处理
String color = JSON.parseObject(desiredString).getString("color");
System.out.println("要换颜色喽，灯泡显示颜色：" + color);
//更新color信息到reported中
if (color != null){
String updateShadowReportdMsg = genUpdateShadowReportdMsg(
reportedString, color);
LogUtil.print("updateShadowReportdMsg:" + updateShadowReportdMsg);
MqttMessage cleanShadowMqttMsg = new MqttMessage(updateShad
owReportdMsg.getBytes("UTF-8"));
message.setQos(1);
sampleClient.publish(shadowUpdateTopic, cleanShadowMqttMsg);
LogUtil.print("shadow reported msg update success");
}
//清空desired信息
String cleanShadowMsg = genCleanShadowMsg(reportedString);
LogUtil.print("cleanShadowMsg:" + cleanShadowMsg);
MqttMessage cleanShadowMqttMsg = new MqttMessage(cleanShadowMsg.
getBytes("UTF-8"));
message.setQos(1);
sampleClient.publish(shadowUpdateTopic, cleanShadowMqttMsg);
LogUtil.print("send clean shadow msg done");
}else {
//没有desired信息 灯泡显示reported中color状态 
if (reportedString != null){
System.out.println("开灯了，灯泡显示上一次颜色：" + JSON.parseObject(
reportedString).getString("color"));
}
}

4. 验证是否设置成功。

• 首次开灯，第一次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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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灯后，服务端修改灯泡期望颜色，灯泡开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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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灯后再开

如果要想改变灯泡的显示颜色，只需修改影子信息即可，没有存储能力的灯泡，通过设备影子实

现了偏好设置。

完整demo代码

/**设备端查询影子method*/
private static final String SHADOW_METHOD_REPLY = "reply";
/**服务端下发method*/
private static final String SHADOW_METHOD_CONTROL = "control
";
private static final String AUTH_RESULT_SUCCESS_KEY = "code
";
private static final String RESULT_CODE_SUCCESS = "200";
private static final String RESULT_CODE_NO_SHADOW = "407";
private static final String RESULT_STATUS_SUCCESS = "success
";
/**
* 认证服务器地址 每个区域不一样
*/
private static String authUrl = "https://iot-auth.cn-
shanghai.aliyuncs.com/auth/devicena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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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key和secret信息
*/
private static String deviceName = "***";
private static String productKey = "***";
private static String deviceSecret = "***";
/**
* 设备影子topic
*/
private static String shadowAckTopic = "/shadow/get/" + 
productKey + "/" + deviceName;
private static String shadowUpdateTopic = "/shadow/update/"
 + productKey + "/" + deviceName;
/**
* 影子版本号
*/
private static long shadowVersion = 0;
/**
* 根据属性key-value 生成shadow json格式数据
*
* @param attributeMap
* @return
*/
private static String genUpdateShadowMsg(Map attributeMap) {
Set attSet = attributeMap.keySet();
Map attMap = new LinkedHashMap();
for (String attKey : attSet) {
attMap.put(attKey, attributeMap.get(attKey));
}
Map reportedMap = new LinkedHashMap();
reportedMap.put("reported", attMap);
Map shadowJsonMap = new LinkedHashMap();
shadowJsonMap.put("method", "update");
shadowJsonMap.put("state", reportedMap);
//shadow version自增
shadowVersion++;
shadowJsonMap.put("version", shadowVersion);
return JSON.toJSONString(shadowJsonMap);
}
/**
* 生成clean shadow json数据
*
* @param reportMsg
* @return
*/
private static String genCleanShadowMsg(String reportMsg) {
Map stateMap = new LinkedHashMap();
if (reportMsg == null || reportMsg.length() == 0) {
stateMap.put("reported", "null");
} else {
JSONObject reportJsonObj = JSON.parseObject(reportMsg);
Set attSet = reportJsonObj.keySet();
Map attMap = new LinkedHashMap();
for (String attKey : attSet) {
attMap.put(attKey, reportJsonObj.getString(attKey));
}
stateMap.put("reported", attMap);
}
stateMap.put("desired", "null");
Map cleanShadowMap = new LinkedHashMap();
cleanShadowMap.put("method", "update");
cleanShadowMap.put("state", state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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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dowVersion++;
cleanShadowMap.put("version", shadowVersion);
return JSON.toJSONString(cleanShadowMap);
}
/**
* 更新影子reported json数据 ，将color同步更新到reported中
*
* @param reportMsg
* @param color 
* @return
*/
private static String genUpdateShadowReportdMsg(String 
reportMsg, String color) {
Map stateMap = new LinkedHashMap();
Map attMap = new LinkedHashMap();
if (reportMsg != null){
JSONObject reportJsonObj = JSON.parseObject(reportMsg);
Set attSet = reportJsonObj.keySet();
for (String attKey : attSet) {
attMap.put(attKey, reportJsonObj.getString(attKey));
}
}
attMap.put("color", color);
stateMap.put("reported", attMap);
Map cleanShadowMap = new LinkedHashMap();
cleanShadowMap.put("method", "update");
cleanShadowMap.put("state", stateMap);
shadowVersion++;
cleanShadowMap.put("version", shadowVersion);
return JSON.toJSONString(cleanShadowMap);
}
/**
* 解析出desired信息
*
* @param message
* @param sampleClient
* @throws Exception
*/
private static void parseDesiredMsg(MqttMessage message, 
MqttClient sampleClient) throws Exception {
JSONObject shadowJsonObj = JSON.parseObject(message.toString
());
JSONObject payloadJsonObj = shadowJsonObj.getJSONObject("
payload");
shadowVersion = shadowJsonObj.getLong("version");
LogUtil.print("shadowVersion:" + shadowVersion);
//解析出desired
JSONObject stateJsonObj = payloadJsonObj.getJSONObject("
state");
String desiredString = stateJsonObj.getString("desired");
String reportedString = stateJsonObj.getString("reported");
LogUtil.print("desiredString:" + desiredString);
//清空shadow信息
if (desiredString != null) {
//TODO 根据desired信息做业务处理
String color = JSON.parseObject(desiredString).getString("
color");
System.out.println("要换颜色喽，灯泡显示颜色：" + color);
//更新color信息到reported中
if (color !=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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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ng updateShadowReportdMsg = genUpdateShadowReportdMsg(
reportedString, color);
LogUtil.print("updateShadowReportdMsg:" + updateShad
owReportdMsg);
MqttMessage cleanShadowMqttMsg = new MqttMessage(updateShad
owReportdMsg.getBytes("UTF-8"));
message.setQos(1);
sampleClient.publish(shadowUpdateTopic, cleanShadowMqttMsg);
LogUtil.print("shadow reported msg update success");
}
//清空desired信息
String cleanShadowMsg = genCleanShadowMsg(reportedString);
LogUtil.print("cleanShadowMsg:" + cleanShadowMsg);
MqttMessage cleanShadowMqttMsg = new MqttMessage(cleanShado
wMsg.getBytes("UTF-8"));
message.setQos(1);
sampleClient.publish(shadowUpdateTopic, cleanShadowMqttMsg);
LogUtil.print("send clean shadow msg done");
}else {
//没有desired信息 灯泡显示reported状态 
if (reportedString != null){
System.out.println("开灯了，灯泡显示上一次颜色：" + JSON.
parseObject(reportedString).getString("color"));
}
}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strings) throws Exception
 {
/* 客户端设备 自己的一个标记 */
String clientId = productKey + "&" + deviceName;
Map params = new HashMap(16);
/** 这个是对应用户在控制台注册的 设备productkey */
params.put("productKey", productKey);
/** 这个是对应用户在控制台注册的 设备name */
params.put("deviceName", deviceName);
params.put("timestamp", "" + System.currentTimeMillis());
params.put("clientId", clientId);
//签名
params.put("sign", SignUtil.sign(params, deviceSecret, "
hmacMD5"));
//请求资源 mqtt
params.put("resources", "mqtt");
String result = AbstractAliyunWebUtils.doPost(authUrl, 
params, 5000, 5000);
LogUtil.print("result=[" + result + "]");
JSONObject mapResult;
try {
mapResult = JSON.parseObject(result);
} catch (Exception e) {
System.out.println("https auth result is invalid json fmt");
return;
}
if (RESULT_CODE_SUCCESS.equals(mapResult.getString(
AUTH_RESULT_SUCCESS_KEY))) {
LogUtil.print("认证成功！" + mapResult.get("data"));
LogUtil.print("data=[" + mapResult + "]");
} else {
System.err.println("认证失败！");
throw new RuntimeEx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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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失败：" + mapResult.get("code") + "," + mapResult.get("
message"));
}
JSONObject data = (JSONObject)mapResult.get("data");
//sign TODO 服务器返回的sign签名 防止域名劫持验证
//mqtt服务器 TODO
String targetServer = "ssl://"
+ data.getJSONObject("resources").getJSONObject("mqtt")
.getString("host")
+ ":" + data.getJSONObject("resources").getJSONObject("mqtt
")
.getString("port");
String token = data.getString("iotToken");
String iotId = data.getString("iotId");
//客户端ID格式:
/* 设备端自定义的标记，字符范围[0-9][a-z][A-Z] */
String mqttClientId = clientId;
/* 认证后得到的云端iotId */
String mqttUsername = iotId;
/* 认证后得到的token 有效期7天 */
String mqttPassword = token;
System.err.println("mqttclientId=" + mqttClientId);
connectMqtt(targetServer, mqttClientId, mqttUsername, 
mqttPassword);
}
private static void connectMqtt(String url, String clientId
, String mqttUsername,
String mqttPassword) throws Exception {
MemoryPersistence persistence = new MemoryPersistence();
SSLSocketFactory socketFactory = createSSLSocket();
final MqttClient sampleClient = new MqttClient(url, clientId
, persistence);
MqttConnectOptions connOpts = new MqttConnectOptions();
/* MQTT 3.1.1 */
connOpts.setMqttVersion(4);
connOpts.setSocketFactory(socketFactory);
//设置是否自动重连
connOpts.setAutomaticReconnect(true);
//如果是true 那么清理所有离线消息，即qos1 或者 2的所有未接收内容
connOpts.setCleanSession(false);
connOpts.setUserName(mqttUsername);
connOpts.setPassword(mqttPassword.toCharArray());
connOpts.setKeepAliveInterval(65);
LogUtil.print(clientId + "进行连接, 目的地: " + url);
//sampleClient.setManualAcks(true);//不要自动回执ack
sampleClient.connect(connOpts);
sampleClient.setCallback(new MqttCallback() {
@Override
public void connectionLost(Throwable cause) {
LogUtil.print("连接失败,原因:" + cause);
cause.printStackTrace();
}
@Override
public void messageArrived(String topic, MqttMessage message
) throws Exception {
LogUtil.print("接收到消息，来自Topic [" + topic + "], 内容是:["
+ new String(message.getPayload(), "UTF-8") + "], ");
}
@Override
public void deliveryComplete(IMqttDeliveryToken tok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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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qos 0消息 token.resp是没有回复的
LogUtil.print("消息发送成功! " + ((token == null || token.
getResponse() == null) ? "null"
: token.getResponse().getKey()));
}
});
LogUtil.print("连接成功:---");
//订阅shadow topic
sampleClient.subscribe(shadowAckTopic, new IMqttMessa
geListener() {
@Override
public void messageArrived(String topic, MqttMessage message
) throws Exception {
LogUtil.print("收到消息：" + message + ",topic=" + topic);
JSONObject shadowJsonObj = JSON.parseObject(message.toString
());
String shadowMethod = shadowJsonObj.getString("method");
JSONObject payloadJsonObj = shadowJsonObj.getJSONObject("
payload");
/* method是reply，解析成功还是失败*/
if (SHADOW_METHOD_REPLY.equals(shadowMethod)) {
String status = payloadJsonObj.getString("status");
String stateInfo = payloadJsonObj.getString("state");
if (RESULT_STATUS_SUCCESS.equals(status)) {
if (stateInfo == null) {
System.out.println("update shadow success");
} else {
//解析出desired信息
parseDesiredMsg(message, sampleClient);
}
} else {
JSONObject errorJsonObj = payloadJsonObj.getJSONObject("
content");
String errorCode = errorJsonObj.getString("errorcode");
String errorMsg = errorJsonObj.getString("errormessage");
//如果是影子没有内容，上报本次灯泡状态
if (RESULT_CODE_NO_SHADOW.equals(errorCode)){
System.out.println("影子是空的，显示白色，上报当前灯泡状态！");
//更新设备影子
Map attMap = new HashMap(128);
attMap.put("color", "white");
String shadowUpdateMsg = genUpdateShadowMsg(attMap);
System.out.println("updateShadowMsg: " + shadowUpdateMsg);
MqttMessage shadowMessage = new MqttMessage(shadowUpdateMsg.
getBytes("UTF-8"));
message.setQos(1);
sampleClient.publish(shadowUpdateTopic, shadowMessage);
}else {
System.out.println("errorCode:" + errorCode);
System.out.println("errorMsg:" + errorMsg);
}
}
}
/* method是control，解析出desired和version信息 */
else if (SHADOW_METHOD_CONTROL.equals(shadowMethod)) {
parseDesiredMsg(message, sampleClient);
}
}
});
//获取影子内容，解析出version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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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ng getShadowInfo = "{\"method\": \"get\"}";
MqttMessage shadowMessage = new MqttMessage(getShadowInfo.
getBytes("UTF-8"));
shadowMessage.setQos(1);
sampleClient.publish(shadowUpdateTopic, shadowMessage);
//等待获取到版本号
Thread.sleep(1000);
}
private static SSLSocketFactory createSSLSocket() throws 
Exception {
SSLContext context = SSLContext.getInstance("TLSV1.2");
context.init(null, new TrustManager[] {new AliyunIotX
509TrustManager()}, null);
SSLSocketFactory socketFactory = context.getSocketFactory();
return socketFacto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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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温湿度计上报数据到钉钉群机器人实践

背景信息

• 场景：

办公室中已经布点的温湿度计设备上报数据到钉钉群机器人。

• 思路：

温湿度计通过MQTT协议连接到物联网平台，规则引擎针对数据上报Topic配置转发到函数计算(

Function Compute)中编写好的函数pushData2DingTalk，函数Nodejs脚本处理数据，post到钉

钉群机器人的Webhook，配置了温湿度机器人的钉钉群组即可收到消息。

流程说明如图 8-1: 温湿度传感流程图所示。

图 8-1: 温湿度传感流程图

操作步骤

1. 钉钉群机器人配置。

a) 登录钉钉电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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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选择钉钉群聊天窗口的 ，选择群机器人。

c) 单击添加机器人，选择自定义，单击添加。

d) 设置机器人名字，单击下一步，使用默认设置，单击完成。

2. 函数计算脚本编写。

a) 开通阿里云函数计算服务。

函数计算，是一个事件驱动的全托管计算服务，目前支持的语言Java、NodeJS、Python等语

言，具体请参见如何使用函数计算。

b) 编写函数脚本，此处选择Nodejs执行环境，从上游物联网平台处获取到设备位置，设备编

号，实时温度，相对湿度和上报时间，依据钉钉消息格式组装，并用https模块post数据到钉

钉群机器人的webhook接口。

c) 登录函数计算控制台，新增IoT_Service服务。

d) 单击新建函数，选择空白函数模板。

e) 不创建触发器，配置基础信息，如图 8-2: 基础配置所示。

图 8-2: 基础配置

函数pushData2DingTalk完整脚本如下：

const https = require('https');
const accessToken = '此处填写钉钉机器人webhook的accessToken';
module.exports.handler = function(event, context, callback) {
var eventJson = JSON.parse(event.toString());
//钉钉消息格式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51733.html
https://open-doc.dingtalk.com/docs/doc.htm?treeId=257&articleId=105735&docType=1#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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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 postData = JSON.stringify({
"msgtype": "markdown",
"markdown": {
"title": "温湿度传感器",
"text": "#### 温湿度传感器上报\n" +
"> 设备位置：" + eventJson.tag + "\n\n" +
"> 设备编号：" + eventJson.isn+ "\n\n" +
"> 实时温度：" + eventJson.temperature + "℃\n\n" +
"> 相对湿度：" + eventJson.humidity + "%\n\n" +
"> ###### " + eventJson.time + " 发布 by [物联网平台](https://www.
aliyun.com/product/iot) \n"
},
"at": {
"isAtAll": false
}
});
const options = {
hostname: 'oapi.dingtalk.com',
port: 443,
path: '/robot/send?access_token=' + accessToken,
method: 'POST',
headers: {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ontent-Length': Buffer.byteLength(postData)
}
};
const req = https.request(options, (res) => {
res.setEncoding('utf8');
res.on('data', (chunk) => {});
res.on('end', () => {
callback(null, 'success');
});
});
// 异常返回
req.on('error', (e) => {
callback(e);
});
// 写入数据
req.write(postData);
req.end();
};

3. 物联网平台配置。

a) 在物联网平台的控制台，选择产品管理，创建温湿度计产品，系统会生成productKey。

b) 选择设备管理，在温湿度计产品创建一个具体设备，获得deviceName和deviceSecret用于身

份验证。

c) 单击设备后的查看，在设备标签页签下，单击立即添加，给设备添加两个设备属性。

表 8-1: 设备属性

属性 属性值 描述

tag 云栖小镇 2号楼3层007S 设备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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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属性值 描述

deviceISN T20180102XnbKjmoAnUb 设备序列号

d) 选择产品管理，单击产品后的查看，在左侧消息通信下，创建一个Topic为/productKey/

${deviceName}/data，设备操作权限设置为发布。

e) 选择规则引擎，创建并启用规则引擎，一条完整的规则包括基本信息，处理数据和转发数据

三部分，其中转发数据支持配置多个转发动作。

1. 配置数据处理脚本。

规则引擎SQL脚本支持SQL表达式。

设备本身信息中抽取设备名(deviceName)，自定义属性中获取标签(tag)和序列号(

deviceISN)。

从温湿度采集设备上报数据消息的payload中获取温度值(temperature)和湿度值(humidity

)。

具体SQL语句如下：

SELECT
deviceName() as deviceName,
attribute('tag') as tag,
attribute('deviceISN') as isn,
temperature,
humidity,
timestamp('yyyy-MM-dd HH:mm:ss') as time
FROM
"/此处为产品productKey/+/data"

2. 配置转发动作到函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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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好的规则toFC完整信息如下：

f) 单击启用，启用规则。

4. 温湿度计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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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方便联调，先用Nodejs程序模拟温湿度计，上报采集到的数据。这里依赖了aliyun-iot-mqtt

库demo.js完整代码如下：

const mqtt = require('aliyun-iot-mqtt');
const client = mqtt.getAliyunIotMqttClient({
productKey: "产品productKey",
deviceName: "设备deviceName",
deviceSecret: "设备的secret"
});
const topic = '添加了转发函数计算规则的Topic';
const data = {
temperature: 18,
humidity: 63,
};
client.publish(topic, JSON.stringify(data));

5. 完整演示。

a) 程序模拟发送数据。

$ npm install
$ node demo.js

b) 钉钉群消息效果，如图 8-3: 钉钉群消息效果所示。

图 8-3: 钉钉群消息效果

https://npmjs.org/package/aliyun-iot-mqtt
https://npmjs.org/package/aliyun-iot-mq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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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使用规则引擎将数据转发至TSDB

本章以采集楼层中传感器数据为例，介绍将数据转发至时序时空数据库（TSDB）的规则引擎设

置。

场景

在No-1大厦的两个楼层中（比如，F1和F2层），每层分布2个传感器来记录该楼层的温度、湿度、

PM2.5、甲醛含量等环境信息。

传感器每5秒采集一次环境数据并上报至物联网平台，物联网平台通过已设置好的规则引擎将环境

数据转发到TSDB，您可以利用TSDB的空间聚合和降采样能力轻松实现数据统计与分析。

前提条件

在控制台创建传感器产品和设备，并将设备连接到物联网平台。具体请参考高级版快速入门。

数据上报

• 数据上报频率：1次/5s。

• 数据上报Topic：/${productKey}/${deviceName}/data

• payload格式：

{"temperature":25,"humidity":24,"pm25":11,"hcho":0.02}

规则引擎

1. 登录物联网平台控制台。

2. 选择规则引擎，单击创建规则，创建JSON数据格式规则。

3. 规则引擎创建完成后，请参考设置规则引擎内容，管理规则引擎。

4. 为处理数据编写的SQL如下：

SELECT deviceName() as deviceName, timestamp() as time, attribute('
floor') as floor, attribute('building') as building, temperature, 
humidity, pm25, hcho FROM "/${productKey}/+/data"

5. 添加转发数据操作。

请将数据转发到TSDB中，并选择一个VPC示例将处理后的数据存入其中。

其余参数请按照下图中的取值设置。

https://iot.console.aliy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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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序数据使用

1. 登录时序时空数据库控制台。

2. 在实例列表中找到存储数据的VPC实例，并单击右侧管理。

3. 参考时序洞察中的查询数据操作步骤，查询IoT发送到实例中的数据。

• 按楼层聚合对比数据，根据如下表格设置查询参数：

参数 取值

空间聚合函数 选择avg

标签 building=No-1

分组 选择floor

数据查询结果如下图所示：

• 按大厦聚合avg，降采样1分钟查询数据，根据如下表格设置查询参数：

参数 取值

空间聚合函数 选择avg

标签 此处添加如下两个标签：

• building=No-1

• floor=f1/f2

降采样 打开开关

降采样聚合函数 选择max

https://tsdb.console.aliyun.com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890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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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取值

采样时间间隔 选择1分钟

数据查询结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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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Modbus设备接入实践

本文介绍如何将基于Modbus协议的设备接入网关，并与物联网平台交互的方法。

操作步骤

1. 以阿里云账号登录物联网控制台。

2. 创建边缘网关。

a) 参考创建产品(高级版)，创建边缘网关产品。

其中，设置参数时节点类型选择网关。

b) 参考单个创建设备，添加边缘网关设备。

网关设备添加成功后，请本地保存三元组信

息（Productkey、DeviceName、DeviceSecret），以备后续使用。

http://iot.console.aliy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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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部署边缘网关。

请参考搭建边缘环境，部署边缘网关。部署完成后网关设备显示在线。

4. 创建基于Modbus协议的设备。

a) 参考创建产品(高级版)，创建环境监测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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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设备类型：选择环境监测设备。

• 是否接入网关：选择是。

• 接入网关协议：选择Modbus。

b) 创建完成环境监测产品后，进入产品详情页，开启动态注册。

c) 参考新增物模型，在产品详情页，为环境监测产品添加物模型。

d) 单击扩展描述。

在配置物模型属性的过程中，需要把每个属性通过扩展描述中的功能映射到Modbus中的寄存

器地址，官方Modbus驱动会将所有的属性聚合为Modbus数据请求，驱动收到Modbus数据之

后再转换为物模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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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描述

操作类型 指操作Modbus的功能码，具体如下：

• 输入状态，对应的功能码：0x02（读离散输入）

• 线圈状态，对应的功能码：0x01、0x0F（读、写线圈）

• 保持寄存器，对应的功能码：0x03、0x10（读、保持寄
存器）

• 输入寄存器，对应的功能码：0x04（读输入寄存器）

此处选择保持寄存器。

寄存器地址 指Modbus的寄存器的操作地址

原始数据类型 如采集的温度值的数据类型为浮点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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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描述

交换寄存器内高低字节 如采集的温度值占用一个寄存器（16位），但是对采集后的
原始数据要进行高低字节的交换才能生成真实的值

交换寄存器顺序 如采集的振动值占用两个寄存器（32位），但是对采集后的
原始数据要进行前后寄存器的交换才能生成真实值

缩放因子 指缩放系数，如采集的值为100， 但是真实的值为10，因此
需要缩放10倍，估填写0.1即可。如实放大10倍（即真实的
值为1000），则放大因子为100

采集间隔 Modbus协议是半双工协议，由边缘网关主动请求数据，因
此需要指定对数据点的采集间隔时间。单位为毫秒

数据上报方式 按时上报是根据采集间隔指定的时间采集并上报，而变更上
报指采集后的值发生变化后才会上报

e) 参考单个创建设备，添加环境监测设备。

5. 配置子设备通道。

a) 参考子设备通道管理，为边缘网关添加Modbus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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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参考子设备管理，为边缘网关添加子设备，关联Modbus通道。

6. 创建并配置边缘实例。

边缘实例提供一种类似文件夹的管理功能，您可以通过实例的方式管理边缘相关的网关、设

备，同时也可以管理规则计算、函数计算和消息路由内容。通过部署实例，将添加在实例中的资

源部署至边缘网关中。详细的操作步骤及配置方法请参考边缘实例。

a) 创建边缘实例。设置实例名称，并关联2中创建的网关产品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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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分配环境监测设备到实例中。

c) 分配子设备成功后，为子设备配置Modbus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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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将内存限制设置为500MB，从站号设置为2。

d) 参考设置消息路由，配置边缘实例消息路由。

7. 部署边缘实例。

8. 在设备页面，查看设备是否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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