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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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式格式 说明说明 样例样例

 危险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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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危险

重置操作将丢失用户配置数据。

 警告警告 该类警示信息可能会导致系统重大变更甚
至故障，或者导致人身伤害等结果。

 警告警告

重启操作将导致业务中断，恢复业务
时间约十分钟。

 注意注意 用于警示信息、补充说明等，是用户必须
了解的内容。

 注意注意

权重设置为0，该服务器不会再接受新
请求。

 说明说明 用于补充说明、最佳实践、窍门等，不是
用户必须了解的内容。

 说明说明

您也可以通过按Ct rl+A选中全部文
件。

> 多级菜单递进。 单击设置设置> 网络网络> 设置网络类型设置网络类型。

粗体粗体 表示按键、菜单、页面名称等UI元素。 在结果确认结果确认页面，单击确定确定。

Courier字体 命令或代码。
执行 cd /d C:/window 命令，进入
Windows系统文件夹。

斜体 表示参数、变量。
bae log list  --inst anceid

Inst ance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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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it ch {act ive|s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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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数据分析LA（Link Analyt ics）功能和文档的最新动态。

2021年11月2021年11月

更新项目 功能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SQL分析任
务

新增SQL分析功能。

通过编写SQL语句，将存储表中的数据作为查询对
象，配置执行查询的策略，调度产出所需的数据。

2021-11-16 SQL分析任务

存储表
原数据表数据表 与存储表存储表 功能一致，因此将其统一为存存
储表储表 。

2021-11-16

概述

存储表

数据来源

2021年9月2021年9月

更新项目 功能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交互设计

为提升用户体验，在保留原有功能的基础上，根据
各功能使用的逻辑，调整了各功能的布局。

原数据配置数据配置 更名为数据源数据源 。

原数据管理数据管理 整合至数据源数据源 。

原数据资产数据资产 中的T opic管理T opic管理 整合至新功能数据数据
管道管道 。

原数据洞察数据洞察 更名为数据可视化数据可视化 。

原数据服务（公测）数据服务（公测） 更名为数据API数据API。

2021-09-16 物联网数据分析

数据概览
新增数据概览数据概览 页面，方便您快速了解物联网数据分
析各功能模块的逻辑和使用流程。

2021-09-16 无

数据源

整合了原有的数据配置数据配置 和数据管理数据管理 功能。

新增了API数据源API数据源 功能。

通过API数据源API数据源 ，您可以将外部数据导入物联网
数据分析平台，使用物联网数据分析服务分析您
外部的数据。

2021-09-16 数据源概述

数据管道

新增了数据管道功能管道功能 。数据管道分为实时管实时管
道道 和离线管道离线管道 。

实时管道实时管道 ：预处理已备份的设备数据源和导入
的API数据源的数据。

离线管道离线管道 ：原Topic管理。

2021-09-16 数据管道概述

1.新功能发布记录1.新功能发布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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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存储

新增了数据存储功能。

数据存储功能包括平台系统表、产品存储表和自定
义存储表。以表的形式，存储各类数据。

2021-09-16 数据存储概述

数据资产

新增了系统指标系统指标 和数据表数据表 。

系统指标系统指标 ：系统默认生成的系统指标数据。

数据表数据表 ：数据管道预处理过后输出的数据表。
2021-09-16 数据资产概述

数据API
创建自定义服务API自定义服务API时，可将数据表数据表 作为API的数
据来源。

2021-09-16 自定义服务API

数据可视
化

原数据洞察数据洞察 功能。

其中的原数据集数据集 更名为数据来源数据来源 。

数据来源数据来源 在保留原有数据集数据集 功能基础上，新
增数据表数据表 。

2021-09-16 数据可视化概述

更新项目 功能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2021年3月2021年3月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数据服务
新增数据服务功能。

支持使用基础和自定义服务API，获取指定数据。
2021-03-18 管理与使用

2021年2月2021年2月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数据罗盘
新增数据罗盘功能。

支持全生命周期、多维度地呈现设备情况。
2021-02-09 数据罗盘

2020年10月2020年10月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交互设计
为提升用户体验，LA产品框架全新改版，更新了功
能，采用了全新的UI和导航设计。

2020-11-10 什么是物联网数据分析

数据配置
和数据管
理

新增数据备份能力。

支持从实例和产品维度开启产品数据备份。
2020-11-10 数据存储备份

物联网数据分析公共云合集··新功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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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资产

新增指标数据管理能力。

支持通过指标和域（产品、设备、分组、空间和活
动）管理方式集中展示数据资产，全方位实现物联
网数据资产管理，方便您快速定位所需数据，进行
下一步业务操作。

2020-11-10 数据资产管理

数据洞察

新增数据分析报表功能。

针对时序数据提供了多款数据分析组件，帮助您更
好地分析、处理数据。

2020-11-10 数据洞察分析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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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数据分析LA（Link Analyt ics）是阿里云为物联网开发者提供的数据智能分析产品，针对物联网数据特
点，提供海量数据的存储备份、资产管理、报表分析和数据服务等能力，帮助企业用户更容易地挖掘物联网
数据中的价值。

物联网数据分析是业内极具影响力的物联网数据资产管理服务产品，提供了实时物联网数据备份功能，具备
智能数据分析和定制数据服务能力。

针对物联网平台的两种不同实例，数据分析提供了不同的使用方法。

企业版实例：仅可使用新版的物联网数据分析功能。详细内容，请参见本产品文档。

公共实例：

新老用户均可通过购买数据型实例，使用新版的数据分析功能。

已使用过数据分析2.0版本的老用户，还可继续使用该版本功能。更多信息，请参见物联网数据分析。

本产品主要功能如下。

数据源数据源
物联网数据分析可配置数据源，为数据源数据的进一步分析和利用提供基础。数据源包括：

设备数据源：根据物联网平台实例，您可备份实例下所有产品的数据，或指定产品的数据。

API数据源：您可将外部数据导入物联网数据分析平台。

数据管道数据管道
物联网数据分析提供数据管道功能，为您预处理数据。数据管道包括：

实时管道：您可实时预处理备份的设备数据源或API导入的数据，输出数据表。

离线管道：您可预处理T+1日的设备源数据，输出数据表。

数据存储数据存储
物联网数据分析提供的数据存储功能，以表的形式，将数据存储为数据表。数据表包括：

平台系统表：您可查看物联网平台控制台创建的产品、设备、设备分组的基础信息数据。

2.产品简介2.产品简介
2.1. 什么是物联网数据分析2.1. 什么是物联网数据分析

物联网数据分析公共云合集··产品简介 物联网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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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存储表：您可查看设备上报至物联网平台的物模型属性数据。

自定义存储表：您可查看由数据管道预处理过后输出的数据表。

SQL分析SQL分析
物联网数据分析提供的SQL分析功能，支持分析设备上报至物联网平台的数据，或将外部导入的行业和业务
数据进行关联分析。通过编写SQL语句，配置执行查询的策略，调度产出所需的数据。

数据资产数据资产
物联网数据分析通过指标、域、管理方式，集中展示数据资产。您可全方位管理物联网数据资产，快速定位
所需数据，进行下一步业务操作。数据资产包括：

系统指标表：您可查看由系统提供的默认的指标表，从全局了解设备运行状况，运筹帷幄。

用户指标：您可根据业务需要，利用原始定义的指标，创建属于自己的指标，完成指标数据的统计。

存储表：您可查看数据存储功能的平台系统表、产品存储表和自定义存储表。

数据可视化数据可视化
物联网数据分析的数据洞察提供了数据集、工作簿和报表能力，帮助您更好地分析、处理数据。

您可通过数据分析组件（例如指标卡、折线图、表格等），更好地使用时序数据的智能分析功能。

数据API数据API
物联网数据分析的数据服务提供了基础服务API，以及创建自定义服务API的功能。

您可在企业服务器集成所需的API，实现服务器与物联网平台的系统级对接。

数据罗盘数据罗盘
物联网数据分析的数据罗盘提供了全生命周期、多维度地呈现设备情况的能力。

您可从海量设备里面轻松发现异常情况，提升设备管理、监控运维效率。

您可在以下场景中使用物联网数据分析产品。

智能停车场智能停车场
一个智能的停车场，可以实时展示车位使用现状、计算还能容纳多少排队车辆进入，并给出停车场当日收
入。

使用地磁感应器设备采集停车位状态信息。在物联网平台上定义地磁感应器物模型，使用数据分析功能，对
停车场现状、排队数据和收入进行分析。

智慧医疗智慧医疗
在智慧医疗中，可捕捉人的生理状态信息，例如心跳频率、体力消耗、血压高低等。然后对采集数据进行备
份、加工和分析，以便个人或医生快速查询。

在物联网平台接入传感器设备，采集人体及周边环境参数的信息，通过数据分析处理数据后，反馈给用户。

工业流水线设备监控工业流水线设备监控

2.2. 应用场景2.2. 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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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各种传感器设备和通信网络，实时监控工业流水线上的设备运行情况，通过数据分析功能对温度、液
位、压力等数据进行衍生计算。

在物联网平台，通过数据分析报表，以图表形式展示设备数据及其变化趋势，实现对设备运行状态的实时感
知、准确辨识、快捷响应和有效控制。

物联网数据分析中相关产品名词的详细说明。

名词名词 解释解释

Link Analytics
物联网数据分析产品LA（Link Analytics），即阿里云物联网平台中的数据分析产品，提供海
量数据的存储备份、资产管理、报表分析和数据服务能力。

数据源

物联网数据分析是通过访问数据源的数据进行数据同步备份、数据查询分析、数据配置等操
作。

在物联网数据分析数据源包括设备数据源和API数据源。

设备数据源 设备数据源包含了设备上报的自定义Topic数据和物模型数据。

API数据源 通过API数据源，可将本地数据导入物联网平台，实现数据的进一步分析。

数据管道

数据预处理的一种方式，通过配置表达式或筛选器，输出指定的数据表。数据管道包括：

在线管道：实时地对备份的设备数据源或API数据源的数据进行预处理。

离线管道：预处理T+1日的设备源数据。

数据API

通过数据API，可获取所需数据，实现服务器与物联网平台的系统级对接。数据API包括：

基础服务API：包括设备原始数据API和系统指标数据API。

系统指标数据API由系统预置，可以直接查看并调用。

当产品中有设备上报数据时，将生成设备原始数据API。

自定义服务API：根据业务需要，您可自定义需调用数据对应的API。

数据资产
个人或企业拥有的所有数据源、数据信息总称。物联网数据分析产品中的数据资产，包括指
标、物标签、存储表等。

数据来源 通过不同的数据来源方式，例如指标、域、物理表和数据表等，创建数据分析报表。

2.3. 名词解释2.3. 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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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表

用于存储数据的表，可作为可视化数据报表或数据API的数据来源。包括以下类型：

平台系统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创建的产品、设备、设备分组的基础信息数据。

产品存储表：设备上报至物联网平台的物模型属性数据。

自定义存储表：由数据管道或SQL分析预处理后，输出生成的数据存储表。

SQL分析任务
通过编写SQL语句，将存储表中的数据作为查询对象，配置执行查询的策略，调度产出所需的
数据。

物理表
购买企业版实例后，您可使用时序数据存储服务，将时序数据库中存储的物理表导入数据来
源，用于后续数据分析服务。

物标签
指物联网平台中全部产品所拥有的产品或设备属性、标签等多种有价值、可计量、可读取的数
据信息。

指标

用于衡量事物发展程度的单位或方法，也常被称作度量。例如：人口数、GDP、收入、用户
数、利润率、留存率、覆盖率等。

有关指标类型详细描述，请参见什么是指标。

衍生指标

衍生指标是在一定前提条件下，经过加和、平均等汇总计算方式得到的。例如时间、应用范
围，业务场景等。

衍生指标的时间统计范围（时间约束条件）抽象为时间修饰词，其它约束条件抽象为业务修饰
词。

因此衍生指标由三个要素构成：时间修饰（必选）+业务修饰（可选）+原子词（必选）。

下游指标

通过某指标衍生的所有指标，称为该指标的下游指标。

如果一个SQL分析任务的输出表是另一个分析任务的查询对象，则后一个分析任务是前一个
分析任务的下游指标。

指标定义 通过设置指标要素、业务描述、所属主题域、所属实体、度量单位等信息，明确指标的作用。

指标配置 为定义好的指标，配置生产数据的计算逻辑。

指标域
是指标所属的对象，用于分类管理指标。物联网数据分析提供了产品、设备、分组、空间和活
动5个指标域。设备是产品的子域，活动是空间的子域，空间是分组的子域。

名词名词 解释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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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
是指标域中发生业务关系的具体对象，例如，具体的产品、设备、空间、活动等。根据指标域
之间的从属关系，子域中的具体对象是域的具体对象的子实体。例如，具体产品下的具体设
备，是对应产品的子实体。

原子词 是一个指标中带有业务语义的最小度量单元，例如：温度、湿度、访问UV。

时间修饰词
用来设置指标统计的时间范围，例如：最近1天、最近7天、月初至今、年初至今、历史累计
等。

业务修饰词 用于描述指标汇总的业务数据。

T+1调度 按照T+1方式计算存储备份的数据。

数据罗盘 用于提供全生命周期、多维度地呈现设备情况的能力。

名词名词 解释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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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数据分析依赖于企业版实例，与企业版实例一样，使用包年包月包年包月的计费方式。

注意注意

以下内容仅供参考，实际收费以账单为准。

计费项计费项
物联网数据分析的产品计费由以下两部分组成。

数据处理单元数据处理单元

数据处理单元（CU）由您使用的分析任务折算而来。

不同类型的任务占用的CU个数

任务类型任务类型 每个任务占用的CU个数每个任务占用的CU个数 功能文档功能文档

备份产品 0.1 产品备份

衍生定义 0.1

指标类型

衍生指标 0.1

Topic解析任务 0.1 离线管道

实时数据管道 4 实时管道

日调度的SQL分析 0.5

SQL分析

小时调度的SQL分析 1

CU总用量的计算公式

 CU总个数=产品备份数/10+衍⽣定义数/10+衍⽣指标数/10+Topic解析数/10+实时数据管道数*4+⽇调度的SQL分
析数*0.5+⼩时调度的SQL分析数*1 

说明说明

如果相除的值不为整数，则向上取整。

物联网数据分析为每个CU提供1 CPU+ 4 GB1 CPU+ 4 GB内存。

3.产品计费3.产品计费

物联网数据分析 物联网数据分析公共云合集··产品计费

> 文档版本：20220530 15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88662.html#section-9s5-9c0-mwd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88665.html#section-iwh-mie-gpw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307080.html#task-2108262/section-zgn-x7u-4kj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307080.html#task-2108262/section-dwl-45h-03c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325548.html#task-2122639


计费说明

CU（个）CU（个） 定价（元/月）定价（元/月）

20 1000

50 2500

100 5000

200 9500

500 22500

1000 42500

1500 60000

2000 75000

2500 87500

3000 97500

数据存储空间数据存储空间

物联网数据分析产品使用数据存储空间备份存储数据资产。

计费说明：按  0.0066元/GB/天 计费。

说明说明

当您新购买数据型数据型实例时，可免费获赠20个数据处理单元和10 GB数据存储空间。

购买方式购买方式
您可选择以下任意一种方式购买数据分析的服务。

物联网数据分析公共云合集··产品计费 物联网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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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说明

同一个阿里云账号下，任意RAM用户购买一个数据型数据型实例，即可跨实例访问公共实例和所有企业版实例
的设备数据。

直接购买数据型实例

在物联网平台实例购买页选择数据型数据型类型，并选择数据处理单元数据处理单元和数据存储空间数据存储空间量，完成实例的购买。
具体操作，请参见购买实例。

从基础型实例升配

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实例概览实例概览页面，找到目标基础型实例，单击实例卡片右上角的升配升配。在变配变配页面
中，选择数据处理单元数据处理单元和数据存储空间数据存储空间量，根据页面提示，完成实例的升配。

说明说明

实例升配不会改变当前实例类型。

续费方式续费方式
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实例概览实例概览页，单击实例对应的升配升配或续费续费，进入对应操作页。

实例到期后，会停止服务；到期7天后，实例将被释放，其下产品、设备等所有数据都会被删除，不可恢
复。请在实例到期前续费或升配。

有关实例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实例管理

计费方式

欠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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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纺织品生产车间为场景，指导您在物联网平台上创建产品和设备，并定义物模型，通过设备模拟器推
送数据，然后对数据进行分析，帮助您快速了解并使用物联网数据分析产品的功能。

场景介绍场景介绍
本文以纺织生产车间为例，通过为车间安装的以下物联网设备，检测生产车间的室内温湿度情况，及纺织设
备的使用情况。本文涉及的数据均为模拟该场景所生成的数据，仅供参考。

温湿度传感器：用来监测车间的温湿度。

电参数测量仪：用来监测纺织设备的电压、电流和负荷功率。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购买数据型实例：在物联网平台购买数据型实例。

2. 创建产品和设备：在物联网平台上创建两个产品和设备。

3. 为产品定义物模型：从属性的维度定义产品功能。

4. 模拟上报设备数据：使用设备模拟器上报数据。

5. 配置设备数据源：开启产品数据的存储备份。

6. 管理数据资产：根据温湿度传感器上报的温度数据，计算出当天的最高温度、最低温度和平均温度。

7. 配置数据可视化：根据设备采集的原始指标数据和衍生指标数据，进行图表分析并生成分析报表。

说明说明

物联网数据分析采用T+1日方式计算存储备份的数据。所以，使用设备模拟器调试设备的当天，指
标暂无数据。

物联网实例可用于设备接入和业务管理，不同实例下的数据（产品、设备）和业务相互隔离，互不影响。您
可购买一个物联网实例，来接入设备并管理上报的设备数据，然后通过数据分析功能对实例中的数据进行备
份和分析。

购买实例购买实例
1. 登录物联网平台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实例概览实例概览。

3. 在实例概览实例概览页面的实例列表中，单击购买企业版实例购买企业版实例卡片中的购买实例购买实例。

4.快速入门4.快速入门
4.1. 概述4.1. 概述

4.2. 购买物联网实例4.2. 购买物联网实例

物联网数据分析公共云合集··快速入门 物联网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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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实例购买页面，根据您的业务需要选择实例配置规格，并完成购买。

本案例需要购买数据型实例，选择类型类型为数据型数据型，根据您的实际需求，选择数据处理单元和数据存储空
间。更多详细配置请参见购买实例。

实例购买完成后，系统默认分配一个实例名称。例如  iot-cn-z2q1*** 。

切换实例切换实例
物联网平台控制台上，物联网平台物联网平台产品名处，会显示当前使用的实例类型。

1. 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单击实例概览实例概览。

2. 在实例概览实例概览页面，单击实例名称（例如  iot-cn-z2q1*** ），即可切换到该实例页面。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创建产品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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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是一组具有相同功能定义的设备集合。本案例中为调试物联网数据分析功能，需先在物联网实例下创建
产品，然后为设备注册身份。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切换到购买的实例。具体操作，请参见切换实例。

创建产品创建产品
1. 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左侧导航栏，选择设备管理 设备管理 > > 产品产品，单击创建产品创建产品，创建一个温湿度传感器温湿度传感器的

产品。

部分参数设置请见下表，其他参数的配置保持默认。

更多信息，请参见创建产品。

配置示例配置示例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所属品类 选择自定义品类自定义品类 。

节点类型 选择直连设备直连设备 。

连网方式
选择以太网以太网 。

您可根据实际情况修改连网方式。

2. 以相同的方法再创建一个电参数测量仪电参数测量仪产品，参数配置与温湿度传感器温湿度传感器产品一致，如下图所示。

4.3. 创建产品和设备4.3. 创建产品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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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设备添加设备
1. 在物联网控制台的左侧导航栏，选择设备管理 设备管理 > > 设备设备，单击添加设备添加设备，为温湿度传感器温湿度传感器添加一个设

备T H_sensor，T H_sensor，如下图所示。

更多信息，请参见单个创建设备。

2. 以相同的方法为电参数测量仪电参数测量仪产品添加设备Elec_inst rumentElec_inst ru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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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结果执行结果
设备创建成功后，将自动弹出查看设备证书对话框。您可以查看、复制设备证书信息。设备证书由设备的
ProductKey、DeviceName和DeviceSecret组成，是设备与物联网平台进行通信的重要身份认证，建议您妥
善保管。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ProductKey 设备所隶属产品的Key，即物联网平台为产品颁发的全局唯一标识符。

DeviceName
设备在产品内的唯一标识符。DeviceName与设备所属产品的ProductKey组合，作为设备标
识，用来与物联网平台进行连接认证和通信。

DeviceSecret 物联网平台为设备颁发的设备密钥，用于认证加密。需与DeviceName成对使用。

之后，您可在设备列表中，单击设备对应的查看查看按钮，进入设备详情设备详情页的设备信息设备信息页签下，查看设备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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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为产品定义物模型

添加物模型，即可以为产品添加属性、事件和服务。本文介绍在物联网平台如何为已创建产品定义物模型。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创建温湿度传感器和电参数测量仪产品，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产品和设备。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物联网平台控制台，在实例概览实例概览页面，单击目标实例名称（例如  iot-cn-z2q1*** ）。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设备管理设备管理 >  > 产品产品。

3. 为温湿度传感器产品定义属性。

i. 单击温湿度传感器对应操作栏上的查看查看，在产品详情产品详情页，单击功能定义功能定义页签，单击编辑草稿编辑草稿。

ii. 在功能定义页面的默认模块，单击添加自定义功能添加自定义功能，根据下表配置属性参数，单击确认确认。

通过此步骤描述，添加温度和湿度属性，如下图所示。

4.4. 为产品定义物模型4.4. 为产品定义物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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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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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度

功能名称 标识符 数据类型
取值范
围

步长 单位
读写类
型

温度 Temperature
float（单精度浮点
型）

-50~50 0.01
摄氏
度/℃

读写

湿度 Humidity int32（整数型） 0~100 1
百分
比/%

读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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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单击页面左下角的发布上线发布上线，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添加发布备注添加发布备注，输入版本号和备注，选
中确认已查看当前版本与线上版本的比对结果确认已查看当前版本与线上版本的比对结果的复选框，单击确定确定。

参数 说明

版本号

设置当前物模型版本号。后期可根据版本号管理物模型。

版本号支持英文字母、数字和英文句点（.），长度限制1～16个字符。

备注
描述当前版本物模型。支持中文汉字、英文字母、数字和特殊符号。长度限制为
100个字符。一个中文汉字算一个字符。

4. 参考上一步骤，参照以下属性配置表，为电参数测量仪产品定义属性。

功能名称 标识符 数据类型
取值范
围

步长 单位
读写类
型

电压 Ua
float（单精度浮点
型）

0~999 0.01 伏特/V 读写

工作电流 WorkingCurrent
float（单精度浮点
型）

0~999 0.01 安培/A 读写

负荷功率 LoadPower
float（单精度浮点
型）

0~999 0.01
千瓦
特/kW

读写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模拟上报设备数据

为了快速体验物联网数据分析的功能，获得数据分析所需要的数据，您可以使用设备模拟器，快速模拟纺织
生产车间的设备上报数据。本文介绍如何使用设备模拟器调试设备。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创建产品和设备，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产品和设备。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本文使用系统默认的自定义Topic，通过设备模拟器，模拟设备向物联网平台发送消息。

您也可以根据业务需要，创建自定义Topic。更多信息，请参见添加自定义Topic类。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物联网平台控制台。

2. 在实例概览实例概览页面，找到对应的实例，单击实例进入实例详情实例详情页面。

注意 注意 目前仅华东2（上海）、华北2（北京）、华南1（深圳）地域开通了企业版实例服
务。其他地域，请跳过此步骤。

4.5. 模拟上报设备数据4.5. 模拟上报设备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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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监控运维监控运维 >  > 设备模拟器设备模拟器。

4. 选择温湿度传感器温湿度传感器产品后，再选择T H_sensorT H_sensor设备，然后单击启动设备模拟器启动设备模拟器。

5. 使用设备模拟器上报模拟数据到物联网平台。

i. 在上行指令调试上行指令调试 >  > 自定义T opic自定义T opic，选择消息上报的T opicT opic，例如  /g4o9x******/TH_sensor/user
/upda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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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Payload数据Payload数据输入框中，输入要发送的消息。

注意 注意 消息格式必须为JSON。

示例消息如下：

{"temperature":35}

iii. 单击消息上报消息上报。

您可分时间点多次推送数据，模拟生产车间设备不同时间的数据。关于设备模拟器的更多信息，请参
见设备模拟器。

推送数据后，可在页面右侧设备端日志设备端日志下查看设备端日志。

6. 参考以上步骤，推送设备Elec_inst rumentElec_inst rument 采集的数据。

查看日志查看日志
数据推送成功后，可前往监控运维监控运维 >  > 日志服务日志服务，选择温湿度传感器温湿度传感器后，查看设备上报的消息等日志。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数据存储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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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设备数据源是分析设备数据的前提和基础，物联网数据分析的数据资产、数据可视化、数据API等功能
均直接或间接依赖存储备份的数据源。本文介绍如何开启设备数据源的备份功能，以备份纺织品车间设备上
报的数据。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完成设备上报数据，具体操作，请参见模拟上报设备数据。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物联网平台默认仅存储设备最近30天的数据。配置设备数据源可以存储更长时间的数据，用于分析历史数
据，并从中挖掘价值、优化生产效率。

例如，发现特定时间内的产量低于历史平均产能时，可对比当日数据与已备份的历史数据，分析问题原因并
做出改进。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物联网数据分析支持备份实例下所有产品数据，也支持手动备份指定产品数据。

本案例以备份实例下所有产品数据为例，备份产品数据。更多信息，请参见数据备份。

说明说明

开启数据备份时，物联网平台会校验购买实例下的数据处理单元个数。如果数据处理单元数不
足，开启备份则会失败。

关于如何计算数据处理单元，请参见计费项。

1. 登录物联网平台控制台，在实例概览实例概览页面，找到并进入对应数据型实例。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数据分析数据分析 > 数据数据采集采集，进入设备数据源设备数据源页签。

3. 找到目标实例，单击操作栏的备份备份，在数据备份对话框中配置参数，单击确定确定。

您可根据实际需求选择产品的备份周期。

4.6. 配置设备数据源4.6. 配置设备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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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实例列表中，找到实例  iot-cn-z2q1*** ，然后单击实例或对应操作栏的查看查看，可跳转到产品列产品列

表表页面，查看数据备份情况，如下图所示。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数据资产管理

基于纺织品车间设备采集的数据，本文介绍物联网数据分析的数据资产功能，通过对数据做指标管理和指标
衍生，以进行数据可视化分析，从中挖掘价值、优化生产效率。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为相关产品数据开启了数据备份。具体操作，请参见备份设备数据源。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设备采集的时序数据需要做加工计算，例如计算最近1天最高温度最近1天最高温度、最近1天最低温度最近1天最低温度、最近1天平均温最近1天平均温
度度，以便从日维度分析温度变化情况，找到生产改进点。

步骤一：为产品导入原始定义指标步骤一：为产品导入原始定义指标
1. 登录物联网平台控制台，在实例概览实例概览页面，找到并进入对应数据型实例。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数据分析数据分析 > 数据资产数据资产。

3. 在用户指标用户指标页签，单击产品视角产品视角。

4.7. 管理数据资产4.7. 管理数据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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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产品列表中，选中温湿度传感器温湿度传感器和电参数测量仪电参数测量仪产品前复选框，单击列表下方导入导入。

5. 在导入原始定义指标导入原始定义指标面板，选中所有原始定义属性，单击导入导入。

步骤二：新增原子词步骤二：新增原子词
根据上一步骤，已添加产品物模型定义的原子词。参考以下步骤，新增最高温度最高温度、最低温度最低温度、平均温度平均温度这
三个原子词。

1.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数据资产数据资产 > 指标管理指标管理页签，单击右方词库管理词库管理。

2. 在原子词原子词页签，单击新增原子词新增原子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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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新增原子词新增原子词页面，根据页面提示，配置最高温度最高温度参数，单击完成完成。

相关参数的更多信息，请参见新增原子词。

4. 参考以上步骤，新增最低温度最低温度和平均温度平均温度，如图所示。

步骤三：新增指标步骤三：新增指标
为新增的原子词配置对应衍生指标并发布上线，用于数据报表分析。

更多信息，请参见新增指标。

1. 在物联网平台，选择数据资产数据资产 > 用户指标用户指标，在产品视角产品视角页签，单击新建指标新建指标。

2. 在新建指标新建指标页面，完成以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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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指标定义参数，如下图所示。

4. 单击完成并上线完成并上线。

5. 参考以上步骤，配置最近1天最低温度最近1天最低温度和最近1天平均温度最近1天平均温度指标。

最近1天最低温度最近1天最低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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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1天平均温度最近1天平均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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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在数据资产数据资产 > 用户指标用户指标 > 所有指标所有指标页签下，查看到新增的指标。

步骤四：回刷指标步骤四：回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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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衍生指标是T+1方式存储备份数据，如需回刷历史数据，需要手工创建回刷任务。

1.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数据资产数据资产 > 用户指标用户指标页签，单击右上角指标任务指标任务。

2. 在指标任务指标任务页面，单击回刷实例回刷实例。

3. 在回刷实例回刷实例页签，单击新建回刷任务新建回刷任务。

4. 在新建回刷任务新建回刷任务面板，完成参数配置，单击确认确认。如下图所示。

相关参数说明请参见指标回刷。

5. 参考以上步骤新建最近1天最低温度最近1天最低温度和最近1天平均温度最近1天平均温度指标回刷任务。。

指标任务回刷完成后，状态显示成功成功，表示数据汇总完成。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数据洞察分析

本文介绍如何使用物联网数据分析的数据洞察功能，分析纺织品车间设
备T H_sensorT H_sensor和Elec_inst rumentElec_inst rument 的时序数据，以掌握设备运行状况、从中发现生产改进机会。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4.8. 配置数据可视化4.8. 配置数据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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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在物联网数据分析的数据资产数据资产中，对相关产品和设备完成了原始指标导入、衍生指标配置和衍生指标数据
回刷。详细内容，请参见管理数据资产。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创建工作簿。

i. 在左侧菜单栏，选择数据分析数据分析 > 数据可视化数据可视化。

ii. 在数据集数据集页签中，单击左侧数据集来源的设备设备。

iii. 在右侧数据来源列表上方的产品下拉框中，输入产品名称温湿度传感器温湿度传感器，在下拉列表中，单击目
标实例下的产品名称。

在数据来源列表中，您可查看已有设备数据。

iv. 单击设备T H_sensorT H_sensor右侧操作栏的查看查看，在数据集详情数据集详情页面，在指标类型指标类型后的下拉框，选择指标
数据类型，查看设备的指标数据。

您也可参考以上步骤，查看设备Elec_inst rumentElec_inst rument 的指标数据。

v. 在设备T H_sensorT H_sensor的数据集详情数据集详情页面，单击右上角的新建工作簿新建工作簿。

2. 添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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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在打开的数据分析报表工作台右侧数据数据栏中，已自动添加T H_sensorT H_sensor数据。

ii. 单击数据数据栏最右侧的新增新增，在新增数据集新增数据集对话框，单击左侧设备设备。

iii. 然后选择产品电参数测量仪电参数测量仪，选中设备Elec_inst rumentElec_inst rument 复选框，单击确认确认。

3. 进行数据可视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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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从图表栏中，拖拽一个折线图折线图组件到左侧画布中，选中数据Elec_inst rumentElec_inst rument 。

在数据数据下方展示原始原始指标数据。拖拽字段业务时间业务时间到X轴，负荷功率负荷功率到Y轴，并配置样式，展示电
参数测量仪设备负荷功率的使用趋势。

ii. 从图表栏中，拖拽一个指标卡指标卡组件到左侧画布中，选择数据Elec_inst rumentElec_inst rument 的原始指标字段
到数值数值框，展示电参数测量仪设备的原始指标数据。

您可拖拽业务时间业务时间到筛选筛选框，设置展示数据的时间范围。

iii. 从图表栏中，拖拽两个指标卡指标卡组件到左侧画布中，选中数据T H_sensorT H_sensor。

参考以上步骤配置温湿度传感器温湿度传感器设备的指标卡，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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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从图表栏中，拖拽一个散点图散点图组件到左侧画布中，展示温湿度传感器设备温度的散点趋势。如下图
所示。

v. 在数据分析报表工作台，依次单击右上角的保存保存、预览预览，可查看报表数据展示效果。

4. 单击右上角发布发布，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确认确认。

5. 在报表成功发布到线上报表成功发布到线上对话框，单击立即查看报表立即查看报表。

您可根据报表数据，分析工厂车间工作状态，找到产能降低原因，分析提升业务效率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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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数据分析提供的SQL分析功能，支持分析设备上报至物联网平台的数据，或将外部导入的行业和业务
数据进行关联分析。通过编写SQL语句，配置执行查询的策略，调度产出所需的数据。

功能简介功能简介
通过创建SQL分析任务，将数据存储表的数据作为查询对象，使用SQL语句配置分析任务，调度产出所需的
数据至自定义存储表，为进一步挖掘数据的价值，提供分析数据的基础。您可以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分析分析
洞察洞察页面，创建SQL分析任务。

创建和配置SQL分析任务的注意事项，请参见使用说明。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步骤一：创建SQL分析任务

2. 步骤二：编写SQL语句

3. 步骤三：设置任务调度策略

4. 步骤四：发布SQL分析任务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SQL分析任务发布后：您可以查看和运维SQL分析任务，了解SQL分析任务的调度情况。更多信息，请参
见运维SQL分析任务。

SQL分析任务调度后：

输出的自定义存储表位于数据资产数据资产的存储表存储表。更多信息，请参见存储表。

输出的存储表可作为数据来源，应用于数据可视化和数据API。

SQL分析任务可以按需调度产出数据。本文介绍SQL分析任务的使用说明。

配置SQL分析任务前配置SQL分析任务前
需开通数据型实例，具体操作，请参见购买物联网实例。

5.开发SQL分析5.开发SQL分析
5.1. 概述5.1. 概述

5.2. 使用说明5.2. 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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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SQL分析任务时配置SQL分析任务时
可将下列类型的数据存储表作为查询对象：

平台系统表：更多信息，请参见平台系统表。

产品存储表：作为查询对象前，需备份数据源。否则，仅可查询30天内的数据。

更多信息，请参见产品存储表和备份设备数据源。

自定义存储表：作为查询对象前，自定义存储表需已成为数据管道的目标定义，或其他SQL分析任务的
输出的存储表。更多信息，请参见自定义存储表、创建和查看自定义存储表和实时管道。

编写SQL表达式时，需注意：

在SQL数据分析工作台，根据业务需求，编写SQL语句。工作台说明，请参见附录一：SQL数据分析工作
台。

输出字段仅支持以字母或美元符号（$）为首，且仅包含英文字母、数字、美元符号（$）和下划线
（_）。长度不超过60个字符。

如果原始字段不满足以上条件，需为其定义别名。

系统字段和系统函数不可作为输出字段。

类型 不支持的字段

系统字段名
 id 、  gmt_create 、  gmt_modified 、  creator 、  modifier 、  is_del
eted 、  append_column_name 、  append_column_value 、  append_column_c
oncat 、  scope_id 、  __closure_context__ 。

系统函数  COUNT 、  DATE_FORMAT 、  AVG 、  MAX 、  MIN 、  SUM 。

如果查询对象的表中存在系统保留字段，且需查询该字段的值，输出字段需使用您指定的新别名。

例如，查询设备表  ${system.device} 中字段gmt_create的值时，将其输出字段指定
为gmt_create_alias，SQL语句如下：

select gmt_create as gmt_create_alias from ${system.device}

如果输出字段的数据类型不支持查询对象字段的数据类型，需转换数据类型。

例如，设备表  ${system.device} 中字段gmt_create的数据类型为DATE，而输出字段的数据类型不
支持该类型，需转换为BIGINT，SQL语句如下：

select CAST(EXTRACT(EPOCH FROM gmt_create) * 1000 AS BIGINT) as gmt_create_alias from  
${system.device}

SQL分析任务支持的函数说明，请参见附录二：SQL分析任务支持的函数。

配置SQL分析任务后配置SQL分析任务后
修改已发布的SQL分析任务时，如果修改输出字段的名称和类型，修改前生成的存储表数据将被调度产出
的新数据覆盖。

如果需要调整SQL分析任务输出的存储表的结构，且保留原已生成的数据存储表的数据，请重新创建并配
置SQL分析任务。

修改或删除已发布的SQL分析任务前，需先撤销该任务。

仅可修改或删除状态为未上线未上线和已下线已下线的SQL分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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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恢复已删除的SQL分析任务，请谨慎操作。

如果SQL分析任务输出的自定义存储表，已应用于数据分析的其他服务，该SQL分析任务删除后，对应服
务将受到业务层面的影响。

例如，某SQL分析任务输出的自定义存储表已成为某数据API的数据来源，在调度生效日期未到达前，该任
务下线并被删除后，对应的API将无法用于查询停止调度以后的数据。

您可以创建物联网数据分析的SQL分析任务，然后编写SQL语句并设置执行策略，以调度产出所需数据。本
文介绍配置SQL分析任务的操作流程。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购买数据型实例，具体操作，请参见购买物联网实例。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SQL分析的更多信息，请参见概述。

步骤一：创建SQL分析任务步骤一：创建SQL分析任务
1. 登录物联网平台控制台。

2. 在实例概览实例概览页面，找到对应的数据型实例，单击实例进入实例详情实例详情页面。

3.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数据分析数据分析 >  > 分析洞察分析洞察。

4. 在分析洞察分析洞察页面，单击新建SQL分析新建SQL分析。

5.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SQL分析任务的数据开发名称数据开发名称和描述描述信息后，单击确定确定。

5.3. 配置SQL分析任务5.3. 配置SQL分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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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二：编写SQL语句步骤二：编写SQL语句
1. 在分析洞察分析洞察页面，找到已创建的SQL分析任务，然后单击操作操作栏的开发工作台开发工作台，进入SQL数据分析工SQL数据分析工

作台作台页面。

SQL数据分析工作台SQL数据分析工作台的详细说明，请参见附录一：SQL数据分析工作台。

2. 在SQL数据分析工作台SQL数据分析工作台左侧，选择要查询的数据对象。

注意注意

SQL分析任务支持将数据存储表作为查询对象，更多信息，请参见配置数据存储。

数据存储表作为查询对象的使用限制，请参见配置SQL分析任务时。

您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双击表名，快速生成查询语句。

将鼠标移动至要查询的表名处后：

单击复制复制，然后在SQL语句编写区域，粘贴表名，用于SQL语句的编写。

单击详情详情，查看对应存储表的数据结构，或预览存储表最近20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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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SQL语句编辑区域，根据业务需要，编写SQL语句。

编写SQL语句时的注意事项，请参见配置任务时的注意事项。

4. （可选）单击编辑区域上方的校验SQL校验SQL按钮 ，校验编写的SQL语句的语法。

5. 确认SQL语句无误后，单击编辑区域上方的运行运行按钮 。

如果运行成功，可在编辑区域下方的运行日志运行日志、结果结果和输出结构输出结构页签下，分别查看运行SQL语句的
日志、结果和输出字段的结构。

如果运行失败，可在运行日志运行日志页签下，根据报错信息，解决问题后，重新运行。

6. （可选）如果需要修改输出字段的数据类型，需单击输出结构输出结构，为对应的字段选择所需的字段类型字段类型。

说明 说明 所有输出字段的字段类型字段类型默认为字符串（VARCHAR）字符串（VARCH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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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设置任务调度策略步骤三：设置任务调度策略

1. 在SQL数据分析工作台SQL数据分析工作台顶部工具栏的右上角，单击执行设置执行设置按钮 。

2. 在执行设置执行设置对话框中，设置SQL分析任务的调度策略。

项目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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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存储表

将查询结果输出至指定的自定义存储表。

自定义存储表的详细信息，请参见自定义存储表。

注意注意

设置执行任务策略前，请创建一个全新的自定义存储表，用于存储SQL
分析任务调度产出的数据。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自定义存储表。

一个自定义存储表，仅可作为一个数据管道或SQL任务的输出表。

数据写入策略

SQL分析任务在调度生产数据过程中，写入数据时的策略。可选：

追加追加 ：每次产出数据时，数据自动追加至数据库中，不做去重处理。

主键覆盖主键覆盖 （默认）：每次产出数据时，如果数据中主键的数据重复，则只保留一
份数据。

请选择主键

数据的主键字段，仅数据写入策略数据写入策略 为主键覆盖主键覆盖 时，需设置该项目。

该设置项的下拉选项中包含了所有输出字段，请选择字段对应的值具有唯一性的字
段，例如product_key。

说明 说明 最多可选择4个字段作为主键字段。

调度策略生效日期 调度SQL分析任务的时间范围。

调度周期

调度SQL分析任务的频率，可选：

小时小时 ：SQL分析任务上线1小时后，每小时基于过去1个小时生成的数据，调度产
出数据。

天天 ：SQL分析任务上线1天后，每天基于前1天生成的数据，调度产出数据。

例如，某小时小时 调度的SQL分析任务，6:00执行调度任务时，基于5:00~5:59期间产
生的数据，查询并产出数据。

项目 说明

步骤四：发布SQL分析任务步骤四：发布SQL分析任务

1. 在SQL数据分析工作台SQL数据分析工作台顶部工具栏的右上角，单击工具栏中的发布发布按钮 。

2. 单击弹出的对话框中的确定确定。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SQL分析任务上线后，您可以根据业务需要，查看任务的配置情况和调度情况。具体操作，请参见运维SQL分
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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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分析任务上线后，您可以查看SQL分析任务的基本信息和配置情况，以及SQL分析任务的调度情况。本文
介绍运维SQL分析任务的操作步骤。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配置SQL分析任务，具体操作，请参见配置SQL分析任务。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SQL分析任务的更多信息，请参见概述。

管理SQL分析任务管理SQL分析任务
1. 登录物联网平台控制台。

2. 在实例概览实例概览页面，找到对应的数据型实例，单击实例进入实例详情实例详情页面。

3.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数据分析数据分析 >  > 分析洞察分析洞察。

4. 在分析洞察分析洞察页面，单击操作操作栏的操作按钮，管理SQL分析任务。

单击查看查看，进入数据开发详情数据开发详情页面，查看SQL分析任务的基本信息和配置情况等信息。

说明 说明 如果SQL分析任务尚未完成配置，部分数据将不可见。

信息类型 说明 图示

基础信息基础信息

查看SQL分析任务的基本信息和存储信
息。

单击编辑基本信息编辑基本信息 ，可修改SQL分析任务
的基本信息。

表结构表结构 查看输出数据的字段信息。

5.4. 运维SQL分析任务5.4. 运维SQL分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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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预览数据预览 预览查询的部分数据。

分析SQL分析SQL 查看分析任务的SQL语句。

信息类型 说明 图示

单击开发工作台开发工作台，进入SQL分析工作台SQL分析工作台页面，配置SQL分析任务。

具体操作，请参见配置SQL分析任务。

注意注意

仅可修改状态为未上线未上线和已下线已下线的SQL分析任务

修改已发布的SQL分析任务时，如果修改输出字段的名称和类型，修改前生成的存储表数
据将被调度产出的新数据覆盖。

如果需要调整SQL分析任务输出的存储表的结构，且保留原已生成的数据存储表的数据，
请重新创建并配置SQL分析任务。

修改已发布的SQL分析任务前，需先撤销该任务。

单击删除删除，删除SQL分析任务。

注意注意

仅可删除状态为未上线未上线和已下线已下线的SQL分析任务

删除已发布的SQL分析任务前，需先撤销该任务。

不可恢复已删除的SQL分析任务，请谨慎操作。

如果SQL分析任务输出的自定义存储表，已应用于数据分析的其他服务，该SQL分析任务
删除后，对应服务将受到业务层面的影响。

例如，某SQL分析任务输出的自定义存储表已成为某数据API的数据来源，在调度生效日期
未到达前，该任务下线并被删除后，对应的API将无法用于查询停止调度以后的数据。

手动调度SQL分析任务手动调度SQL分析任务
SQL分析任务发布后，系统按周期调度任务。您也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手动调度任务。

1. 在分析洞察分析洞察页面，单击任务运维任务运维。

2. 在任务运维任务运维页面下，单击手动实例手动实例页签，然后单击新建手动任务新建手动任务。

3. 在新建手动任务新建手动任务面板中，完成手动任务的参数设置，然后单击确认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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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说明

新建手动调度任务后，手动实例手动实例页签下会按照SQL分析任务的调度周期，生成周期调度任
务。

手动实例手动实例页签下的周期调度任务，可能与周期实例周期实例下的调度任务重复。

建议您在调度任务出现异常，或SQL分析任务发生变更时，再进行手动调度任务。

设置项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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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选择手动日期

在最近3天内，选择时间范围，对所选时间范围内的
SQL分析的调度任务，再次调度对应的任务。

例如，某SQL分析任务的调度周期为天天 ，选择最近3天
为手动日期，则对过去3天的共计3次调度任务，再次
调度SQL分析任务。

手动下游指标

是否同时手动调度SQL分析任务的下游任务。

说明 说明 SQL分析任务之间可存在依赖关系。
如果SQL分析任务的输出表作为另一个SQL分析任
务的查询对象，则后者为前者的下游任务。

数据开发名称/编号 选择要执行的SQL分析任务的名称。

设置项 说明

查看SQL分析任务执行情况查看SQL分析任务执行情况
1. 在任务运维任务运维页面下，找到要查看执行情况的任务。

周期实例周期实例页签下，查看周期执行的SQL分析任务。

手动实例手动实例页签下，查看手动执行的SQL分析任务。

2. 单击SQL分析任务的操作操作栏的操作按钮，进行对应的操作。

单击查看查看，查看SQL分析任务的基本信息和运行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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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重跑重跑，重新执行对应的SQL分析任务。

说明说明

状态为初始化初始化的任务，2小时后才可执行重跑操作。

当SQL分析任务执行出现异常，可通过重跑修复异常。如果异常依然存在，可提交工单。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SQL分析任务调度后：

输出的自定义存储表位于数据资产数据资产的存储表存储表。更多信息，请参见存储表。

输出的存储表可作为数据来源，应用于数据可视化和数据API。

本文介绍SQL分析工作台的查询对象、SQL语句编写区域和操作栏的功能。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您可以使用SQL分析工作台，配置SQL分析任务。更多信息，请参见概述。

进入SQL分析工作台进入SQL分析工作台
1. 登录物联网平台控制台。

2. 在实例概览实例概览页面，找到对应的数据型实例，单击实例进入实例详情实例详情页面。

3.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数据分析数据分析 >  > 分析洞察分析洞察。

4. 在分析洞察分析洞察页面，找到要配置的SQL分析任务后，单击操作操作栏的开发工作台开发工作台。

5.5. 附录一：SQL数据分析工作台5.5. 附录一：SQL数据分析工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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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SQL分析工作台后，各功能分布如下。

以下为控制台的详情信息。

区域1：查询对象区域区域1：查询对象区域
双击以下各个页签下的数据表，可将其作为查询对象。

选项 说明 相关文档

产品存储表
存储了设备上报至物联网平台的物模
型数据。

产品存储表

自定义存储表

存储了已完成自定义初始化配置的数
据。即数据管道或SQL分析任务，调
度任务后，输出至自定义存储要表的
数据。

自定义存储表

配置目标定义

平台系统表
存储了产品、设备、设备分组等基本
信息。

平台系统表

区域2：SQL语句编写区域区域2：SQL语句编写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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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说明

单击此按钮，运行编写的SQL语句。

如果运行成功，可在编辑区域下方的运行日志运行日志 、结果结果 和输出结构输出结构 页签下，分别查看运行SQL语
句的日志、结果和输出字段的结构。

如果运行失败，可在运行日志运行日志 页签下，根据报错信息，解决问题后，重新运行。

在运行SQL的过程中，单击此按钮，可终止正在运行的SQL语句。

单击此处，验证编写的SQL语句是否满足基本规范。

单击此处，将编写的SQL语句格式化。例如：

格式化前：

SELECT `description`, `gmt_create` AS `gmt_create_alias`, 
`gmt_modified` AS `gmt_modified_alias`, `group_id`, `group_type`, 
`name` FROM ${system.device_group} LIMIT 5

格式化后：

SELECT `description`, `gmt_create` AS `gmt_create_alias`, 
`gmt_modified` AS `gmt_modified_alias`, `group_id`, `group_type`
    , `name`
FROM ${system.device_group}
LIMIT 5

运行日志运行日志

运行SQL语句后：

如果运行失败，默认在此页签展示运行日志。

如果运行成功，单击此处，查看运行日志。

结果结果

运行SQL语句成功后，默认在此页签展示查询结果。

说明 说明 此处最多仅展示200条满足查询条件的数据。

输出结构输出结构

运行SQL语句成功后，单击该页签，查看字段名称及其数据结构。在发布前，您还可以在此处修改
字段的数据类型。

说明 说明 此处展示的字段结构，即为输出的自定义存储表的表结构。

区域3：顶部操作栏区域3：顶部操作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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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说明

完成SQL语句编写后，单击此处，设置SQL分析任务的执行策略。包括：

结果存储表：将查询结果输出至指定的自定义存储表。

数据写入策略：SQL分析任务在调度生产数据过程中，写入数据时的策略。

主键：数据的主键字段，仅数据写入策略数据写入策略 为主键覆盖主键覆盖 时，需设置该项目。

调度策略生效日期：调度SQL分析任务的时间范围。

调度周期：调度SQL分析任务的频率。

完成SQL分析任务配置后，单击此处，发布SQL分析任务。

单击此处，撤销已发布的SQL分析任务。

单击此处，保存当前配置的SQL分析任务。

单击此处，查看快捷键。

Windows环境下，快捷键如下。如果环境为Mac，则将Ctrl替换为Command。

保存保存 ：Ctrl+S

运行运行 ：Ctrl+Enter

格式化格式化 ：Ctrl+F

验证SQL验证SQL：Ctrl+I

单击此处，进入物联网数据服务帮助文档。

配置SQL分析任务时，需编写SQL语句，以查询和调度产出所需数据。本文介绍SQL分析任务支持的函数。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SQL分析任务的更多信息，请参见概述。

本文介绍SQL分析任务支持的以下函数。

时间和日期函数

字符串函数

数学函数

聚合函数

时间和日期函数时间和日期函数

字符串函数字符串函数

5.6. 附录二：SQL分析任务支持的函数5.6. 附录二：SQL分析任务支持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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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名 描述 用例 结果

string || string 连接两个字符串。 'Holo' || 'greSQL' HologreSQL

bit_length(string) 获取字符串的位长度。 bit_length('jose') 32

char_length(string) 获取字符串的字符长度。 char_length('jose') 4

lower(string) 转换字符串为小写格式。 lower('TOM') tom

octet_length(string) 返回字符串的字节数。 octet_length('jose') 4

position(substring in
string)

查找子字符串在字符串中的位置。
position('om' in
'Thomas')

3

substring(string [from
int] [for int])

从字符串中找出指定的子字符串。
substring('Thomas'
from 2 for 3)

hom

substring(string from
pattern)

从字符串中找出与POSIX正则表达式匹
配的子字符串。

substring('Thomas'
from '...$')

mas

substring(string from
pattern for escape)

从字符串中找出与SQL正则表达式匹配
的子字符串。

substring('Thomas'
from '%#"o_a#"_' for
'# ')

oma

trim([leading | trailing |
both] [characters] from
string)

从字符串String的开始、结尾或两端删
除仅包含Characters中字符的最长字符
串。

说明说明

默认从两端删除。

默认仅包含Characters中
字符的最长字符串为空
格。

trim(both 'xyz' from
'yxTomxx')

Tom

trim([lea| tra| both]
[from] string [, char] )

从字符串String的开始、结尾或两端删
除仅包含Characters中字符的最长字符
串。

说明说明

默认从两端删除。

默认仅包含Characters中
字符的最长字符串为空
格。

trim(both from
'yxTomxx', 'xyz')

Tom

upper(string) 转换字符串为大写格式。 upper('tom') 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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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名 描述 用例 结果

ascii(string) 返回参数第一个字符的ASCII码。 ascii('x') 120

btrim(string text [,
characters text])

从字符串String的开始和结尾删除仅包
含Characters中字符的最长字符串。

说明 说明 默认仅包含
Characters中字符的最长字符串
为空格。

btrim('xyxtrimyyx',
'xyz')

trim

chr(int)

返回指定编码值对应的字符。

说明 说明 参数必须是合法的
ASCII或UTF8编码值，并且参数值
不能为0。

chr(65) A

concat(str "any" [, str
"any" [, ...] ])

连接所有参数。忽略NULL参数。
concat('abcde', 2,
NULL, 22)

abcde222

concat_ws(sep text, str
"any" [, str "any" [, ...] ])

使用分隔符连接除第一个参数外的所有
参数。

说明 说明 第一个参数用作分隔
符字符串。忽略NULL参数。

concat_ws(',',
'abcde', 2, NULL, 22)

abcde,2,22

initcap(string)

将每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转换为大写，
其余字母转换为小写。

说明 说明 单词是由一系列字母
和数字组成的字符，使用非字母或
数字分隔。

initcap('hi THOMAS') Hi Thomas

length(string) 返回字符串中字符的个数。 length('jose') 4

lpad(string text, length
int [, fill text])

用Fill填充在String头部，将String填充
为长度是Length的字符串。

说明说明

如果String的长度已经超
过Length，则从右侧将
String截断为长度是
Length的字符串。

如果没有指定Fill的值，则
Fill默认为空格。

lpad('hi', 5, 'xy') xyx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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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rim(string text [,
characters text])

从字符串String的开始删除只包含
Characters 中字符的最长的字符串。

说明 说明 如果没有指定
Characters的值，则Characters默
认是空格。

ltrim('zzzytest', 'xyz') test

md5(string)
计算String的MD5哈希值。结果表示为
十六进制的形式。

md5('abc')
900150983cd
24fb0d6963f
7d28e17f72

parse_ident(quali_iden
text [,...] )

解析字符串。
parse_ident('"SomeSc
hema".someTable')

{SomeSchem
a,sometable}

quote_ident(string text)

使用String作为合法的SQL标识符。

说明 说明 当字符串包含非标识
符字符或者字符串会转换大小写
时，需要添加引号。

quote_ident('Foo
bar')

"Foo bar"

quote_literal(string text)
将String转换为合法的SQL语句字符串
的常量形式。

quote_literal(E'O\'Reil
ly')

'O''Reilly'

regexp_matches(string
text, pattern text )

返回与POSIX正则表达式匹配的子字符
串。

regexp_match('fooba
rbequebaz', '(bar)
(beque)')

{bar,beque}

regexp_replace(str text,
pat text, replace text )

使用Replacement替换与POSIX正则表
达式匹配的子字符串。

regexp_replace('Tho
mas', '.[mN]a.', 'M')

ThM

regexp_split_to_array(str
ing text, pattern text )

使用POSIX正则表达式分割字符串。
regexp_split_to_array
('hello world', '\s+')

{hello,world}

regexp_split_to_table(st
ring text, pattern text )

使用POSIX正则表达式分割字符串。
regexp_split_to_table
('hello world', '\s+')

hello

world

(2 rows)

repeat(string text,
number int)

将String重复指定Nnumber次。 repeat('Pg', 4) PgPgPgPg

replace(string text, from
text, to text)

替换String中所有From子字符串为To。
replace('abcdefabcde
f', 'cd', 'XX')

abXXefabXX
ef

函数名 描述 用例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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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ad(string text, length
int [, fill text])

用Fill填充在String尾部，将String填充
为长度是Length的字符串。

说明说明

如果String的长度已经超
过Length，则从左侧将
String截断为长度是
Length的字符串。

如果没有指定Fill的值，则
Fill默认为空格。

rpad('hi', 5, 'xy') hixyx

rtrim(string text [,
characters text])

从字符串String的末尾删除只包含
Characters中字符的最长的字符串。

说明 说明 如果没有指定
Characters的值，则Characters默
认是空格。

rtrim('testxxzx', 'xyz') test

strpos(string, substring) 返回Substring在String中的位置。 strpos('high', 'ig') 2

substr(string, from [,
count])

从字符串中找出指定的子字符串。
substr('alphabet', 3,
2)

ph

starts_with(string,
prefix)

如果字符串以前缀开头，则返回true。
starts_with('alphabet
', 'alph')

true

to_hex(number int or
bigint)

将数字转换为十六进制的表示形式。 to_hex(2147483647) 7fffffff

translate(string text,
from text, to text)

使用字符串To中的字符替换From中的
字符。

translate('12345',
'143', 'ax')

a2x5

函数名 描述 用例 结果

数学函数数学函数

函数名 描述 用例 结果

abs(bigint)
返回BIGINT类型表达式
的绝对值。

abs(-17) 17

abs(int)
返回INT类型表达式的
绝对值。

abs(-17) 17

abs(float8)
返回FLOAT8类型表达
式的绝对值。

abs(-17.4) 17.4

abs(float4)
返回FLOAT4类型表达
式的绝对值。

abs(-17.4)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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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numeric)
返回NUMERIC类型表达
式的绝对值。

abs(-17.4) 17.4

cbrt(dp)
返回DP类型表达式的立
方根。

cbrt(27.0) 3.0000000000000004

ceil(dp )
对DP类型的表达式向上
取整。

ceil(-42.8) -42.0

ceil(numeric)
对NUMERIC类型的表达
式向上取整。

ceil(-42.8) -42.0

ceiling(dp )
对DP类型的表达式向上
取整。

ceil(-42.8) -42.0

ceiling(numeric)
对NUMERIC类型的表达
式向上取整。

ceil(-42.8) -42.0

degrees(dp)
将DP类型表达式的弧度
转换为角度。

degrees(0.5) 28.64788975654116

exp(dp)
返回DP类型表达式的指
数。

exp(1.0) 2.718281828459045

exp(numeric)
返回NUMERIC类型表达
式的指数。

exp(1.0) 2.718281828459045

floor(dp )
对DP类型表达式向下取
整。

floor(-42.8) -43.0

floor(numeric)
对NUMERIC类型表达式
向下取整。

floor(-42.8) -43.0

ln(dp)
返回DP类型表达式的自
然对数。

ln(2.0) 0.6931471805599453

ln(numeric)
返回NUMERIC类型表达
式的自然对数。

ln(2.0) 0.6931471805599453

log(dp)
返回DP类型表达式的常
用对数。

log(100.0) 2.0

log(numeric)
返回NUMERIC类型表达
式的常用对数。

log(100.0) 2.0

log(b numeric, x numeric)
返回NUMERIC类型表达
式的对数。

log(2.0, 64.0) 6.0

mod(bigint, x)
求BIGINT类型表达式除
以x的余数。

mod(9,4) 1

函数名 描述 用例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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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int, x)
求INT类型表达式除以x
的余数。

mod(9,4) 1

pi() 返回π常量。 pi() 3.141592653589793

power(a dp, b dp)
求a的b次幂，a和b使
用DP类型的表达式。

power(9.0, 3.0) 729.0

power(a numeric, b
numeric)

求a的b次幂，a和b使
用NUMERIC类型的表达
式。

power(9.0, 3.0) 729.0

radians(dp)
将DP类型表达式的角度
转换为弧度。

radians(45.0) 0.7853981633974483

round(dp )
返回DP类型表达式四舍
五入后的整数值。

round(42.4) 42.0

round(numeric)
返回NUMERIC类型表达
式四舍五入后的整数
值。

round(42.4) 42.0

round(v numeric, s int)
保留小数位数字到s
位。

round(42.4382, 2) 42.44

sign(dp )

返回DP类型表达式的符
号。参数值大于0返
回1，小于0返回 -1 ，
等于0返回0。

sign(-8.4) -1

sign(numeric)

返回NUMERIC类型表达
式的符号。参数值大于
0返回1，小于0返回 -1
，等于0返回0。

sign(-8.4) -1

sqrt(dp)
返回DP类型表达式的平
方根。

sqrt(2.0) 1.414213562373095

sqrt(numeric)
返回NUMERIC类型表达
式的平方根。

sqrt(2.0) 1.414213562373095

trunc(dp)
去掉DP类型表达式的小
数位。

trunc(42.8) 42.0

trunc(numeric)
去掉NUMERIC类型表达
式的小数位。

trunc(42.8) 42.0

trunc(v numeric, s int)
截断NUMERIC类型表达
式的小数位置到s位。

trunc(42.4382, 2) 42.43

width_bucket(operand
numeric, b1 numeric, ...)

返回OPERAND在
BUCKET中的位置。

width_bucket(5.35,
0.024, 10.06, 5)

3

函数名 描述 用例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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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dom()
获取一个随机数，返回
值范围为[0.0,1.0)。

random() 0.3977345246821642

函数名 描述 用例 结果

聚合函数聚合函数

函数名 描述 用例 结果

array_agg(bigint)
将BIGINT类型表达式的值串联到数组
中。

array_agg(c1) {1,2}

array_agg(bool)
将BOOL类型表达式的值串联到数组
中。

array_agg(c1) {true,false}

array_agg(text)
将TEXT类型表达式的值串联到数组
中。

array_agg(c1) {a,b}

array_agg(float8)
将FLOAT8类型表达式的值串联到数组
中。

array_agg(c1) {1.1,2.2}

array_agg(float4)
将FLOAT4类型表达式的值串联到数组
中。

array_agg(c1) {1.1,2.2}

array_agg(int) 将INT类型表达式的值串联到数组中。 array_agg(c1) {1, 2}

avg(bigint)
求BIGINT类型表达式中非空值的平均
值。

avg(c1) 2.000000

avg(float8)
求FLOAT8类型表达式中非空值的平均
值。

avg(c1) 2.000000

avg(float4)
求FLOAT4类型表达式中非空值的平均
值。

avg(c1) 2.000000

avg(int) 求INT类型表达式中非空值的平均值。 avg(c1) 2.000000

bit_and(bigint)
对BIGINT类型表达式中的非空值执行
按位与运算。

bit_and(c1) 0

bit_and(int)
对INT类型表达式中的非空值执行按位
与运算。

bit_and(c1) 0

bit_or(bigint)
对BIGINT类型表达式中的非空值执行
按位或运算。

bit_or(c1) 3

bit_or(int)
对INT类型表达式中的非空值执行按位
或运算。

bit_or(c1) 3

bool_and(bool)
如果BOOL表达式的值均为TRUE，则函
数结果返回TRUE，否则返回FALSE。

bool_and(c1) f

bool_or(bool)
如果BOOL表达式的值包含TRUE，则函
数结果返回TRUE，否则返回FALSE。

bool_or(c1)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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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 返回指定表的行数。 count(*) 3

count(bigint)

求BIGINT类型表达式的输入行数。

说明 说明 BIGINT类型表达式的
值不为NULL。

count(c1) 3

count(numeric)

求NUMERIC类型表达式的输入行数。

说明 说明 NUMERIC类型表达式
的值不为NULL。

count(c1) 3

every(bool)
如果BOOL表达式的值均为TRUE，则函
数结果返回TRUE，否则返回FALSE。

无 无

max(bigint) 求BIGINT类型表达式的最大值。 max(c1) 3

max(float8) 求FLOAT8类型表达式的最大值。 max(c1) 3.0

max(float4) 求FLOAT4类型表达式的最大值。 max(c1) 3.0

max(int) 求INT类型表达式的最大值。 max(c1) 3

max(numeric) 求NUMERIC类型表达式的最大值。 max(c1) 3.0

min(bigint) 求BIGINT类型表达式的最小值。 min(c1) 1

min(float8) 求FLOAT8类型表达式的最小值。 min(c1) 1.0

min(float4) 求FLOAT4类型表达式的最小值。 min(c1) 1.0

min(int) 求INT类型表达式的最小值。 min(c1) 1

min(numeric) 求NUMERIC类型表达式的最小值。 min(c1) 1.0

sum(bigint) 求BIGINT类型表达式所有值的总和。 sum(c1) 6

sum(float8) 求FLOAT8类型表达式所有值的总和。 sum(c1) 6.0

sum(float4) 求FLOAT4类型表达式所有值的总和。 sum(c1) 6.0

sum(int) 求INT类型表达式所有值的总和。 sum(c1) 6

sum(numeric)
求NUMERIC类型表达式所有值的总
和。

sum(c1) 6.0

string_agg(expression,
delimiter)

使用指定分隔符将指定表达式的非空
值串联成字符串。

string_agg(c1, '-') a-b-c

函数名 描述 用例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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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Y, X) 求相关系数。 corr(c1, c2) 无

covar_pop(Y, X) 求总体协方差。 covar_pop(c1, c2) 无

covar_samp(Y, X) 求样本协方差。 covar_samp(c1, c2) 无

regr_avgx(Y, X) 求自变量的平均值。 reg_avgx(c1, c2) 无

regr_avgy(Y, X) 求因变量的平均值。 reg_avgy(c1, c2) 无

regr_count(Y, X) 求两个输入参数中都不为空的行数。 regr_count(c1, c2) 无

regr_intercept(Y, X)
求由(X,Y)确定的最小方差拟合的纵轴
截距。

reg_intercept(c1, c2) 无

regr_r2(Y, X) 求相关系数的平方。 regr_r2(c1, c2) 无

regr_slope(Y, X)
求由(X,Y)确定的最小方差拟合的斜
率。

regr_slope(c1, c2) 无

regr_sxx(Y, X)
求自变量的平方和  sum(X^2) -
sum(X)^2/N  。

regr_sxx(c1, c2) 无

regr_sxy(Y, X)
求自变量和因变量的乘积
和  sum(X*Y) - sum(X) *
sum(Y)/N 。

regr_sxy(c1, c2) 无

regr_syy(Y, X)
求因变量的平方和  sum(Y^2) -
sum(Y)^2/N 。

regr_syy(c1, c2) 无

stddev(int) 求INT类型表达式的样本标准差。 stddev(c1) 无

stddev(numeric)
求NUMERIC类型表达式的样本标准
差。

stddev(c1) 无

stddev(float8) 求FLOAT8类型表达式的样本标准差。 stddev(c1) 无

stddev_pop(int) 求INT类型表达式的总体标准差。 stddev_pop(c1) 无

stddev_pop(numeric)
求NUMERIC类型表达式的总体标准
差。

stddev_pop(c1) 无

stddev_pop(float8) 求FLOAT8类型表达式的总体标准差。 stddev_pop(c1) 无

stddev_samp(int) 求INT类型表达式的样本标准差。 stddev_samp(c1) 无

stddev_samp(numeric)
求NUMERIC类型表达式的样本标准
差。

stddev_samp(c1) 无

stddev_samp(float8) 求FLOAT8类型表达式的样本标准差。 stddev_samp(c1) 无

variance(int) 求INT类型表达式的样本方差。 variance(c1) 无

函数名 描述 用例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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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ance(numeric) 求NUMERIC类型表达式的样本方差。 variance(c1) 无

var_pop(float8) 求FLOAT8类型表达式的总体方差。 var_pop(c1) 无

var_pop(int) 求INT类型表达式的总体方差。 var_pop(c1) 无

var_pop(numeric) 求NUMERIC类型表达式的总体方差。 var_pop(c1) 无

var_samp(float8) 求FLOAT8类型表达式的样本方差。 var_samp(c1) 无

var_samp(int) 求INT类型表达式的样本方差。 var_samp(c1) 无

var_samp(numeric) 求NUMERIC类型表达式的样本方差。 var_samp(c1) 无

函数名 描述 用例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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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数据分析从系统指标表、用户指标和存储表三个维度，管理数据资产，以用于数据可视化分析，从中
挖掘价值，优化改进相关配置，从而提升业务效率。

物联网数据的数据资产功能展示了已存储备份的数据资产，您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 > 数据资 数据资
产产，从以下几个维度查看和管理您的数据资产。

系统指标表系统指标表

什么是系统指标表什么是系统指标表
数据源数据备份后，默认生成系统指标表。

系统指标是物联网数据分析平台默认描述设备情况的维度。

系统指标表是一组系统指标的集合，系统指标表中的每一个字段均为一个系统指标。

您可以通过系统指标表，从宏观上了解设备的整体运行情况。

例如，系统统计表每小时设备数量相关统计每小时设备数量相关统计，包含的系统指标有统计日期统计日期、创建设备数创建设备数、激活设备激活设备
数数、在线设备数在线设备数、活跃设备数活跃设备数。通过该表，您可以从小时维度，了解设备的运行概况。

查看和使用系统指标表查看和使用系统指标表
物联网数据分析平台提供的系统指标表信息及使用说明，请参见管理系统指标表。

用户指标用户指标

指标数据管理指标数据管理
指标数据是数据可视化分析的数据源，开启产品数据备份后，如果需要进行数据分析，需完成指标数据的统
计，更多信息，请参见什么是指标。

您可参考以下步骤，完成指标数据的生产。

1. 导入原始定义指标。

2. 新增原子词。

3. 新增指标域的实体。

4. 新增指标。

5. 指标回刷。

6.管理数据资产6.管理数据资产
6.1. 概述6.1.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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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管理域管理
物联网数据分析默认提供了产品、设备、分组、空间和活动5个指标域，以便您从不同视角分析指标数据。

其中，设备是产品的子域，活动是空间的子域，空间是分组的子域。

存储表存储表
存储表汇总了数据存储下的所有平台系统表、产品存储表和自定义存储表。更多信息，请参见数据存储概述。

数据资产的应用数据资产的应用
数据资产可应用于以下功能：

数据API

数据可视化

下文主要介绍指标、指标域和指标类型的定义。

指标指标
指标是用于衡量事物发展程度的单位或方法，也常被称作度量。例如：温度、人口数、GDP、收入、用户
数、利润率、留存率、覆盖率等。

指标域指标域
指标域是指标所属的对象，用于分类管理指标。物联网数据分析分提供产品、设备、分组、空间和活动5个
指标域。

指标类型指标类型
原始定义原始定义

原始定义类型的指标是来源于物联网平台的产品物模型定义。

您可在物联网控制台的设备管理 设备管理 > > 产品 > 产品详情产品 > 产品详情页面，单击功能定义功能定义，查看定义的物模型。

原始指标原始指标

6.2. 什么是指标6.2. 什么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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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指标类型的指标是来源于物联网平台中设备上报的属性或者从自定义Topic中解析的属性。

您可在物联网控制台的设备管理 > 设备 > 设备详情设备管理 > 设备 > 设备详情页面，单击物模型数据物模型数据，查看属性。

衍生定义衍生定义

衍生定义是以原始定义为基础，并应用到子实体上的原始定义指标的衍生。

衍生定义指标与原始定义指标类似，是一种属性定义，没有具体的数据值。

衍生定义的指标不在产品的实体上进行计算，仅在产品下的设备上进行衍生定义指标的计算，汇总数据就
是设备衍生指标的指标数据。

产品衍生定义的指标和其名下每个设备衍生指标的指标共用一个指标code共用一个指标code。

衍生指标衍生指标

衍生指标是基于原始指标、原始定义、衍生定义，经过加和、平均等汇总计算方式得到的。

衍生指标的时间统计范围（时间约束条件）抽象为时间修饰词，其它约束条件抽象为业务修饰词。

因此衍生指标由三个要素构成：时间修饰（必选）+业务修饰（可选）+原子词（必选）。

关于如何新增指标，请参见新增指标。

指标类型使用范围说明指标类型使用范围说明
以下是针对不同类型指标对应指标域是否支持使用的说明。

指标类型指标类型 产品产品 设备设备 分组分组 空间空间 活动活动

原始定义 支持 不支持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原始指标 不支持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衍生定义 支持 不支持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衍生指标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产品、分组、空间下的实体可以同时包含衍生定义类型和衍生指标类型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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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产品PK1的衍生定义最近一天平均温度最近一天平均温度为例，产品PK1名下有100个设备DNn（n=1..100），如果单独为
每个设备做最近一天平均温度最近一天平均温度的衍生指标，那需要配置100次。此时可从产品PK1做衍生定义，产品PK1名
下的100个设备就都会有最近一天平均温度最近一天平均温度的衍生指标。

系统指标是物联网数据分析平台默认描述设备情况的维度，系统指标表是一组系统指标的集合。您可将系统
指标表实例化为数据API，用于获取统计的指标数据。本文介绍如何查看系统指标表和实例化API。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完成产品数据备份。具体操作，请参见数据备份。

查看系统指标表查看系统指标表
1. 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实例概览实例概览页面，单击目标实例名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数据分析数据分析 > 数据资产数据资产，单击系统指标表系统指标表，查看所有的系统指标表。

3. （可选）单击某系统指标表对应操作操作列的查看查看，进入指标表详情指标表详情页面，查看该系统指标表的基本信
息，以及构成该表的系统指标。

生成系统指标数据API生成系统指标数据API
所有系统指标表都可实例化为数据API，用于获取对应系统指标的统计数据。具体操作如下：

1. 在系统指标表系统指标表页签，单击某系统指标表对应操作操作列的实例化API实例化API，生成数据API。

6.3. 管理系统指标表6.3. 管理系统指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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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注意

已预置的系统指标数据API对应的系统指标表，无需实例化API操作。详细说明，请参见基础服务
API。

2. 单击该系统指标表对应操作操作列的数据预览数据预览，可查看系统指标表统计的最近20条数据。

3. 返回系统指标表系统指标表页签，单击该系统指标表对应操作操作列的数据API详情数据API详情，可查看API基础信息和使用情
况。

API详情与使用的具体内容，请参见管理与使用。

物联网数据分析的数据资产中默认存在原始定义的指标，完成数据存储备份后，如果没有原始定义指标，您
需手动为产品数据添加原始定义的指标，用于指标的衍生和数据洞察分析业务。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6.4. 管理用户指标6.4. 管理用户指标
6.4.1. 导入原始定义指标6.4.1. 导入原始定义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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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产品数据备份。具体操作，请参见数据备份。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您手动添加原始定义指标的操作步骤如下。

1. 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实例概览实例概览页面，单击目标实例名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数据分析数据分析 > 数据资产数据资产，单击用户指标用户指标。

3. 在用户用户指标指标页签，单击产品视角产品视角。

4. 在产品视角产品视角页签，找到目标产品，单击操作栏的导入导入。

您也可在产品列表中，选中多个产品前的复选框，单击列表下方的导入导入。

5. 在导入原始定义指标页面，选中待导入属性名称前的复选框，单击导入导入。

说明说明

默认选中了同时添加原子词同时添加原子词复选框，可在词库中添加与原始定义指标名称一样的原子词。具体操
作，请参见新增原子词。

完成指标导入后，可在产品详情页的指标列表中查看到导入的原始定义指标。

后续操作后续操作
如果已同步添加原子词，可在产品域已有原子词上直接进行指标衍生。具体操作，请参见新增指标。

如果还需添加新的原子词，具体操作，请参见新增原子词。

根据物联网数据分析的衍生指标定义，衍生指标必须有原子词和时间修饰词。物联网数据分析默认已提供了
时间修饰词，下文介绍如何添加原子词和查看时间修饰词。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完成产品数据备份。具体操作，请参见数据备份。

添加原子词添加原子词

6.4.2. 新增原子词6.4.2. 新增原子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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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词是一个指标中带有业务语义的最小度量单元，例如：温度、湿度、访问UV。

系统默认原子词为空，您可根据业务需要添加原子词。

1. 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实例概览实例概览页面，单击目标实例名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数据分析数据分析 > 数据资产数据资产，单击用户指标用户指标。

3. 在用户指标用户指标页签，单击数据列表右上方的词库管理词库管理。

4. 在原子词原子词页签，选择以下方式添加原子词。

单击新增原子词新增原子词

在新增原子词页面，配置相关参数，单击完成完成。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指标域

选择原子词所属指标域。

说明说明

此处选择的指标域需与待添加衍生指标所属的指标域一致。

显示名 原子词名称。

标识符 原子词的唯一标识符。

度量单位
选择单位类型即对应单位。

支持的单位以页面提供的为准。

数据类型

设置数据类型及对应取值范围。单击帮助按钮 ，可查看数据类型详细

说明。

业务口径 描述该原子词应用的业务功能。

单击从产品属性批量导入从产品属性批量导入

在批量导入原子词批量导入原子词页面，选择实例并添加产品后，选中目标属性名称前的复选框，单击导入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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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可选）在原子词原子词页签，查看添加的原子词。

支持编辑相关配置，或删除原子词。

查看时间修饰词查看时间修饰词
时间修饰词是用于指定时间范围的。

在词库管理词库管理页面，单击时间修饰词时间修饰词页签。您可查看时间修饰词对应的描述信息，帮助您更好的理解时间修
饰词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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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操作后续操作
如果只需在产品和设备下新增指标，具体操作，请参加新增指标。

如果需要分组、空间或活动下新增指标，需先新增对应实体。具体操作，请参见新增指标域的实体。

物联网数据分析提供了产品、设备、分组、空间和活动5个指标域，用于分类管理指标。产品和设备中已包
含开启数据备份的产品和设备实体。如果需要在分组、空间和活动下新增指标，还需先新增对应的实体。

新增分组新增分组
物联网数据分析的分组功能包括以下两种来源：

在IoT Studio创建项目时，自动同步为分组。更多信息，请参见项目。

在物联网平台直接创建分组。

在物联网平台直接创建分组的操作步骤如下。

1. 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实例概览实例概览页面，单击目标实例名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数据分析数据分析 > 数据资产数据资产，单击用户指标用户指标。

3. 在用户指标用户指标页签，单击分组视角分组视角。

4. 单击新建分组新建分组，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配置分组名称和描述，单击确认确认。

6.4.3. 新增指标域的实体6.4.3. 新增指标域的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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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完成分组新建后，参考以下步骤，完成设备绑定。

i. 在分组列表中，找到目标分组，单击操作栏的绑定设置绑定设置。

ii. 在绑定设置页面，选择操作目的下绑定设备绑定设备，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说明说明

当为分组解绑设备时，此处选择解绑设备解绑设备。

iii. 选中待绑定设备前的复选框，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iv. 单击确定确定。

完成设备绑定后，可在分组详情分组详情页的指标列表指标列表中查看到自动添加的原始指标信息。

新增空间新增空间
1. 在用户指标用户指标页签，单击空间视角空间视角，单击新建一级空间新建一级空间。

2.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所属分组所属分组，设置空间名称和描述，单击确认确认。

说明说明

如果当前没有分组，单击所属分组中的新建分组新建分组，进入数据资产数据资产 > 用户指标用户指标 > 分组视角分组视角页签，添
加分组。详细内容请参见上文的“新增分组”。

3. （可选）在空间列表中，找到目标一级空间，单击操作栏的更多更多，单击新建子空间新建子空间，设置子空间名称
和描述，单击确认确认。

说明说明

仅支持最多添加三级子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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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空间列表中，找到目标一级空间或子空间，单击操作栏的绑定设置绑定设置。

为空间绑定设备。操作方法与分组视角分组视角页签中一致，详细内容请参见上文“新增分组”的步骤5。

说明说明

一级空间支持绑定的设备范围是该空间所属分组下绑定的设备。

子空间支持绑定的设备范围是上一级空间已绑定设备。

新增活动新增活动
1. 在用户指标用户指标页签，单击活动视角活动视角，单击新建活动新建活动。

2.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配置参数，单击确认确认。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活动所在分组 选择活动所属分组。有关分组内容请参见上文“新增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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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所在空间 选择活动所属空间。有关空间内容请参见上文“新增空间”。

活动名称 自定义活命名称。活动的唯一标识。

活动描述 描述活动的具体内容或目的。

活动周期 设置活动周期的时间范围。以日为单位。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3. 单击目标活动操作栏的更多更多 > 参数管理参数管理，为活动添加参数，用于不同阶段指标数据统计的参数值设
定。

在参数管理参数管理面板，单击新增参数新增参数。根据页面提示，完成参数配置，单击确认确认。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参数标识符
参数唯一标识符。参数配置完成后，不支持修改。

支持英文字母、数字、下划线（_）和英文括号，不超过20个字符。

参数名称 自定义阶段名称。

参数描述 描述参数的意义，便于后续查看。

参数默认值 输入整数值。

说明说明

您可单击已新增参数右侧的删除按钮 ，删除该参数。或单击展开按钮 ，修改参数的配置。

4. 单击目标活动操作栏的阶段管理阶段管理，为生产活动划分出不同阶段，用于管理不同阶段的活动参数。

在阶段管理阶段管理面板，单击新增阶段新增阶段。根据页面提示，完成参数配置，单击应用应用。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阶段名称 自定义阶段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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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描述 描述该阶段活动目的，用于识别业务。

阶段周期 选择该阶段时间范围，不能超过所在活动的总周期。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说明说明

删除：单击已新增阶段右侧的删除按钮 ，删除该阶段。

修改：单击展开按钮 ，修改阶段的参数配置。

5. 在活动列表，单击活动前的展开按钮 ，执行以下步骤，设置每个阶段的参数值。

i. 单击阶段右侧操作栏的设置参数设置参数。

ii. 在参数参数列表的参数值参数值中输入整数值，单击确认确认。

iii. （可选）单击阶段右侧操作栏的查看查看，弹出阶段详情阶段详情对话框。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新增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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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时间修饰词、原子词和计算逻辑等，您可配置衍生指标，然后将新建的指标应用于再次衍生、分析数据
报表等业务。本文介绍新建指标的操作步骤。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完成导入原始定义指标和新增原子词。具体操作，请参见导入原始定义指标、新增原子词。

如果是在分组、空间或活动下新增指标，还需完成新增对应实体的操作。具体操作，请参见新增指标域的实
体。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实例概览实例概览页面，单击目标实例名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数据分析数据分析 > 数据资产数据资产，单击用户指标用户指标。

3. 在所有指标所有指标页签，单击新建指标新建指标。

4. 在用户用户指标指标页面，根据提示配置指标定义。

i. 选择要新建的指标所属的域，通过页面提示，选择对应实体，再选择衍生范围衍生范围。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本实体 作用到当前的实体。

子实体

作用到当前实体的子实体。配置衍生定义的指标时，需选择子实体。

例如，产品的子实体为对应的设备，则该衍生定义指标是在每个设备上做衍生定义指
标计算，产品不做衍生定义指标计算。 更多信息，请参见指标类型。

6.4.4. 新建指标6.4.4. 新建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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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参考如下说明，设置指标定义。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时间修饰词
选择时间修饰词，即新增指标统计数据的时间范围。可单击右侧前往词库管理前往词库管理 查看详
细说明。

原子词 选择指标域下已添加的原子词。更多信息，请参见添加原子词。

指标名称

指标名称不可修改，默认按照时间修饰词+原子词拼接。

例如：  最近1⼩时test 

度量单位 选择单位类型及对应的具体单位。支持的单位以页面提供的可选项为准。

数据类型
设置数据类型，及对应的精度、小数位数和取值范围。单击帮助按钮 ，可查看数据

类型详细说明。

加工方式 基于已有指标资产衍生加工。不支持修改。

是否可被计算 当该指标是可以累加的数值型指标时，例如笔数、金额、次数等，可选则是是 。

统计频率 以日为周期计算生成数据。不支持修改。

到期日期

选择新增指标的到期日期。

注意注意

指标到期后，会停止调度生产数据。

指标描述
指标的业务描述，默认按照时间修饰词+原子词拼接。

例如：  时间修饰词：最近1⼩时，原⼦词：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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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参考如下说明，设置计算规则。

计算方式计算方式 说明说明 示例示例

聚合计算
下拉选择聚合函数、指标、运算符，支持最多
添加10个表达式。 该设置表示：在产品

（od3********）上，通过衍生定
义指标，计算记录温度的次数。

表达式计算

输入框内编辑运算表达式。支持的函数请参见
下文附：函数列表。

您可单击输入框右上方显示帮助显示帮助 ，单击函数，
查看说明和示例。

表达式写法：在输入框中输入聚合函数，在函
数体内输入$$或@@ 符号，选择指标域，输入英文
句号（.），选择指标域下的实体，再输入英文
句号（.），选择需要衍生计算的指标。

其中，$$和@@ 符号支持选择的指标类型不同：

$$：原始定义和衍生定义。

@@ ：原始指标和衍生指标。

说明说明

聚合函数表达式内不支持使用四则运算
符。

产品温湿度传感器温湿度传感器 下有100台设
备，其中一台设备
为T H_sensorT H_sensor，以下是基于原始
指标、原始定义的温度温度 衍生出最最
近一天平均温度近一天平均温度 指标表达式。

 avg($产品.温湿度传感器.
温度) 

：在产品上通过衍生定义指
标，计算所有设备的平均温
度。

 avg(@设备.TH_sensor.温
度) 

：在设备T H_sensorT H_sensor上，通过
衍生定义指标，计算该设备的
平均温度。

5. 单击完成并上线完成并上线。

您可在所有指标所有指标列表中查看到新增完成的指标。

说明说明

仅单击完成完成的指标，显示状态为未上线未上线，暂不汇总数据。

未完成配置的指标，可单击进入草稿箱进入草稿箱，继续编辑，完成上线。

6. （可选）在所有指标所有指标列表中，找到目标指标，单击操作栏功能按钮，可执行以下操作。

物联网数据分析 物联网数据分析公共云合集··管理数据
资产

> 文档版本：20220530 81



说明说明

原始定义的指标仅支持查看和删除功能。

操作操作 说明说明

查看 查看指标的基本信息、计算逻辑、数据预览等详细信息。

编辑 修改衍生指标配置。

下线 下线已上线的指标。指标下线后，相关的衍生指标和服务失败。

上线 上线已下线的指标。

克隆

可在克隆指标页面，根据页面提示，直接修改指标定义和配置，添加新指标。

注意注意

不支持保存克隆配置完全一致的指标。

删除

删除当前指标。

注意注意

以下场景，删除指标，会提示失败。

该指标存在下游指标。

该指标已在数据分析报表中使用。

后续操作后续操作
由于衍生指标是T+1日维度统计数据，新增指标后，如需立即查看到数据，需手工创建回刷任务，回刷历史
数据。

具体操作，请参见指标回刷。

附：函数列表附：函数列表

函数函数 说明说明

GREATEST 返回输入参数中最大的一个。

物联网数据分析公共云合集··管理数据
资产

物联网数据分析

82 > 文档版本：20220530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88671.html#topic-1957470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01097.html#concept-wzd-xhm-vdb/section-n1g-kz1-wdb


LEAST 返回输入参数中最小的一个。

AVG 计算平均值。

MAX 计算最大值。

MIN 计算最小值。

SUM 计算汇总值。

COUNT 计算记录数。

ABS 计算绝对值。

CEIL 计算向上取整值。

ROUND 返回四舍五入到指定小数点位置的值。

TRUNC 返回截取到指定小数点位置的值。

COALESCE 返回列表中第一个非NULL的值。

函数函数 说明说明

物联网数据分析的衍生指标数据为非实时数据，您可通过指标回刷功能，回刷历史数据，快速获取衍生指标
数据。本文介绍如何创建指标回刷任务。

说明说明

衍生指标数据的生成日期为T+1日。

其中，T指物联网平台接收的设备原始数据的日期。

创建回刷任务创建回刷任务
1. 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实例概览实例概览页面，单击目标实例名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数据分析数据分析 > 数据资产数据资产，在用户指标用户指标页签，单击右上角指标任务指标任务。

3. 在指标任务指标任务 > 回刷实例回刷实例页签，单击新建回刷任务新建回刷任务。

6.4.5. 指标回刷6.4.5. 指标回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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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新建回刷任务新建回刷任务页面，完成参数配置，选择待回刷的指标。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选择回刷日期 默认结束时间为新建回刷任务的前一天，支持修改。日期范围最大可设置30天。

回刷下游指标

设置是否回刷该指标的下游指标。

说明说明

通过某指标衍生的所有指标，即为该指标的下游指标。

选中复选框：需要回刷下游指标。

清除复选框：仅回刷本指标。

5. 单击确认确认。

完成指标回刷任务创建后，在回刷实例页签，展示任务列表，显示回刷状态。

您可单击重跑重跑，再次回刷任务。

注意注意

指标回刷任务创建后，等待回刷状态至成功成功，然后您可根据业务需要，使用对应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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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可选）单击回刷任务对应的查看查看，在回刷详情页面，选择运行记录，查看运行日志。

查看周期实例查看周期实例
在周期实例周期实例页签，展示了指标周期性数据统计的列表。

您可单击回刷任务操作操作栏的查看查看，查看全部指标类型每个周期数据的统计信息：业务日期业务日期、最近一次提交最近一次提交
时间时间、最近一次结束时间最近一次结束时间、最近一次执行状态最近一次执行状态及运行日志运行日志等信息。

若周期实例状态为失败，可点击重跑重跑，重新执行周期实例。若连续失败，可点击查看查看，查看任务失败详情，
判断异常原因，更新指标配置，或提交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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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数据分析提供数据智能功能，协助您更好的解读设备数据，了解设备运行状况。

功能简介功能简介
算法实例

通过创建算法实例，来分析设备数据。使您能及时的掌控设备运行状态或者监测设备状况。

算法模板

物联网平台提供算法模板供您使用，您可以查看算法模版的详情信息，如：算法详细介绍、运行算法所需
数据，算法产出的数据等。

实例管理

您可以在算法实例页面，查看依据当前模版所生成的算法实例。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步骤步骤 说明说明

1. 咨询订阅算法模版。 具体操作，请参见咨询订阅。

2. 创建算法实例。

具体操作，请参见算法配置。3. 配置算法训练参数。

4. 配置算法运行参数。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步骤步骤 说明说明

1. 查看算法实例运行记录，维护算法数据产出。 具体操作，请参见实例运维。

2. 配置API导出算法运行结果。 具体操作，请参见数据API。

3. 配置可视化图表展示算法计算结果。 具体操作，请参见数据可视化。

7.数据智能7.数据智能
7.1. 概述7.1. 概述

7.2. 算法模板7.2. 算法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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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模板需要先咨询订阅后才可以使用，咨询订阅主要用于了解您的业务场景和对算法资源的需求量。本文
介绍如何订阅算法模板。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物联网平台控制台。

2. 在实例概览实例概览页面，找到对应的数据型实例，单击实例进入实例详情实例详情页面。

3.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数据分析 > 数据智能数据分析 > 数据智能。

4. 在算法模板算法模板页面，单击算法名称右侧的查看查看。

5. 在模板详情模板详情页面，单击右上角的咨询订阅咨询订阅。

6. 在咨询订阅咨询订阅页面，填写相关信息并提交。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应用场景 算法模板实际的应用场景。

姓名 您的姓名。

联系电话 您的联系电话，目前仅支持中国手机号码。

公司名称 您所在公司的名称。如果个人使用，可以填写为个人。

说明说明

提交后三个工作日内会有相关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

一次订阅咨询后，当前账号下所有数据型实例中均无需再次订阅，可直接创建算法实例。

本文介绍生产工艺改进算法模板，该算法可应用于聚乙烯生产过程追溯和分析等典型场景。

算法简介算法简介
生产工艺改进算法对生产过程中采集到的关键点位数据进行建模和分析，采用深度学习算法对历史数据进行
洞察和建模，将历史生产过程可视化，精准反映数据特征。

通过行业领先的多维度分析技术，精准还原生产过程，并为下一周期的生产提供生产控制限值，助力企业高
效生产，实现节能增效。

使用说明使用说明

输入数据输入数据

7.2.1. 咨询订阅7.2.1. 咨询订阅

7.2.2. 生产工艺改进7.2.2. 生产工艺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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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生产工艺改进算法所需要的数据，包括测点数据明细表和历史标准表。

测点数据明细表

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pos_name VARCHAR 测点名称。

pos_identifier VARCHAR 测点标识符。

client_datetime VARCHAR 数据上报时间。

value DOUBLE 测点数据。

timestamp_val BIGINT 数据上报时间戳（毫秒值）。

safe_up DOUBLE 安全上限。

safe_down DOUBLE 安全下限。

standard_up DOUBLE 标准上限。

standard_down DOUBLE 标准下限。

ds VARCHAR 测点数据的日期。

历史标准表：导入设备正常状态下的历史数据。

创建该模版的算法实例后，系统会自动生成一个API数据源，您可以调用数据分析的SDK向该数据源中写
入数据。该API数据源的名称为：  iot_smart_standard_history_ 前缀加算法实例编号，例如：

 iot_smart_standard_history_RF****2R 。

创建该模版的算法实例后，系统会同时创建实时管道任务用来支撑API数据源写入数据（请勿删除相关
任务）。该管道任务的名称为：  历史标准_ 前缀加算法实例编号，例如：  历史标准_RF****2R 。

物联网数据分析公共云合集··数据智能 物联网数据分析

88 > 文档版本：20220530



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pos_name VARCHAR 测点名称。

pos_identifier VARCHAR 测点标识符。

safe_up DOUBLE 历史安全上限。

safe_down DOUBLE 历史安全下限。

standard_up DOUBLE 历史标准上限。

standard_down DOUBLE 历史标准下限。

mm VARCHAR 数据月份。

输出数据输出数据
运行生产工艺改进算法产出的数据。

创建该模版的算法实例后，系统会自动生成对应的数据存储表来保存输出数据。您可在数据分析 > 数据数据分析 > 数据
资产 > 存储表资产 > 存储表中查看生成的数据存储表。该数据存储表名称为：输出数据格式名称加算法实例编号。例
如：  测点超安全明细表_RF****2R 。

创建该模版的算法实例后，系统会自动创建数据输出格式中所有表对应的SQL分析任务（请勿删除相关任
务）。您可在数据分析 > 分析洞察数据分析 > 分析洞察中查看。SQL分析任务名称为：输出数据格式名称加算法实例编号。
例如：  测点数据周期统计表_RF****2R 。

测点超安全明细表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pos_name VARCHAR 测点名称。

pos_identifier VARCHAR 测点标识符。

start_timestamp BIGINT 超安全开始时间（毫秒值）。

end_timestamp BIGINT 超安全结束时间（毫秒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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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_timestr VARCHAR 超安全开始时间。

end_timestr VARCHAR 超安全结束时间。

ds VARCHAR 日期。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测点超标准明细表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pos_name VARCHAR 测点名称。

pos_identifier VARCHAR 测点标识符。

start_timestamp BIGINT 超标准开始时间（毫秒值）。

end_timestamp BIGINT 超标准结束时间（毫秒值）。

start_timestr VARCHAR 超标准开始时间。

end_timestr VARCHAR 超标准结束时间。

ds VARCHAR 日期。

测点数据日维度统计表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pos_name VARCHAR 测点名称。

pos_identifier VARCHAR 测点标识符。

stat_date VARCHAR 数据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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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_up DOUBLE 安全上限。

safe_down DOUBLE 安全下限。

standard_up DOUBLE 标准上限。

standard_down DOUBLE 标准下限。

max_val DOUBLE 最大值。

min_val DOUBLE 最小值。

avg_value DOUBLE 平均值。

last_standard_up DOUBLE 上个周期标准上限。

last_standard_down DOUBLE 上个周期标准下限。

mm VARCHAR 统计周期月份。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测点数据周期统计表

说明说明

该算法推荐运行周期为月，运行周期配置参见算法实例章节。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pos_name VARCHAR 测点名称。

pos_identifier VARCHAR 测点标识符。

stat_date VARCHAR 数据日期。

standard_up DOUBLE 标准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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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_down DOUBLE 标准下限。

exceed_safe_times BIGINT 超安全次数。

exceed_standard_times BIGINT 超标准次数。

exceed_safe_minutes DOUBLE 超安全分钟数。

exceed_standard_minutes DOUBLE 超标准分钟数。

avg_value DOUBLE 平均值。

standard_change_status BIGINT
执行标准上下限是否改变，1：改
变；2：未改变。

new_standard_up DOUBLE 新的标准上限。

new_standard_down DOUBLE 新的标准下限。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设备异常检测算法采用智能时序算法，实时分析设备时序数据，准确感知设备异常现象。

算法简介算法简介
相较于传统运维方式，即人工定义固定阈值，设备异常检测算法通过历史数据建模，提取时序特征，动态地
计算上下限阈值边界，实时捕获异常并进行报警，提高设备运维效率和质量。

该算法对时序突变型异常具有良好的检测能力，它包括离线训练和在线推理两部分。

离线训练定期执行，如每日凌晨。通过调取最近14天的历史时序数据进行训练得到算法模型。

在线推理实时进行，通过调取最近2小时的数据作为算法输入，计算出当前的基线值和上下限置信区间。
如果当前值突破了置信区间，则说明当前值不符合历史趋势，出现了跳变，从而得到异常值。

使用说明使用说明

输入数据输入数据
运行设备异常检测算法所需要的数据。异常检测数据表，用来获取数据训练模型并对数据进行异常检测。

参数说明：

7.2.3. 设备异常检测7.2.3. 设备异常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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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val DOUBLE 待检测的数据。

ts BIGINT

数据产生的时间，使用

 Unix Timestamp 格式表示的微

秒值（16位）。

数据需要配合该模板的算法实例，创建算法实例后：

系统会自动生成一个API数据源，您可以调用数据分析的SDK向该数据源中写入数据。该API数据源的名称
为：  iot_abnormal_detection_ 前缀加算法实例编号，例如：  iot_abnormal_detection_RF****2R 。

系统会同时创建实时管道任务用来支撑API数据源写入数据（请勿删除相关任务）。该管道任务的名称
为：  异常检测数据表_ 前缀加算法实例编号，例如：  异常检测数据表_RF****2R 。

系统会自动创建一个模版SQL任务，便于您使用设备上报给云端的数据进行检测。该SQL任务的名称为：
 设备数据表_ 前缀加算法实例编号，例如：  设备数据表_RF****2R 。

输出数据输出数据
运行设备异常检测算法产出的数据。异常检测结果表，用来保存数据的检测结果。

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val DOUBLE 已检测的数据。

baseline_val DOUBLE 当前基线值。

ts BIGINT

被检测数据产生的时间，使用

 Unix Timestamp 表示的微秒值

（16位）。

is_abnormal BOOLEAN 是否是异常值。

数据需要配合该模板的算法实例，创建算法实例后：

系统会自动生成对应的数据存储表来保存输出数据。您可在数据分析 > 数据资产 > 存储表数据分析 > 数据资产 > 存储表中查看生成的
数据存储表。该数据存储表名称为：输出数据格式名称加算法实例编号。例如：
 异常检测结果表_RF****2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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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会自动创建数据输出格式中所有表对应的SQL分析任务（请勿删除相关任务）。您可在数据分析 > 分数据分析 > 分
析洞察析洞察中查看。SQL分析任务名称为：输出数据格式名称加算法实例编号。例如：
 异常检测结果表_RF****2R 。

算法实例是根据算法模板创建的具体实例，它将根据您的设置进行算法模型训练并提供推理服务，协助您更
好地解读设备数据，及时监测设备运行状态。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订阅算法模板。具体操作，请参见咨询订阅。

创建算法实例创建算法实例
1. 登录物联网平台控制台。

2. 在实例概览实例概览页面，找到对应的数据型实例，单击实例进入实例详情实例详情页面。

3.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数据分析 > 数据智能 > 数据分析 > 数据智能 > 算法实例算法实例。

4. 在算法实例算法实例页面，单击创建实例创建实例。

5.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算法实例的实例名称、描述实例名称、描述信息并选择算法模版算法模版。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实例名称
为算法实例设置一个方便您识别的名称。支持中文字符、英文字母、数字
和下划线（_），长度不超过30个字符，1个中文字符占2个字符位。

算法模板
选择需要创建算法实例的算法模板。如果算法模版列表为灰色，您需要先
订阅一个模版，具体操作，请参见咨询订阅。

描述
用于备注算法实例的背景信息，支持中文字符、英文字母、数字和下划线
（_），长度不超过500个字符，1个中文字符占2个字符位。

6. 单击确定确定，创建算法实例。创建实例预计需要花费3～5分钟。

7.3. 算法实例7.3. 算法实例
7.3.1. 算法配置7.3.1. 算法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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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实例创建完成后，系统会自动创建算法结果输出表，您可在数据分析 > 数据资产数据分析 > 数据资产中查看。表名称
为：算法模板的输入以及输出表名称加算法实例编号（当删除该算法实例时，数据表将会一并删除）。
如下图所示：

配置算法训练配置算法训练
算法训练是为了帮助算法模型了解当前设备的数据，使模型预测结果更加精准。

1. 在算法实例算法实例页面，找到已创建的算法实例，单击右侧操作栏的训练设置训练设置。

2. 在模型训练设置模型训练设置页面中设置训练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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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训练数据 用于训练算法模型的样本数据。

数据类型 用来区分数据表的来源（平台系统表、产品存储表、自定义存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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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存储表 具体用来作为算输入的表名

字段映射 配置算法输入表和算法输入字段之间的映射关系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3.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进入数据验证数据验证步骤。

4. 数据验证成功后，单击完成完成确认训练配置。

单击关闭关闭，取消训练配置。

步骤三：配置运行设置步骤三：配置运行设置
当状态为训练完成训练完成时，进行运行设置。

1. 在算法实例算法实例页面，找到已创建的算法实例，单击右侧操作栏的运行设置运行设置。

2. 在算法运行设置算法运行设置页面，设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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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推理数据 自动填充，为训练设置时使用的数据源表名称。

推理结果 自动填充，为算法实例计算结果输出表。

运行周期设置

算法运行的频率。

时间单位：

天：该算法每天运行。

小时：该算法每小时运行。

时间值：算法运行的次数，为正整数。

如上图所示，则该算法每小时运行一次。

3. 配置完成后，单击启动运行启动运行，算法实例会按照配置运行。

步骤四：查看算法实例配置（可选）步骤四：查看算法实例配置（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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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算法实例操作栏的查看查看，查看配置信息。如下图：

后续操作后续操作
实例运维

配置API数据源

创建和查看自定义存储表

算法实例配置完成后，您可以查看实例运行状态。如果因为资源不足造成任务运行失败，或者数据不完备造
成错误，您可以查看运行历史进行实例运维。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完成算法配置。

查看运行历史查看运行历史
1. 登录物联网平台控制台。

2. 在实例概览实例概览页面，找到对应的数据型实例，单击实例进入实例详情实例详情页面。

3.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数据分析 > 数据智能 > 算法实例数据分析 > 数据智能 > 算法实例。

4. 在算法实例算法实例页面，单击具体实例操作操作列的运行历史运行历史，查看运行历史列表。

7.3.2. 实例运维7.3.2. 实例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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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为算法实例的运行历史列表：

任务状态说明：

状态状态 说明说明

初始化 任务已提交，正在准备任务所需资源。

等待中 资源准备完毕，等待调度。

运行中 任务正在运行。

成功 任务运行成功，相关数据已经产出。

失败 任务运行失败，可点击查看，查看， 查询运行日志信息。

在操作列：

单击查看查看，展示周期任务本次运行的详细信息。

单击重跑重跑，重新执行实例的周期任务，原有数据将会被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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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物联网数据分析的可视化功能，您可根据不同数据来源，创建和管理工作簿。通过数据分析组件，为工
作簿制作丰富的数据分析报表，以助您更好地分析和处理数据。

数据可视化功能支持以不同的数据维度创建工作簿，并为工作簿创建报表，通过报表工作台，最终实现数据
的可视化。您可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数据分析数据分析 > 数据可视化数据可视化，进行数据可视化配置。

数据来源数据来源
您可管理数据来源，为数据可视化操作提供数据基础。

管理数据来源：从产品、设备、分组、空间、活动、物理表和存储表7个维度，管理数据来源。

产品、设备、分组、空间、活动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域管理。

存储表的更多信息，请参见配置数据存储。

物理表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创建物理表。

预览数据来源的数据：查看数据来源的基本信息，并预览最近的20条数据。

创建工作簿：可快速创建对应数据来源的工作簿，以生成数据分析报表。

工作簿工作簿
您可管理和查看工作簿，根据业务需要，创建指定数据来源的工作簿。

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工作簿。

报表报表
您可编辑和管理数据分析报表，实现对物联网数据的智能分析，从而洞察物联网数据价值。

编辑报表：在数据分析报表工作台，通过丰富多元的数据分析组件，编辑报表。更多信息，请参见组件配
置。

管理报表：修改报表的基本信息，并发布或公开制作的报表，分享和展示数据分析成果。更多信息，请参
见报表发布与查看。

8.使用数据8.使用数据
8.1. 数据可视化8.1. 数据可视化
8.1.1. 概述8.1.1. 概述

8.1.2. 创建物理表8.1.2. 创建物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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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企业版实例后，您可使用时序数据存储服务，将时序数据库中存储的物理表导入数据来源，用于后续数
据分析服务。本文介绍如何创建物理表。

使用说明使用说明
时序数据存储说明，请参见时序数据存储管理。

购买企业版实例说明，请参见购买物联网实例。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实例概览实例概览页面，单击目标实例名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数据分析数据分析 > 数据可视化数据可视化。

3. 在数据来源数据来源页签，单击物理表物理表后，再单击新建物理表新建物理表。

4. 在新建物理表新建物理表页面，单击左侧要新建物理表的数据源数据源的名称。

5. 在右侧列表找到目标物理表，单击操作栏新建物理表新建物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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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单击展开按钮 ，查看物理表的表结构。

6. 输入物理表名称，单击确认确认。

7.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数据分析数据分析 > 数据可视化数据可视化 > 数据来源数据来源，单击物理表物理表，然后单击目标数据集操作栏的查查
看看。在物理表详情页面，可单击属性后编辑图标，修改物理表名称和描述。

您可单击右上角新建工作簿新建工作簿，配置并生成数据报表。具体操作，请参见新建工作簿。

通过物联网数据分析的工作簿功能，您可在数据分析报表工作台配置数据分析组件，无需编写代码，快速完
成数据分析。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实例概览实例概览页面，单击目标实例名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数据分析数据分析 > 数据可视化数据可视化，单击工作簿工作簿。

3. 在工作簿工作簿页签，单击新建工作簿新建工作簿。

如果您想创建指定数据源的工作簿，也可在数据来源数据来源页签，找到待分析数据源，单击创建工作簿创建工作簿。

创建完成后，页面会自动跳转到数据分析报表工作台页面。

8.1.3. 数据分析报表配置8.1.3. 数据分析报表配置

8.1.3.1. 创建工作簿8.1.3.1. 创建工作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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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簿工作簿页签的列表中，会自动生成默认的工作簿。

4. （可选）在工作簿工作簿列表中，找到已创建的工作簿，支持以下操作。

操作操作 说明说明

编辑 进入数据分析报表工作台，编辑分析组件，完成数据分析配置。

属性 修改默认的工作簿名称和备注信息。

删除 删除当前工作簿及其下的报表。

工作台说明工作台说明

①画布

工作台最左侧是画布区域。

②右侧配置栏

类目类目 说明说明

数据 位于最右侧，用于添加待分析的数据。具体操作，请参见添加数据。

图表
位于画布右侧，上方罗列了组件，下方用于配置组件展示的字段、样式和加载的数据行数。

具体操作，请参见配置组件。

③顶部导航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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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目类目 说明说明

上次保存于 展示数据分析报表最近一次保存时间。

报表编辑过程中或编辑完成后，单击此按钮，预览当前已配置的报表数据。

单击此按钮，将已配置完成的报表发布到云端。

单击此按钮，手动保存当前配置。

发布报表后，单击此按钮，设置报表权限及其有效期，通过生成的链接，用户可访问
此报表。

单击此按钮，设置报表的主题。

单击此按钮，查看数据洞察的更多详细信息。

更多信息，请参见报表发布与查看。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配置数据和组件

创建工作簿后，您可在打开的数据分析报表工作台，添加数据，配置组件字段和样式，完成数据分析报表配
置。

添加数据来源添加数据来源

说明说明

如果是从数据集数据集创建工作簿，数据分析报表工作台的数据数据模块会自动匹配添加相应数据项。

1. 单击页面最右侧数据数据栏的新增新增。

2. 在新增数据来源新增数据来源对话框，单击左侧指标域，然后在右侧选择目标数据，单击确认确认。

3. （可选）在数据列表中，单击目标数据右侧的管理按钮 。

单击查看详情查看详情，可跳转到对应的数据集详情页面，查看数据信息。

单击从从工作簿删除数据集工作簿删除数据集，删除当前不需要分析的数据。

4. 在数据列表中，单击待分析数据。

8.1.3.2. 配置数据和组件8.1.3.2. 配置数据和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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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栏下方显示从已选数据中自动解析的原始指标和衍生指标。

说明说明

如果指标还未汇总过数据，则显示无数据集字段无数据集字段。

配置组件配置组件
1. 在数据分析报表工作台右侧的图表列表中，拖拽数据分析所需的组件到左侧画布。

2. 配置所选组件的字段字段、样式样式和分析分析。具体操作，请参见各组件的配置文档，例如指示卡。

通用操作通用操作
在画布中，选中目标组件，支持以下操作。

复制：支持在同一报表工作台按  Ctrl+V 键，粘贴复制的组件。

删除：删除当前报表中不需要的组件。

本文介绍指标卡的详细配置方法。您可使用指标卡，展示设备原始指标数据或衍生指标数据。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创建待分析数据集的工作簿。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工作簿。

步骤一：配置字段步骤一：配置字段
1. 在数据分析报表工作台，从图表图表栏，拖拽指标卡指标卡组件到左侧画布。

2. 在数据栏下方，选择数据的指标类型。

原始：表示原始指标数据。

日：表示衍生指标数据。

3. 从最右侧数据数据栏下方，拖拽字段到图表图表栏字段字段页签的数值数值配置框中。

注意注意

所选字段必须是相同指标类型的数值型字段。最多支持添加200个字段。

8.1.4. 组件配置8.1.4. 组件配置

8.1.4.1. 指标卡8.1.4.1. 指标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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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将指针移动到已添加字段上，单击 ，删除该字段。

4. （可选）在指标卡筛选器指标卡筛选器框中，单击新建筛选器新建筛选器，配置过滤条件，指定组件只显示满足特定条件的数
据。

您可在名称名称文本框中修改筛选器名称；单击添加或条件添加或条件或添加且条件添加且条件，可添加多个筛选条件。下图以
时间型配置为例，将业务时间业务时间的日（yyyymmdd）日（yyyymmdd）作为筛选字段。

说明说明

系统会根据业务数据生产的时间格式，自动衍生对应的时间维度。

5. （可选）在字段字段下数值数值框中，将鼠标指针移动到字段上方，单击右侧的向下按钮 ，支持以下操作。

操作项操作项 说明说明

重命名 修改该字段显示的名称。

数据展示格式
设置数值以整数、小数、百分比或自定义格式显示。

例如以百分比显示，原始值为  12.34 ，换算后为  12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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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
可选：求和（默认值）、平均数、计数、最大值、最小值、去重计数。

字段后会显示已设置的聚合方式。

操作项操作项 说明说明

步骤二：配置样式步骤二：配置样式
在图表栏下方的样式样式页签，配置展示样式。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图表标题 设置是否可编辑标题及其内容。

图表说明 设置是否可编辑图表说明，及说明内容。默认不显示。

样式 设置指标卡每行可显示指标个数。取值范围为1~10个。

步骤三：配置分析限制步骤三：配置分析限制
在图表栏下方的分析分析页签，配置数据加载分析的最大行数，取值范围为10~999999行。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报表发布与查看

该组件用于展示有所属关系的原始指标或衍生指标数据。下文介绍组件的详细配置方法。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完成组件待分析数据集的工作簿创建。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工作簿。

步骤一：配置字段步骤一：配置字段
1. 在数据分析报表工作台，从图表图表栏，拖拽主副指主副指标卡标卡组件到左侧画布。

2. 在数据栏下方，选择数据的指标类型。

原始：表示原始指标数据。

8.1.4.2. 主副指标卡8.1.4.2. 主副指标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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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表示衍生指标数据。

3. 从最右侧数据数据栏下方，拖拽字段到图表图表栏字段字段页签的配置框中，完成组件展示数据的配置。

注意注意

所选字段必须是相同指标类型的数据。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主指标
添加数值型字段，展示对应字段的数据。

主指标仅支持添加一个字段。
副指标

筛选
添加时间型、字符型或数值型字段，配置过滤条件，展示特定数据。详细内容请参见指标
卡的配置字段。

4. （可选）在字段字段下主副指标框中，将鼠标指针移动到字段上方，单击右侧的向下按钮 ，支持以下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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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项操作项 说明说明

重命名 修改该字段显示的名称。

数据展示格式
设置数值以整数、小数、百分比或自定义格式显示。

例如以百分比显示，原始值为  12.34 ，换算后为  1234% 。

聚合
可选：求和（默认值）、平均数、计数、最大值、最小值、去重计数。

字段后会显示已设置的聚合方式。

步骤二：配置样式步骤二：配置样式
在图表栏下方的样式样式页签，配置展示样式。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图表标题 设置是否可编辑标题，及其内容。

图表说明 设置是否可编辑图表说明，及说明内容。默认不显示。

步骤三：配置分析限制步骤三：配置分析限制
在图表栏下方的分析分析页签，配置数据加载分析的最大行数，取值范围为10~999999行。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报表发布与查看

该组件以时间作为X轴，使用折线或曲线展示一条或多条数据的变化趋势，方便您分析数据的变动情况。下
文介绍组件的详细配置方法。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完成组件待分析数据集的工作簿创建。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工作簿。

8.1.4.3. 折线图8.1.4.3. 折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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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一：配置字段步骤一：配置字段
1. 在数据分析报表工作台，从图表图表栏，拖拽折线图折线图组件到左侧画布。

2. 在数据栏下方，选择数据的指标类型。

原始：表示原始指标数据。

日：表示衍生指标数据。

3. 从最右侧数据数据栏下方，拖拽字段到图表图表栏字段字段页签的配置框中，完成组件展示数据的配置。

注意注意

所选字段必须是相同指标类型的数据。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X轴

添加时间型字段到X轴框，数值型字段到Y轴框，展示数值型字段随时间的变化趋势。

可选择字符型字段到拆分框，以该字段下数据项维度，拆分出多条数据进行展示。

X轴和拆分仅支持添加一个字段，Y轴可添加多个字段。

Y轴

拆分

筛选
添加时间型或数值型字段，配置过滤条件，展示特定数据。详细内容请参见指标卡的配置
字段。

4. （可选）在字段字段下非筛选框中，将鼠标指针移动到字段上方，单击右侧的向下按钮 ，支持以下操作。

操作项操作项 说明说明

重命名 修改该字段显示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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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

可选不排序不排序 、升序升序 、降序降序 。

说明说明

仅业务时间业务时间 下的各时间型字段支持该功能。

数据展示格式

设置数值以整数、小数、百分比或自定义格式显示。

例如以百分比显示，原始值为  12.34 ，换算后为  1234% 。

说明说明

仅数值型字段支持该功能。

聚合

可选：求和（默认值）、平均数、计数、最大值、最小值、去重计数。

字段后会显示已设置的聚合方式。

说明说明

仅数值型字段支持该功能。

操作项操作项 说明说明

步骤二：配置样式步骤二：配置样式
在图表栏下方的样式样式页签，配置展示样式。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图表标题 设置是否显示标题，及标题名称。

图表说明 设置是否显示图表说明，及说明内容。默认不显示。

X轴 设置X、Y轴标题内容，及Y轴的最大、最小值。

说明说明

最大和最小值表示展示数据的范围。默认根据数据自动解析展示。Y轴

样式 设置折线图是否为平滑曲线、是否显示数据标签、是否为阶梯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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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配置分析限制步骤三：配置分析限制
在图表栏下方的分析分析页签，配置数据加载分析的最大行数，取值范围为10~999999行。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报表发布与查看

该组件以时间作为X轴，使用柱状形式展示一条或多条数据变动趋势，方便您分析数据的变动情况。下文介
绍组件的详细配置方法。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完成组件待分析数据集的工作簿创建。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工作簿。

步骤一：配置字段步骤一：配置字段
1. 在数据分析报表工作台，从图表图表栏，拖拽柱状图柱状图组件到左侧画布。

2. 在数据栏下方，选择数据的指标类型。

原始：表示原始指标数据。

日：表示衍生指标数据。

3. 从最右侧数据数据栏下方，拖拽字段到图表图表栏字段字段页签的配置框中，完成组件展示数据的配置。

注意注意

所选字段必须是相同指标类型的数据。

8.1.4.4. 柱状图8.1.4.4. 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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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X轴

添加时间型字段到X轴框，数值型字段到Y轴框，展示数值型字段随时间的变化趋势。

可选择字符型字段到拆分框，以该字段下数据项维度，拆分出多条数据进行展示。

X轴和拆分仅支持添加一个字段，Y轴可添加多个字段。

Y轴

拆分

筛选
添加时间型或数值型字段，配置过滤条件，展示特定数据。详细内容请参见指标卡的配置
字段。

4. （可选）在字段字段下非筛选框中，将鼠标指针移动到字段上方，单击右侧的向下按钮 ，支持以下操作。

操作项操作项 说明说明

重命名 修改该字段显示的名称。

排序

可选不排序不排序 、升序升序 、降序降序 。

说明说明

仅业务时间业务时间 下的各时间型字段支持该功能。

数据展示格式

设置数值以整数、小数、百分比或自定义格式显示。

例如以百分比显示，原始值为  12.34 ，换算后为  1234% 。

说明说明

仅数值型字段支持该功能。

聚合

可选：求和（默认值）、平均数、计数、最大值、最小值、去重计数。

字段后会显示已设置的聚合方式。

说明说明

仅数值型字段支持该功能。

步骤二：配置样式步骤二：配置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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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表栏下方的样式样式页签，配置展示样式。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图表标题 设置是否显示标题，及标题名称。

图表说明 设置是否显示图表说明，及说明内容。默认不显示。

X轴 设置X、Y轴标题内容，及Y轴的最大、最小值。

说明说明

最大和最小值表示展示数据的范围。默认根据数据自动解析展示。Y轴

样式 设置柱状图是否显示数据标签。

步骤三：配置分析限制步骤三：配置分析限制
在图表栏下方的分析分析页签，配置数据加载分析的最大行数，取值范围为10~999999行。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报表发布与查看

该组件以时间作为X轴，使用柱状（左Y轴）和折线（右Y轴）形式展示多条数据的变化趋势，方便您分析比
较数据的变动情况。下文介绍组件的详细配置方法。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完成组件待分析数据集的工作簿创建。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工作簿。

步骤一：配置字段步骤一：配置字段
1. 在数据分析报表工作台，从图表图表栏，拖拽双轴图双轴图组件到左侧画布。

2. 在数据栏下方，选择数据的指标类型。

原始：表示原始指标数据。

日：表示衍生指标数据。

8.1.4.5. 双轴图8.1.4.5. 双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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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最右侧数据数据栏下方，拖拽字段到图表图表栏字段字段页签的配置框中，完成指标卡展示数据的配置。

注意注意

所选字段必须是相同指标类型的数据。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X轴

添加时间型字段到X轴框，数值型字段到左、右Y轴框，展示数值型字段随时间的变化趋
势。

X轴仅支持添加一个字段，Y轴可添加多个字段。

左Y轴

右Y轴

左右Y轴拆分
可选择字符型字段到该框，以该字段下数据项维度，拆分出多条数据进行展示。

拆分框仅支持添加一个字段。

筛选
添加时间型或数值型字段，配置过滤条件，展示特定数据。详细内容请参见指标卡的配置
字段。

4. （可选）在字段字段下非筛选框中，将鼠标指针移动到字段上方，单击右侧的向下按钮 ，支持以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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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项操作项 说明说明

重命名 修改该字段显示的名称。

排序

可选不排序不排序 、升序升序 、降序降序 。

说明说明

仅业务时间业务时间 下的各时间型字段支持该功能。

数据展示格式

设置数值以整数、小数、百分比或自定义格式显示。

例如以百分比显示，原始值为  12.34 ，换算后为  1234% 。

说明说明

仅数值型字段支持该功能。

聚合

可选：求和（默认值）、平均数、计数、最大值、最小值、去重计数。

字段后会显示已设置的聚合方式。

说明说明

仅数值型字段支持该功能。

步骤二：配置样式步骤二：配置样式
在图表栏下方的样式样式页签，配置展示样式。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图表标题 设置是否显示标题，及标题名称。

图表说明 设置是否显示图表说明，及说明内容。默认不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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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轴 设置X、左Y轴、右Y轴标题内容，及左、右Y轴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说明说明

最大和最小值表示展示数据的范围。默认根据数据自动解析展示。

左Y轴

右Y轴

折线样式 设置右Y轴折线图是否为平滑曲线、是否显示数据标签。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步骤三：配置分析限制步骤三：配置分析限制
在图表栏下方的分析分析页签，配置数据加载分析的最大行数，取值范围为10~999999行。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报表发布与查看

该组件以时间作为Y轴，使用条状形式展示一条或多条数据变动趋势，方便您分析数据的变动情况。下文介
绍组件的详细配置方法。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完成组件待分析数据集的工作簿创建。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工作簿。

步骤一：配置字段步骤一：配置字段
1. 在数据分析报表工作台，从图表图表栏，拖拽条形图条形图组件到左侧画布。

2. 在数据栏下方，选择数据的指标类型。

原始：表示原始指标数据。

日：表示衍生指标数据。

3. 从最右侧数据数据栏下方，拖拽字段到图表图表栏字段字段页签的配置框中，完成组件展示数据的配置。

注意注意

所选字段必须是相同指标类型的数据。

8.1.4.6. 条形图8.1.4.6. 条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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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X轴

添加数值型字段到X轴框，时间型字段到Y轴框，展示数值型字段随时间的变化趋势。

可选择字符型字段到拆分框，以该字段下数据，拆分出多条折线进行展示。

Y轴和拆分仅支持添加一个字段，X轴可添加多个字段

Y轴

拆分

筛选
添加时间型或数值型字段，配置过滤条件，展示特定数据。更多信息，请参见指标卡的配
置字段。

4. （可选）在字段字段下非筛选框中，将鼠标指针移动到字段上方，单击右侧的向下按钮 ，支持以下操作。

操作项操作项 说明说明

重命名 修改该字段显示的名称。

排序

可选不排序不排序 、升序升序 、降序降序 。

说明说明

仅业务时间业务时间 下的各时间型字段支持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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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展示格式

设置数值以整数、小数、百分比或自定义格式显示。

例如以百分比显示，原始值为  12.34 ，换算后为  1234% 。

说明说明

仅数值型字段支持该功能。

聚合

可选：求和（默认值）、平均数、计数、最大值、最小值、去重计数。

字段后会显示已设置的聚合方式。

说明说明

仅数值型字段支持该功能。

操作项操作项 说明说明

步骤二：配置样式步骤二：配置样式
在图表栏下方的样式样式页签，配置展示样式。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图表标题 设置是否显示标题，及标题名称。

图表说明 设置是否显示图表说明，及说明内容。默认不显示。

X轴 设置X、Y轴标题内容，及X轴的最大、最小值。

说明说明

最大和最小值表示展示数据的范围。默认根据数据自动解析展示。Y轴

样式 设置条形图是否显示数据标签。

步骤三：配置分析限制步骤三：配置分析限制
在图表栏下方的分析分析页签，配置数据加载分析的最大行数，取值范围为10~999999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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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报表发布与查看

该组件以时间作为X轴，使用散点形式展示一条或多条数据变动趋势，方便您分析数据的变动情况。下文介
绍组件的详细配置方法。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完成组件待分析数据集的工作簿创建。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工作簿。

步骤一：配置字段步骤一：配置字段
1. 在数据分析报表工作台，从图表图表栏，拖拽散点图散点图组件到左侧画布。

2. 在数据栏下方，选择数据的指标类型。

原始：表示原始指标数据。

日：表示衍生指标数据。

3. 从最右侧数据数据栏下方，拖拽字段到图表图表栏字段字段页签的配置框中，完成组件展示数据的配置。

注意注意

所选字段必须是相同指标类型的数据。

8.1.4.7. 散点图8.1.4.7. 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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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X轴

添加时间型字段到X轴框，数值型字段到Y轴框，展示数值型字段随时间的变化趋势。

可选择字符型字段到拆分框，以该字段下数据项维度，拆分出多条数据进行展示。

X轴和拆分仅支持添加一个字段，Y轴可添加多个字段。

Y轴

拆分

筛选
添加时间型或数值型字段，配置过滤条件，展示特定数据。详细内容请参见指标卡的配置
字段。

4. （可选）在字段字段下非筛选框中，将鼠标指针移动到字段上方，单击右侧的向下按钮 ，支持以下操作。

操作项操作项 说明说明

重命名 修改该字段显示的名称。

排序

可选不排序不排序 、升序升序 、降序降序 。

说明说明

仅业务时间业务时间 下的各时间型字段支持该功能。

数据展示格式

设置数值以整数、小数、百分比或自定义格式显示。

例如以百分比显示，原始值为  12.34 ，换算后为  1234% 。

说明说明

仅数值型字段支持该功能。

聚合

可选：求和（默认值）、平均数、计数、最大值、最小值、去重计数。

字段后会显示已设置的聚合方式。

说明说明

仅数值型字段支持该功能。

步骤二：配置样式步骤二：配置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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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表栏下方的样式样式页签，配置展示样式。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图表标题 设置是否显示标题，及标题名称。

图表说明 设置是否显示图表说明，及说明内容。默认不显示。

X轴 设置X、Y轴标题内容，及Y轴的最大、最小值。

说明说明

最大和最小值表示展示数据的范围。默认根据数据自动解析展示。Y轴

散点尺寸 设置散点图中圆点的直径。

步骤三：配置分析限制步骤三：配置分析限制
在图表栏下方的分析分析页签，配置数据加载分析的最大行数，取值范围为10~999999行。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报表发布与查看

该组件以比率或数值型刻度形式展示数值型数据。例如以百分比形式展示锅炉当前供能使用状态。下文介绍
组件的详细配置方法。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完成组件待分析数据集的工作簿创建。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工作簿。

步骤一：配置字段步骤一：配置字段
1. 在数据分析报表工作台，从图表图表栏，拖拽仪表盘仪表盘组件到左侧画布。

2. 在数据栏下方，选择数据的指标类型。

8.1.4.8. 仪表盘8.1.4.8. 仪表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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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说明

仪表盘组件不支持展示原始指标数据，此处选择日日。

原始：表示原始指标数据。

日：表示衍生指标数据。

3. 从最右侧数据数据栏下方，拖拽字段到图表图表栏字段字段页签的配置框中，完成组件展示数据的配置。

注意注意

所选字段必须是相同指标类型的数据。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数值 添加数值型字段到数值数值 框。组件展示对应数字。

目标值
设置仪表盘的目标值，也是仪表盘的最大值。

如果组件刻度类型为比率，百分比数会按照  （数值/⽬标值）×100 计算。

筛选
添加时间型或数值型字段，配置过滤条件，展示特定数据。详细内容请参见指标卡的配置
字段。

4. （可选）在字段字段下数值数值框中，将鼠标指针移动到字段上方，单击右侧的向下按钮 ，支持以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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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项操作项 说明说明

重命名 修改该字段显示的名称。

数据展示格式
设置数值以整数、小数、百分比或自定义格式显示。

例如以百分比显示，原始值为  12.34 ，换算后为  1234% 。

聚合
可选：求和（默认值）、平均数、计数、最大值、最小值、去重计数。

字段后会显示已设置的聚合方式。

步骤二：配置样式步骤二：配置样式
在图表栏下方的样式样式页签，配置展示样式。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图表标题 设置是否显示标题，及标题名称。

图表说明 设置是否显示图表说明，及说明内容。默认不显示。

刻度设置

设置刻度类型、是否显示比率标签及其文本。

说明说明

仪表盘刻度最小值为0。比率比率 表示数值单位为百分比，数值数值 不显示单位。

步骤三：配置分析限制步骤三：配置分析限制
在图表栏下方的分析分析页签，配置数据加载分析的最大行数，取值范围为10~999999行。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报表发布与查看

8.1.4.9. 表格8.1.4.9. 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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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组件以表格形式展示数据。下文介绍组件的详细配置方法。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完成组件待分析数据集的工作簿创建。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工作簿。

步骤一：配置字段步骤一：配置字段
1. 在数据分析报表工作台，从图表图表栏，拖拽表格表格组件到左侧画布。

2. 在数据栏下方，选择数据的指标类型。

原始：表示原始指标数据。

日：表示衍生指标数据。

3. 从最右侧数据数据栏下方，拖拽字段到图表图表栏字段字段页签的配置框中，完成组件展示数据的配置。

注意注意

所选字段必须是相同指标类型的数据。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列头
表格以所选字段名称作为列头，展示对应数据。

支持最多添加200个字段。

筛选
添加时间型、文本型或数值型字段，配置过滤条件，展示特定数据。详细内容请参见指标
卡的配置字段。

4. （可选）在字段字段下非筛选框中，将鼠标指针移动到字段上方，单击右侧的向下按钮 ，支持以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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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项操作项 说明说明

重命名 修改该字段显示的名称。

排序

可选不排序不排序 、升序升序 、降序降序 。

说明说明

仅业务时间业务时间 下的各时间型字段支持该功能。

数据展示格式

设置数值以整数、小数、百分比或自定义格式显示。

例如以百分比显示，原始值为  12.34 ，换算后为  1234% 。

说明说明

仅数值型字段支持该功能。

聚合

可选：求和（默认值）、平均数、计数、最大值、最小值、去重计数。

字段后会显示已设置的聚合方式。

说明说明

仅数值型字段支持该功能。

步骤二：配置样式步骤二：配置样式
在图表栏下方的样式样式页签，配置展示样式。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图表标题 设置是否显示标题，及标题名称。

图表说明 设置是否显示图表说明，及说明内容。默认不显示。

分页
设置表格每页最多展示的数据行数。

仅支持设置10行/页10行/页 、15行/页15行/页 、30行/页30行/页 。

步骤三：配置分析限制步骤三：配置分析限制
在图表栏下方的分析分析页签，配置数据加载分析的最大行数，取值范围为10~999999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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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报表发布与查看

物联网数据分析通过工作簿生成数据分析报表，实现对物联网数据的智能分析，从而洞察物联网数据价值。
本文介绍如何发布和查看数据分析报表。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完成数据分析组件配置。详细内容请参见各组件文档。

发布与公开发布与公开
1. 进入数据分析报表工作台。

i. 登录物联网平台控制台。

ii. 在实例概览实例概览页面，找到对应的数据型实例。

iii.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数据分析数据分析 > 数据可视化数据可视化后，单击报表报表。

iv. 在报表报表页签，单击操作操作栏的编辑编辑，进入数据分析报表工作台数据分析报表工作台。

2. 在数据分析报表工作台数据分析报表工作台，单击右上角的预览预览，查看数据展示和样式。

3. 单击页面右上角的发布发布，单击确认确认。

发布完成后，可前往数据洞察的报表报表页签查看生成的报表。

4. （可选）单击右上角公开公开，设置截止时间和是否生成新链接，单击公开公开。

公开后，您可复制报表链接分享给他人。对方通过点击链接可直接访问该报表。

取消公开或到达截止时间，报表链接失效。

8.1.5. 报表发布与查看8.1.5. 报表发布与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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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报表管理报表
1. 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左侧导航栏，选择数据分析数据分析 > 数据可视化数据可视化，单击报表报表。

2. 在报表报表页签，可在操作栏单击以下操作。

操作操作 说明说明

编辑 进入数据分析报表工作台，编辑分析组件，完成数据分析配置。

预览 预览数据分析报表展示的数据和样式。

查看线上报表 查看已发布到线上的数据报表。

更多>修改信息 修改默认的报表名称和备注信息。

更多>发布

发布新编辑或更新修改后的报表。

说明说明

已发布报表，未做任何修改时，不支持重复发布。

更多>公开 公开或取消公开报表数据。

8.2. 数据API8.2. 数据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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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调用数据服务下的基础服务API或新建自定义服务API，以获取所需数据，实现服务器与物联网平台的系
统级对接。通过数据服务平台，您还可运维和监控API的使用情况。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基础服务API：分为设备原始数据API和系统指标数据API，您可直接调用来获取数据。更多信息，请参
见基础服务API。

自定义服务API：您可根据业务需要，新建自定义服务API，创建好的自定义服务API可以调用来获取数
据。具体操作，请参见自定义服务API。

调用示例调用示例
Java SDK调用示例

Python SDK调用示例

Node.js SDK调用示例

基础服务API分为设备原始数据API和系统指标数据API，系统指标数据API由系统预置，可以直接查看并调
用。当产品中有设备上报数据时，将生成设备原始数据API，您可以调用该API获取对应数据。本文介绍如何
查看基础服务API。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查看设备原始数据API，需已创建产品和设备，并备份。具体操作，请参见数据存储备份。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物联网平台控制台。

2. 在实例概览实例概览页面，找到对应的数据型实例，单击实例进入实例详情实例详情页面。

3.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数据分析数据分析 >  > 数据API数据API。

4. 在基础服务API基础服务API页面，查看设备原始数据API和系统指标数据API。

设备原始数据API

当产品中有设备上报数据时，将生成设备原始数据API。您可以调用该API查看指定产品中设备上报的
历史数据。

API名称为  ${productName}原始数据查询 ，  ${productName} 为产品名称。

API Path为  /${productKey}/rawDate/get ，  ${productKey} 为产品的唯一标识。

如下图所示：

8.2.1. 概述8.2.1. 概述

8.2.2. 基础服务API8.2.2. 基础服务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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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指标数据API

您可以调用该API来查看实例中所有设备的运行情况。已预置的系统指标数据API，如下表所示。您也
可实例化系统指标表，生成更多的系统指标数据API。具体操作，请参见生成系统指标数据API。

API名称 API Path 说明

任意时间段内每小时
设备数量相关统计

/iot-060a****/system/query/hourly_slot_dev_cnt_stat
统计实例中每小时在
线设备的数量。

任意时间段内每小时
设备上报事件数统计

/iot-
060a****/system/query/hourly_slot_dev_event_cnt_st
at

统计实例中每小时设
备上报的事件数量。

任意时间段内每日设
备上报事件数统计

/iot-
060a****/system/query/daily_slot_dev_event_cnt_stat

统计每日设备上报的
事件数量。

任意时间段内每小时
设备连接次数统计

/iot-
060a****/system/query/hourly_slot_dev_connect_cnt_
stat

统计每小时设备的连
接次数。

任意时间段内每小时
设备在线时长统计

/iot-
060a****/system/query/hourly_slot_dev_online_time_s
tat

统计每小时设备的在
线时长。

任意时间段内每日设
备上下行消息统计

/iot-
060a****/system/query/daily_slot_dev_fee_msg_stat

统计每日设备的上下
行消息。

任意时间段内每日设
备连接次数统计

/iot-
060a****/system/query/daily_slot_dev_connect_cnt_st
at

统计每日设备的连接
次数。

任意时间段内每小时
设备上下行消息统计

/iot-
060a****/system/query/hourly_slot_dev_fee_msg_sta
t

统计每小时设备的上
下行消息。

任意一日设备SDK版
本分布排行

/iot-060a****/system/query/1d_dev_cnt_sdk_dist
查询任意一日设备的
SDK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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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时间段内每日设
备在线时长统计

/iot-
060a****/system/query/daily_slot_dev_online_time_st
at

统计每日设备的在线
时长。

历史至今设备SDK版
本分布排行

/iot-060a****/system/query/hist_dev_cnt_sdk_dist
查询设备历史至今的
SDK版本。

历史至今设备连网协
议分布排行

/iot-
060a****/system/query/hist_dev_cnt_connect_protoc
ol_dist

查询设备历史至今的
连网协议。

任意一日设备连网协
议分布排行

/iot-
060a****/system/query/1d_dev_cnt_connect_protocol
_dist

查询任意一日设备的
连网协议。

任意一日设备连网方
式分布排行

/iot-
060a****/system/query/1d_dev_cnt_connect_mode_di
st

查询任意一日设备的
连网方式。

历史至今设备连网方
式分布排行

/iot-
060a****/system/query/hist_dev_cnt_connect_mode_
dist

查询设备历史至今的
连网方式。

历史至今设备品类分
布排行

/iot-
060a****/system/query/hist_dev_cnt_category_dist

查询设备历史至今的
种类。

任意一日设备品类分
布排行

/iot-
060a****/system/query/1d_dev_cnt_category_dist

查询设备任意一日的
种类。

历史至今设备省份区
域分布排行

/iot-
060a****/system/query/hist_dev_cnt_district_dist_rank

查询设备历史至今的
省份区域。

任意一日设备区域分
布排行

/iot-
060a****/system/query/1d_dev_cnt_district_dist_rank

查询设备任意一日的
省份区域。

历史至今地区设备数
统计

/iot-
060a****/system/query/hist_dev_cnt_district_dist_det
ail

查询设备历史至今的
地区数量。

任意1日地区设备数
统计

/iot-
060a****/system/query/1d_dev_cnt_district_dist_detai
l

查询任意一日设备的
地区数量。

历史至今设备数量相
关统计

/iot-060a****/system/query/hist_dev_cnt_stat
统计历史至今设备的
数量。

任意时间段内每日设
备数量相关统计

/iot-060a****/system/query/slot_1d_dev_cnt_stat
统计每日设备的数
量。

API名称 API Path 说明

说明 说明 单击对应API右侧的查看查看，可以查看API的基础信息基础信息、API监控API监控和参数参数。更多信息，请参
见管理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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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使用系统预置的基础服务API外，您还可以根据业务需要，新建自定义服务API。本文介绍如何创建自定
义服务API。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创建数据源相关的指标和存储表，具体信息，请参见指标概述。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物联网平台控制台。

2. 在实例概览实例概览页面，找到对应的数据型实例，单击实例进入实例详情实例详情页面。

3.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数据分析数据分析 >  > 数据API数据API。

4. 在API列表API列表，单击自定义服务API自定义服务API页签，然后单击新建API新建API。

5. 在新建API新建API页面，完成API基本信息API基本信息的配置，然后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8.2.3. 自定义服务API8.2.3. 自定义服务API

物联网数据分析 物联网数据分析公共云合集··使用数据

> 文档版本：20220530 133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88664.html#topic-1956793
http://iot.console.aliyun.com/


参数 描述

API名称 输入API名称。支持中文、英文字母、数字、下划线（_）。长度不超过30个字符。

API Path

输入API路径。作为API资源标识符，实例下具有唯一性。调用API时，请求参数
中apiPath的值与之对应。以正斜线（/）开头，支持英文字母、数字、下划线
（_）、正斜线（/），长度不超过128个字符。例如：  pk/temperatureMax 。

注意 注意 API发布后，API Path不支持修改。

API标签
输入标签内容后，按回车键，生成标签。

使用标签功能，为API自定义标识，以便灵活管理API。一个API最多可添加5个标签。

API描述 输入API的描述，说明API的功能等信息。

返回类型 调用API后，返回数据的格式，固定为JSON。

6. 在配置参数并测试配置参数并测试页面，完成以下配置。

类别 配置项 说明

数据源

指标
指标是用于衡量事物发展程度的单位或方法，也常被称作度量。更多
信息，请参见什么是指标。

存储表
存储表是通过数据管道或SQL分析任务，输出的自定义存储表。更多
信息，请参见数据存储表。

数据集

完成数据源配置后，自动显示所选的数据来源。单击预览数据预览数据 ，可跳
转至该数据来源的详情页。

说明 说明 仅选择数据源为指标域时展示该配置项。

数据范围

选择API的数据范围。

衍生指标：基于原始指标、原始定义、衍生定义，经过求和、计算
平均数等汇总计算方式得到的数据。

衍生定义：以原始定义为基础，并应用到子实体上的原始定义指标
的衍生。

衍生指标和定义相关的名词解释，请参见名词解释。

说明 说明 仅选择数据源为指标域时展示该配置项。

物联网数据分析公共云合集··使用数据 物联网数据分析

134 > 文档版本：20220530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88665.html#topic-1957567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306245.html#task-2108257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88649.html#topic-586389


配置参数

请求参数

单击添加参数添加参数 ，将所选数据来源的指标，添加到API的请求参数。仅
支持系统字段及自定义存储表的主键字段。

添加的参数需包括绑定字段、参数名、参数类型、操作符、必选、示
例值、参数描述。

注意 注意 参数类型为数值型时，操作符不支持  LIKE 。

返回参数

单击添加参数添加参数 ，将所选数据来源的指标，添加到API的返回参数。

添加的参数需包括优先级、绑定字段、参数名、参数类型、用于排
序、示例值、参数描述。

说明说明

用于排序是指对查询获取的数据根据该字段的值进行排
序（升序或降序），排序后再返回查询结果。

在返回参数里，一个指标仅能被配置成一个参数。

排序方式

选择参数的排列顺序。

升序（默认）：参数以升序排列。

降序：参数以降序排列。

高级设置

开启返回结果分页

选择是否开启返回结果分页。

不开启：仅可查看100条以内的返回结果。

开启：可分页查看所有返回结果。开启后，自动增加以下公共参
数：

pageNum：分页的页码。

pageSize：每页显示结果的条数，最大值为100。

超时报错设置
调用API的请求超过8000毫秒时，返回超时报错。不支持修改该参
数。

类别 配置项 说明

完成上述配置后，在测试API测试API区域内，输入请求参数的测试值后，单击开始测试开始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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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在返回示例返回示例页签查看返回的示例数据，也可单击请求详情请求详情查看发起请求后的具体信息。

7. 单击发布发布。

注意注意

发布API前，需确保该API已通过测试。

仅单击保存保存的API，显示状态为未上线。

未完成配置的API，可单击对应的编辑编辑，完成配置后发布上线。

仅可删除未上线和已下线的API，删除后7天内可提交工单，申请恢复。

在发布成功发布成功页面，单击再次新建再次新建，可创建多个自定义API；单击去列表查看去列表查看，可查看已创建的API。

后续操作后续操作
已创建的自定义服务API可以调用来获取数据。具体操作，请参见管理与使用。

本文介绍如何管理并使用基础服务API以及自定义服务API。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如果需要管理和使用基础服务API，需确保已创建产品和设备，并完成备份。具体操作，请参见数据存储
备份。

如果管理和使用自定义服务API，需确保已创建产品和设备，并完成备份。具体操作，请参见自定义服务
API。

8.2.4. 管理与使用8.2.4. 管理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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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物联网平台控制台。

2. 在实例概览实例概览页面，找到对应的数据型实例，单击实例进入实例详情实例详情页面。

3.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数据分析数据分析 >  > 数据API数据API。

4. 在数据API数据API页面的API列表，单击基础服务API基础服务API或自定义服务API自定义服务API页签，找到要查看的API，再单击对应
API操作操作列的查看查看。

5. 在API详情页的右上角，选择版本号，查看对应版本的API详情。

在API运维API运维页签，您可查看API的使用情况。

单击API测试API测试，您可测试API。

根据API的详情信息，您可在自己的服务器集成并调用对应API，获取相关数据，以充分利用数据资
产。

注意 注意 单个阿里云账号调用数据分析API的每秒请求数（QPS）最大限制为5。

您可以调用ListAnalyt icsData，根据业务需要，获取指定API的数据。

如果您使用阿里云提供的SDK，可根据您的开发语言，参考以下调用示例：

Java SDK调用示例

Python SDK调用示例

Node.js SDK调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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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不使用阿里云提供的SDK，开发时则需注意以下公共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传 示例值 描述

apiPath String 是
pk/temperatur
eMax

API路径。

iotInstanceI
d

String 是
iot-cn-
npk1u******

实例ID。更多信息，请参见物联网平台
实例相关问题。

pageNum Integer
开启分页时
必传

10 分页的页码。

pageSize Integer
开启分页时
必传

100 每页显示结果的条数，最大值为100。

在API详情页，您可以查看API的返回参数。以下是API的公共返回参数。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unt Long 3 符合查询条件的记录总条数。

HasNext Boolean false

符合条件的数据是否有下一页。

true：是

false：否

PageNum Integer 1 分页的页码。

PageSize Integer 100 每页显示结果的最大条数。

ResultJson String

[{\"testCode\":\
"TBB186\",\"tes
tLevel\":5,\"test
WorkYears\":3,\
"testName\":\"
王五\"},
{\"testCode\":\"
TBB1314\",\"tes
tLevel\":2,\"test
WorkYears\":4,\
"testName\":\"
李四\"},
{\"testCode\":\"
TBB8888\",\"tes
tLevel\":2,\"test
WorkYears\":5,\
"testName\":\"
熊大\"}]"

符合条件的数据详情。

8.2.5. Java SDK调用示例8.2.5. Java SDK调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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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使用阿里云提供的Java SDK，来调用数据服务的API，从而更便捷地获取指定数据。您可添加包含Maven
依赖的SDK，也可下载安装包到本地直接安装。本文以调用基础API为例，介绍Java SDK调用API的方法及示
例。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开通数据分析功能，更多信息，请参见管理与使用。

安装SDK安装SDK
1. 安装Java开发环境。

您可以从Java 官方网站下载，并按说明安装Java开发环境。

2. 安装IoT Java SDK。

i. 访问Apache Maven 官网下载Maven软件。

ii. 安装IoT Java SDK。

        <dependency>
            <groupId>com.aliyun</groupId>
            <artifactId>tea-openapi</artifactId>
            <version>0.0.11</version>
        </dependency>
        <dependency>
            <groupId>com.aliyun</groupId>
            <artifactId>iot20180120</artifactId>
            <version>1.1.0</version>
        </dependency>
        <!--以下依赖为⾮必须项，只为下⽂⽰例代码中JSON序列化输出结果使⽤-->
        <dependency>    
            <groupId>com.alibaba</groupId>
            <artifactId>fastjson</artifactId>
             <version>1.2.61</version>
        </dependency>

发起调用发起调用
以下为调用数据服务数据服务下基础API历史至今设备数量相关统计的示例代码。您可参照参数说明，修改对应代
码，调用指定的API。

注意 注意 单个阿里云账号调用数据分析API的每秒请求数（QPS）最大限制为5。

import com.alibaba.fastjson.JSON;
import com.aliyun.iot20180120.Client;
import com.aliyun.iot20180120.models.*;
import com.aliyun.teaopenapi.models.Config;
public class JavaDemo {
    /**
     * 使⽤AccessKey ID和AccessKey Secret初始化账号Client
     * @param accessKeyId
     * @param accessKeySecret
     * @return Client
     * @throws Exception
     */
    public static Client createClient(String accessKeyId, String accessKeySecret) throws 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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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static Client createClient(String accessKeyId, String accessKeySecret) throws Ex
ception {
        Config config = new Config();
        config.setAccessKeyId(accessKeyId);
        config.setAccessKeySecret(accessKeySecret);
        // 您的接⼊域名
        config.setEndpoint("iot.cn-shanghai.aliyuncs.com");
        return new Client(config);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_) throws Exception {
        // 您的AccessKey ID和AccessKey Secret
        Client client = JavaDemo.createClient("LTAI4FyDFmKN************", "WF3onkl8cq3cTyVW
8n************"));
        ListAnalyticsDataRequest request = new ListAnalyticsDataRequest();
        // 您的API Path
        request.setApiPath("/iot-cn-npk1v******/system/query/hist_dev_cnt_stat");
        // 您的API所在实例ID
        request.setIotInstanceId("iot-cn-npk1v******");
        //分⻚参数：⻚号
        request.setPageNum(1);
        //分⻚参数：⻚⼤⼩
        request.setPageSize(100);
        List<ListAnalyticsDataRequest.ListAnalyticsDataRequestCondition> conditions = new A
rrayList<>();
        //您的业务相关的请求参数。Condition的配置说明，请参⻅下⽂的相关说明。
        ListAnalyticsDataRequest.ListAnalyticsDataRequestCondition condition = new ListAnal
yticsDataRequest
                .ListAnalyticsDataRequestCondition();
        condition.setFieldName("__instance_id__");
        condition.setOperate("=");
        condition.setValue("iot-public");
        conditions.add(condition);
        ListAnalyticsDataRequest.ListAnalyticsDataRequestCondition condition1 = new ListAna
lyticsDataRequest
                .ListAnalyticsDataRequestCondition();
        condition1.setFieldName("entityId");
        condition1.setOperate("=");
        condition1.setValue("all");
        conditions.add(condition1);
        ListAnalyticsDataRequest.ListAnalyticsDataRequestCondition condition2 = new ListAna
lyticsDataRequest
                .ListAnalyticsDataRequestCondition();
        condition2.setFieldName("statDate");
        condition2.setOperate("=");
        condition2.setValue("20210221");
        conditions.add(condition2);
        request.setCondition(conditions);
        ListAnalyticsDataResponse listAnalyticsDataResponse = client.listAnalyticsData(requ
est);
        System.out.println(JSON.toJSONString(listAnalyticsDataResponse));    
  }
}

系统请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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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
传

示例值 描述

accessKeyId String 是
LTAI4FyDFmKN**
**********

登录物联网平台控制台，将鼠标移至账号头像上，
然后单击AccessKey管理AccessKey管理 ，获取AccessKey ID和
AccessKey Secret。

说明 说明 如果使用RAM用户，您需授予该
RAM用户管理物联网平台的权限
（AliyunIOTFullAccess），否则将连接失败。
授权方法请参见授权RAM用户访问物联网平
台。

accessKeySe
cret

String 是
WF3onkl8cq3cTy
VW8n************

Endpoint String 是
iot.cn-
shanghai.aliyunc
s.com

调用云服务的接入地址。物联网平台的接入地址格
式：  iot.${RegionId}.aliyuncs.com 。其
中，变量${RegionId}需替换为您的物联网平台服务
的地域代码。阿里云地域代码，请参见地域和可用
区。

接入地址示例：

华东2（上海）：  iot.cn-shanghai.aliyunc
s.com 
新加坡：  iot.ap-southeast-1.aliyuncs.c
om 
美国（硅谷）：  iot.us-west-1.aliyuncs.c
om 
日本（东京）：  iot.ap-northeast-1.aliyu
ncs.com 
德国（法兰克福）：  iot.eu-central-1.ali
yuncs.com 

apiPath String 是

/iot-cn-
npk1v******/syst
em/query/hist_d
ev_cnt_stat

API路径。在数据服务数据服务 的API列表下，单击API对应
的查看查看 ，进入API详情页，可查看API Path的值。更
多信息，请参见操作步骤。

iotInstanceId String 是
iot-cn-
npk1u******

API所在的实例ID。

pageNum
Intege
r

开启分
页时必
传

10 分页的页码。

pageSize
Intege
r

开启分
页时必
传

100 每页显示结果的条数，最大值为100。

业务相关的请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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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
必传

说明 相关代码

FieldNam
e

String 是 请求参数名称。
 condition.setFieldNam
e("entityId");

Operate String 是

请求参数对应的操作符。可选：

 = ：指定请求参数为特定值。

 BETWEEN ：指定请求参数为特定范
围。

 IN ：指定请求参数为多个值。

 != ：指定请求参数不可为特定值。

 condition.setOperate(
"=");

Value String 否

请求参数的赋值。

注意 注意 当操作符为非  BETWEEN
 时，该参数必传。

 condition.setValue("a
ll");

BetweenS
tart

String 否

请求参数表示范围时的起始值。

注意 注意 当操作符
为  BETWEEN 时，该参数必传。

 condition.setBetweenS
tart("0");

BetweenE
nd

String 否

请求参数表示范围时的终止值。

注意 注意 当操作符
为  BETWEEN 时，该参数必传。

condition.setBetweenEn
d("100");

一个请求参数对应一个  condition 。在API详情页，查看API的请求参数，您可配置指定数量的  condit
ion 。关于如何查看API请求参数的信息，请参见操作步骤。

本文示例代码中，该API有3个请求参数__instance_id__、entityId、statDate分别对应  condition  、  
condition 1 、  condition 2 。

运行结果运行结果
成功：

在对应API的详情页，您可查看返回参数的详细说明。具体操作，请参见管理与使用。

以下示例为调用API成功后的结果，即：从2021年2月21日起至调用API时，公共实例下的设备数量相关统
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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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dy": {
        "data": {
            "hasNext": false,
            "pageNum": 1,
            "pageSize": 100,
            "resultJson": "[{\"statDate\":\"20210221\",\"actDevCnt\":2942,\"onlineDevCntC
ompare\":0.00,\"livelyDevCntCompare\":8.99,\"livelyDevCnt\":1527,\"onlineDevRate\":23.08,
\"crtDevCnt\":169025,\"livelyDevRate\":51.90,\"crtDevCntCompare\":0.08,\"onlineDevCnt\":6
79,\"actDevRate\":1.74,\"actDevCntCompare\":4.55}]"
        },
        "requestId": "6B78B8DB-EBDB-4451-BE30-893714******",
        "success": true
    },
    "headers": {
        "access-control-allow-origin": "*",
        "date": "Mon, 15 Mar 2021 07:24:01 GMT",
        "content-length": "425",
        "access-control-max-age": "172800",
        "x-acs-request-id": "6B78B8DB-EBDB-4451-BE30-893714******",
        "access-control-allow-headers": "X-Requested-With, X-Sequence, _aop_secret, _aop_
signature",
        "connection": "keep-alive",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charset=utf-8",
        "access-control-allow-methods": "POST, GET, OPTIONS"
    }
}

失败：

通过调用失败结果中的错误码，您可了解失败的原因。关于错误码更多信息，请参见错误码。

以下示例为调用API失败后的结果，即：参数  __instance_idd__ 为无效的请求参数，将其更正为  __in
stance_id__ 后，重新发起调用。

您可使用阿里云提供的Python SDK，来调用数据服务的API，从而更便捷地获取指定数据。本文以调用基础
API为例，介绍Java SDK调用API的方法及示例。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开通数据分析功能，更多信息，请参见管理与使用。

安装SDK安装SDK
1. 安装Python开发环境。

访问Python官网，下载Python安装包，并完成安装。目前，Python SDK支持Python的2.7.x和3.x版
本。

2. 安装Python的包管理工具pip。（如果您已安装pip，请忽略此步骤。）

8.2.6. Python SDK调用示例8.2.6. Python SDK调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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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 pip 官网，下载pip安装包，并完成安装。

3. 以管理员权限执行以下命令，安装IoT Python SDK。

以管理员权限执以下命令，安装IoT Python SDK。请参见最新版aliyun-python-sdk-iot信息。

sudo pip install aliyun-python-sdk-core
sudo pip install alibabacloud-iot20180120==2.2.0

4. 将IoT Python SDK相关文件引入Python文件。

from alibabacloud_iot20180120.client import Client
from alibabacloud_iot20180120.models import ListAnalyticsDataRequest, ListAnalyticsData
RequestCondition
from alibabacloud_tea_openapi.models import Config

发起调用发起调用
以下为调用数据服务数据服务下基础API历史至今设备数量相关统计的示例代码。您可参照参数说明，修改对应代
码，调用指定的API。

注意 注意 单个阿里云账号调用数据分析API的每秒请求数（QPS）最大限制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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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alibabacloud_iot20180120.client import Client
from alibabacloud_iot20180120.models import ListAnalyticsDataRequest, ListAnalyticsDataRequ
estCondition
from alibabacloud_tea_openapi.models import Config
config = Config(
    access_key_id='LTAI4FyDFmKN************',
    access_key_secret='WF3onkl8cq3cTyVW8n************',
    region_id='cn-shanghai'
)
client = Client(config)
request = ListAnalyticsDataRequest()
#您的API Path
request.api_path = '/iot-cn-npk1v******/system/query/hist_dev_cnt_stat'
#您的API所在的实例ID
request.iot_instance_id = 'iot-cn-npk1v******'
#分⻚参数：⻚号
request.page_num = 1
#分⻚参数：⻚⼤⼩
request.page_size = 100
#您的业务相关的请求参数。Condition的配置说明，请参⻅下⽂的相关说明。
conditions = []
condition = ListAnalyticsDataRequestCondition("__instance_id__")
condition.operate = '='
condition.value = 'iot-public'
conditions.append(condition)
condition1 = ListAnalyticsDataRequestCondition("entityId")
condition1.operate = '='
condition1.value = 'all'
conditions.append(condition1)
condition2 = ListAnalyticsDataRequestCondition("statDate")
condition2.operate = '='
condition2.value = '20210221'
conditions.append(condition2)
request.condition = conditions
response = client.list_analytics_data(request)
print(response.body.data)

系统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
传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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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ss_key_i
d

String 是
LTAI4FyDFmKN**
**********

登录物联网平台控制台，将鼠标移至账号头像上，
然后单击AccessKey管理AccessKey管理 ，获取AccessKey ID和
AccessKey Secret。

说明 说明 如果使用RAM用户，您需授予该
RAM用户管理物联网平台的权限
（AliyunIOTFullAccess），否则将连接失败。
授权方法请参见授权RAM用户访问物联网平
台。access_key_

secret
String 是

WF3onkl8cq3cTy
VW8n************

region_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api_path String 是

/iot-cn-
npk1v******/syst
em/query/hist_d
ev_cnt_stat

API路径。在数据服务数据服务 的API列表下，单击API对应
的查看查看 ，进入API详情页，可查看API Path的值。更
多信息，请参见操作步骤。

page_num
Intege
r

开启分
页时必
传

1 分页的页码。

page_size
Intege
r

开启分
页时必
传

100 每页显示结果的条数，最大值为100。

iot_instance
_id

String 是
iot-cn-
npk1u******

API所在的实例ID。

名称 类型
是否必
传

示例值 描述

业务相关的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
必传

说明 相关代码

ListAnalyt
icsDataRe
questCon
dition

String 是 请求参数名称。

condition = 
ListAnayticsDataReques
tCondition("__instance
_id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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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e String 是

请求参数对应的操作符。可选：

 = ：指定请求参数为特定值。

 BETWEEN ：指定请求参数为特定范
围。

 IN ：指定请求参数为多个值。

 != ：指定请求参数不可为特定值。

condition.operate = 
'='

value String 否

请求参数的赋值。

注意 注意 当操作符为非  BETWEEN
 时，该参数必传。

condition.value = 
'iot-public'

between_
start

String 否

请求参数表示范围时的起始值。

注意 注意 当操作符
为  BETWEEN 时，该参数必传。

condition.between_star
t = '0'

between_
end

String 否

请求参数表示范围时的终止值。

注意 注意 当操作符
为  BETWEEN 时，该参数必传。

condition.between_end 
= '1000'

名称 类型
是否
必传

说明 相关代码

一个请求参数对应一个  condition 。在API详情页，查看API的请求参数，您可配置指定数量的  condit
ion 。关于如何查看API请求参数的信息，请参见操作步骤。

本文示例代码中，该API有3个请求参数__instance_id__、entityId、statDate分别对应  condition  、  
condition 1 、  condition 2 。

运行结果运行结果
成功：

在对应API的详情页，您可查看返回参数的详细说明。具体操作，请参见管理与使用。

以下示例为调用API成功后的结果，即：从2021年2月21日起至调用API时，公共实例下的设备数量相关统
计情况。

{'HasNext': False, 'ResultJson': '[{"statDate":"20210221","actDevCnt":2942,"onlineDevCntC
ompare":0.00,"livelyDevCntCompare":8.99,"livelyDevCnt":1527,"onlineDevRate":23.08,"crtDev
Cnt":169025,"livelyDevRate":51.90,"crtDevCntCompare":0.08,"onlineDevCnt":679,"actDevRate"
:1.74,"actDevCntCompare":4.55}]', 'PageNum': 1, 'PageSize': 100}

失败：

通过调用失败结果中的错误码，您可了解失败的原因。关于错误码更多信息，请参见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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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示例为调用API失败后的结果，即：参数  __instance_idd__ 为无效的请求参数，将其更正为  __in
stance_id__ 后，重新发起调用。

您可使用阿里云提供的Node.js SDK，来调用数据服务的API，从而更便捷地获取指定数据。本文以调用基础
API为例，介绍Node.js SDK调用API的方法及示例。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开通数据分析功能，更多信息，请参见管理与使用。

安装SDK安装SDK
1. 登录Node.js官方网站，按照说明安装Node.js开发环境。

2. 执行以下命令，安装阿里云OpenAPI SDK。

npm install @alicloud/openapi-client
npm install @alicloud/iot20180120

发起调用发起调用
以下为调用数据服务数据服务下基础API历史至今设备数量相关统计的示例代码。您可参照参数说明，修改对应代
码，调用指定的API。

注意 注意 单个阿里云账号调用数据分析API的每秒请求数（QPS）最大限制为5。

8.2.7. Node.js SDK调用示例8.2.7. Node.js SDK调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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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 Config = require('@alicloud/openapi-client').Config;
const ListAnalyticsDataRequest = require('@alicloud/iot20180120').ListAnalyticsDataRequest;
const IotClient = require('@alicloud/iot20180120');
const ListAnalyticsDataRequestCondition = require('@alicloud/iot20180120/dist/client').List
AnalyticsDataRequestCondition;
// 创建客⼾端
const config = new Config();
config.endpoint = "iot.cn-shanghai.aliyuncs.com";
config.accessKeyId = "LTAI4FyDFmKN************";
config.accessKeySecret = "WF3onkl8cq3cTyVW8n************";
config.regionId = "cn-shanghai";
async function main() {
    const client = new IotClient.default(config);
    // 创建请求对象
    const listAnalyticsDataRequest = new ListAnalyticsDataRequest();
    // 您的API Path
    listAnalyticsDataRequest.apiPath = '/iot-cn-npk1v******/system/query/hist_dev_cnt_stat'
    // 分⻚参数：⻚号
    listAnalyticsDataRequest.pageNum = 1;
    // 分⻚参数：⻚⼤⼩
    listAnalyticsDataRequest.pageSize = 100;
    // 您的API所在的实例id
    listAnalyticsDataRequest.iotInstanceId = 'iot-cn-npk1v******' 
    //您的API业务相关的请求参数。Condition的配置说明，请参⻅下⽂的相关说明。
    const conditions = [];
    const condition = new ListAnalyticsDataRequestCondition();
    condition.operate = '=';
    condition.fieldName = '__instance_id__';
    condition.value = 'iot-public'
    conditions.push(condition)
    const condition1 = new ListAnalyticsDataRequestCondition();
    condition1.operate = '=';
    condition1.fieldName = 'entityId';
    condition1.value = 'all'
    conditions.push(condition1)
    const condition2 = new ListAnalyticsDataRequestCondition();
    condition2.operate = '=';
    condition2.fieldName = 'statDate';
    condition2.value = '20210221'
    conditions.push(condition2)
    listAnalyticsDataRequest.condition = conditions;
    try {
        const response = await client.listAnalyticsData(listAnalyticsDataRequest)
        console.log(response)
    } catch (ex) {
        console.log(ex);
    }
}
main();

系统请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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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
传

示例值 描述

endpoint String 是
iot.cn-
shanghai.aliyunc
s.com

accessKeyId String 是
LTAI4FyDFmKN**
**********

登录物联网平台控制台，将鼠标移至账号头像上，
然后单击AccessKey管理AccessKey管理 ，获取AccessKey ID和
AccessKey Secret。

说明 说明 如果使用RAM用户，您需授予该
RAM用户管理物联网平台的权限
（AliyunIOTFullAccess），否则将连接失败。
授权方法请参见授权RAM用户访问物联网平
台。

accessKeySe
cret

String 是
WF3onkl8cq3cTy
VW8n************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apiPath String 是

/iot-cn-
npk1v******/syst
em/query/hist_d
ev_cnt_stat

API路径。在数据服务数据服务 的API列表下，单击API对应
的查看查看 ，进入API详情页，可查看API Path的值。更
多信息，请参见操作步骤。

pageNum
Intege
r

开启分
页时必
传

1 分页的页码。

pageSize
Intege
r

开启分
页时必
传

100 每页显示结果的条数，最大值为100。

iotInstanceId String 是
iot-cn-
npk1u******

API所在的实例ID。

业务相关的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
必传

说明 相关代码

fieldNam
e

String 是 请求参数名称。
 condition.fieldName = 
'__instance_id__';

operate String 是

请求参数对应的操作符。可选：

 = ：指定请求参数为特定值。

 BETWEEN ：指定请求参数为特定范
围。

 IN ：指定请求参数为多个值。

 != ：指定请求参数不可为特定值。

 condition.operat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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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String 否

请求参数的赋值。

注意 注意 当操作符为非  BETWEEN
 时，该参数必传。

 condition.value = 
'iot-public';

between
Start

String 否

请求参数表示范围时的起始值。

注意 注意 当操作符
为  BETWEEN 时，该参数必传。

 condition.betweenStar
t = '0';

betweenE
nd

String 否

请求参数表示范围时的终止值。

注意 注意 当操作符
为  BETWEEN 时，该参数必传。

 condition.betweenEnd 
= '1000';

名称 类型
是否
必传

说明 相关代码

一个请求参数对应一个  condition 。在API详情页，查看API的请求参数，您可配置指定数量的  condit
ion 。关于如何查看API请求参数的信息，请参见操作步骤。

本文示例代码中，该API有3个请求参数__instance_id__、entityId、statDate分别对应  condition  、  
condition 1 、  condition 2 。

运行结果运行结果
成功：

在对应API的详情页，您可查看返回参数的详细说明。具体操作，请参见管理与使用。

以下示例为调用API成功后的结果，即：从2021年2月21日起至调用API时，公共实例下的设备数量相关统
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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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AnalyticsDataResponse {
  headers: {
    date: 'Mon, 15 Mar 2021 10:40:58 GMT',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charset=utf-8',
    'content-length': '425',
    connection: 'keep-alive',
    'access-control-allow-origin': '*',
    'access-control-allow-methods': 'POST, GET, OPTIONS',
    'access-control-allow-headers': 'X-Requested-With, X-Sequence, _aop_secret, _aop_sign
ature',
    'access-control-max-age': '172800',
    'x-acs-request-id': 'F278FA13-11E6-42BC-9883-3566AC******'
  },
  body: ListAnalyticsDataResponseBody {
    requestId: 'F278FA13-11E6-42BC-9883-3566AC******',
    success: true,
    data: ListAnalyticsDataResponseBodyData {
      hasNext: false,
      resultJson: '[{"statDate":"20210221","actDevCnt":2942,"onlineDevCntCompare":0.00,"l
ivelyDevCntCompare":8.99,"livelyDevCnt":1527,"onlineDevRate":23.08,"crtDevCnt":169025,"li
velyDevRate":51.90,"crtDevCntCompare":0.08,"onlineDevCnt":679,"actDevRate":1.74,"actDevCn
tCompare":4.55}]',
      pageNum: 1,
      pageSize: 100
    }
  }
}

失败：

通过调用失败结果中的错误码，您可了解失败的原因。关于错误码更多信息，请参见错误码。

以下示例为调用API失败后的结果，即：参数  __instance_idd__ 为无效的请求参数，将其更正为  __in
stance_id__ 后，重新发起调用。

调用物联网数据分析的数据服务API时，您可能会收到物联网返回的错误信息。本文介绍常见的错误码及其
含义。

调用API出错时，请根据返回的错误信息修复问题，然后重新发起调用。关于如何查看API请求参数的信息，
请参见操作步骤。

若未能解决问题，您可提交工单反馈问题。

说明 说明 工单中请提供请求的requestId和返回的错误码。

8.2.8. 错误码8.2.8. 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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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错误信息 说明 备注

401 lost of user info:%s

用户信息缺失。其中，  %s 为缺失的用
户信息。

请补全账号信息后，再发起请求。具体操
作，请参见RAM用户概览。

无

460 invalid parameter:%s

参数无效。其中，  %s 为无效的参数。

在所属API详情页，检查请求参数
与  %s 是否一致，再发起请求。具体操
作，请参见操作步骤。

52002 insuficient auth:%s

权限不足。其中，  %s 为权限的名称。

accessKeyId和accessKeySecret对应账号
的权限不足。请添加权限后，再发起请
求。具体操作，请参见授权RAM用户访问
物联网平台。

52007 field name mismatch

字段名称不匹配。

请检查fieldName的值与所属API请求参数
名是否匹配后，再发起请求。

52009 field value type mismatch

字段值类型不匹配。

请检查value值的类型与所属API请求参数
值的类型是否匹配后，再发起请求。

52016 operation not supported

操作符不支持。

请检查operate的值与所属API请求参数的
操作符是否匹配后，再发起请求。

52003 source data does not exi 源数据不存在。

系统异常，请
提交工单。

52001 source storage does not exis 源储存不存在。

52033 data query t imeout 查询数据超时。

52034 db query failed  db 查询失败。

52035 db query failed  db 查询失败。

52036 db query failed  db 查询失败。

500 data query error 数据查询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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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升设备管理、监控运维效率，您可以使用物联网平台的数据罗盘功能，可享受设备的全局总览、设备
统计、异常诊断、设备工况服务。您通过全局总览的信息，可一站式跨实例查看海量设备统计信息，多视角
地分析设备。

说明说明

数据罗盘中，除实时统计外，其他均采用T+1方式，统计并展示已登录阿里云账号下所有实例中
设备相关信息。

数据罗盘不统计已删除设备的数据。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购买数据型实例，具体操作，请参见购买物联网实例。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物联网平台控制台。

2. 在实例概览实例概览页面，找到对应的数据型实例，单击实例进入实例详情实例详情页面。

3.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数据罗盘数据罗盘 >  > 全局总览全局总览。

4. 在概览统计概览统计页签，选择实例，查看数据。

数据类型 说明

9.数据罗盘9.数据罗盘
9.1. 全局总览9.1. 全局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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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设备数 查看所选实例下，指定日期（任意1日、7日、30日或全部）内设备全生命
周期（创建、激活、在线、活跃）的总数，以及环比增长或下降比率。

说明说明

在线设备数仅统计指定时间内在线累计超过6小时的设备数
据。

活跃设备数仅统计指定时间内有过消息通信的设备数据。

激活设备数

在线设备数

活跃设备数

数据趋势
查看各生命周期的设备总数变化趋势，从海量设备中轻松发现异常情况，
以及时定位并确认异常，降低损失。

多维分析
查看各生命周期的设备空间、品类、连网方式、连接协议、设备状态、
SDK版本分布，多维度地掌握设备情况。更多信息，请参见产品品类、连
网方式、接入网关协议、管理设备、下载设备端SDK。

数据类型 说明

5. 在实时统计实时统计页签，选择实例，实时查看7日内的实例容量、在线设备数、实时消息上下行TPS、实时规
则引擎TPS，以实时掌握设备动态。

更多信息，请参见通信方式概述、云产品流转概述。

说明 说明 实时统计的数据可能存在少量时延，具体请以页面右上角的更新时间更新时间为准。

单击折线图中的展示指标，可有针对性地查看任意一种数据趋势。

相关文档相关文档
设备统计

异常诊断

设备工况

当您需要了解具体实例中的产品设备在各阶段的指标、趋势变化和区域分布时，可使用数据罗盘的设备统计
服务，从多视角分析和管理设备。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9.2. 设备统计9.2. 设备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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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购买数据型实例，具体操作，请参见购买物联网实例。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物联网平台控制台。

2. 在实例概览实例概览页面，找到对应的数据型实例，单击实例进入实例详情实例详情页面。

3.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数据罗盘数据罗盘 >  > 设备统计设备统计。

4. 在创建数据创建数据、激活数据激活数据、在线数据在线数据、活跃数据活跃数据页签，选择实例、产品和日期后，查看数据。

数据类型 说明

创建设备数 查看具体实例下所选产品，指定日期（任意1日、7日、30日或全部）内设
备全生命周期（创建、激活、在线、活跃）的总数，以及环比增长或下降
比率。

说明说明

在线设备数仅统计指定时间内在线累计超过6小时的设备数
据。

活跃设备数仅统计指定时间内有过消息通信的设备数据。

激活设备数

在线设备数

活跃设备数

数据趋势
查看各生命周期的设备总数变化趋势，从海量设备中轻松发现异常情况，
以及时定位并确认异常，降低损失。

多维分析
查看各生命周期的设备空间、品类、连网方式、连接协议、设备状态、
SDK版本分布，多维度地掌握设备情况。更多信息，请参见产品品类、连
网方式、接入网关协议、管理设备、下载设备端SDK。

5. 在区域分布区域分布页签，选择实例，查看指定产品下设备的对应数据 。

地区分布地区分布：

您可选择从省份省份和城市城市维度分别查看设备地区分布，单击地图右侧排行按钮 ，可查看历史累计

活跃设备数省级（市级）排名前10的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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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分布明细地区分布明细：

您可单击下载数据下载数据按钮，下载CSV格式的设备分布明细表。

当您的设备状态或通信出现异常时，可使用数据罗盘的异常诊断服务，查看对应设备异常检测结果，快速精
准定位异常，降低设备异常带来的损失，更高效地优化设备管理。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购买数据型实例，具体操作，请参见购买物联网实例。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物联网平台控制台。

2. 在实例概览实例概览页面，找到对应的数据型实例，单击实例进入实例详情实例详情页面。

3.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数据罗盘数据罗盘 >  > 异常诊断异常诊断。

4. 在异常诊断异常诊断页面，选择实例和日期。

5. 在设备异常设备异常列表，单击异常项对应的查看查看。

6. 在设备异常详情设备异常详情页面，查看设备在线数、消息上（下）行TPS数、在线时长、消息时延等是否存在异
常。

通过基础信息基础信息、指标监控指标监控、影响因素影响因素，确认设备的异常诊断信息，例如异常发生的时间、具体的数
据、所属设备、影响因素等。

9.3. 异常诊断9.3. 异常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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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通过下图中同期当日设备的在线数，比昨日急剧下降，您可发现实例iot-oxs******的在线设备数
出现异常。

当您需了解指定实例、产品、设备的工作情况时，可使用数据罗盘的设备工况服务，掌握设备事件类型，从
而更好地管理设备、定位设备异常，提高工作效率。

说明说明

数据罗盘中，除实时统计外，其他均采用T+1方式，统计并展示已登录阿里云账号下所有实例中
设备相关信息。

数据罗盘不统计已删除设备的数据。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购买数据型实例，具体操作，请参见购买物联网实例。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物联网平台控制台。

2. 在实例概览实例概览页面，找到对应的数据型实例，单击实例进入实例详情实例详情页面。

3.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数据罗盘数据罗盘 >  > 设备工况设备工况。

4. 在整体分析整体分析页签，选择实例和产品，查看指定时间范围（任意1日、7日、30日、全部）内的所选设备
的工况指标的最大、最小、平均值。工况指标包括在线时长、消息上（下）行TPS数、消息上（下）行
TPS量、连接次数。

通过各工况的指标卡和折线图，从整体上分析设备工况。

9.4. 设备工况9.4. 设备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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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单设备分析单设备分析页签，选择实例、产品和设备，直接查看对应日期范围内的单设备工况。

通过对比折线图中的两条折线（分别对应该设备的工况与其产品下所有设备平均工况），分析该设备是
否异常。

6. 在事件分析事件分析页签，选择实例和产品，查看指定设备在不同日期范围内的各类事件（故障、警告、信息）
次数及其趋势变化。

关于事件的更多信息，请参见设备属性、事件、服务。

在事件列表事件列表区域，单击下载数据下载数据，下载CSV格式的事件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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