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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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实践··通用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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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时关灯服务适用于学生宿舍场景。在一个学生宿舍，每晚22点向智能灯发送关灯指令， 随后查询灯的状
态，并将灯的状态发送到宿舍管理员钉钉群中，告知是否关灯成功。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完成创建项目（例如：Project）。具体操作，请参见项目。

创建产品与设备创建产品与设备
1. 登录物联网应用开发控制台，在页面左上角选择对应实例后，在左侧导航栏单击项目管理项目管理。

您也可登录物联网平台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增值服务增值服务，单击选购增值服务选购增值服务中的前往查看服务前往查看服务，
在增值服务中心增值服务中心，单击IoT  St udioIoT  St udio区域的立即试用立即试用，进入IoT Studio控制台。

2. 单击项目Project卡片，进入项目详情主页主页，单击左侧导航栏的产品产品。

3. 单击创建产品创建产品，配置参数并单击确认确认，如图所示。

有关产品及其物模型定义的具体操作，请参见产品。

本案例创建产品：智能灯，产品所属分类选择智能生活/电工照明/灯智能生活/电工照明/灯，物联网平台已为该类型产品预
定义了布尔值开关属性LightSwitch。

1.定时关灯1.定时关灯

最佳实践··定时关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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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添加一个智能灯设备（例如：smartLights）。具体操作，请参见添加设备。

5. 本案例使用设备模拟器的属性上报数据。具体操作，请参见设备模拟器。

创建业务服务创建业务服务
1. 在项目的主页主页选择业务逻辑业务逻辑页签。

最佳实践··定时关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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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业务服务列表左上方的新建新建 >  > 从模板新建从模板新建。

3. 在业务逻辑开发业务逻辑开发页面，找到并单击定时关灯定时关灯模板卡片。

4. 在从模板创建业务逻辑从模板创建业务逻辑面板中，配置服务基本信息。

参数 说明

服务名称

自定义服务名称。

仅支持中文汉字、英文字母、数字、下划线（_）、连接号（-）和英文圆括号（()），且
必须以中文汉字、英文字母或数字开头，长度不超过30个字符（一个中文汉字算一个字
符）。

所属项目 显示服务所属的项目Project。

描述 描述服务的用途等信息。长度不超过100个字符（一个中文汉字算一个字符）。

5. 单击使用该模板新建使用该模板新建。
业务服务创建成功后，页面跳转至业务服务的编辑页面，并自动生成了一个业务流，您可根据实际需求
配置节点参数。

最佳实践··定时关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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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服务流编辑服务流
1. 在业务服务编辑画布中，单击定时触发定时触发节点，进行配置。

参数 说明

节点名称 输入节点名称。

触发模式 选择为循环定时触发循环定时触发 。

循环周期 选择为天天 。

触发时间 设置为22:00:0022:00:00。

选择生效时间 设置该服务开始执行的时间。

选择结束时间 设置服务停止执行的时间。如果需要服务永久执行，请勾选永久生效永久生效 。

2. 从左侧设备设备列表下，拖拽一个智能灯产品节点到画布上，替换空白的产品节点，将定时触发节点与智能
灯节点相连，并进行配置。

参数 说明

节点名称 输入节点名称。

选择要控制的设备 选择该服务控制的设备：smartLights。

最佳实践··定时关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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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操作类型 选择为设备动作执行设备动作执行 。

下发数据 选择为属性属性 。

主灯开关 选择为静态布尔值f alsef alse，即关灯。

参数 说明

3. 替换第二个空白产品节点为智能灯产品节点，与前一个智能灯和后一个钉钉机器人节点相连，并进行配
置。

参数 说明

节点名称 输入节点名称。

选择要控制的设备 需与之前节点控制的设备一致：smartLights。

选择操作类型 选择为查询设备属性查询设备属性 。

选择要查询属性 选择为主灯开关主灯开关 。

查询维度 勾选快照值快照值 ，即查询开关状态。

4. 单击钉钉机器人钉钉机器人节点进行配置。

参数 说明

节点名称 输入节点名称。

Webhook 钉钉群机器人的Webhook地址。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钉钉机器人。

配置方法 选择为使用模板使用模板 。

最佳实践··定时关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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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模板 选择为设备属性告警设备属性告警 。

设备数据来源 选择为智能灯/主灯开关智能灯/主灯开关 。

通知用户
根据您的业务需要选择：发送消息时，是否需要提醒群里所有人或某些人查看消
息。

参数 说明

5. 单击页面右上方保存保存按钮 ，保存设置。

调试与发布调试与发布

1. 在业务服务编辑页面，单击右上方的部署调试部署调试按钮 ，部署并启动服务。

2. 调试服务。

i. 返回项目详情的设备设备页，进入该设备的在线调试在线调试页签，启动虚拟设备。

ii. 回到业务服务编辑页，单击右上方的部署调试部署调试按钮 ，在定时调试定时调试对话框中，输入时间为任意一

天的22:00:00，并单击开始调试开始调试。
钉钉群里将收到灯的开关状态信息。

3. 单击发布发布按钮 ，发布服务。

业务需要发布到云端，才能被调用。

最佳实践··定时关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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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示例的服务将根据天气预报中的湿度信息，决定加湿器是否开启。如果湿度≤30则开启，否则不开启。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在阿里云云市场购买天气查询API。

已完成创建项目。具体操作，请参见项目。

步骤一：创建产品与设备步骤一：创建产品与设备
1. 登录物联网应用开发控制台，在页面左上角选择对应实例后，在左侧导航栏单击项目管理项目管理。

您也可登录物联网平台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增值服务增值服务，单击选购增值服务选购增值服务中的前往查看服务前往查看服务，
在增值服务中心增值服务中心，单击IoT  St udioIoT  St udio区域的立即试用立即试用，进入IoT Studio控制台。

2. 单击项目卡片，进入项目详情主页主页，单击左侧导航栏的产品产品。

3. 在产品产品页面，单击产品列表左上方的创建产品创建产品。

4. 在创建产品创建产品页面，配置参数，并单击确认确认，如下图所示。

说明 说明 如果您已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创建了相关产品和设备，单击关联物联网平台产品关联物联网平台产品，将
产品与该项目关联即可。

2.天气信息控制加湿器开关2.天气信息控制加湿器开关

最佳实践··天气信息控制加湿器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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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产品创建成功后，回到产品产品页面，在产品列表中，单击目标产品对应的查看查看。

6. 在产品详情产品详情页面，单击功能定义功能定义页签，再单击编辑草稿编辑草稿，选择添加自定义功能添加自定义功能，自定义一个布尔值开
关属性，单击确认确认，如下图所示

最佳实践··天气信息控制加湿器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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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物模型添加完成后，单击页面左下方的发布上线发布上线按钮，弹出发布物模型上线发布物模型上线对话框。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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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选框。

iii. 单击确定确定，发布物模型。

7. 在项目详情页，单击左侧导航栏的设备设备。

8. 单击添加设备添加设备，添加智能加湿器设备，如图所示。

最佳实践··天气信息控制加湿器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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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二：创建业务服务步骤二：创建业务服务
1. 在项目的主页主页选择业务逻辑业务逻辑页签，单击新建新建并选择新建新建，创建一个业务服务。

2. 在业务逻辑开发页，单击左侧的节点节点按钮，拖拽一个HT T P请求HT T P请求节点到画布上，为节点做如下配置。

参数 说明

节点名称 输入节点名称。

Action 调用API时，参数Action的值。本示例中，设置为QueryWeather。

新增参数 设置调用API时的入参。本示例中，设置了一个必填入参cityId，类型为String。

最佳实践··天气信息控制加湿器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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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拖拽一个云市场API节点到画布上，将HTTP请求节点与该节点相连，并配置该节点。

本示例中，在云市场购买的天气查询API是免费版气象服务（cityId）-墨迹天气。

参数 说明

节点名称 输入节点名称。

请求方式 在云市场该API购买页，查看请求方式。本示例中，购买的API的请求方式为POST。

调用地址 在云市场该API购买页，查看该API的调用地址。

APPCODE 在云市场控制台，已购买的服务已购买的服务 页列表中，查看已购买API的AppCode。

编码 选择编码方式。

设置请求头 根据对应接口的Header要求设置API的请求头。

参数填写

根据云市场该API购买页的请求参数说明，填入请求参数。本示例中，需填入两个参
数：

cityId：城市ID，可填入：

静态参数，即填入一个固定值，如  "cityId":"20" 。参数取值，可参见墨
迹天气购买页提供的“cityid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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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ken：请在阿里云API网关控制台，选择调用API调用API >   >  已购买API已购买API，选择地域为华
北2（北京），在购买的API详情中查看。具体的token查看步骤说明，请参见墨
迹天气购买页提供的“token查询方式”。

4. 配置一个临时HTTP返回节点，用于调试、查看天气API的返回数据结构。

因后续路径节点配置中，需调用湿度值，但天气API的返回数据结构未知，所以可以先配置一个HTTP返
回节点，并进行部署、调试。在调式结果日志中，查看返回数据结构。

最佳实践··天气信息控制加湿器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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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配置一个HTTP返回节点，输出选择为上一节点（payload）上一节点（payload）。

ii. 单击部署调试部署调试按钮 ，部署服务。

iii. 部署成功后，再次单击部署调试部署调试按钮 ，输入一个cityId值，如20，进行调试。

可在API调用结果API调用结果或HTTP返回节点的节点日志节点日志下，查看返回结果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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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调试成功后，删除该HTTP返回节点。

5. 配置一个路径选择节点，与云市场API节点相连。

参数 说明

节点名称 输入节点名称。

数据源

选择数据源为云市场API云市场API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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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实践··天气信息控制加湿器开关

16 > 文档版本：20220425



新增路径

本示例中，只需配置两个路径，因此需删除第三条路径。

路径配置：

路径1：≤30。

路径2：>30。

参数 说明

6. 从左侧设备设备页签下，拖拽一个智能加湿器智能加湿器设备节点到画布上，与路径1相连。配置如下：

参数 说明

节点名称 输入节点名称。

选择要控制的设备 选择该产品下的一个设备。

选择操作类型 选择为设备动作执行设备动作执行 。

下发数据 勾选属性属性 ，设置电源开关值为t ruet rue，即开启加湿器。

7. 再配置一个智能加湿器，与路径2相连。

该节点配置，设备与上一步选择一致，需将电源开关设置为f alsef alse，即关闭加湿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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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单击页面右上角保存保存按钮 ，保存设置。

步骤三：调试与发布步骤三：调试与发布

最佳实践··天气信息控制加湿器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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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业务服务编辑页面，单击右上方的部署调试部署调试按钮 ，部署服务。

2. 部署完成后，再次单击部署调试部署调试按钮 ，输入一个cityId值，单击开始调试开始调试。

全局日志全局日志显示当前湿度为11，所以服务执行了路径1，开启加湿器。

3. 单击部署调试部署调试右侧的发布发布按钮 ，发布该服务。

业务需要发布到云端，才能被调用。

执行结果执行结果
该服务创建的API，可以用于Web可视化开发。

可右键单击服务名称，选择服务调用帮助服务调用帮助，查看服务调用详情。

最佳实践··天气信息控制加湿器开关

18 > 文档版本：20220425



本示例中，创建一个智能控制空气净化服务。当空气监测设备上报到当前空气中PM2.5浓度小于100时，关
闭空气净化设备；大于等于100时，开启空气净化设备。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在项目（Project_test）中完成空气检测（空气检测仪：airDetector）和净化（空气净化器：airPurifier）
产品、设备的创建。具体操作，请参见在项目中创建空气检测和净化的产品。

创建控制空气净化器的业务服务创建控制空气净化器的业务服务
1. 在项目中创建业务服务（例如：空气净化）。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业务服务。

2. 在业务逻辑开发页，单击左侧的节点节点按钮，拖拽一个设备触发设备触发节点到画布上，并配置输入数据为空气
质量监测设备airDetector上报的属性：PM25浓度。

3. 拖拽一个条件判断条件判断节点到画布上，与设备触发节点相连，并进行配置。

配置条件1：设备触发的属性PM25值大于等于100。

4. 拖拽两个空气净化器产品节点到画布上，分别与条件判断的满足条件和不满足条件点连接起来，进行配
置。

参数 描述

节点名称 设置节点名称。

选择要控制的设备 选择设备airPurifier。

3.智能控制空气净化3.智能控制空气净化

最佳实践··智能控制空气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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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操作类型
选择要操作的类型。可选：设备动作执行、查询设备属性、查询设备其他信息。

本示例中需下发开关操作指令，所以选择为设备动作执行。

下发数据
本示例中，设置下发数据为电源开关属性，满足条件时，设置电源开关固定值为静
态布尔值为true，即PM25值超过100时，开启空气净化器。不满足条件时，设置电
源开关固定值为静态布尔值false，即关闭空气净化器。

参数 描述

5. 单击页面右上方的保存保存按钮 ，保存设置。

调试与发布调试与发布

1. 在业务服务编辑页面，单击右上方的部署调试部署调试按钮 ，部署并启动服务。

2. 服务部署成功后，单击右上方的部署调试部署调试按钮 ，调试服务。

i. 单击调试调试 >  > 前往前往，前往产品的设备模拟器设备模拟器页面。

ii. 单击启动模拟设备启动模拟设备。

iii. 选择上行指令调试上行指令调试 >  > 属性上报属性上报。

iv. 在默认模块中推送调试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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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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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实践··智能控制空气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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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返回服务开发编辑页面，查看相关日志。

4. 在服务开发编辑页，单击右上方发布发布按钮 ，发布服务。

业务需要发布到云端，才能被调用。

最佳实践··智能控制空气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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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介绍在物联网应用开发（IoT Studio）平台使用树莓派摄像头实现人脸识别功能。即将树莓派摄像头采
集的人像，存储到阿里云对象存储（OSS）中，同时，通过设备属性上报获取图片，并调用人脸识别API进行
人脸识别后，在钉钉群中推送验证结果。

流程图流程图

物料准备物料准备

硬件 说明

树莓派主板
将摄像头和红外线传感器连接到树莓派主板。

将摄像头连接线头插入到树莓派卡槽中。

将红外线传感器（PIR）连接线头插入到树莓派GPIO引脚。
适用于树莓派的摄像头

红外线传感器

创建存储空间创建存储空间
本示例中，摄像头拍摄的图像将存储在阿里云对象存储中，因此需为图像存储创建一个存储空间Bucket。开
发设备端SDK时，需要配置该Bucket信息。

1. 登录对象存储控制台。

若您还未开通对象存储服务，请单击立即开通立即开通，进入购买页开通服务。具体操作，请参见开通OSS服
务。

2. 单击Bucket 列表Bucket 列表，然后单击创建Bucket创建Bucket 。

您也可以单击概览概览，然后单击右上角的创建Bucket创建Bucket 。

3. 在创建Bucket创建Bucket 面板，按如下说明配置必要参数。其他参数保持默认配置，也可以在Bucket创建完成后
单独配置。

参数 说明

Bucket名称

Bucket的名称。Bucket一旦创建，则无法更改其名称。

命名规则如下：

Bucket名称必须全局唯一。

只能包括小写字母、数字和短划线（-）。

必须以小写字母或者数字开头和结尾。

长度必须在3~63字节之间。

4.使用树莓派摄像头实现人脸识别4.使用树莓派摄像头实现人脸识别

最佳实践··使用树莓派摄像头实现人脸
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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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 选择您要创建的Bucket所在地域。Bucket一旦创建，则无法更改其所在地域。

存储类型 本示例中，选择标准存储标准存储 。实际使用中，请根据您的实际需要选择。

同城冗余存储 本示例中，选择关闭关闭 。实际使用中，请根据您的实际需要选择。

读写权限 本示例中，选择公共读写公共读写 。实际使用中，请根据您的实际需要选择。

实时日志查询 本示例中，选择不开通不开通 。实际使用中，请根据您的实际需要选择。

参数 说明

Bucket创建后，其概览页会显示Endpoint和域名。Endpoint信息需配置到设备端SDK中。

4. 测试Bucket。

i. 在概览页，单击左侧导航栏的文件管理文件管理，然后单击上传文件。上传文件。

ii. 在上传文件上传文件面板，参数保持默认配置，上传一张测试图片。

iii. 图片上传完成后，关闭上传任务上传任务面板，然后单击操作列的详情详情按钮，将图片URL复制到浏览器中。
若浏览器中显示该图片，证明Bucket使用正常。

创建产品和设备创建产品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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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地域，目前仅华东2（上海）地域开通了公共实例服务。

3.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设备管理设备管理 >  > 产品产品，单击创建产品创建产品。

4. 在新建产品新建产品页面，配置参数后，单击确认确认。

本文示例的产品名称产品名称为摄像头摄像头，所属品类所属品类为自定义品类自定义品类，其他参数使用默认值。

最佳实践··使用树莓派摄像头实现人脸
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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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查看产品详情查看产品详情，在产品详情页，单击设备数后的前往管理前往管理。

6. 在设备页，单击添加设备添加设备。输入设备名称（DeviceName），设置设备备注名，单击确认确认。

为产品定义物模型为产品定义物模型
1.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设备管理设备管理 >  > 产品产品。在产品列表中，单击产品对应的查看查看。

2. 在产品详情产品详情的功能定义功能定义页签下，定义物模型。

说明 说明 已发布的产品不能添加和更新功能。

最佳实践··使用树莓派摄像头实现人脸
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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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示例在物模型的默认模块中，添加以下属性。具体操作，请参见单个添加物模型。

标识符 数据类型 数据定义

people bool 0：没人；1：有人。

picURL text 数据长度限制：2048字节。

3. 发布物模型。

i. 单击页面左下方的发布上线发布上线按钮，弹出发布物模型上线发布物模型上线对话框。

ii. （可选）单击添加发布备注添加发布备注，输入版本号和版本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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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和英文句号（.），长度限制1～16个字符。

版本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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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如存在已上线的版本，则需要进行比对，确认新版本的修改点。

单击比对结果比对结果，在比对结果比对结果对话框中查看修改点。确认无误后，单击确认查阅确认查阅，回到发布物模型发布物模型
上线上线对话框，自动勾选“确认已查看当前版本与线上版本的比对结果”。

iv. 单击确定确定，发布物模型。

说明 说明 物模型发布后，才会正式生效。

自定义功能属性配置完成，可在功能定义功能定义页签下查看。

有关物模型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物模型（功能定义）。

设备端SDK开发设备端SDK开发
因为树莓派基于Python语言，需要配置两个Python SDK： IoT设备端接入SDK和OSS文件上传SDK。

说明 说明 本次设备端SDK开发的设备接入版本为  aliyunsdkiotclient.AliyunIotMqttClient 。最
新版本可参考新的设备接入SDK进行适配。

设备端SDK开发代码示例如下：

引入相关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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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实践··使用树莓派摄像头实现人脸
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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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S Bucket访问授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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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始化树莓派。

def init():
    GPIO.setwarnings(False)
    GPIO.setmode(GPIO.BOARD)
    GPIO.setup(3, GPIO.IN)
    pass

定义图像上传OSS Bucket。

def take_photo():
    ticks = int(time.time())
    fileName = 'test%s.jpg' % ticks  ##在⽂件名加⼊时间戳作为简易加密⼿段
    filePath = '/home/pi/Pictures/%s' % fileName
    camera.capture(filePath)
    bucket.put_object_from_file('exampleobject.txt', 'D:\\localpath\\examplefile.txt')   
## 填写Object完整路径和本地⽂件的完整路径。Object完整路径中不能包含Bucket名称。如果未指定本地路径，
则默认从⽰例程序所属项⽬对应本地路径中上传⽂件。
    global picURLtoIoT
    picURLtoIoT = 'http://**您的bucket名称**.oss-******.aliyuncs.com/bucket_file_name/%s' 
% fileName ##图⽚存储URL，需替换为您的bucket名称和bucket内⽂件名称
    print(str(picURLtoIoT))

定义红外线感应器检测到有人时，摄像头拍照，否则休眠5秒。

最佳实践··使用树莓派摄像头实现人脸
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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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 detectPeople():
    if GPIO.input(3) == True:
take_photo()
    else:
    time.sleep(5)
options = {
    'productKey':'**设备的ProductKey**',
    'deviceName':'**设备的deviceName**',
    'deviceSecret':'**设备的deviceSecret**',
    'port':****,
    'host':'iot-as-mqtt.******.aliyuncs.com' ##物联⽹平台域名
}
host = options['productKey'] + '.' + options['host']
def on_message(client, userdata, msg):
    topic = '/' + productKey + '/' + deviceName + '/update'
    print(msg.payload)
def on_connect(client, userdata, flags_dict, rc):
    print("Connected with result code " + str(rc))
def on_disconnect(client, userdata, flags_dict, rc):
    print("Disconnected.")

定义设备上报数据到物联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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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的示例代码，请参见本文结尾附录：设备端SDK代码示例。

创建业务服务创建业务服务
1. 登录物联网应用开发控制台，在页面左上角选择对应实例后，在左侧导航栏单击项目管理项目管理。

2. 创建普通项目。具体操作，请参见普通项目。

最佳实践··使用树莓派摄像头实现人脸
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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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已创建的摄像头产品和设备与项目关联。具体操作，请参见关联产品至普通项目。

4. 在项目详情主页主页，单击业务服务业务服务页签，单击应用列表上方的新建新建 >  > 新建新建，创建一个业务服务。

5. 在业务逻辑编辑页，单击左侧的节点节点按钮，服务开发的功能节点将展示在列表中。

6. 从输入输入页签下，拖拽一个设备触发设备触发节点到画布上，触发数据源配置为摄像头产品下设备的属性上报。

7. 配置一个云市场API节点，并与设备触发节点相连。

需在阿里云云市场购买人脸识别API。本示例购买的API是艾科瑞特（iCREDIT）_智能人脸识别。

参数 说明

节点名称 输入节点名称。

请求方式 在云市场该API购买页，查看请求方式。本示例中，购买的API的请求方式为POST。

调用地址 在云市场该API购买页，查看该API的调用地址。

APPCODE 在云市场控制台，已购买的服务已购买的服务 页列表中，查看已购买API的AppCode。

编码 选择编码方式。

最佳实践··使用树莓派摄像头实现人脸
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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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填写

根据云市场该API购买页的请求参数说明，填入请求参数。本示例中，需填入两个参
数：

IMAGE：图像数据存储的URL。可输入：

静态值：即输入图像在OSS中的存储地址URL。

动态值：配置为动态获取值，本示例动态取值设置为：  "IMAGE":"{{query
.props.picURL.value}}" ，即从属性picURL的数据中获取。

IMAGE_TYPE：0：图像内容为图像数据BASE64编码；1：图像内容为图像文件的
URL。本示例采用URL，配置为  "IMAGE_TYPE":"1" 。

参数 说明

8. 配置钉钉机器人节点。

参数 说明

节点名称 输入节点名称

Webhook 钉钉群机器人的Webhook地址。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钉钉机器人。

配置方法 选择为自定义自定义 。

消息类型 选择为FeedCard类型FeedCard类型 。

内容配置
修改消息标题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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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单击页面右上方保存保存按钮 ，保存设置。

调试与发布调试与发布

最佳实践··使用树莓派摄像头实现人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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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业务服务编辑页面，单击右上方的部署调试部署调试按钮 ，部署并启动服务。

2. 部署完成后，再次单击右上方的部署调试部署调试按钮 ，调试服务。

i. 单击调试调试 >  > 前往前往，前往产品的设备模拟器设备模拟器页面。

ii. 单击启动模拟设备启动模拟设备。

iii. 选择上行指令调试上行指令调试 >  > 属性上报属性上报。

iv. 在默认模块中推送调试指令。

数据推送成功，钉钉群将收到图片。

3. 单击发布发布按钮，发布服务。

附录：设备端SDK代码示例附录：设备端SDK代码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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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实践··使用树莓派摄像头实现人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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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RPi.GPIO as GPIO ##GPIO⼝，接红外PIR使⽤
auth = oss2.Auth('**YourAccessKeyId**','**YourAccessKeySecret**') ##OSS的授权，需要您的阿⾥云
账号AccessKey ID和AccessKey Secret,具体查看https://usercenter.console.aliyun.com/#/manage/ak
bucket = oss2.Bucket(auth,'http://oss-******.aliyuncs.com','**YourBucketName**') ##请在OSS控
制台，Bucket的概览⻚查看具体信息
global picURLtoIoT
camera = PiCamera()
camera.resolution = (800,600)  ##拍照分辨率，越⾼越容易分析，但是上传速度越慢
##初始化树莓派
def init():
    GPIO.setwarnings(False)
    GPIO.setmode(GPIO.BOARD)
    GPIO.setup(3, GPIO.IN)
    pass
def take_photo():
    ticks = int(time.time())
    fileName = 'test%s.jpg' % ticks  ##在⽂件名加⼊时间戳作为简易加密⼿段
    filePath = '/home/pi/Pictures/%s' % fileName
    camera.capture(filePath)
    bucket.put_object_from_file('bucket_file_name/%s', fileName) ##在这⾥改bucket名称
    global picURLtoIoT
    picURLtoIoT = 'http://**您的bucket名称**.oss-******.aliyuncs.com/bucket_file_name/%s' % 
fileName ##图⽚存储URL，需替换为您的bucket名称和bucket内⽂件名称
    print(str(picURLtoIoT))
##如果检测到有⼈则拍照，否则休眠5秒
def detectPeople():
    if GPIO.input(3) == True:
take_photo()
    else:
    time.sleep(5)
options = {
    'productKey':'**设备的ProductKey**',
    'deviceName':'**设备的deviceName**',
    'deviceSecret':'**设备的deviceSecret**',
    'port':****,
    'host':'iot-as-mqtt.cn-shanghai.aliyuncs.com' ##物联⽹平台域名
}
host = options['productKey'] + '.' + options['host']
def on_message(client, userdata, msg):
    topic = '/' + productKey + '/' + deviceName + '/update'
    print(msg.payload)
def on_connect(client, userdata, flags_dict, rc):
    print("Connected with result code " + str(rc))
def on_disconnect(client, userdata, flags_dict, rc):
    print("Disconnected.")
##设备上报属性
def upload_device(client):
    topic = '/sys/'+options['productKey']+'/'+options['deviceName']+'/thing/event/property/
post'
    while True:
        payload_json = {
            'id': int(time.time()),
            'params': {
'people':1 ##物模型⾥布尔值以0和1的形式上报
                'picURL': picURLtoIoT,

最佳实践··使用树莓派摄像头实现人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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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ethod': "thing.event.property.post"
            }
        print('send data to iot server: ' + str(payload_json))
        client.publish(topic, payload=str(payload_json))
if __name__ == '__main__':
    client = iot.getAliyunIotMqttClient(options['productKey'], options['deviceName'], optio
ns['deviceSecret'], secure_mode=3)
    client.on_connect = on_connect
    client.connect(host=host, port=options['port'], keepalive=60)
    p = multiprocessing.Process(target=upload_device, args=(client,))
    p.start()
    detectPeople()
    GPIO.cleanup()
    client.loop_forever()
            

参数 说明

productKey
您添加设备后，保存的设备证书信息，请参见设备证书信息。

您可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中设备的设备详情页面查看。
deviceName

deviceSecret

port 设置为  1883 。

host

接入域名。获取方法，请参见查看实例终端节点。

本示例（  iot-as-mqtt.cn-shanghai.aliyuncs.com ）为公共实例接入。

 cn-shanghai 为本示例所在地域。

最佳实践··使用树莓派摄像头实现人脸
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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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介绍使用Web可视化开发工具，搭建一个农业生产环境的温室监控大屏。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完成创建项目。具体操作，请参见项目。

已完成创建产品与设备。具体操作，请参见产品和设备。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在农业生产的场景中，使用监控大屏实时展示各智能监控设备上报的数据，您可随时了解温室内和温室外的
温度、湿度、光照度、土壤水分等信息。

监控大屏示例图：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创建Web可视化应用。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Web应用。

2. 在Web应用编辑页左侧导航栏，单击页面页面，然后配置应用页面背景、分辨率等信息。

分辨率选择为1920*1080（常见宽屏比例）。

在底部工具栏，选中自适应自适应前的复选框，应用页面就可以自适应屏幕大小（等比缩放，宽度撑满屏
幕）。

5.温室监控大屏5.温室监控大屏

最佳实践··温室监控大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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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布局。

i. 拖拽矩形组件到画布上。这些矩形组件将作为其他组件的背景。

ii. 单击选中矩形组件，然后在右侧配置样式：大小、位置、填充颜色、边框颜色和粗细。

iii. 拖拽一个iframe组件到页面中间，调整组件大小、位置，和配置关联链接。iframe组件可用于展示
链接的页面内容，如企业介绍视频等。

最佳实践··温室监控大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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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目标链接为HTTPS链接后，组件中将展示目标页面的内容。

注意 注意 如果设置为HTTP链接，画布上不会显示链接页面内容。需单击上方预览预览按钮，预
览页面会展示HTTP链接页的内容。

4. 配置文字组件，用于展示大屏的标题。

从左侧组件组件中，拖拽一个文字文字组件到画布上。然后在右侧配置栏中，设置文字显示位置、文字内容、文
字样式等。

最佳实践··温室监控大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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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配置时钟组件，用于展示当前时间。

6. 配置数据展示组件。

设备上报的数据可使用多种组件展示，如文字组件、表格组件、各种图形组件。配置组件时，需将组件
的数据源配置为设备上报的对应数据。

本文示例中，使用了以下组件：

配置文字组件，展示各区域的标题。

配置仪表盘组件，用于展示智能设备上报的属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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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源配置为设备上报的对应属性。如，湿度的数据源为温湿度计上报的当前湿度。

最佳实践··温室监控大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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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为展示温度数据的仪表盘配置。

配置文字组件，用于展示某类数据值。

本示例中，使用三个文字组件共同实现数据展示，组成数据类+数据+数据单位的组合。三个文字组件
的文字内容分别为：

手动输入的数据类名称。

单击文字内容文字内容右侧配置数据源配置数据源按钮，在数据源配置面板，配置设备上报的相关属性数据。

手动输入的属性数据单位。

下图为展示室外温度数据的配置。

配置开关组件，用于展示温室内设备状态。

最佳实践··温室监控大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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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组件的数据源需配置为对应的设备。

配置一个曲线图，展示一天内的光照度。

曲线图的数据源配置为光照监控设备；实时数据时间段实时数据时间段选择为当天0点-24点当天0点-24点。

7. 配置完成后，单击预览预览，查看和验证应用页面。

8. 单击发布发布，将应用发布到云端。

最佳实践··温室监控大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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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示例创建一个设备地图大屏，通过物联网应用开发的空间功能监测并展示不同区域作物土壤的实时环境数
据。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完成创建项目（例如：project_space）。具体操作，请参见普通项目。

步骤一：创建土壤传感器设备步骤一：创建土壤传感器设备
1. 登录物联网应用开发控制台，在页面左上角选择对应实例后，在左侧导航栏单击项目管理项目管理。

您也可登录物联网平台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增值服务增值服务，单击选购增值服务选购增值服务中的前往查看服务前往查看服务，
在增值服务中心增值服务中心，单击IoT  St udioIoT  St udio区域的立即试用立即试用，进入IoT Studio控制台。

2. 在普通项目列表中，找到项目：project_space，单击项目卡片。

3. 在项目详情页，单击左侧导航栏的产品产品，单击创建产品创建产品，完成参数配置，单击确认确认。

本案例为产品命名为土壤传感器，选择自定义品类，其他参数使用默认值。

参数说明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参数说明表。

4. 在产品列表中，单击土壤传感器产品对应操作栏的查看查看，单击功能定义功能定义，为产品自定义物模型属性，
说明如下所示。

功能名称 标识符 数据类型 取值范围 单位 读写类型

土壤温度
soilTemperat
ure

double（双精
度浮点型）

-10~100 摄氏度/℃ 读写

土壤体积含水
率

Soilvolumetric
water

double（双精
度浮点型）

0~100 百分比/% 读写

地理位置 GeoLocation
struct（结构
体）

添加JSON对
象，参数：

经度
（Longitud
e）

纬度
（Latitude
）

数据类型为
double，取值
范围为-
180~180。

度/° 读写

5. 在产品详情页，单击设备数设备数右侧的前往管理前往管理。在设备设备页面，单击添加设备添加设备，添加3个土壤传感器设
备。

DeviceName（备注名称）分别为：soil_sensor_01（土壤传感器1号）、soil_sensor_02（土壤传感器2
号）、soil_sensor_03（土壤传感器3号）。具体操作，请参见设备。

6.监测不同地域作物土壤环境6.监测不同地域作物土壤环境

最佳实践··监测不同地域作物土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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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案例使用设备模拟器的属性上报数据。其中地理位置（可使用高德开放平台经纬度拾取工具）设置为
3个不同的值，其他属性值可自定义。具体操作，请参见设备模拟器。

步骤二：新增空间步骤二：新增空间
在项目详情页，单击左侧导航栏的空间空间，对应土壤传感器1号、2号、3号所在地理位置，分别新增实验地1
号、实验地2号、实验地3号空间。具体操作，请参见新增空间。

步骤三：配置设备地图步骤三：配置设备地图
1. 创建Web可视化应用（例如：设备地图大屏）。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Web应用。

2. 在Web应用编辑器中，单击最左侧的组件图标 。

3. 在画布左侧组件列表上方，输入设备地图，找到该组件，然后将组件拖拽到中间画布。

有关组件添加的更多信息，请参见添加组件。

4. 在Web应用编辑器右侧样式样式中，单击编辑设备地图编辑设备地图。

5. 在设备地图编辑器设备地图编辑器的设备数据设备数据页面，单击选择产品选择产品，将3个土壤传感器导入设备地图组件。

最佳实践··监测不同地域作物土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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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击土壤传感器右侧的设置按钮 ，设置气泡展示设备属性值。

步骤四：为设备添加地理空间步骤四：为设备添加地理空间
1. 返回设备地图编辑器，单击最右侧功能菜单的地理空间地理空间，添加已新增的实验地1号、实验地2号、实验

地3号空间。然后自定义地理空间样式，如图所示。具体操作，请参见（可选）配置地理空间。

最佳实践··监测不同地域作物土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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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页面保存按钮，然后返回Web可视化编辑页面，刷新设备地图组件。

3. 单击页面右上角预览预览按钮，查看设备展示效果。

如图所示，您可在Web页面根据地图显示颜色，快速观察分析不同区域对应农作物的土壤环境。

单击空间所在区域的任意位置，展示对应的地理空间信息；单击设备气泡点，展示该区域土壤的实时环
境数据。

4. 单击发布发布按钮，将应用发布到云端后使用。

最佳实践··监测不同地域作物土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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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例创建两个业务服务和一个Web应用，用于展示不同地域仓库储备物品的报警数据，实现手动选择发出
报警信息的功能。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完成创建项目（例如：project_space）。具体操作，请参见普通项目。

步骤一：创建收集器设备步骤一：创建收集器设备
1. 登录物联网应用开发控制台，在页面左上角选择对应实例后，在左侧导航栏单击项目管理项目管理。

您也可登录物联网平台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增值服务增值服务，单击选购增值服务选购增值服务中的前往查看服务前往查看服务，
在增值服务中心增值服务中心，单击IoT  St udioIoT  St udio区域的立即试用立即试用，进入IoT Studio控制台。

2. 在普通项目列表中，找到项目：project_space，单击项目卡片。

3. 在项目详情页，单击左侧导航栏的产品产品，单击创建产品创建产品，完成参数配置，单击保存保存。

本案例为产品命名为收集器，选择自定义品类，其他参数使用默认值。

参数说明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参数说明表。

4. 在产品列表中，单击收集器对应操作栏的查看查看，单击功能定义功能定义，自定义功能属性（信息集），用于记
录发出的报警信息。

5. 在产品详情页，单击设备数设备数右侧的前往管理前往管理。在设备设备页面，单击添加设备添加设备，添加一个收集器设备
（collector）。具体操作，请参见设备。

7.监控仓库储备物的报警数据7.监控仓库储备物的报警数据

最佳实践··监控仓库储备物的报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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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案例使用设备模拟器功能，调试默认模块中的属性，模拟设备发送数据，供业务服务和应用开发使
用。具体操作，请参见设备模拟器。

步骤二：开发业务服务步骤二：开发业务服务
1. 创建HTTP服务：获取报警信息，配置如下。具体操作，请参见公开API。

使用产品节点收集器，选择设备collector，设置查询设备属性信息集的快照值快照值，作为HTTP服务的返回
数据。具体操作，请参见公开API。

2. 依次单击页面右上角的保存保存、部署调试部署调试、发布发布按钮，完成服务发布。

3. 创建设备触发服务：仓库报警，通过钉钉机器人发送报警信息。

节点配置如下所示。

节点 配置

设备触发设备触发 选择产品收集器的设备collector，设置属性信息集上报时，触发服务。

NodeJS脚本NodeJS脚本
处理信息集的数组数据为字符串类型，配置如上图所示。

其中  node_f2572c70 为设备触发设备触发 的节点ID。

条件判断条件判断
NodeJS脚本NodeJS脚本 输出值不为空时，发出报警信息。否则使用HT T P返回HT T P返回 节点结束服务
流。

创建业务服务的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业务服务。

4. 依次单击页面右上角的保存保存、部署调试部署调试、发布发布按钮，完成服务发布。

步骤三：开发可视化应用监控报警数据步骤三：开发可视化应用监控报警数据
1. 创建Web应用。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Web应用。

2. 在Web应用编辑器中，添加一个穿梭框组件，四个文字和指示灯组件。具体操作，请参见添加组件。

3. 分别选中组件配置样式和数据源。

穿梭框：本案例以下文静态数据为例，作为公司统计的待报警数据，在穿梭框左侧列表展示。

最佳实践··监控仓库储备物的报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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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abel": "北京仓库报警",
    "value": "北京仓货物清空，请及时补仓！"
  },
  {
    "label": "南京仓库报警",
    "value": "南京仓货物满，请及时出仓！"
  },
  {
    "label": "杭州仓库报警",
    "value": "杭州仓货物满，请及时出仓！"
  },
  {
    "label": "天津仓库报警",
    "value": "天津仓货物清空，请及时补仓！"
  }
]

左侧列表对应的报警信息如下。当选中数据项移动到右侧列表框后，表示发出对应的报警信息。

[
  "北京仓货物清空，请及时补仓！",
  "南京仓货物满，请及时出仓！",
  "杭州仓货物满，请及时出仓！",
  "天津仓货物清空，请及时补仓！"
]

将发出的报警信息数据下发给设备collector，如图所示。具体操作，请参见交互配置。

最佳实践··监控仓库储备物的报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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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组件：分别输入内容北京、南京、杭州、天津。

指示灯组件：绑定接口获取报警信息，通过返回的报警信息，设置指示灯状态。

需通过数据过滤脚本，判断发出报警的地域，开启对应地域指示灯，如下图所示。

function _filter(data) {
  // 判断返回数组中，是否包含includes的内容。是，则输出true，表⽰开启指⽰灯，否则关闭指⽰灯。
  return data.includes('北京仓货物清空，请及时补仓！') === true;
}

最佳实践··监控仓库储备物的报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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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报警信息时，仓库清空，指示灯显橘黄色；仓库货满，指示灯显红色。

4. 单击确定确定。

最佳实践··监控仓库储备物的报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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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右上角预览预览，调试应用。

钉钉机器人发送消息。

6. 单击右上方发布发布按钮 ，将应用发布到云端。

最佳实践··监控仓库储备物的报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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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例创建四个业务服务和一个Web应用，搭建一个设备故障上报的工单页面，引导使用Web应用的用户完
成故障信息的提交。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完成项目的创建（例如project _spaceproject _space）。详细内容，请参见项目。

步骤一：使用云数据库创建数据库表步骤一：使用云数据库创建数据库表
1. 登录云数据库RDS版控制台。

2. 在云数据库管理页，单击创建实例创建实例，创建一个MySQL类型的数据库实例。

3. 在数据库实例列表中，单击该实例对应的管理管理操作按钮。

4.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账号管理账号管理，创建数据库用户账号（例如t est _savet est _save）和密码。

5.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数据库管理数据库管理，创建数据库（例如t est _dbt est _db），授权账号（例
如t est _accountt est _account ）。

6.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数据安全性数据安全性，添加数据库IP白名单。具体操作，请参见设置白名单。

7.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基本信息基本信息，查看该数据库的基本信息，并申请外网地址。具体操作，请参见申请
外网地址。

8. 在页面右上方，单击登录数据库登录数据库，输入用户账号（t est _savet est _save）和密码，登录数据库。

9. 在DMS页面，创建名为device_serverdevice_server的数据库表，用于存储提交的工单数据，如图所示。

分别设置idid和t imet ime自动增长和更新。

步骤二：开发业务服务步骤二：开发业务服务
1. 登录物联网应用开发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单击IoT  St udio > 项目管理IoT  St udio > 项目管理，单击项目project _spaceproject _space的

卡片。

8.按步骤提交设备故障信息8.按步骤提交设备故障信息

最佳实践··按步骤提交设备故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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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创建名为更新步骤更新步骤的公开API服务，用于刷新步骤组件当前显示的步骤。配置如图所示。具体操作，请
参见公开API。

节点节点 配置说明配置说明

HTTP请求

Action可自定义，需配置入参：

st epNum：st epNum： 当前步骤数。

but Oper：but Oper： 当前更新步骤的操作。

Node.JS脚本 编辑更新步骤值的脚本。

HTTP返回 选择来自节点来自节点 的NodeJS脚本NodeJS脚本 ，返回更新后的步骤值。

3. 创建名为手机号校验手机号校验的公开API服务，用于校验当前输入的手机号码是否正确。配置如图所示。

最佳实践··按步骤提交设备故障信息

50 > 文档版本：20220425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51229.html#task-2375967


节点节点 配置说明配置说明

HTTP请求 Action可自定义，配置的入参iphoneiphone，设置为非必填项非必填项 ，用于指定输入
的手机号码。

Node.JS脚本

编辑检验手机号码的脚本。

module.exports = async function(payload, node, query, 
context, global) {
  const iphone = payload.iphone;
  let warn = '⼿机号不能为空！';
  if (iphone && iphone.length > 0) {
      warn = '校验通过！';
      //   判断⼿机号是否合法
      if (!(/^1[3456789]\d{9}$/.test(iphone))) {
        warn = '当前输⼊不合法！';
      }
  }
  return warn;
};

HTTP返回 选择来自节点来自节点 的NodeJS脚本NodeJS脚本 ，返回校验结果。

4. 创建名为存储数据存储数据的HTTP服务，将工单数据存储到已创建的数据表device_serverdevice_server。。配置如图所示。

最佳实践··按步骤提交设备故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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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节点 配置说明配置说明

HTTP请求

Action可自定义，需配置入参：

useruser：： 联系人手机号。

msgmsg：： 问题描述。

云数据库MySQL

设置插入数据的参数，详细配置请参见云数据库MySQL。

{
    "table": "device_server",
    "rows": [{
        "user": "{{payload.user}}",
        "msg": "{{payload.msg}}"
    }]
}

HTTP返回 选择来自节点来自节点 的云数据库云数据库 MySQLMySQL，返回插入数据的操作结果。

5. 创建名为提交结果提交结果的HTTP服务，返回提交工单的结果。。配置如图所示。

最佳实践··按步骤提交设备故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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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节点 配置说明配置说明

HTTP请求

Action可自定义，需配置入参：

useruser：： 联系人手机号。

msgmsg：： 问题描述。

Node.JS脚本

编辑检验入参内容是否为空的脚本。

module.exports = async function(payload, node, query, 
context) {
  
  const user = payload.user;
  const msg = payload.msg;
  let result='提交⼯单成功，请保持电话畅通！'
  if(user.length ==0 || msg.length == 0){
      result='提交⼯单失败，请刷新⻚⾯，填写完整信息！';
  }
  
  return result;
}

HTTP返回 选择来自节点来自节点 的NodeJS脚本NodeJS脚本 ，返回检验结果。

6. 分别调试已配置的业务服务，并将服务发布到云端。

步骤三：开发可视化应用提交工单步骤三：开发可视化应用提交工单
1. 创建Web应用。详细内容，请参见创建Web应用。

2. 在Web应用编辑器中，执行以下步骤，完成如图所示配置。

其中组件添加操作请参见添加组件，各组件详细配置请参见各组件帮助文档。

您可在画布中选中组件后，通过拖动改变组件位置。

最佳实践··按步骤提交设备故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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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按照下表依次添加组件，并配置组件名称和样式。

组件组件 组件名称组件名称 样式说明样式说明

矩形 背景

自定义宽（W）和高（H）

填充颜色：# FFFFFF# FFFFFF

边框颜色：# CEEBC2# CEEBC2

文字 标题 文字内容：提交工单提交工单

步骤 步骤

数据源：接口更新步骤更新步骤 ，实现步骤切换。

设置动态参数st epNumst epNum和but Operbut Oper分别为变量：st ep变量：st ep和变变
量量 ：： but T XTbut T XT ，定时刷新频次2秒。

其中变量st epst ep和but T XTbut T XT 需新增，分别设置默认值为00和下一步下一步 。

步骤设置：配置3个步骤依次为描述问题描述问题 、填写手机号填写手机号 、提交提交 ，默
认选中第一步的描述问题描述问题 。

步骤样式：类型为箭头箭头 ，组件背景为# CEEBC2# CEEBC2。

文本框

手机号框 默认提示：请输入联系人手机号请输入联系人手机号

问题描述框 默认提示：请输入问题具体内容请输入问题具体内容

验证提示

文字样式：字号为1616，颜色为# FF0000# FF0000。

文字内容为接口数据源：手机号校验手机号校验 。

其中动态参数iphoneiphone为组件值：手机号框组件值：手机号框 ，定时刷新频次2秒。

最佳实践··按步骤提交设备故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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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提交

文字内容为接口数据源：提交结果提交结果 。

设置动态参数useruser为组件值：手机号框组件值：手机号框 ，msgmsg为组件值：问题描述组件值：问题描述
框框 ，定时刷新频次2秒。

单选 单选

数据源：静态数据源代码如下，展示提交和返回两个选项。

[
  {
    "label": "提交",
    "value": "⽴即提交，保存数据"
  },
  {
    "label": "返回",
    "value": "确认填写数据是否正确"
  }
]

默认选中：返回。返回。 组件值改变时，表示提交工单。

按钮

按钮4

按钮内容：上一步上一步

按钮3

按钮2

按钮内容：下一步下一步

按钮1

组件组件 组件名称组件名称 样式说明样式说明

最佳实践··按步骤提交设备故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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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分别选中按钮组件，配置点击点击事件的交互动作，使按钮在对应步骤隐藏或显示。

如下图所示，序号①②③④分别对按钮1、按钮2、按钮3、按钮4的配置。

需设置变量st epst ep分别赋值为固定值11、22、33、22；变量but T XTbut T XT 赋值为对应的按钮内容t extt ext ，实现
通过按钮操作切换步骤。

有关交互动作的详细配置，请参见交互配置。

iii. 选中单选组件，配置值改变值改变的交互动作，实现信息提交后的校验存储和结果展示。如图所示。

3. 分别关闭组件手机号框手机号框、验证提示验证提示、提交提交、单选单选、按钮2按钮2、按钮3按钮3、按钮4按钮4的组件可见性，如图所示。

最佳实践··按步骤提交设备故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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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调整矩形组件宽*高（700*250），使用组件通用样式的对齐功能，设置各组件位置。如图所示，详细操
作请参见样式配置。

5. 单击右上角预览预览按钮，调试应用。

6. 前往已登录数据库（t est _dbt est _db）的DMS页面，查询数据表中存储的数据。

最佳实践··按步骤提交设备故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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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返回Web应用编辑页面，单击右上角发布发布按钮，将应用发布到云端。

最佳实践··按步骤提交设备故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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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示例创建一个业务服务，通过全局变量功能，实现会议签到人数的统计，并在钉钉群中推送签到人数的消
息。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完成项目的创建（例如project _spaceproject _space）。具体操作，请参见项目。

步骤一：创建读卡器设备步骤一：创建读卡器设备
1. 登录物联网应用开发控制台，在页面左上角选择对应实例后，在左侧导航栏单击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然后单击

项目project _spaceproject _space的卡片。

2. 在项目详情页，单击左侧导航栏的产品产品，单击创建产品创建产品，完成参数配置，单击保存保存。

本案例为产品命名为读卡器读卡器，选择自定义品类自定义品类，其他参数使用默认值。

参数说明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创建产品。

3. 在产品列表中，单击读卡器产品对应操作栏的查看，单击功能定义，为产品自定义功能属性卡号卡号，标识
符为CardIDCardID，数据类型为字符串字符串，选择读写读写类型。。

4. 在产品详情页，单击设备数右侧的前往管理前往管理。在设备页面，单击新增设备新增设备，添加一个读卡器设备
（readerreader）。具体操作，请参见设备。

步骤二：创建业务服务步骤二：创建业务服务
1. 创建业务服务。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业务服务。

2. 在业务逻辑编辑器，添加数值型的全局变量countcount ，设置默认值为00，如图所示。

具体操作，请参见变量配置。

9.统计会议签到人数9.统计会议签到人数

最佳实践··统计会议签到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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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业务逻辑编辑器，单击左侧的节点节点按钮，依次拖拽设备触发设备触发、数值计算数值计算、变量设置变量设置和钉钉机器人钉钉机器人节
点到画布上，并进行连接、配置。

节点节点 配置配置

设备触发 选择产品读卡器读卡器 和设备readerreader的属性上报类型。

数值计算
设置全局变量countcount 作为数据源，设备触发后变量值加11。

数值计算节点以参数calcul_resultcalcul_result 输出最终计算结果。

变量设置

单击+ 变量+ 变量 ，将变量countcount 值设置为数值计算节点的结果calcul_resultcalcul_result 值，实现人数的
递增统计。

说明说明

变量设置变量设置 节点输出结果的参数字段与其上一个节点输出的参数字段一致。

钉钉机器人

配置钉钉群机器人的Webhook地址。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钉钉机器人。

配置方法为自定义的text。

{
  "msgtype": "text",
  "text": {
    "content": "签到次数为{{payload.calcul_result}}"
  }
}

说明说明

 payload.calcul_result 表示输出上一个变量设置节点的设置结果。

数值计算节点配置。

最佳实践··统计会议签到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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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设置节点配置。

4. 单击页面右上方保存保存按钮 ，保存设置。

步骤三：调试与发布步骤三：调试与发布

1. 在业务服务编辑页面，单击右上方的部署调试部署调试按钮 ，部署并启动服务。

2. 部署完成后，再次单击右上方的部署调试部署调试按钮 ，调试服务。

i. 单击调试 > 前往调试 > 前往，前往产品的设备模拟器设备模拟器页面。

最佳实践··统计会议签到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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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单击启动模拟设备启动模拟设备。

iii. 选择上行指令调试 > 属性上报上行指令调试 > 属性上报。

iv. 在默认模块中推送调试指令。

本示例中，模拟用户刷卡签到三次，即推送CardIDCardID的值三次。

钉钉消息群接收到提示消息。

3. 单击发布发布按钮 ，发布该服务。

4. 业务需要发布到云端，才能被调用。

最佳实践··统计会议签到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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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云IoT Studio全新推出移动可视化开发工具。本文介绍通过使用该工具，快速搭建室内温度监控应用，
监测室内温湿度和空气质量，并手动控制空调和空气净化器设备，调节室内温湿度和空气质量。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移动可视化开发是物联网应用开发（IoT Studio）提供的开发工具。无需写代码，只需在编辑器中，拖拽组
件到画布上，再配置组件显示样式、数据源和动作。您可以快速搭建设备控制、设备状态展示、数据展示等
物联网场景下的移动应用。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创建项目和产品。

2. 开发移动应用监控室内温度。

3. 发布。

本文介绍在物联网应用开发（IoT Studio）上创建项目，并为该项目创建产品和设备。

步骤一：创建项目步骤一：创建项目
1. 登录物联网应用开发控制台，在页面左上角选择公共实例公共实例后，在左侧导航栏单击项目管理项目管理。

2. 在项目管理项目管理页面，单击新建项目新建项目。

3. 在新建项目新建项目页面，移动鼠标至新建空白项目区域，单击创建空白项目创建空白项目。

4. 在新建空白项目新建空白项目对话框，输入项目名称（室内温度监控）和描述信息。

5. 单击确认确认。

步骤二：创建产品和设备步骤二：创建产品和设备
1. 在项目主页，单击左侧导航栏的产品产品。

2. 在产品产品页面，单击产品列表左上方的创建产品创建产品。

10.室内温度监控10.室内温度监控
10.1. 概述10.1. 概述

10.2. 创建项目和产品10.2. 创建项目和产品

最佳实践··室内温度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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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创建产品创建产品页面，输入产品名称，选择自定义品类自定义品类，其他参数使用默认值，单击确认确认。重复此操作分
别创建五个产品（客厅温湿度、卧室温湿度、厨房温湿度、空气检测器、开关遥控器）。

产品创建成功后，回到产品产品页面，可在产品列表中查看到已创建的产品。

4. 在产品列表中，找到目标产品，单击产品对应的查看查看。

5. 在产品详情产品详情页面，单击功能定义功能定义页签，再单击编辑草稿编辑草稿，选择添加自定义功能添加自定义功能。

本示例添加以下自定义属性。具体操作，请参见单个添加物模型。

客厅温湿度、卧室温湿度、厨房温湿度产品客厅温湿度、卧室温湿度、厨房温湿度产品

最佳实践··室内温度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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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名称功能名称 标识符标识符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取值范围取值范围 单位单位 读写类型读写类型

湿度 Humidity
float（单精度
浮点型）

0~100 百分比（%） 读写

温度 Temperature
float（单精度
浮点型）

-20~50 摄氏度（℃） 读写

空气检测器产品空气检测器产品

功能名称功能名称 标识符标识符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取值范围取值范围 单位单位 读写类型读写类型

PM25浓度 PM25
float（单精度
浮点型）

取值范围：
0~10000

微克每立方米 读写

开关遥控器产品开关遥控器产品

功能名称功能名称 标识符标识符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取值范围取值范围 单位单位 读写类型读写类型

卧室灯开关
RoomLightSw
itch

bool（布尔
型）

0：关

1：开
不涉及 读写

客厅灯开关
LivingLightSwi
tch

bool（布尔
型）

0：关

1：开
不涉及 读写

空调开关
AirConditionin
gSwitch

bool（布尔
型）

0：关

1：开
不涉及 读写

空气净化器开
关

AirCleanerSwi
tch

bool（布尔
型）

0：关

1：开
不涉及 读写

6.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设备设备。在设备设备页面，分别为五个产品创建设备，如下图所示。

最佳实践··室内温度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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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操作，请参见添加设备。

7. 本案例使用设备模拟器的属性上报数据。更多信息，请参见设备模拟器。

i. 登录物联网平台控制台。

ii. 在实例概览实例概览页面，单击公共实例公共实例进入实例详情实例详情页面。

iii.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监控运维 > 设备模拟器监控运维 > 设备模拟器。

iv. 选择本次模拟的设备（例如空气检测器空气检测器），单击启动设备模拟器。

v. 选择属性上报属性上报功能，推送调试指令，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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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产品和设备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产品和设备。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开发移动应用监控室内温度。

本文介绍搭建室内温度监控移动应用的开发过程。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完成创建项目和产品。

步骤一：创建移动应用步骤一：创建移动应用

10.3. 开发移动应用监控室内温度10.3. 开发移动应用监控室内温度

最佳实践··室内温度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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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物联网应用开发控制台，在页面左上角选择公共实例公共实例后，在左侧导航栏单击项目管理项目管理。

2. 在普通项目普通项目列表中，找到室内温度监控室内温度监控项目，单击项目卡片。

3. 在项目主页主页页面的项目开发项目开发下，单击移动应用移动应用页签。

4. 在移动应用移动应用页签，单击应用列表上方的新建新建。

5. 在新建移动应用新建移动应用对话框中，输入应用名称（室内温度监控）和描述，单击确认确认。

6. 移动应用创建完成后，会自动进入移动应用编辑器。

7. 在移动应用页面的画布左侧，单击编辑按钮 ，编辑页面标题。

步骤二：配置组件样式和数据源步骤二：配置组件样式和数据源

1. 在移动应用编辑器中，单击最左侧的组件组件图标 。

2. 从左侧组件组件列表中，拖拽一个图片组件到画布上方。

在移动应用编辑器右侧样式中，设置图片样式并单击上传图片上传图片，上传室内布局图，如下图所示。更多信
息，请参见图片。

3. 拖拽一个选项卡组件到图片组件下方，设置三个选项卡，分别为客厅温湿度、卧室温湿度、厨房温湿
度，对应展示不同内容。在每个选项卡中添加三个卡片组件和一个柱状图组件，展示卧室温湿度、客厅
温湿度、厨房温湿度、空气质量的状态，如下图所示。

最佳实践··室内温度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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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分别选中温度、湿度、PM2.55浓度卡片，配置卡片样式和数据源。本案例以客厅温湿度客厅温湿度页签为
例。

a. 卡片组件以一定的界面样式展示常用数据，设置显示大小、标题、单位、背景颜色。更多信
息，请参见卡片。

b. 在移动应用编辑器右侧样式样式中，单击展示数据展示数据后的配置数据源配置数据源。数据源参数配置如下，详细
配置说明，请参见配置数据源。

配置项配置项 温度卡片温度卡片 湿度卡片湿度卡片 PM25浓度卡片PM25浓度卡片

选择数据
源

选择设备设备 。

产品 本案例选择客厅温湿度客厅温湿度 。 本案例选择空气检测器空气检测器 。

设备 本案例选择指定设备指定设备 为room4room4。
本案例选择指定设备
为Air-det ect orAir-det ect or。

数据项 作为卡片组件数据源的数据项。默认为设备属性设备属性 。

属性 选择温度温度 属性。 选择湿度湿度 属性。 选择PM25浓度PM25浓度 属性。

最佳实践··室内温度监控

68 > 文档版本：20220425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81891.html#topic-2619477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81891.html#section-dti-tye-jx9


ii. 选中柱状图组件，在移动应用编辑器右侧样式样式中，设置柱状图的显示大小，并单击展示数据展示数据后
的配置数据源配置数据源。数据源参数配置如下。更多信息，请参见配置数据源。

配置项配置项 说明说明

选择数据源 选择数据表资源数据表资源 。

数据表类型 选择设备数据表设备数据表 。

产品 本案例选择客厅温湿度客厅温湿度 。

设备选择方式 选择项目下指定设备项目下指定设备 。

选择设备 本案例选择指定设备指定设备 为room4room4。

刷新设置

选中定时刷新定时刷新 复选框，并设置刷新频次为1分钟。

说明说明

如果不选中，数据将不会自动更新，为保证性能，刷新频次间隔最低为1分
钟。

4. 拖拽四个自由卡片组件到选项卡组件下方，在自由卡片组件中添加文字组件和开关组件，控制客厅灯、
卧室灯、空调、空气净化器的开关状态，如下图所示。

i. 双击自由卡片进入编辑页面。从左侧组件组件列表中，拖拽一个开关和一个文字组件到自由卡片中，设
置标题和样式。

自由卡片组件作为背景容器，设置填充颜色为# FAFAFA# FAFAFA。更多信息，请参见自由卡片。

文字组件作为开关标题（例如卧室灯卧室灯）。更多信息，请参见文字。

开关组件作为灯开关状态的显示，分别为ON和OFF状态上传对应图片（您可自定义）。更多信
息，请参见开关。

最佳实践··室内温度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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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选中开关组件，在移动应用编辑器右侧样式样式中，单击开关数据开关数据后的配置数据源配置数据源。以卧室灯开关为
例，数据源参数配置如下。更多信息，请参见配置数据源。

配置项配置项 说明说明

选择数据源 选择设备设备 。

产品 本案例选择开关遥控器开关遥控器 。

设备 本案例选择指定设备指定设备 为swit chswit ch。

数据项 作为开关组件数据源的数据项。默认为设备属性设备属性 。

属性 选择卧室灯开关卧室灯开关 属性。

5. 单击编辑器上方保存保存按钮，保存设置。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发布

在移动应用编辑器页面，完成组件配置后，需将应用发布到云端，以供使用。本文介绍应用发布和集成使用
的具体内容。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完成移动应用可视化界面的搭建。

步骤一：预览与调试步骤一：预览与调试
1. 在移动应用编辑器中，单击页面右上方的预览预览，查看并调试组件的显示效果。

2. 在应用预览页面右侧，进行选择机型选择机型。

3. 使用手机扫描二维码，在手机端调试应用的功能。

10.4. 发布10.4. 发布

最佳实践··室内温度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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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二：发布步骤二：发布

1. 回到移动应用编辑器，单击最左侧导航栏的应用设置设置图标 ，在域名管理域名管理页签添加域名。

2. 单击最左侧导航栏的页面页面图标 ，单击页面右上角发布图标 。

3. 单击确定确定。

4. （可选）配置应用鉴权。具体操作，请参见应用鉴权。

开启账号或Token鉴权后，只有使用账号登录或Token加签的访问者才允许访问应用。

5. 返回物联网应用开发平台IoT  St udio > 应用开发IoT  St udio > 应用开发页面，或应用所在项目的主页主页，单击移动应用移动应用页签，
单击已发布应用操作栏的发布地址发布地址，可查并复制应用访问地址。

发布结果发布结果

最佳实践··室内温度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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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方适配的手机上复制应用的访问地址，可直接访问使用已发布的应用。如下图所示。

有关手机兼容性的使用说明，请参见手机兼容性说明。

最佳实践··室内温度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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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介绍如何基于物联网数据分析创建自定义数据指标，并输出到IoT Studio的报表组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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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创建产品和设备。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产品和设备。

已定义物模型。具体操作，请参见为产品定义物模型。

已完成设备上报数据。具体操作，请参见用设备模拟器调试设备。

步骤一：创建项目步骤一：创建项目
1. 登录物联网应用开发控制台，在页面左上角选择已购买的数据型实例后，在左侧导航栏单击项目管理项目管理。

2. 在项目管理项目管理页面，单击新建项目新建项目。

3. 在新建项目新建项目页面，移动鼠标至新建空白项目区域，单击创建空白项目创建空白项目。

4. 在新建空白项目新建空白项目对话框，输入项目名称（例如：studio_link_la_test）和描述信息。

5. 单击确认确认。

步骤二：关联已创建的产品和设备步骤二：关联已创建的产品和设备
1. 在项目主页，单击左侧导航栏的产品产品。

2. 在产品产品页面，单击产品列表左上方的关联物联网平台产品关联物联网平台产品。

3. 在关联物联网产品关联物联网产品面板，选中已创建的产品（例如：温湿度传感器），并选中关联产品同时关联其下关联产品同时关联其下
所有设备所有设备复选框。

11.IoT Studio使用LA自定义接口全链路11.IoT Studio使用LA自定义接口全链路
开发开发

最佳实践··IoT St udio使用LA自定义接
口全链路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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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确定确定。

可在该项目的产品产品页面的产品列表中查看已关联产品。

步骤三：使用数据分析备份产品数据步骤三：使用数据分析备份产品数据
1. 登录物联网平台控制台，在实例概览实例概览页，找到并进入已购买的数据型实例。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数据分析 > 数据管理数据分析 > 数据管理。

3. 在产品列表产品列表中，找到已创建的产品（例如：温湿度传感器），并对其进行备份。

单个备份

单击产品操作栏的备份备份。

批量备份

选中产品名称前的复选框，单击列表下方的备份备份。

4. 在备份对话框中，设置备份类型备份类型和备份周期备份周期，单击确定确定。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备份类型 默认同地域，不支持修改。

备份周期
可选1个月、2个月、3个月、4个月、5个月、6个月、7个月、8个月、9个
月、1年、2年、3年、5年、10年、永久（102年）。

5. （可选）在产品列表中，找到目标产品，单击编辑编辑、停止停止或开启开启，修改备份设置。

步骤四：基于分组创建自定义指标步骤四：基于分组创建自定义指标
1. 为产品导入原始定义指标。具体操作，请参见导入原始定义指标。

2. 新增三个原子词（例如：最高温度最高温度、最低温度最低温度、平均温度平均温度）。具体操作，请参见新增原子词。

最佳实践··IoT St udio使用LA自定义接
口全链路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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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为新增的原子词配置对应衍生指标并发布上线。

i.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数据分析 > 数据资产数据分析 > 数据资产。

ii. 在指标管理指标管理页签，单击分组视角分组视角。

iii. 单击已创建的IoT Studio分组名称（例如：studio_link_la_test），进入分组详情分组详情页面。

说明说明

步骤一：创建项目后，会同步在分组视角分组视角中创建IoT Studio分组，分组名称即已创建的项目名
称。

iv. 在分组详情分组详情页面，单击指标列表指标列表，然后单击新建指标新建指标。

最佳实践··IoT St udio使用LA自定义接
口全链路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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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在新建指标新建指标页面，配置指标定义参数，如下表和下图所示。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指标域 选择分组分组 。

所属分组 选择已创建的IoT Studio分组（例如：studio_link_la_test）。

衍生范围 选择本实体本实体 。

vi. 配置完成后，单击完成并上线完成并上线。

vii. 您可在分组详情 > 指标列表分组详情 > 指标列表中查看到新增的指标。

4. 回刷指标。具体操作，请参见指标回刷。

物联网数据分析采用T+1日方式统计衍生指标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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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五：新建自定义服务API步骤五：新建自定义服务API
1.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数据分析 > 数据服务数据分析 > 数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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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实践··IoT St udio使用LA自定义接
口全链路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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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新建API新建API页面，完成API基本信息的配置，然后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4. 在配置参数并测试配置参数并测试页面，完成参数配置。

5. 完成配置后，在测试API区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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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实践··IoT St udio使用LA自定义接
口全链路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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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击发布发布。

步骤六：在IoT Studio中使用自定义API步骤六：在IoT Studio中使用自定义API
1. 返回IoT Studio项目主页，在数据服务数据服务页签可以查看到已发布的自定义服务API。

2. 在项目主页主页页面的项目开发项目开发下，选择Web应用Web应用。

3. 单击应用列表上方的新建新建。

4. 在新建Web应用新建Web应用对话框中，填入应用名称和描述，单击确认确认。

创建应用完成后，会自动打开Web应用编辑器。

5. 添加表格组件。

i. 在Web应用编辑器中，单击最左侧的组件图标 。

ii. 在画布左侧组件列表上方，输入表格表格，找到该组件，然后将组件拖拽到中间画布。

iii. 选中组件，在右侧样式中单击展示数据展示数据后的配置数据源配置数据源。

iv. 在数据源配置数据源配置面板，选择已创建的自定义API，完成配置。

最佳实践··IoT St udio使用LA自定义接
口全链路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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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配置数据展示。具体操作，请参见表格。

vi. 完成配置后，自定义API中的数据即可展示在表格组件中。

最佳实践··IoT St udio使用LA自定义接
口全链路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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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介绍使用IoT Studio的业务逻辑功能，开发一个控制空调的智能服务。该服务可根据当前温度的变化，
控制空调自动开启或关闭。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业务逻辑是IoT Studio提供的开发工具，支持通过编排服务节点的方式快速完成业务服务开发。

本示例以智能控制空调设备为场景，创建一个智能空调业务服务。

当温度检测仪上报当前温度>30℃时，开启空调制冷模式。

当温度检测仪上报当前温度<15℃时，开启空调制热模式。

当温度检测仪上报当前温度≥15℃，≤30℃时，关闭空调。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步骤一：在项目中创建产品

步骤二：创建控制空调的业务服务

步骤三：调试与发布

本文介绍在IoT Studio创建项目，并为该项目创建产品和设备。

步骤一：创建项目步骤一：创建项目
1. 登录物联网应用开发控制台，在页面左上角选择公共实例公共实例后，在左侧导航栏单击项目管理项目管理。

2. 在项目管理项目管理页面，单击新建项目新建项目。

3. 在新建项目新建项目页面，移动鼠标至新建空白项目区域，单击创建空白项目创建空白项目。

4. 在新建空白项目新建空白项目对话框，输入项目名称（例如：智能空调）和描述信息。

5. 单击确认确认。

完成创建项目后，会直接进入项目详情页面的主页主页。

12.智能控制空调设备12.智能控制空调设备
12.1. 概述12.1. 概述

12.2. 步骤一：在项目中创建产品12.2. 步骤一：在项目中创建产品

最佳实践··智能控制空调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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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二：创建产品和设备步骤二：创建产品和设备
1. 在项目主页，单击左侧导航栏的产品产品。

2. 在产品产品页面，单击产品列表左上方的创建产品创建产品。

在创建产品创建产品页面，创建产品名称为温度检测仪温度检测仪， 选择自定义品类自定义品类，其他参数使用默认值，单击确确
认认。

在创建产品创建产品页面，创建产品名称为智能空调智能空调，选择自定义品类自定义品类，其他参数使用默认值，单击确定确定。

3. 产品创建成功后，回到产品产品页面，在产品列表中，单击目标产品对应的查看查看。

4. 在产品详情产品详情页面，单击功能定义功能定义页签，再单击编辑草稿编辑草稿，选择添加自定义功能添加自定义功能。

本示例添加以下自定义属性。具体操作，请参见单个添加物模型。

温度检测仪产品

功能名称功能名称 标识符标识符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取值范围取值范围 单位单位 读写类型读写类型

当前温度
CurrentTemp
erature

int32（整数
型）

-10~50 摄氏度（℃） 读写

智能空调产品

功能名称功能名称 标识符标识符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取值范围取值范围 单位单位 读写类型读写类型

空调开关
Switch bool（布尔

型）

0：false

1：true
不涉及 读写

最佳实践··智能控制空调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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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速 WindSpeed
enum（枚举
型）

0：自动

1：静音档

2：低档

3：中档

4：高档

5：最高档

不涉及 读写

工作模式 WorkMode
bool（布尔
型）

0：自动

1：制冷

2：制热

3：通风

4：除湿

不涉及 读写

温度设置
temperature_
setting

double（双精
度浮点型）

18 ~ 30 摄氏度（℃） 读写

功能名称功能名称 标识符标识符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取值范围取值范围 单位单位 读写类型读写类型

a. 物模型添加完成后，单击页面左下方的发布上线发布上线按钮，弹出发布物模型上线发布物模型上线对话框。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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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复选框。

c. 单击确定确定，发布物模型。

5.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设备设备。在设备设备页面，分别为温度检测仪温度检测仪产品和智能空调智能空调产品创建设备，如下图所
示。

最佳实践··智能控制空调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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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操作，请参见添加设备。

6. 本案例使用设备模拟器的属性上报数据。温度检测仪温度检测仪产品和智能空调智能空调产品的设备必须同时在线。更多
信息，请参见设备模拟器。

i. 登录物联网平台控制台。

ii. 在实例概览实例概览页面，单击公共实例公共实例进入实例详情实例详情页面。

iii.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监控运维 > 设备模拟器监控运维 > 设备模拟器。

iv. 选择本次模拟的设备（例如温度检测器温度检测器），单击启动设备模拟器启动设备模拟器。

v. 选择属性上报属性上报功能，推送调试指令，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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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产品和设备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产品和设备。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步骤二：创建控制空调的业务服务。

您可在业务逻辑编辑器中拖拽功能节点到画布，配置节点名称、参数等，以可视化的方式开发业务服务。本
文介绍创建控制空调业务逻辑的开发过程。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完成在项目中创建产品。具体操作，请参见步骤一：在项目中创建产品。

12.3. 步骤二：创建控制空调的业务服务12.3. 步骤二：创建控制空调的业务服务

最佳实践··智能控制空调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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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一：创建业务服务步骤一：创建业务服务
1. 登录物联网应用开发控制台，在页面左上角选择公共实例公共实例后，在左侧导航栏单击项目管理项目管理。

2. 在普通项目普通项目列表中，找到智能空调智能空调项目，单击项目卡片。

3. 在项目主页主页页面的项目开发项目开发下，单击业务逻辑业务逻辑页签。

4. 在业务逻辑业务逻辑页签，单击列表上方的新建 > 新建新建 > 新建。

5. 在新建业务服务新建业务服务对话框，输入业务服务名称（例如：智能控制空调）和描述信息。

6. 单击确认确认。

创建业务服务完成后，会自动打开业务逻辑编辑器。各区域功能说明，请参见业务逻辑编辑器。

步骤二：配置业务逻辑节点步骤二：配置业务逻辑节点

1. 在业务逻辑开发页面，单击左侧的节点节点图标 ，在节点列表中，拖拽一个设备触发设备触发节点到画布上，并

进行配置。更多详细配置，请参见设备触发。

配置项配置项 说明说明

节点名称 设备触发。

最佳实践··智能控制空调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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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产品 选择温度检测仪温度检测仪 产品。

选择设备 选择产品下的指定设备T empdeviceT empdevice。

触发条件 设置指定的属性上报：当前温度当前温度 。

配置项配置项 说明说明

2. 在节点列表中，拖拽一个条件判断条件判断节点到画布上，与设备触发设备触发节点相连，并进行配置。更多详细配
置，请参见条件判断。

配置条件：设置当前温度>30。

3. 在节点列表中，拖拽一个智能空调智能空调产品节点到画布上，与条件判断条件判断的满足条件点连接起来，进行配
置。

配置项配置项 描述描述

节点名称 智能空调。

选择要控制的设备 选择设备Aircondit ionerAircondit ioner。

选择操作类型 选择为设备动作执行设备动作执行 。

下发数据

本示例中，满足条件时（当前温度值超过30），即下
发数据：

空调开关空调开关 ：true

风速风速 ：3（中档）

工作模式工作模式 ：1（制冷）

温度设置温度设置 ：23

最佳实践··智能控制空调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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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节点列表中拖拽一个路径选择路径选择节点，与条件判断条件判断的不满足条件点连接起来。更多详细配置，请参
见路径选择。

路径节点设置为设备触发-当前温度设备触发-当前温度，包含两个路径：

路径1：当前温度值<15。

路径2：其他（当前温度值≥15）。

5. 在节点列表中，拖拽一个智能空调智能空调产品节点，与路径选择路径选择节点路径1相连，进行配置。

最佳实践··智能控制空调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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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配置项 描述描述

节点名称 智能空调。

选择要控制的设备 选择设备Aircondit ionerAircondit ioner。

选择操作类型 选择为设备动作执行设备动作执行 。

下发数据

本示例中，满足条件时（前温度值小于15），即下发
数据：

空调开关空调开关 ：true

风速风速 ：4（高档）

工作模式工作模式 ：2（制热）

温度设置温度设置 ：26

6. 在节点列表中，继续拖拽一个智能空调智能空调产品节点，与路径选择路径选择节点路径2相连，进行配置。

最佳实践··智能控制空调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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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配置项 描述描述

节点名称 智能空调。

选择要控制的设备 选择设备Aircondit ionerAircondit ioner。

选择操作类型 选择为设备动作执行设备动作执行 。

下发数据

本示例中，满足条件时（当前温度值大于等于15），
即下发数据：

空调开关空调开关 ：false

风速风速 ：0（自动）

工作模式工作模式 ：0（自动）

温度设置温度设置 ：25

7. 配置完成后，单击页面右上方的保存保存按钮 ，保存设置。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步骤三：调试与发布。

本文介绍使用设备模拟器对智能控制空调设备服务进行调试。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12.4. 步骤三：调试与发布12.4. 步骤三：调试与发布

最佳实践··智能控制空调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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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业务逻辑的配置。具体操作，请参见步骤二：创建控制空调的业务服务。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在业务服务编辑页面，单击右上方的部署调试部署调试按钮 ，部署并启动服务。

2. 服务部署成功后，单击右上方的部署调试部署调试按钮 ，调试服务。

i.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前往前往，前往产品的设备模拟器页面。

ii. 单击启动设备模拟器启动设备模拟器。

iii. 选择上行指令调试 > 属性上报上行指令调试 > 属性上报。

iv. 在默认模块中推送调试指令。

下图示例中，模拟推送的当前温度值是10，小于15，智能空调设备将收到指令。

3. 在智能空调的设备模拟器设备模拟器页面，设备端日志设备端日志区域可查看到接收的指令。即业务逻辑编排中需要进行调
整的设备参数被设备（模拟器）接收到了，调用和执行成功。

received topic=/sys/a1*******/Airconditioner/thing/service/property/set, payload={"meth
od":"thing.service.property.set","id":"10*********","params":{"Switch":1,"WindSpeed":4,
"temperature_setting":26,"WorkMode":2},"version":"1.0.0"}  

Switch（空调开关）：1（true）

WindSpeed（风速）：4（高档）

temperature_sett ing（温度设置）：26（摄氏度）

WorkMode（工作模式）：2（制热）

最佳实践··智能控制空调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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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业务逻辑编辑页面，查看相关日志。

4. 在业务服务编辑页面，单击右上方的发布发布按钮 ，发布服务。

业务服务需要发布到云端，才能被调用。

最佳实践··智能控制空调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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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践案例中使用LoRa气象监测设备监测气象信息，上报温度、湿度、大气压、经度、纬度等数据，并使用
IoT Studio平台搭建监控大屏，展示气象监测设备最新上报的数据和历史数据曲线图。

架构图架构图
本案例的架构图如下。

方案设计方案设计
实现过程：

1. 自主搭建气象站的LoRa网络。

2. 配置LoRa气象监测设备接入物联网平台。

3. 在IoT Studio平台搭建监控大屏。

物料准备物料准备
购买LoRa网关和LoRa气象监测设备硬件。

购买已通过Link WAN认证的产品（内置Link WAN密钥），可访问广域物联网或阿里云IoT元器件馆。

使用LoRa设备之前，您需在物联网络管理平台上配置LoRa网关，搭建物联网所需的网络服务。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开通物联网络管理平台。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物联网络管理平台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快速入门快速入门。

3. 选择搭建与分享网络搭建与分享网络对应的开始搭建开始搭建。

13.使用IoT Studio搭建气象监测屏13.使用IoT Studio搭建气象监测屏
13.1. 概述13.1. 概述

13.2. 配置LoRa网关13.2. 配置LoRa网关

最佳实践··使用IoT St udio搭建气象监
测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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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开始体验开始体验。

5. 注册网关，填入您的网关基本信息和位置信息后，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网关的GwEUI、PIN Code和频段信息，请在您网关设备的标签上查看。

如下图所示。

6. 将网关通电、连网。

稍等片刻之后，网关状态显示为在线，则表示网关连网上线成功。

7. 添加入网凭证，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最佳实践··使用IoT St udio搭建气象监
测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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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将凭证授权给自己，单击完成完成。

执行结果执行结果
将凭证授权给自己后，在物联网平台上使用该凭证创建连网方式为LoRaWAN的产品。

配置LoRa网关后，您需要在物联网平台上创建LoRa产品和设备，定义物模型，编写、提交LoRa设备的数据
解析脚本。

创建产品和设备创建产品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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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地域，目前仅华东2（上海）地域开通了公共实例服务。

13.3. 配置LoRa设备接入物联网平台13.3. 配置LoRa设备接入物联网平台

最佳实践··使用IoT St udio搭建气象监
测屏

> 文档版本：20220425 93

https://iot.console.aliyun.com


3.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设备管理设备管理 >  > 产品产品。

4. 在产品产品页，单击创建产品创建产品，创建一个连网方式为LoRaWANLoRaWAN的产品。

参数 说明

产品名称 自定义产品名称。

所属品类 选择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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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为LoRaWANLoRaWAN。

入网凭证 选择您在物联网络平台中创建并已授权的入网凭证。

数据格式 选择为透传/自定义透传/自定义 。

认证方式 选择为设备密钥设备密钥 。

5. 产品创建成功后，单击添加设备添加设备栏下的前往添加前往添加，添加一个设备。

设备的DevEUI和PIN Code，请在您的设备标签上查看。

6. 测试设备连接物联网平台。

按照设备上的标识，为设备连接天线、GPS天线、电池或电源。

设备上电约2分钟后，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对应的实例下的设备设备页的设备列表设备列表中，该设备的状态会显示
为在线在线。

最佳实践··使用IoT St udio搭建气象监
测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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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物模型定义物模型
物模型是将物理空间中的实体进行数字化，并在云端构建该实体的数据模型。在物联网平台中，定义物模型
即定义产品功能（包括属性、事件、服务）。完成功能定义后，系统将自动生成该产品的物模型。本示例
中，气象监测设备上报温度、湿度、气压、地理位置坐标等信息。因此，先在物联网平台上，为这些信息定
义数据模型，即定义对应的属性。

1. 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对应实例下的左侧导航栏，选择设备管理设备管理 >  > 产品产品 。

2. 在产品产品页，找到之前创建的产品，单击对应的查看查看。

3. 在产品详情产品详情页功能定义功能定义页签下，选择编辑草稿编辑草稿 >  > 添加自定义功能添加自定义功能，添加以下自定义功能。

属性名 标识符 类型 取值范围 步长 单位 读写类型

温度
Temperatu
re

double -99~100 0.01 ℃ 读写

湿度 Humidity double 1~100 0.01 % 读写

大气压
Atmospher
e

float 550 ~1060 0.01 hPa 读写

经度 Longitude double -180~180 0.01 ° 读写

纬度 Latitude double -90~90 0.01 ° 读写

海拔 Altitude float 0~9999 0.01 m 读写

X加速度
Acceleratio
n_X

float
-
1000~1000

0.01 mg 读写

Y加速度
Acceleratio
n_Y

float
-
1000~1000

0.01 mg 读写

Z加速度
Acceleratio
n_Z

float
-
1000~1000

0.01 mg 读写

运行速度 Speed float
-10000
~10000

0.01 Km/h 读写

电池电压
Battery_vol
tage

float 0~100000 0.01 V 读写

气体阻力
Gas_resista
nce

float
-10000
~10000

0.01 无 读写

新增物模型的详细操作说明，请参见单个添加物模型。

4. 单击发布上线发布上线将物模型发布为正式版。

编写数据解析脚本编写数据解析脚本
本示例中，LoRa设备上报的数据是二进制格式，如  01880537A5109D5A00846C 。其中 1、2 字节为数据标
识码  01 88 ；3、4、5字节为海拔数据  altitude:339m ；6、7、8字节为纬度数
据  latitude:34.1925 ；9、10、11字节为经度数据  longitude:108.8858 。

最佳实践··使用IoT St udio搭建气象监
测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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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云物联网平台的标准数据格式为Alink JSON格式，不能直接使用二进制数据进行业务处理；并且物联网
平台下发的数据也是Alink JSON格式。您需要根据您的设备数据格式和定义的物模型，编写数据解析脚本，
提交到物联网平台，以供物联网平台调用来解析上下行数据。

1. 登录物联网平台控制台，在对应实例的产品详情产品详情页，选择数据解析数据解析页签。

2. 在编辑脚本编辑脚本输入框中，输入解析脚本。

说明 说明 脚本代码中属性的标识符必须与定义物模型时定义的一致。

详细的数据解析脚本编写指导，请参见LoRaWAN设备数据解析。

本示例的数据解析脚本如下：

// var COMMAND_REPORT = 02;
// var COMMAND_SET = 01;
var ALINK_PROP_REPORT_METHOD = 'thing.event.property.post'; //标准ALink JSON格式Topic，设
备上传属性数据到云端。
var ALINK_PROP_SET_METHOD = 'thing.service.property.set';
var ALINK_VERSION = "1.1";
function rawDataToProtocol(bytes) {
    var uint8Array = new Uint8Array(bytes.length);
    for (var i = 0; i < bytes.length; i++) {
        uint8Array[i] = bytes[i] & 0xff;
    }
    var dataView = new DataView(uint8Array.buffer, 0);
    var jsonMap = {};
    // var fHead = uint8Array[0]; // 第0个BYTE为上报协议。// if (fHead == COMMAND_REPORT)
    {
        jsonMap['method'] = ALINK_PROP_REPORT_METHOD; //ALink JSON格式 - 属性上报。
        jsonMap['version'] = ALINK_VERSION; //ALink JSON格式 - 协议版本号固定字段。
        jsonMap['id'] = '' + 12345; //ALink JSON格式 - 标⽰该次请求id值。
        var params = {};
        switch (dataView.getInt16(0)) {
        case 0x0267:
            params['Temperature'] = Math.floor(dataView.getInt16(2) * 0.1 * 10) / 10;//
保留两位⼩数。
            params['Humidity'] = Math.floor(100 * dataView.getUint8(6) * 0.01 / 2 * 10)
/ 10;
            params['Atmosphere'] = Math.floor(dataView.getInt16(9) * 0.1 * 10) / 10;
            break;
        case 0x0188:
            var buffer = new Uint8Array(4);
            buffer[0] = 0;
            buffer[1] = uint8Array[2];
            buffer[2] = uint8Array[3];
            buffer[3] = uint8Array[4];
            var latitude = new DataView(buffer.buffer, 0);
            params['Latitude'] = Math.floor(latitude.getInt32(0) * 0.0001 * 10000) / 10
000;
            buffer[0] = 0;
            buffer[1] = uint8Array[5];
            buffer[2] = uint8Array[6];
            buffer[3] = uint8Array[7];
            var longitude = new DataView(buffer.buffer, 0);
            params['Longitude'] = Math.floor(longitude.getInt32(0) * 0.0001 * 10000) / 

最佳实践··使用IoT St udio搭建气象监
测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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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ms['Longitude'] = Math.floor(longitude.getInt32(0) * 0.0001 * 10000) / 
10000;
            buffer[0] = 0;
            buffer[1] = uint8Array[8];
            buffer[2] = uint8Array[9];
            buffer[3] = uint8Array[10];
            var altitude = new DataView(buffer.buffer, 0);
            params['Altitude'] = Math.floor(altitude.getInt32(0) * 0.01 * 100) / 100;
            break;
        case 0x0371:
            params['Acceleration_X'] = dataView.getInt16(2);
            params['Acceleration_Y'] = dataView.getInt16(4);
            params['Acceleration_Z'] = dataView.getInt16(6);
            break;
        case 0x0702:
            params['Battery_voltage'] = dataView.getInt16(2)/10;
            params['Speed'] = Math.floor(dataView.getInt16(6) * 0.01 * 100) / 100;
            break;
        case 0x0902:
            params['Gas_resistance'] = dataView.getInt16(2);
            break;
        }
        jsonMap['params'] = params; //ALink JSON 格式 - params 标准字段 }
        return jsonMap;
    }
    function protocolToRawData(bytes) {
        var method = json['method'];
        var id = json['id'];
        var version = json['version'];
        var payloadArray = [];
        return payloadArray;
    }
}
                        

3. 测试脚本。

i. 选择模拟类型为设备上报数据设备上报数据。

ii. 在模拟输入下的输入框中，输入一个模拟数据：  01880537A5109D5A00846C 。

iii. 单击执行执行。

解析结果显示在运行结果运行结果栏中。

最佳实践··使用IoT St udio搭建气象监
测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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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确认脚本能正确解析数据后，单击提交提交，将脚本提交到物联网平台系统。

说明 说明 物联网平台不能调用草稿状态的脚本，只有已提交的脚本才会被调用来解析数据。

设备上报的属性数据经脚本成功解析后，您可以在该设备的设备详情设备详情页物模型数据物模型数据 >  > 运行状态运行状态页签
下，查看设备上报的属性数据。

IoT Studio平台，即物联网开发平台。您可以使用IoT Studio中的Web应用编辑器可搭建监控大屏，用于展
示设备上报的数据。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左侧导航栏，选择IoT  St udioIoT  St udio >  > 项目管理项目管理，在普通项目普通项目下单击新建项目新建项目，新建一

个普通项目，具体操作参见普通项目。
创建成功，自动进入该项目。

2. 在项目左侧导航栏，选择产品产品，再单击关联物联网平台产品关联物联网平台产品，将已创建的气象监测产品与该项目关
联，具体操作参见关联产品至普通项目。

3. 在项目左侧导航栏，选择设备设备，再单击关联物联网平台设备关联物联网平台设备，将要监控数据的来源设备与该项目关
联，具体操作参见关联设备至普通项目。

4. 在项目左侧导航栏，选择主页主页，单击Web应用Web应用 >  > 新建新建，新建一个Web应用，具体操作参见创建Web应
用。

5. 在Web应用编辑器中，搭建实时气象数据监控面板。

i. 选择自定义新增页自定义新增页，设置页面标题和背景颜色等面板页面显示效果。

ii.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 组件组件，打开组件列表。

iii. 从组件列表中，拖拽一个矩形组件到画布上，并配置组件样式，具体操作参见矩形。

iv. 从组件列表中，拖拽一个文字组件重叠于矩形组件上，再配置文字组件的数据源为气象监测设备的
温度属性，具体操作参见文字。

设置完成后，该文字组件将显示气象监测设备上报的温度值。

13.4. 使用IoT Studio开发监控大屏13.4. 使用IoT Studio开发监控大屏

最佳实践··使用IoT St udio搭建气象监
测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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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从组件列表中，拖拽一个文字组件重叠于矩形组件上，文字内容设置为温度（℃），作为温度显示
组件的标题。

vi. 选中配置好的三个组件，单击鼠标右键，选择成组成组，将这三个组件组成组件组。

vii. 根据要展示的属性数量，复制多个组。

复制组件组时，各组件的显示效果配置和数据源配置同时被复制。

viii. 对复制的组件组单击鼠标右键，选择解散组解散组。

复制的组件组所有配置均相同。需先解散组，才能重新配置组件数据源等信息。

ix. 分别将数据源设置为该产品的其他属性，并设置对应的属性名称和单位。

最佳实践··使用IoT St udio搭建气象监
测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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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如有需要，还可在页面上增加其他组件，如图片组件等，参见基础组件使用说明。

控制面板效果参考图如下。

xi. 所有组件配置完成后，单击页面上方的 预览预览，预览和测试应用页面。

6. 在Web应用编辑器中，新建空白页面，配置属性数据曲线展示图。

以配置温度数据展示曲线图为例。

i.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 页面页面，再单击新建符号++ ，新增空白页面。

ii.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 组件组件，拖拽一个实时曲线组件到画布上，并配置实时曲线组件的数据源为

气象监测设备的温度属性，具体操作参见实时曲线（旧）。

iii. 配置曲线图的显示样式。

调整曲线图大小、坐标，设置是否显示时间选择器，设置系列名称为温度等。

说明 说明 如果选中时间选择器时间选择器前的复选框，表示曲线图上显示时间选择器。应用发布后，可
以设置时间，查看对应时间段的温度数据。

iv. 配置完成后，单击页面上方的 预览预览，预览和测试应用页面。

7. 单击页面上方的 发布发布，发布应用。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应用发布后，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 应用设置应用设置，可以开启应用Token验证，为应用绑定您自己的域名等。

更多Web应用可视化开发操作指导，请参见Web可视化开发文档。

最佳实践··使用IoT St udio搭建气象监
测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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