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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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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介绍SaaS平台通过事件总线EventBridge创建自定义总线。SaaS平台通过集成事件总线EventBridge，
为平台上的众多ISVs（Independent Software Vendors）提供基础的、统一的事件通道能力，方便ISV快速
构建事件驱动的应用。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SaaS作为云计算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使命是为企业用户提供信息化的软件设施。为了丰富SaaS平台的能
力，SaaS厂商往往会搭建应用市场，并在市场上提供基础设施吸引ISVs来为企业定制和开发通用的ISV应
用。企业可以在市场上购买和安装ISVs提供的企业级应用来提高企业自身的IT效率。另一方面，一些大型企
业有一定的研发能力，可能会基于SaaS厂商提供的能力自研一些应用，所以SaaS应用包括SaaS官方应用、
ISV应用和企业自建应用。

这三类SaaS应用经常有数据互通、互相调用的场景，所以面临具备组织不同、运行环境不同等问题。事件总
线EventBridge可以为这三类SaaS应用提供统一的、跨产品的、跨组织的甚至跨云的基础通信能力，助力您
在阿里云上快速孵化一个SaaS生态。

如上图所示，一个典型的SaaS平台可以基于事件总线EventBridge和CloudEvents协议快速构建一个标准化的
事件总线，加速SaaS生态的孵化以及ISV的研发效率。ISVs可以基于事件总线EventBridge和阿里云函数计算
快速开发一个事件驱动的 Serverless 程序。更多信息，请参见搭建钉钉连接器最佳实践。

目前在阿里巴巴内部有两个典型的SaaS平台，分别是钉钉和聚石塔。事件总线EventBridge在这两大SaaS平
台上都提供了事件总线的能力。

钉钉SaaS钉钉SaaS

1.构建SaaS平台的事件总线1.构建SaaS平台的事件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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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图所示，钉钉连接器的一个重要的应用场景是连接钉钉官方应用、ISVs应用以及企业自建应用。数据通
过事件总线EventBridge进行流转，帮助ISVs快速构建事件驱动应用。

钉钉官方应用与钉钉三方应用互通：钉钉官方提供的应用、钉钉三方的应用（即钉钉服务商提供的应用）
数据互通。

例如，当销帮帮CRM中新增一个客户的时候，向钉钉机器人推送消息，在钉钉群里可以看到新增客户的消
息。

钉钉三方应用互通：钉钉三方应用之间互通。

例如，在应用市场上购买的CRM应用和财务应用数据互通，在CRM中管理客户，在财务软件中管理收入支
出，解决企业的财务决策与业务进展脱节等问题。

钉钉官方/三方应用与企业自有系统互通：钉钉官方/三方提供的应用与企业自有系统互通，实现与企业自
有系统的数据相互流转。

例如，在金智CRM中新增一个客户的时候，同步客户数据、订单数据到企业的ERP系统中。

聚石塔SaaS聚石塔SaaS
聚石塔是阿里电商体系中重要的一部分。聚石塔沉淀的大量的电商数据有开放性需求，淘宝和天猫电商可以
从这些数据中挖掘出大量的业务价值。为了帮助商家高效地利用聚石塔电商数据，在聚石塔SaaS平台上孵化
出了大量的ISVs，这些ISVs为商家开发了一些应用，帮助商家消化电商数据。

最佳实践··构建SaaS平台的事件总线 事件总线Event 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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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图所示，链路中引入事件总线EventBridge可以加速ISVs创新，ISVs可以通过事件总线EventBridge以标
准化的方式订阅阿里电商数据，为商家创造业务价值。

相关文档相关文档
最IN的云原生架构，阿里云Serverless事件总线 EventBridge重磅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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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介绍如何计算PutEvents事件大小，将多个事件添加到一个请求中以提高效率。

使用场景使用场景
您可以使用PutEvents操作添加自定义事件到事件总线EventBridge中。您可以使用PutEvents添加多个事
件，通过预先计算事件大小，使所有事件总大小不超过256 KB，然后将这些事件添加到一个请求中以提高效
率。

以下提供了计算事件大小的方式。

计算方式计算方式
CloudEvent 大小计算方式如下：

time：大小一般为36字节。

specversion：以字符串UTF-8编码形式的字节数来度量。

id：以字符串UTF-8编码形式的字节数来度量。

type：以字符串UTF-8编码形式的字节数来度量。

source：以字符串UTF-8编码形式的字节数来度量。

subject：以字符串UTF-8编码形式的字节数来度量。

dataschema：以字符串UTF-8编码形式的字节数来度量。

datacontenttype：以字符串UTF-8编码形式的字节数来度量。

data：按照byte[]的长度来度量。

示例代码示例代码
以下为计算单个CloudEvent 大小的Java示例代码：

int getSize(CloudEvent event) {
    int size = 0;
    if (event.getTime() != null) {
        size += 36;
    }
    size += event.getSpecversion().getBytes(StandardCharsets.UTF_8).length;
    size += event.getId().getBytes(StandardCharsets.UTF_8).length;
    size += event.getType().getBytes(StandardCharsets.UTF_8).length;
    size += event.getSource().toString().getBytes(StandardCharsets.UTF_8).length;
    size += event.getSubject().getBytes(StandardCharsets.UTF_8).length;
    size += event.getDataschema().toString().getBytes(StandardCharsets.UTF_8).length;
    size += event.getDatacontenttype().getBytes(StandardCharsets.UTF_8).length;
    size += event.getData().length;   
    return size;
}

2.计算PutEvents事件大小2.计算PutEvents事件大小

最佳实践··计算Put Event s事件大小 事件总线Event 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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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介绍如何基于事件总线EventBridge的HTTP Source和Grafana监控源进行集成对接。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Grafana是一个提供了可组合实现的可观测能力的平台，将指标、跟踪和日志与Grafana集成。事件总线
EventBridge支持简单、快速地集成Grafana，实现报警和事件的统一管理。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开通事件总线EventBridge并授权

创建自定义总线

安装并注册Grafana账号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步骤一：创建Grafana监控源步骤一：创建Grafana监控源
1. 在事件总线EventBridge控制台创建事件源HT T P/HT T PS 触发HT T P/HT T PS 触发，参数配置如下。更多信息，请参见自定

义事件源HTTP/HTTPS触发。

请求类型请求类型：选择HT T P&HT T PSHT T P&HT T PS。

请求方法请求方法：选择POSTPOST 。

安全配置安全配置：选择无需配置无需配置。

创建完成后，您可以在事件源列表找到刚才创建的自定义事件源，然后单击详情详情查看配置信息。其中公公
网请求 URL网请求 URL可以作为事件源的接入Webhook地址。

步骤二：新增报警媒介步骤二：新增报警媒介
1. 登录Grafana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Alert ingAlert ing >  > Not if icat ion channelsNot if icat ion channels，然后单击Add channelAdd channel。

3.基于HTTP Source构建各种应用集3.基于HTTP Source构建各种应用集
成方案成方案
3.1. Grafana集成3.1. Grafana集成

事件总线Event Bridge 最佳实践··基于HTTP Source构建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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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Not if icat ion channelsNot if icat ion channels页签，配置以下参数，然后单击T estT est 。

T ypeT ype：选择webhookwebhook。

UrlUrl：填写步骤一生成的公网请求 URL公网请求 URL。

步骤三：验证结果步骤三：验证结果
1. 登录事件总线EventBridge控制台。

2.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地域。

3.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事件总线事件总线。

4.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事件追踪事件追踪查看并验证获取的事件信息。

3.2. GitHub集成3.2. GitHub集成

最佳实践··基于HTTP Source构建各种
应用集成方案

事件总线Event Bridge

10 > 文档版本：20220607

https://eventbridge.console.aliyun.com/


本文介绍如何基于事件总线EventBridge的HTTP Source和GitHub进行集成对接。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GitHub是一种版本管理工具，针对多人开发的项目，当代码仓库发生某些特定操作时，将此类操作事件通
过事件总线EventBridge推送给项目成员，有效关注代码变更，提高协同效率。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开通事件总线EventBridge并授权

创建自定义总线

安装并注册GitHub账号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步骤一：创建GitHub的接入Webhook地址步骤一：创建GitHub的接入Webhook地址
1. 在事件总线EventBridge控制台创建事件源HT T P/HT T PS 触发HT T P/HT T PS 触发，参数配置如下。更多信息，请参见自定

义事件源HTTP/HTTPS触发。

请求类型请求类型：选择HT T P&HT T PSHT T P&HT T PS。

请求方法请求方法：选择POSTPOST 。

安全配置安全配置：选择无需配置无需配置。

创建完成后，您可以在事件源列表找到刚才创建的自定义事件源，然后单击详情详情查看配置信息。其中公公
网请求 URL网请求 URL可以作为事件源的接入Webhook地址。

步骤二：在GitHub代码仓库创建Webhook步骤二：在GitHub代码仓库创建Webhook
1. 登录GitHub。

2. 单击Set t ingsSet t ings页签，然后在左侧导航栏单击WebhooksWebhooks。

3. 在创建Webhook的配置项中，配置以下参数，然后单击Add webhookAdd webhook。

Payload URLPayload URL：填写步骤一生成的公网请求 URL公网请求 URL。

Cont ent  t ypeCont ent  t ype：选择applicat ion/jsonapplicat ion/json。

触发方式触发方式：选择Just  t he push event .Just  t he push event .

事件总线Event Bridge 最佳实践··基于HTTP Source构建各种
应用集成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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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地仓库做特定操作，提交后推送GitHub。

步骤三：验证结果步骤三：验证结果
1. 登录事件总线EventBridge控制台。

2.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地域。

3.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事件总线事件总线。

4.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事件追踪事件追踪查看并验证获取的事件信息。

本文介绍如何基于事件总线EventBridge的HTTP Source和Jenkins监控源进行集成对接。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Jenkins是一个基于Java开发的持续集成工具，主要用于持续、自动地构建和测试软件项目，以及监控外部任
务的运行。事件总线EventBridge支持将Jenkins的事件进行快速集成，实现报警和事件的统一管理。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开通事件总线EventBridge并授权

创建自定义总线

安装Jenkins

为Jenkins安装Notificat ion plugin插件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步骤一：创建Jenkins监控源步骤一：创建Jenkins监控源
1. 在事件总线EventBridge控制台创建事件源HT T P/HT T PS 触发HT T P/HT T PS 触发，参数配置如下。更多信息，请参见自定

3.3. Jenkins集成3.3. Jenkins集成

最佳实践··基于HTTP Source构建各种
应用集成方案

事件总线Event 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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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事件源HTTP/HTTPS触发。

请求类型请求类型：选择HT T P&HT T PSHT T P&HT T PS。

请求方法请求方法：选择POSTPOST 。

安全配置安全配置：选择无需配置无需配置。

创建完成后，您可以在事件源列表找到刚才创建的自定义事件源，然后单击详情详情查看配置信息。其中公公
网请求 URL网请求 URL可以作为事件源的接入Webhook地址。

步骤二：新增报警媒介步骤二：新增报警媒介
1. 打开Jenkins，选择任意一个构建任务，然后单击配置配置。

2. 在页面上方单击Job Not if icat ionsJob Not if icat ions。

3. 在Job Not if icat ionsJob Not if icat ions页签，将URL SourceURL Source设置为步骤一中获取的公网请求 URL公网请求 URL，然后单击保存保存。

步骤三：触发事件步骤三：触发事件
1. 在Jenkins首页任务列表中，找到步骤二中配置的构建任务，然后单击构建图标即可触发事件。

步骤四：验证结果步骤四：验证结果
1. 登录事件总线EventBridge控制台。

2.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地域。

3.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事件总线事件总线。

4.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事件追踪事件追踪查看并验证获取的事件信息。

本文介绍如何基于事件总线EventBridge的HTTP Source和Shopify监控源进行集成对接。

3.4. Shopify集成3.4. Shopify集成

事件总线Event Bridge 最佳实践··基于HTTP Source构建各种
应用集成方案

> 文档版本：20220607 13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413974.html#task-2189835
https://eventbridge.console.aliyun.com/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Shopify是一站式SaaS模式的电商服务平台，为电商卖家提供搭建网店的技术和模版，管理全渠道的营销、
售卖、支付、物流等服务。事件总线EventBridge支持将Shopify的事件进行快速集成，实现报警和事件的统
一管理。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开通事件总线EventBridge并授权

创建自定义总线

注册Shopify账号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步骤一：创建Shopify监控源步骤一：创建Shopify监控源
1. 在事件总线EventBridge控制台创建事件源HT T P/HT T PS 触发HT T P/HT T PS 触发，参数配置如下。更多信息，请参见自定

义事件源HTTP/HTTPS触发。

请求类型请求类型：选择HT T P&HT T PSHT T P&HT T PS。

请求方法请求方法：选择POSTPOST 。

安全配置安全配置：选择无需配置无需配置。

创建完成后，您可以在事件源列表找到刚才创建的自定义事件源，然后单击详情详情查看配置信息。其中公公
网请求 URL网请求 URL可以作为事件源的接入Webhook地址。

步骤二：新增报警媒介步骤二：新增报警媒介
1. 登录Shopify控制台，在控制台首页左下角选择设置设置。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通知通知。

最佳实践··基于HTTP Source构建各种
应用集成方案

事件总线Event 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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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通知通知页面最下方找到WebhookWebhook区域，并单击创建 Webhook创建 Webhook。

4. 在弹出的添加 Webhook添加 Webhook对话框中填写相关参数，然后单击保存保存。

事件事件：在下拉菜单中选择任意一个事件类型作为事件触发条件。本文以产品创建产品创建为例，表示当您新
创建了一个产品时，会触发事件推送。

URLURL：填写为步骤一中获取的公网请求 URL公网请求 URL。

步骤三：触发事件步骤三：触发事件
1. 回到Shopify控制台主页，按照步骤二中配置的事件进行操作。例如，添加一个产品，就会触发事件。

验证结果验证结果

事件总线Event Bridge 最佳实践··基于HTTP Source构建各种
应用集成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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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事件总线EventBridge控制台。

2.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地域。

3.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事件总线事件总线。

4.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事件追踪事件追踪查看并验证获取的事件信息。

本文介绍如何基于事件总线EventBridge的HTTP Source和Gitee进行集成对接。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Gitee是一个基于Git的代码托管平台，为开发者提供稳定的托管服务。事件总线EventBridge支持将Gitee的
事件进行快速集成，实现报警和事件的统一管理。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开通事件总线EventBridge并授权

创建自定义总线

注册Gitee账号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步骤一：创建Gitee监控源步骤一：创建Gitee监控源
1. 在事件总线EventBridge控制台创建事件源HT T P/HT T PS 触发HT T P/HT T PS 触发，参数配置如下。更多信息，请参见自定

义事件源HTTP/HTTPS触发。

请求类型请求类型：选择HT T P&HT T PSHT T P&HT T PS。

请求方法请求方法：选择POSTPOST 。

安全配置安全配置：选择无需配置无需配置。

创建完成后，您可以在事件源列表找到刚才创建的自定义事件源，然后单击详情详情查看配置信息。其中公公
网请求 URL网请求 URL可以作为事件源的接入Webhook地址。

步骤二：新增报警媒介步骤二：新增报警媒介
1. 登录Gitee控制台，在主页任意选择一个代码仓库。

2. 在页面上方导航栏选择管理管理，然后在左侧导航栏单击WebHooksWebHooks。

3. 在WebHooks 管理WebHooks 管理页面右上角单击添加 webHook添加 webHook。

3.5. Gitee集成3.5. Gitee集成

最佳实践··基于HTTP Source构建各种
应用集成方案

事件总线Event 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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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添加 WebHook添加 WebHook页面，设置相关参数，然后单击添加添加。

URLURL：设置为步骤一中获取的公网请求 URL公网请求 URL。

选择事件选择事件：选择任意一个或多个操作作为事件触发条件。例如，选择PushPush表示当您执行Push操作
时，会触发事件推送。

步骤三：触发事件步骤三：触发事件
1. 步骤二中添加WebHooks完成后，在当前WebHooks 管理WebHooks 管理页面单击测试测试即可模拟事件触发。

步骤四：结果验证步骤四：结果验证
1. 登录事件总线EventBridge控制台。

2.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地域。

3.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事件总线事件总线。

4.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事件追踪事件追踪查看并验证获取的事件信息。

本文介绍如何基于事件总线EventBridge的HTTP Source和语雀监控源进行集成对接。

3.6. 语雀集成3.6. 语雀集成

事件总线Event Bridge 最佳实践··基于HTTP Source构建各种
应用集成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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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语雀是阿里巴巴孵化的一款专业的云端知识库，能够面向个人和团队，提供知识管理。事件总线
EventBridge支持将语雀的事件进行快速集成，实现报警和事件的统一管理。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开通事件总线EventBridge并授权

创建自定义总线

注册语雀账号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步骤一：创建语雀监控源步骤一：创建语雀监控源
1. 在事件总线EventBridge控制台创建事件源HT T P/HT T PS 触发HT T P/HT T PS 触发，参数配置如下。更多信息，请参见自定

义事件源HTTP/HTTPS触发。

请求类型请求类型：选择HT T P&HT T PSHT T P&HT T PS。

请求方法请求方法：选择POSTPOST 。

安全配置安全配置：选择无需配置无需配置。

创建完成后，您可以在事件源列表找到刚才创建的自定义事件源，然后单击详情详情查看配置信息。其中公公
网请求 URL网请求 URL可以作为事件源的接入Webhook地址。

步骤二：新增报警媒介步骤二：新增报警媒介
1. 登录语雀控制台，进入任意一个知识库。

2. 在页面右上角单击 ，然后在弹出的菜单中单击更多设置更多设置。

3. 在设置设置页面左侧导航栏单击消息推送消息推送，然后设置以下参数，并单击添加添加完成新增消息推送。

最佳实践··基于HTTP Source构建各种
应用集成方案

事件总线Event 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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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送到推送到：选择其他渠道其他渠道。

机器人名字机器人名字：自定义一个机器人名称。

Webhook 地址Webhook 地址：填写为步骤一中获取的公网请求 URL公网请求 URL。

当知识库内发生以下动态时推送当知识库内发生以下动态时推送：选中任意一个或多个操作作为事件触发的条件。例如，选择发布发布
文档文档表示当您在语雀上发布文档时，会触发事件推送。

步骤三：触发事件步骤三：触发事件
1. 步骤二新增消息推送完成后，在当前新增消息推送新增消息推送页面的已添加推送已添加推送区域，找到目标推送信息，在

其操作操作列单击测试测试即可模拟事件触发。

步骤四：验证结果步骤四：验证结果
1. 登录事件总线EventBridge控制台。

2.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地域。

3.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事件总线事件总线。

4.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事件追踪事件追踪查看并验证获取的事件信息。

本文介绍如何基于事件总线EventBridge的HTTP Source和Zoho CRM进行集成对接。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Zoho CRM是一款SaaS云端CRM（Customer Relat ionship Management）客户管理系统，可以提供灵活、适
应性强的业务流程搭建，并允许用户对其进行在线复制，提供高度定制功能来构建CRM系统。事件总线
EventBridge支持将Zoho CRM的事件进行快速集成，实现报警和事件的统一管理。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3.7. Zoho CRM集成3.7. Zoho CRM集成

事件总线Event Bridge 最佳实践··基于HTTP Source构建各种
应用集成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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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通事件总线EventBridge并授权

创建自定义总线

注册Zoho CRM账号

步骤一：创建Zoho CRM系统源步骤一：创建Zoho CRM系统源
1. 在事件总线EventBridge控制台创建事件源HT T P/HT T PS 触发HT T P/HT T PS 触发，参数配置如下。更多信息，请参见自定

义事件源HTTP/HTTPS触发。

请求类型请求类型：选择HT T P&HT T PSHT T P&HT T PS。

请求方法请求方法：选择POSTPOST 。

安全配置安全配置：选择无需配置无需配置。

创建完成后，您可以在事件源列表找到刚才创建的自定义事件源，然后单击详情详情查看配置信息。其中公公
网请求 URL网请求 URL可以作为事件源的接入Webhook地址。

步骤二：新增报警媒介步骤二：新增报警媒介

1. 登录Zoho CRM控制台，单击 图标。

2. 在设置设置页面，单击自动化自动化区域的动作动作。

3. 在页面上方导航栏选择WebhookWebhook，在页面右下角单击创建Webhook创建Webhook。

4. 在新建Webhook新建Webhook页面，设置相关参数，然后单击保存保存。

相关参数解释如下表所示。

参数 描述

名称 设置Webhook的名称。

说明 为设置的Webhook添加说明。

方法 选择API数据的传输方式，默认选择POSTPOST 方式。

URL通知
设置为步骤一：创建Zoho CRM系统源中获取的公网请公网请
求 URL求 URL。

授权类型 选择Webhook的授权类型。

模块 选择一个Zoho CRM模块。

模块参数
设置参数的名称、类型和相应的参数值。 这是触发
Webhook对第三方应用程序的通知时发送的请求参
数。

自定义参数
设置参数的名称和相应的参数值。 这是触发Webhook
对第三方应用程序的通知时发送的请求参数。

最佳实践··基于HTTP Source构建各种
应用集成方案

事件总线Event 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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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创建工作流规则步骤三：创建工作流规则
1. 完成新建Webhook后，在左侧菜单栏，单击工作流规则工作流规则。

2. 在工作流规则工作流规则页面，单击新建规则新建规则。

3. 在创建新的规则创建新的规则对话框，设置规则的模块模块、规则名规则名和描述描述，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4. 在规则页面，设置相关参数，然后单击保存保存。

i. 选择执行规则的前提条件。可按需选择记录动作记录动作、日期/时间日期/时间或基于得分基于得分。

ii. 选择执行此规则的线索范围。可按需选择线索匹配特定的条件线索匹配特定的条件或所有线索所有线索。

iii. 选择执行规则的时间和Webhook。可按需选择即时操作即时操作或定时操作定时操作。

以即时操作即时操作为例，单击即时操作即时操作，在下拉框选择WebhookWebhook，在WebhookWebhook页面选择步骤二：新增
报警媒介中新建的Webhook，单击关联关联。

步骤四：触发事件步骤四：触发事件
1. 工作流规则创建完成后，在顶部菜单栏，选择线索线索。

2. 在线索线索页面，单击创建线索创建线索。

3. 在创建线索创建线索页面，设置相关参数，然后单击保存保存。

步骤五：结果验证步骤五：结果验证
1. 登录事件总线EventBridge控制台。

2.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地域。

3.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事件总线事件总线。

4. 在事件总线事件总线页面，选择目标自定义事件总线，在其操作操作列，单击事件追踪事件追踪查看事件详情。

本文介绍如何基于事件总线EventBridge的HTTP Source和Auth0进行集成对接。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Auth0是一个易于实现、自适应的身份管理平台，主要为用户提供身份认证与授权服务。事件总线
EventBridge支持将Auth0的事件进行快速集成，实现对注册用户的通知和异常事件的处理功能。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开通事件总线EventBridge并授权

创建自定义总线

注册Auth0账号

步骤一：创建Auth0系统源步骤一：创建Auth0系统源
1. 在事件总线EventBridge控制台创建事件源HT T P/HT T PS 触发HT T P/HT T PS 触发，参数配置如下。更多信息，请参见自定

义事件源HTTP/HTTPS触发。

请求类型请求类型：选择HT T PSHT T PS。

请求方法请求方法：选择POSTPOST 。

安全配置安全配置：选择无需配置无需配置。

创建完成后，您可以在事件源列表找到刚才创建的自定义事件源，然后单击详情详情查看配置信息。其中公公

3.8. Auth0系统集成3.8. Auth0系统集成

事件总线Event Bridge 最佳实践··基于HTTP Source构建各种
应用集成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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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请求 URL网请求 URL可以作为事件源的接入Webhook地址。

步骤二：新建Streams步骤二：新建Streams
1. 登录Auth0控制台，在左侧菜单栏选择Monit oringMonit oring >  > St reamsSt reams。

2. 在St reamsSt reams页面，单击Creat e Log St reamCreat e Log St ream。

3. 在New Event  St reamNew Event  St ream页面，单击Cust om WebhookCust om Webhook。

4. 在Creat e Event  St reamCreat e Event  St ream对话框中设置Event Stream的名称，单击Creat eCreat e。

5. 在创建的Event Stream页面，设置相关参数，单击SaveSave。

说明 说明 Payload URLPayload URL为步骤一：创建Auth0系统源中获取的公网请求URL。

步骤三：触发事件步骤三：触发事件
1. 在Auth0控制台主页，选择左侧菜单栏的User ManagementUser Management  >  > UserUser。

2. 在UsersUsers页面，单击Creat e UserCreat e User。

3. 在Creat e userCreat e user对话框，设置用户信息，单击Creat eCreat e。

步骤四：结果验证步骤四：结果验证
1. 登录事件总线EventBridge控制台。

2.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地域。

3.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事件总线事件总线。

4. 在事件总线事件总线页面，选择目标自定义事件总线，在其操作列，单击事件追踪事件追踪查看事件详情。

本文介绍如何基于事件总线EventBridge的HTTP Source和Teambit ion进行集成对接。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Teambit ion是一款团队协作工具。面向企业和团队提供数字化协同办公服务。事件总线EventBridge支持将
Teambit ion的事件进行快速集成，实现对注册用户的通知和异常事件的处理功能。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开通事件总线EventBridge并授权

创建自定义总线

注册Teambit ion账号

步骤一：创建Teambition系统源步骤一：创建Teambition系统源
1. 在事件总线EventBridge控制台创建事件源HT T P/HT T PS 触发HT T P/HT T PS 触发，参数配置如下。更多信息，请参见自定

义事件源HTTP/HTTPS触发。

3.9. Teambition集成3.9. Teambition集成

最佳实践··基于HTTP Source构建各种
应用集成方案

事件总线Event 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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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类型请求类型：选择HT T PSHT T PS。

请求方法请求方法：选择POSTPOST 。

安全配置安全配置：选择无需配置无需配置。

创建完成后，您可以在事件源列表找到刚才创建的自定义事件源，然后单击详情详情查看配置信息。其中公公
网请求 URL网请求 URL可以作为事件源的接入Webhook地址。

步骤二：新增报警媒介步骤二：新增报警媒介
1. 登录Teambit ion控制台。

2. 单击立即创建立即创建，在创建应用创建应用对话框，设置应用类型应用类型、应用名称应用名称和应用描述应用描述，单击创建创建。

3. 在左侧菜单栏，选择应用开发应用开发 >  > Webhook 配置Webhook 配置。

4. 在Webhook 配置Webhook 配置页面，填写步骤一：创建Teambition系统源中获取的公网请求 URL公网请求 URL，单击保存保存。

步骤三：触发事件步骤三：触发事件
1. 在左侧菜单栏选择应用开发应用开发 >  > 应用权限应用权限，打开任务任务开关。

2. 在左侧菜单栏单击应用测试应用测试，然后单击创建测试企业创建测试企业。

3. 在创建测试企业创建测试企业对话框，设置测试企业名称测试企业名称，单击创建创建。

4. 在创建的企业名称右侧单击安装应用安装应用。

步骤四：结果验证步骤四：结果验证
1. 登录事件总线EventBridge控制台。

2.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地域。

3.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事件总线事件总线。

4. 在事件总线事件总线页面，选择目标自定义事件总线，在其操作列，单击事件追踪事件追踪查看事件详情。

本文介绍如何基于事件总线EventBridge的HTTP Source和Dynatrace监控源进行集成对接。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Dynatrace是一款让企业云计算化繁为简、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平台。事件总线EventBridge支持将
Prometheus事件进行快速集成，实现报警和事件的统一管理。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开通事件总线EventBridge并授权

创建自定义总线

注册Dynatrace账号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3.10. Dynatrace3.10. Dynatrace

事件总线Event Bridge 最佳实践··基于HTTP Source构建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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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一：创建Dynatrace监控源步骤一：创建Dynatrace监控源
1. 在事件总线EventBridge控制台创建事件源HT T P/HT T PS 触发HT T P/HT T PS 触发，参数配置如下。更多信息，请参见自定

义事件源HTTP/HTTPS触发。

请求类型请求类型：选择HT T P&HT T PSHT T P&HT T PS。

请求方法请求方法：选择POSTPOST 。

安全配置安全配置：选择无需配置无需配置。

创建完成后，您可以在事件源列表找到刚才创建的自定义事件源，然后单击详情详情查看配置信息。其中公公
网请求 URL网请求 URL可以作为事件源的接入Webhook地址。

步骤二：新增报警媒介步骤二：新增报警媒介
1. 登录Dynatrace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选择set t ingset t ing >  > Int egrat ionInt egrat ion >  > Problem not if icat ionsProblem not if icat ions。

2. 在Problem not if icat ionsProblem not if icat ions页面单击Add not if icat ionsAdd not if icat ions，添加一个事件通知，设置相关参数，然后单
击SavaSava进行保存。

Display nameDisplay name：设置为事件通知的名称。

Webhook URLWebhook URL：填写为步骤一中获取的公网请求 URL公网请求 URL。

步骤三：触发事件步骤三：触发事件
1. 登录Dynatrace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选择set t ingset t ing >  > Int egrat ionInt egrat ion >  > Problem not if icat ionsProblem not if icat ions。

2. 在已创建好的事件通知详情页面，单击Send t est  not if icat ionSend t est  not if icat ion模拟事件触发。

步骤四：验证结果步骤四：验证结果

最佳实践··基于HTTP Source构建各种
应用集成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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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事件总线EventBridge控制台。

2.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地域。

3.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事件总线事件总线。

4.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事件追踪事件追踪查看并验证获取的事件信息。

本文介绍如何基于事件总线EventBridge的HTTP Source和华为云监控源进行集成对接。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华为云云监控是华为云产品的基础监控管理平台。事件总线EventBridge支持将华为云的事件进行快速集
成，实现报警和事件的统一管理。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开通事件总线EventBridge并授权

创建自定义总线

注册华为云账号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步骤一：创建华为云云监控源步骤一：创建华为云云监控源
1. 在事件总线EventBridge控制台创建事件源HT T P/HT T PS 触发HT T P/HT T PS 触发，参数配置如下。更多信息，请参见自定

义事件源HTTP/HTTPS触发。

请求类型请求类型：选择HT T P&HT T PSHT T P&HT T PS。

请求方法请求方法：选择POSTPOST 。

安全配置安全配置：选择无需配置无需配置。

创建完成后，您可以在事件源列表找到刚才创建的自定义事件源，然后单击详情详情查看配置信息。其中公公
网请求 URL网请求 URL可以作为事件源的接入Webhook地址。

步骤二：新增报警媒介步骤二：新增报警媒介

说明 说明 华为云云监控的告警通知是通过华为云消息通知服务SMN的接口进行回调，当华为云云监控
触发告警时，会调用华为云消息通知服务。因此，需要在华为云消息通知服务下配置事件总线
EventBridge的Webhook。

1. 在华为云消息通知服务控制台创建主题。

i. 登录华为云消息通知服务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主题管理主题管理 >  > 主题主题。

3.11. 华为云云监控集成3.11. 华为云云监控集成

事件总线Event Bridge 最佳实践··基于HTTP Source构建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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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主题主题页面右上角单击创建主题创建主题，填写相关参数，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2. 在华为云消息通知服务控制台创建订阅。

i.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主题管理主题管理 >  > 订阅订阅。

ii. 在订阅订阅页面右上角单击添加订阅添加订阅，填写相关参数，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主题名称主题名称：选择 步骤1中已创建好的主题。

协议协议：选择HT T PHT T P或HT T PSHT T PS。

订阅终端订阅终端：填写为步骤一中获取的公网请求 URL公网请求 URL。

3. 在华为云云监控控制台创建告警规则并关联主题。

i. 登录华为云云监控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告警告警 >  > 告警规则告警规则。

ii. 在告警规则告警规则页面右上角单击创建告警规则创建告警规则，填写相关参数，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设置参数时，将发送通知发送通知开关打开，并选择通知对象通知对象为步骤1中已创建好的主题。

步骤三：触发事件步骤三：触发事件

最佳实践··基于HTTP Source构建各种
应用集成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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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华为云消息通知服务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主题管理主题管理 >  > 主题主题。

2. 在指定主题的操作操作列单击发布消息发布消息，模拟触发告警的通知。

步骤四：验证结果步骤四：验证结果
1. 登录事件总线EventBridge控制台。

2.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地域。

3.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事件总线事件总线。

4.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事件追踪事件追踪查看并验证获取的事件信息。

本文介绍如何基于事件总线EventBridge的HTTP Source和腾讯云监控源进行集成对接。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腾讯云云监控是腾讯云产品的基础监控管理平台。事件总线EventBridge支持将腾讯云的事件进行快速集
成，实现报警和事件的统一管理。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开通事件总线EventBridge并授权

创建自定义总线

注册腾讯云账号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步骤一：创建腾讯云云监控源步骤一：创建腾讯云云监控源
1. 在事件总线EventBridge控制台创建事件源HT T P/HT T PS 触发HT T P/HT T PS 触发，参数配置如下。更多信息，请参见自定

义事件源HTTP/HTTPS触发。

请求类型请求类型：选择HT T P&HT T PSHT T P&HT T PS。

请求方法请求方法：选择POSTPOST 。

安全配置安全配置：选择无需配置无需配置。

创建完成后，您可以在事件源列表找到刚才创建的自定义事件源，然后单击详情详情查看配置信息。其中公公
网请求 URL网请求 URL可以作为事件源的接入Webhook地址。

步骤二：新增报警媒介步骤二：新增报警媒介
1. 新建告警模板。

3.12. 腾讯云监控集成3.12. 腾讯云监控集成

事件总线Event Bridge 最佳实践··基于HTTP Source构建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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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登录腾讯云云监控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告警管理告警管理 >  > 通知模板通知模板。

ii. 在通知模板通知模板页面单击新建新建。

iii. 在新建通知模板新建通知模板页面填写相关参，数然后单击完成完成。

接口回调接口回调区域的接口URL接口URL填写为步骤一中获取的公网请求 URL公网请求 URL。

2. 新建告警策略。

i.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告警管理告警管理 >  > 告警配置告警配置 >  > 告警策略告警策略。

最佳实践··基于HTTP Source构建各种
应用集成方案

事件总线Event 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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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告警策略告警策略页面单击新建新建。

iii. 在新建告警策略新建告警策略页面填写相关参数，然后单击完成完成。

监控类型监控类型：选择云产品监控云产品监控。

策略类型策略类型：选择T DMQT DMQ >  > PulsarPulsar >  > 主题主题。

触发条件触发条件：为了便于测试，本文以生产者数量不等于99为例作为触发条件。

通知模板通知模板：选择步骤1中已创建好的模板。

步骤三：触发事件步骤三：触发事件
1. 当监控源满足告警策略中的触发条件时，系统会自动上报告警，您可在腾讯云云监控控制台的告警管理告警管理

> > 告警历史告警历史页面中查看到上报的告警，即表示事件触发成功。

步骤四：验证结果步骤四：验证结果
1. 登录事件总线EventBridge控制台。

2.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地域。

3.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事件总线事件总线。

4.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事件追踪事件追踪查看并验证获取的事件信息。

事件总线Event Bridge 最佳实践··基于HTTP Source构建各种
应用集成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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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介绍如何应用IaC（Infrastructure as Code）理念自动化部署事件总线EventBridge，帮助您解决大量云
产品手工管理负担沉重的问题。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IaC是一种以代码来配置和管理虚拟机、网络等基础设施的实践方法。通过将基础设施代码化、版本化来取代
传统的手工操作基础设施。传统的基础设施管理方法是人工手动处理模式，不仅效率低下，而且还有很多人
为操作的风险。在IaC的实践中，开发者通过代码描述基础设施的配置及变更，再执行代码完成配置和变更，
就可以在几分钟后得到所需的虚拟机、网络等云上的服务，极大地缩短了部署时间，同时还能够保证多个环
境的配置一致性，减少人为操作，降低了引入错误的概率。

HashiCorp Terraform是一个IT基础架构自动化编排工具。作为最主流的IaC工具之一，它提供了强大的自动
化管理基础设施的能力。Terraform的命令行接口（CLI）提供一种简单机制，用于将配置文件部署到阿里云
或其他任意支持的云上，并对其进行版本控制。阿里云的大多数产品（包括事件总线EventBridge）都对
Terraform进行支持，使得跨多云部署基础设施变得简单。更多信息，请参见什么是Terraform。

本文以Terraform为例介绍两个基于IaC理念自动化部署基础设施的案例。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您已完成以下操作：

安装Terraform，具体操作，请参见在本地安装和配置Terraform。

创建阿里云账号并获取访问密钥。 请在阿里云控制台中的AccessKey管理页面上创建和查看您的账号及密
钥。

场景一：通过钉钉监控云上资源状态变化场景一：通过钉钉监控云上资源状态变化
若您使用了大量云资源作为生产环境，传统的手工操作控制台方式虽然简单易操作，但是不能很好地感知云
上资源的变更操作。使用事件总线EventBridge将事件的状态变更投递到钉钉，用户可以通过钉钉机器人的
消息通知更加直观地感知云上资源的变更。此处以ActionTrail:ApiCall事件为例，为您演示使用Terraform工
具将所有云产品事件源的ActionTrail:ApiCall事件投递给钉钉。

1. 创建一个钉钉机器人，记录Webhook地址和密钥。详细操作，请参见钉钉官方文档。

2. 创建terraform.tf文件。Terraform可以通过此文件调用阿里云上的资源。

# AccessKey ID和AccessKey Secret请参照前提条件在阿⾥云控制台的AccessKey管理⻚⾯获取。
# Region Id为您部署钉钉监控资源变化的⽬标地域，例如"cn-hangzhou"。
provider "alicloud" {
  access_key = "<your AccessKey Id>"             
  secret_key = "<your AccessKey Secret>"         
  region = "<Region Id>"                        
}

3. 创建1_actiontrail2dingding.tf文件，声明一个default总线上的规则：audit_notify，通过后缀匹配的
方式将所有云产品事件源的ActionTrail:ApiCall事件路由到钉钉上。

resource "alicloud_event_bridge_rule" "audit_notify" {
  # default总线默认存在，这⾥可以直接使⽤。
  event_bus_name = "default"
  # 规则名称，您可以⾃定义名称。
  rule_name      = "audit_notify"              
  description    = "demo"
  # 通过后缀匹配的⽅式过滤来⾃所有云产品事件源的ActionTrail:ApiCall事件。

4.基于IaC自动化部署事件总线4.基于IaC自动化部署事件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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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过后缀匹配的⽅式过滤来⾃所有云产品事件源的ActionTrail:ApiCall事件。
  filter_pattern = jsonencode(
    {
      "type" : [
        {
          "suffix" : ":ActionTrail:ApiCall"
        }
      ]
    }
  )
  targets {
    target_id = "test-target"
    endpoint  = "<your Dingtalk Robot Webhook url>"         #您创建的钉钉机器⼈的Webhook地
址。
    type      = "acs.dingtalk"                              #投递的事件类型为钉钉。
    param_list {
      resource_key = "URL"
      form         = "CONSTANT"
      value        = "<your Dingtalk Robot Webhook url>"    #您创建的钉钉机器⼈的Webhook地
址。
    }
    param_list {
      resource_key = "SecretKey"
      form         = "CONSTANT"
      value        = "<your Dingtalk Robot Secret Key>"     #您创建的钉钉机器⼈的密钥。
    }
    # 这⾥展⽰了TEMPLATE类型的事件转换描述。
    # value是使⽤jsonpath引⽤事件内容的字典，template则是模板内容，事件总线EventBridge最终会根
据这两者结合事件本⾝渲染出这个参数的值。
    param_list {
      resource_key = "Body"
      form         = "TEMPLATE"
      value        = jsonencode(
        {
          "source": "$.source",
          "type": "$.type"
          "region": "$.data.acsRegion",
          "accountId" : "$.data.userIdentity.accountId",
          "eventName" : "$.data.eventName",
        }
      )
      template = jsonencode(
        {
          "msgtype" : "text",
          "text" : {
            "content": "来⾃ $${source} 的 $${type} 审计事件： $${accountId} 在 $${region
} 执⾏了 $${eventName} 操作"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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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Terraform工具部署1_actiontrail2dingding.tf中创建的规则。

i. 在命令行窗口执行初始化命令：t erraf orm initt erraf orm init 。出现以下结果则表示初始化成功：

Terraform has been successfully initialized!

ii. 执行预览变更命令：t erraf orm plant erraf orm plan。在运行结果中可以预览到audit_notify规则将被创建。

alicloud_event_bridge_rule.audit_notify will be created

iii. 执行应用变更命令：t erraf orm applyt erraf orm apply。出现以下结果则表示规则被创建成功：

Apply complete! Resources: 1 added, 0 changed, 0 destroyed.

5. 触发事件。以密钥管理服务产品为例，创建一个ActionTrail:ApiCall事件。

i. 登录密钥管理服务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凭据凭据。

ii.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地域。

iii. 在凭据凭据页面，单击创建凭据创建凭据，根据提示创建凭据。

6. 结果验证。

i. 查看钉钉机器人推送的消息通知。

ii. 查看事件详情。

a. 事件总线EventBridge控制台。

b.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事件总线事件总线。

c.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地域。

d. 在事件总线事件总线页面，找到audit _not if yaudit _not if y，在其右侧操作操作列，单击事件追踪事件追踪查看事件轨迹。

场景二：场景二：自定义总线触发函数计算自定义总线触发函数计算
当您的应用产生的事件是通过函数计算FC（Function Compute）进行处理，那么就可以通过事件总线
EventBridge的自定义事件源和函数计算事件目标来实现，与传统控制台部署方式不同，本案例使用
Terraform工具自动化部署自定义总线与函数计算服务。

1. 创建terraform.tf文件。Terraform可以通过此文件调用阿里云上的资源。

# AccessKey ID和AccessKey Secret请在阿⾥云控制台的AccessKey管理⻚⾯获取。
# Region Id为您部署⾃定义总线触发函数计算的⽬标地域，例如"cn-hangzhou"。
provider "alicloud" {
  access_key = "<your Access Key Id>"            
  secret_key = "<your Access Key Secret>"        
  region = "<Region Id>"                        
}

2. 创建Python脚本文件src/index.py，模拟对事件进行处理。

最佳实践··基于IaC自动化部署事件总线 事件总线Event 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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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ding: utf-8 -*-
import logging
def handler(event, context):
  logger = logging.getLogger()
  logger.info('evt: ' + str(event))
  return str(event)

3. 创建2_trigger_function.tf文件，声明自定义总线、自定义事件源、函数计算服务、函数和过滤自定义
事件源的规则。

# 声明⼀个叫demo_event_bus的⾃定义总线。
resource "alicloud_event_bridge_event_bus" "demo_event_bus" {
  event_bus_name = "demo_event_bus"
  description    = "demo"
}
# 声明⼀个在demo_event_bus总线上的⾃定义事件源。
resource "alicloud_event_bridge_event_source" "demo_event_source" {
  event_bus_name         = alicloud_event_bridge_event_bus.demo_event_bus.event_bus_nam
e
  event_source_name      = "demo_event_source"
  description            = "demo"
  linked_external_source = false
}
# 声明⼀个叫fc_service的函数计算服务，publish=true意味着会⽴即部署上传的函数代码。
resource "alicloud_fc_service" "fc_service" {
  name        = "eb-fc-service"
  description = "demo"
  publish     = true
}
# 将前⾯准备的Python脚本⽂件打包成ZIP⽤于部署到函数计算。
data "archive_file" "code" {
  type        = "zip"
  source_file = "${path.module}/src/index.py"
  output_path = "${path.module}/code.zip"
}
# 声明⼀个fc_service服务中的函数，其中filename引⽤了上⾯描述的ZIP包，会将这个代码包上传。
resource "alicloud_fc_function" "fc_function" {
  service     = alicloud_fc_service.fc_service.name
  name        = "eb-fc-function"
  description = "demo"
  filename    = data.archive_file.code.output_path
  memory_size = "128"
  runtime     = "python3"
  handler     = "index.handler"
}
# 声明⼀个在demo_event_bus总线上的规则。
resource "alicloud_event_bridge_rule" "demo_rule" {
  event_bus_name = alicloud_event_bridge_event_bus.demo_event_bus.event_bus_name
  rule_name      = "demo_rule"
  description    = "demo"
  # 通过匹配source过滤来⾃于前⾯创建的⾃定义事件源的事件。
  filter_pattern = jsonencode(
    {
      "source" : ["${alicloud_event_bridge_event_source.demo_event_source.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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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targets {
    target_id = "demo-fc-target"
    type      = "acs.fc.function"
    # <Region Id>填写您的阿⾥云账号地域ID，<your Account Id>填写您的阿⾥云账号ID。
    endpoint  = "acs:fc:<Region Id>:<your Account Id>:services/${alicloud_fc_service.fc
_service.name}.LATEST/functions/${alicloud_fc_function.fc_function.name}"
    param_list {
      resource_key = "serviceName"
      form         = "CONSTANT"
      value        = alicloud_fc_service.fc_service.name
    }
    param_list {
      resource_key = "functionName"
      form         = "CONSTANT"
      value        = alicloud_fc_function.fc_function.name
    }
    param_list {
      resource_key = "Qualifier"
      form         = "CONSTANT"
      value        = "LATEST"
    }
    # 注意form=ORIGINAL意味着每次投递事件都会将事件的原始内容作为这个参数的值。
    param_list {
      resource_key = "Body"
      form         = "ORIGINAL"
    }
  }
}                        

4. 使用Terraform工具部署2_trigger_function.tf中创建的资源。

i. 在命令行窗口执行初始化命令：t erraf orm initt erraf orm init 。出现以下结果则表示初始化成功：

Terraform has been successfully initialized!

ii. 执行预览变更命令：t erraf orm plant erraf orm plan。在结果中可以预览到即将被创建的资源：

alicloud_event_bridge_event_bus.demo_event_bus will be created
alicloud_event_bridge_event_source.demo_event_source will be created
alicloud_event_bridge_rule.demo_rule will be created
alicloud_fc_service.fc_service will be created
alicloud_fc_function.fc_function will be created

iii. 执行应用变更命令：t erraf orm applyt erraf orm apply。出现以下结果则表示资源被创建成功：

Apply complete! Resources: 5 added, 0 changed, 0 destroyed.

5. 在控制台上验证创建好的资源，即自定义总线、自定义事件源、函数计算服务、函数和过滤自定义事件
源的规则。

最佳实践··基于IaC自动化部署事件总线 事件总线Event 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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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查看自定义事件总线和自定义事件源是否创建成功。

a. 登录事件总线EventBridge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事件总线事件总线。

b.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地域。

c. 在事件总线事件总线页面，单击demo_event _busdemo_event _bus。

d.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事件源事件源，在事件源事件源页面，单击demo_event _sourcedemo_event _source查看详情。

ii. 查看函数计算服务和函数是否创建成功。

a. 登录函数计算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函数及服务函数及服务。

b.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地域。

c. 在服务列表服务列表页面，单击eb-f c-serviceeb-f c-service。

d.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函数管理函数管理，然后单击eb-f c-f unct ioneb-f c-f unct ion查看函数详情。

iii. 触发事件。

a. 登录事件总线EventBridge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事件总线事件总线。

b.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地域。

c. 在事件总线事件总线页面，单击demo_event _busdemo_event _bus。

d.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事件规则事件规则，单击demo_ruledemo_rule。

e. 在demo_ruledemo_rule页面，单击发布事件发布事件。

f. 在发布事件至自定义事件总线 demo_event _bus发布事件至自定义事件总线 demo_event _bus面板，从自定义事件源自定义事件源下拉列表，选
择demo_event _sourcedemo_event _source，单击确认确认。

iv. 查看事件详情。

a. 在demo_event _busdemo_event _bus页面，单击事件追踪事件追踪。

b. 找到发布的事件，在其操作操作列，单击事件轨迹事件轨迹，查看事件已经被成功投递到函数eb-fc-
function上。

相关文档相关文档
Terraform

Terraform Registry

自定义机器人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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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介绍如何应用事件总线EventBridge的事件流功能实现

消息队列RocketMQ版

的消息路由。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您已开通事件总线EventBridge并授权。

您已购买并部署

消息队列RocketMQ版

实例，且实例处于服务中服务中状态。具体步骤，请参见创建实例。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事件流作为更轻量、实时端到端的流式事件通道，提供轻量流式数据的过滤和转换的能力，在不同的数据仓
库之间、数据处理程序之间、数据分析和处理系统之间进行数据同步。源端

消息队列RocketMQ版

生产的消息可以通过事件流这个通道被路由到目标端的

消息队列RocketMQ版

，无需定义事件总线。更多信息，请参见事件流概述。

步骤一：在目标端创建事件流步骤一：在目标端创建事件流

说明 说明 事件流需要在目标端创建，例如如果需要把华北2（北京）的RocketMQ消息路由到华东
1（杭州），那么需要在华东1（杭州）创建事件流任务。

1. 登录事件总线EventBridge控制台。

2.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地域。

3.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事件流事件流。

4. 在事件流事件流页面，单击创建事件流创建事件流。

5.基于事件流实现消息路由5.基于事件流实现消息路由
5.1. 基于事件流实现RocketMQ消息路由5.1. 基于事件流实现RocketMQ消息路由

最佳实践··基于事件流实现消息路由 事件总线Event 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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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创建事件流创建事件流面板，完成以下操作。

i. 在基本信息基本信息配置向导，输入事件流名称和描述，然后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ii. 在事件源事件源配置向导，选择事件提供方事件提供方为消息队列 Rocket MQ版消息队列 Rocket MQ版，配置以下参数，然后单击下一下一
步步。

参数 说明 示例

地域地域
选择消息队列Rocket MQ版消息队列Rocket MQ版 源
实例所在的地域。

华东1（杭州）

Rocket MQ 实例Rocket MQ 实例
选择生产消息队列Rocket MQ消息队列Rocket MQ
版版 消息的源实例。

MQ_INST_115964845466****_B
yBeUp3p

T opicT opic
选择生产消息队列Rocket MQ消息队列Rocket MQ
版版 消息的Topic。

topic

T agT ag
配置源实例中用于过滤消息的
Tag。

test

Group IDGroup ID

选择源实例的消费组名称。请使
用独立的消费组来创建事件源，
不要和已有的业务混用消费组，
以免影响已有的消息收发。

GID_http_1

消费位点消费位点

选择开始消费消息的位点。

最新位点最新位点 ：从最新位点开始消
费。

最早位点最早位点 ：从最初位点开始消
费。

指定时间戳指定时间戳 ：从指定位点开始
消费。

最新位点

iii. 在规则规则配置向导，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iv. 在目标目标配置向导，选择服务类型服务类型为消息队列 Rocket MQ版消息队列 Rocket MQ版，配置以下参数，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参数 说明 示例

实例ID实例ID
选择接收消息队列Rocket MQ消息队列Rocket MQ
版版 消息的目标实例。

MQ_INST_115964845466****_B
YEiGXc4

T opicT opic 选择目标实例的Topic。 demo

BodyBody

选择部分事件部分事件 。事件总线
EventBridge通过JSONPath提取
事件中的数据，将指定的事件内
容路由到事件目标。

$.data.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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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t iesPropert ies

选择模板模板 。您可以自定义一个模
板，定义模板里需要的变量，事
件总线EventBridge可以提取事件
中的字段，按照模板定义的形式
进行转换。

说明 说明 如果需要全量
传递源端的RocketMQ消息
的属性，推荐使用示例中配
置。

变量变量 ：

{
  
"userProperties":"$.da
ta.userProperties",
  
"msgId":"$.data.system
Properties.UNIQ_KEY"
}

模板模板 ：

{
  
"EB_SYS_EMBED_OBJECT":
"${userProperties}",
  
"UNIQ_KEY":"${msgId}"
}

KeysKeys

选择部分事件部分事件 。事件总线
EventBridge通过JSONPath提取
事件中的数据，将指定的事件内
容路由到事件目标。

说明 说明 如果需要全量
传递源端的RocketMQ消息
的属性，推荐使用示例中配
置。

$.data.systemProperties.KEYS

T agsT ags

选择部分事件部分事件 。事件总线
EventBridge通过JSONPath提取
事件中的数据，将指定的事件内
容路由到事件目标。

说明 说明 如果需要全量
传递源端的RocketMQ消息
的属性，推荐使用示例中配
置。

$.data.systemProperties.TAGS

参数 说明 示例

6. 返回事件流事件流页面，找到创建好的事件流，在其右侧操作操作栏，单击启用启用。

7. 在提示提示对话框，阅读提示信息，然后单击确认确认。

启用事件流后，会有30秒~60秒的延迟时间，您可以在事件流事件流页面的状态状态栏查看启动进度。

步骤二：测试验证步骤二：测试验证
1. 登录

最佳实践··基于事件流实现消息路由 事件总线Event 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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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队列RocketMQ版

控制台。

2.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步骤一：在目标端创建事件流中源实例所在的地域。

3.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实例列表实例列表。

4. 在实例列表实例列表页面，找到步骤一：在目标端创建事件流中配置的源实例，在其操作操作列，单击详情详情。

5.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T opic 管理T opic 管理。

6. 在Topic列表，单击步骤一：在目标端创建事件流中配置的源实例的Topic名称。

7. 在Topic详情页面，单击右上角的快速体验快速体验。

8. 在快速体验的消息生产和消费快速体验的消息生产和消费面板，选择发送方式发送方式为控制台控制台，然后配置消息内容消息内容、消息 Key消息 Key和消息消息
T agT ag，单击确定确定。

消息发送成功后，界面会提示消息发送成功！消息发送成功！，并显示Message ID。

9. 在源实例完成生产消息后，返回实例列表实例列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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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实例列表实例列表页面，找到步骤一：在目标端创建事件流中配置的目标实例，在其操作操作列，单击详情详情。

11.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T opic 管理T opic 管理。

12. 在Topic列表，单击步骤一：在目标端创建事件流中配置的目标实例的Topic名称。

13. 在Topic详情页面，单击消息查询消息查询。

14. 配置查询方式查询方式和查询范围查询范围，单击查询查询。

15. 查看查询到的Message ID、Tag和Key值是否与生产的消息一致。

本文介绍如何应用事件总线EventBridge的事件流功能实现消息队列Kafka版的消息路由。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您已开通事件总线EventBridge并授权。

您已购买并部署消息队列Kafka版实例，且实例处于服务中服务中状态。具体步骤，请参见购买和部署实例。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事件流作为更轻量、实时端到端的流式事件通道，提供轻量流式数据的过滤和转换的能力，在不同的数据仓
库之间、数据处理程序之间、数据分析和处理系统之间进行数据同步。源端消息队列Kafka版生产的消息可
以通过事件流这个通道被路由到目标端的消息队列Kafka版，无需定义事件总线。更多信息，请参见事件流概
述。

支持地域支持地域
支持在消息队列Kafka版之间创建事件流的地域有：华东2（上海）、华北2（北京）、华北3（张家口）、中
国香港、德国（法兰克福）、新加坡和日本（东京）。

步骤一：在目标端创建事件流步骤一：在目标端创建事件流

说明 说明 事件流需要在目标端创建，例如如果需要把华北2（北京）的Kafka消息路由到华东2（上
海），那么需要在华东2（上海）创建事件流任务。

1. 登录事件总线EventBridge控制台。

2.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地域。

3.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事件流事件流。

5.2. 基于事件流实现Kafka消息路由5.2. 基于事件流实现Kafka消息路由

最佳实践··基于事件流实现消息路由 事件总线Event 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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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事件流事件流页面，单击创建事件流创建事件流。

5. 在创建事件流创建事件流面板，完成以下操作。

i. 在基本信息基本信息配置向导，输入事件流名称和描述，然后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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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事件源事件源配置向导，选择事件提供方事件提供方为消息队列 Kaf ka 版消息队列 Kaf ka 版，在阿里云服务授权 - VPC阿里云服务授权 - VPC对话框，
单击确定确定，配置以下参数，然后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参数 说明 示例

地域地域
选择消息队列Kafka版源实例所
在的地域。

华北2（北京）

kaf ka 实例kaf ka 实例
选择生产消息队列Kafka版消息
的源实例。

MQ_INST_115964845466****_B
yBeUp3p

T opicT opic
选择生产消息队列Kafka版消息
的Topic。

topic

T agT ag（可选）
配置源实例中用于过滤消息的
Tag。

test

Group IDGroup ID

选择源实例的消费组名称。请使
用独立的消费组来创建事件源，
不要和已有的业务混用消费组，
以免影响已有的消息收发。

GID_http_1

并发配额（消费者数）并发配额（消费者数） 选择源实例的消费者数。 1

消费位点消费位点

选择开始消费消息的位点。

最新位点最新位点 ：从最新位点开始消
费。

最早位点最早位点 ：从最初位点开始消
费。

最新位点

网络配置网络配置

选择路由消息的网络类型。

默认网络默认网络

自建公网自建公网

若选择网络类型为自建公网自建公网 ，
则需要选择的VPC网络具有公
网访问的能力。

默认网络

iii. 在规则规则配置向导，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最佳实践··基于事件流实现消息路由 事件总线Event 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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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在目标目标配置向导，选择服务类型服务类型为消息队列 Kaf ka 版消息队列 Kaf ka 版，在阿里云服务授权 - VPC阿里云服务授权 - VPC对话框，单
击确定确定，配置以下参数，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参数 说明 示例

实例ID实例ID
选择接收消息队列Kafka版消息
的目标实例。

MQ_INST_115964845466****_B
YEiGXc4

T opicT opic 选择目标实例的Topic。 topic

确认模式确认模式

选择目标端消息队列Kafka版接
收到数据后给客户端发出的确认
信号。

NoneNone：客户端不需要等待任
何确认收到的消息。

LeaderOnlyLeaderOnly：等待Leader成
功写入而不等待所有备份是否
成功写入。

AllAll：等待Leader和所有备份
都成功写入。

LeaderOnly

消息内容消息内容

选择部分事件部分事件 。事件总线
EventBridge通过JSONPath提取
事件中的数据，将指定的事件内
容路由到事件目标。

$.data.value

消息 Key消息 Key

选择部分事件部分事件 。事件总线
EventBridge通过JSONPath提取
事件中的数据，将指定的事件内
容路由到事件目标。

$.data.key

6. 返回事件流事件流页面，找到创建好的事件流，在其右侧操作操作栏，单击启用启用。

7. 在提示提示对话框，阅读提示信息，然后单击确认确认。

启用事件流后，会有30秒~60秒的延迟时间，您可以在事件流事件流页面的状态状态栏查看启动进度。

步骤二：测试验证步骤二：测试验证
1. 登录消息队列Kafka版控制台。

2.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步骤一：在目标端创建事件流中源实例所在的地域。

3.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实例列表实例列表。

4. 在实例列表实例列表页面，找到步骤一：在目标端创建事件流中配置的源实例，在其操作操作列，单击详情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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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T opic 管理T opic 管理。

6. 在Topic列表，单击步骤一：在目标端创建事件流中配置的源实例的Topic名称。

7. 在Topic详情页面，单击右上角的体验发送消息体验发送消息。

8. 在快速体验消息收发快速体验消息收发面板，选择发送方式发送方式为控制台控制台，然后配置消息 Key消息 Key和消息内容消息内容，单击确定确定。

9. 在源实例完成生产消息后，返回实例列表实例列表页面。

10. 在实例列表实例列表页面，找到步骤一：在目标端创建事件流中配置的目标实例，在其操作操作列，单击详情详情。

11.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T opic 管理T opic 管理。

12. 在Topic列表，单击步骤一：在目标端创建事件流中配置的目标实例的Topic名称。

13. 在Topic详情页面，单击消息查询消息查询。

14. 配置查询方式查询方式、分区分区和时间点时间点，单击查询查询。

最佳实践··基于事件流实现消息路由 事件总线Event 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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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查看查询到的Key和Value值是否与生产的消息一致。

本文介绍如何应用事件总线EventBridge的事件流功能实现消息队列RabbitMQ版的消息路由。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您已开通事件总线EventBridge并授权。

您已购买并部署消息队列RabbitMQ版实例，且实例处于服务中服务中状态。具体步骤，请参见创建资源。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事件流作为更轻量、实时端到端的流式事件通道，提供轻量流式数据的过滤和转换的能力，在不同的数据仓
库之间、数据处理程序之间、数据分析和处理系统之间进行数据同步。源端消息队列RabbitMQ版生产的消
息可以通过事件流这个通道被路由到目标端的消息队列RabbitMQ版，无需定义事件总线。更多信息，请参
见事件流概述。

步骤一：在目标端创建事件流步骤一：在目标端创建事件流

说明 说明 事件总线EventBridge暂不支持跨地域创建消息队列RabbitMQ版的事件流。

1. 登录事件总线EventBridge控制台。

2.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地域。

3.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事件流事件流。

4. 在事件流事件流页面，单击创建事件流创建事件流。

5.3. 基于事件流实现RabbitMQ消息路由5.3. 基于事件流实现RabbitMQ消息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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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创建事件流创建事件流面板，完成以下操作。

i. 在基本信息基本信息配置向导，输入事件流名称和描述，然后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ii. 在事件源事件源配置向导，选择事件提供方事件提供方为消息队列 Rabbit MQ 版消息队列 Rabbit MQ 版，配置以下参数，然后单击下一下一
步步。

参数 说明 示例

地域地域
选择消息队列RabbitMQ版源实例
所在的地域。

华东1（杭州）

Rabbit MQ 实例Rabbit MQ 实例
选择生产消息队列RabbitMQ版消
息的源实例。

amqp-cn-7pp2mwbc****

VhostVhost
选择生产消息队列RabbitMQ版消
息的Vhost。

test

QueueQueue
配置源实例中用于生产消息的队
列。

test

iii. 在规则规则配置向导，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最佳实践··基于事件流实现消息路由 事件总线Event 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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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在目标目标配置向导，选择服务类型服务类型为消息队列 Rabbit MQ 版消息队列 Rabbit MQ 版，配置以下参数，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参数 说明 示例

实例ID实例ID
选择接收消息队列RabbitMQ版消
息的目标实例。

amqp-cn-zvp2pny6****

VhostVhost 选择目标实例的Vhost。 test

目标类型目标类型

Exchange 模式Exchange 模式 ：生产者将
消息发送到Exchange，由
Exchange将消息路由到一个
或多个Queue中。

Queue 模式Queue 模式 ：每个消息都会
被投入到一个或多个Queue
里。

Queue 模式

QueueQueue
选择接收源端RabbitMQ消息的队
列。

queue

BodyBody

选择部分事件部分事件 。事件总线
EventBridge通过JSONPath提取
事件中的数据，将指定的事件内
容路由到事件目标。

$.data.body

说明 说明 如果需要全量
传递源端的RabbitMQ消息
的属性，推荐使用此配置。

MessageIdMessageId

选择部分事件部分事件 。事件总线
EventBridge通过JSONPath提取
事件中的数据，将指定的事件内
容路由到事件目标。

$.data.props.messageId

说明 说明 如果需要全量
传递源端的RabbitMQ消息
的属性，推荐使用此配置。

Propert iesPropert ies

选择部分事件部分事件 。事件总线
EventBridge通过JSONPath提取
事件中的数据，将指定的事件内
容路由到事件目标。

$.data.props

说明 说明 如果需要全量
传递源端的RabbitMQ消息
的属性，推荐使用此配置。

6. 返回事件流事件流页面，找到创建好的事件流，在其右侧操作操作栏，单击启用启用。

7. 在提示提示对话框，阅读提示信息，然后单击确认确认。

启用事件流后，会有30秒~60秒的延迟时间，您可以在事件流事件流页面的状态状态栏查看启动进度。

步骤二：调用SDK发送消息步骤二：调用SDK发送消息
1. 获取接入点。您需要在消息队列RabbitMQ版控制台获取实例的接入点。在发送消息时，您需要为发布

端配置该接入点，通过接入点接入消息队列RabbitMQ版实例。

i. 登录消息队列RabbitMQ版控制台。

事件总线Event Bridge 最佳实践··基于事件流实现消息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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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概览概览页面的资源分布资源分布区域，选择地域。

iii. 在实例列表实例列表页面，单击目标实例名称。

iv. 在实例详情实例详情页面的接入点信息接入点信息页签，将鼠标指针移动到目标类型的接入点，单击该接入点右侧的

图标，复制该接入点。

类型 说明 示例值

公网接入点
公网环境可读写。按量付费实例
默认支持，预付费实例需在购买
时选择才支持。

XXX.mq-amqp.cn-hangzhou-
a.aliyuncs.com

VPC接入点
VPC环境可读写。按量付费实例
和预付费实例默认都支持。

XXX.mq-amqp.cn-hangzhou-
a-internal.aliyuncs.com

2. 安装Java依赖库。在pom.xml添加以下依赖。

<dependency>
    <groupId>com.rabbitmq</groupId>
    <artifactId>amqp-client</artifactId>
    <version>5.5.0</version> <!-- ⽀持开源所有版本 -->
</dependency>

3. 生成用户名密码。

i. 登录消息队列RabbitMQ版控制台。

ii. 在概览概览页面的资源分布资源分布区域，选择地域。

iii. 在实例列表实例列表页面，单击目标实例名称。

iv.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静态用户名密码静态用户名密码。

v. 在静态用户名密码静态用户名密码页面，单击创建用户名密码创建用户名密码。

vi. 在创建用户名密码创建用户名密码面板，输入AccessKey IDAccessKey ID，输入AccessKey SecretAccessKey Secret ，单击确定确定。
静态用户名密码静态用户名密码页面，显示创建的静态用户名与密码，密码处于隐藏状态。

vii. 在创建的静态用户名密码的密码密码列，单击显示密码显示密码，可查看用户名的密码。

4. 生产消息。创建并编译运行ProducerTest.java。

注意 注意 编译运行ProducerTest.java生产消息之前，您需要根据代码提示信息配置参数列表中所
列举的参数。

参数列表

参数 示例值 描述

hostName
1880770****.mq-amqp.cn-
hangzhou-a.aliyuncs.com

消息队列RabbitMQ版实例接入
点。

Port 5672
默认端口。非加密端口为5672，加
密端口为5671。

最佳实践··基于事件流实现消息路由 事件总线Event 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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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Name MjoxODgwNzcwODY5MD****

在消息队列RabbitMQ版控制台将
阿里云账号或RAM用户的
AccessKey ID、AccessKey Secret
和消息队列RabbitMQ版实例ID通
过Base64编码后生成的静态用户
名。您可以在消息队列RabbitMQ
版控制台的静态用户名密码静态用户名密码 页面
获取。

passWord NDAxREVDQzI2MjA0OT****

在消息队列RabbitMQ版控制台将
阿里云账号或RAM用户的
AccessKey Secret
和timestamp参数（系统当前时
间）通过HMAC-SHA1生成一个签
名后，再将这个签名
和timestamp参数（系统当前时
间）通过Base64编码后生成的静
态密码。您可以在消息队列
RabbitMQ版控制台的静态用户名静态用户名
密码密码 获取。

virtualHost Test

消息队列RabbitMQ版实例的
Vhost。您可以在消息队列
RabbitMQ版控制台的Vhost  详Vhost  详
情情 页面查看。如何查看Vhost，请
参见查看Vhost连接详情。

ExchangeName ExchangeTest

消息队列RabbitMQ版的
Exchange。您可以在消息队列
RabbitMQ版控制台的ExchangeExchange
列表列表 页面，结合实例ID与Vhost模
糊搜索已创建的Exchange。

BindingKey BindingKeyTest

消息队列RabbitMQ版Exchange与
Queue的Binding Key。您可以
在消息队列RabbitMQ版控制
台的Exchange 列表Exchange 列表 页面查看
Exchange的绑定关系，获取
Binding Key。

QueueName QueueTest

消息队列RabbitMQ版的Queue。
仅在订阅消息时候需要配置，您可
以在消息队列RabbitMQ版控制
台的Exchange 列表Exchange 列表 页面，查看
Exchange的绑定关系，获取
Exchange綁定的Queue。

参数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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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com.rabbitmq.client.*;
import java.io.IOException;
import java.nio.charset.StandardCharsets;
import java.util.concurrent.TimeoutException;
import java.util.HashMap;
import java.util.UUID;
public class ProducerTest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throws IOException, TimeoutException {
        ConnectionFactory factory = new ConnectionFactory();
        // 设置接⼊点，在消息队列RabbitMQ版控制台实例详情⻚⾯查看。
        factory.setHost("xxx.xxx.aliyuncs.com");
        // ⽤⼾名，在消息队列RabbitMQ版控制台静态⽤⼾名密码⻚⾯查看。
        factory.setUsername("${UserName}");
        // 密码，在消息队列RabbitMQ版控制台静态⽤⼾名密码⻚⾯查看。
        factory.setPassword("${PassWord}");
        //设置为true,开启Connection⾃动恢复功能；设置为false,关闭Connection⾃动恢复功能。
        factory.setAutomaticRecoveryEnabled(true);
        factory.setNetworkRecoveryInterval(5000);
        // 设置Vhost名称，请确保已在消息队列RabbitMQ版控制台上创建完成。
        factory.setVirtualHost("${VhostName}");
        // 默认端⼝，⾮加密端⼝5672，加密端⼝5671。
        factory.setPort(5672);
        // 基于⽹络环境合理设置超时时间。
        factory.setConnectionTimeout(30 * 1000);
        factory.setHandshakeTimeout(30 * 1000);
        factory.setShutdownTimeout(0);
        Connection connection = factory.newConnection();
        Channel channel = connection.createChannel();        
        channel.exchangeDeclare("${ExchangeName}", "${ExchangeType}", true, false, fals
e, null);
        channel.queueDeclare("${QueueName}", true, false, false, new HashMap<String, Ob
ject>());
        channel.queueBind("${QueueName}", "${ExchangeName}", "${BindingKey}");
        // 开始发送消息。
        for (int i = 0; i < 100; i++  ) {
            // ${ExchangeName}必须在消息队列RabbitMQ版控制台上已存在，并且Exchange的类型与控
制台上的类型⼀致。
            // BindingKey根据业务需求填⼊相应的BindingKey。
            AMQP.BasicProperties props = new AMQP.BasicProperties.Builder().messageId(U
UID.randomUUID().toString()).build();
            channel.basicPublish("${ExchangeName}", "${BindingKey}", true, props,
                    ("消息发送Body"  + i).getBytes(StandardCharsets.UTF_8));
        }
        connection.close();
    }
}

步骤三：验证事件流步骤三：验证事件流
1. 登录消息队列RabbitMQ版控制台。

2. 在概览概览页面的资源分布资源分布区域，选择地域。

3. 在实例列表实例列表页面，单击步骤一：在目标端创建事件流中配置的目标实例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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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实例详情实例详情页面的基本信息基本信息区域，单击消息查询消息查询。

5. 设置查询方式为按 Message ID 查询按 Message ID 查询或按 Queue 查询按 Queue 查询，然后设置时间范围时间范围，单击查询查询。

6. 查看查询到的消息内容是否与步骤二：调用SDK发送消息中发送的消息一致。

本文介绍如何应用事件总线EventBridge的事件流功能实现的消息路由。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您已开通事件总线EventBridge并授权。

您已创建队列。具体步骤，请参见开通消息服务MNS并授权。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事件流作为更轻量、实时端到端的流式事件通道，提供轻量流式数据的过滤和转换的能力，在不同的数据仓
库之间、数据处理程序之间、数据分析和处理系统之间进行数据同步。源端生产的消息可以通过事件流这个
通道被路由到目标端的，无需定义事件总线。更多信息，请参见事件流概述。

步骤一：创建事件流步骤一：创建事件流

说明 说明 事件总线EventBridge暂不支持跨地域创建的事件流。

1. 登录事件总线EventBridge控制台。

2.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创建事件流的地域。

3.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事件流事件流。

4. 在事件流事件流页面，单击创建事件流创建事件流。

5.4. 基于事件流实现MNS消息路由5.4. 基于事件流实现MNS消息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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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创建事件流创建事件流面板，完成以下操作。

i. 在基本信息基本信息配置向导，输入事件流名称和描述，然后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ii. 在事件源事件源配置向导，选择事件提供方事件提供方为消息服务 MNS消息服务 MNS，配置产生消息的队列名称队列名称，选中开启开启
Base64 解码Base64 解码，然后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iii. 在规则规则配置向导，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iv. 在目标目标配置向导，选择服务类型服务类型为消息服务 MNS消息服务 MNS，配置以下参数，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参数 说明 示例

队列名称队列名称 选择接收MNS消息的目标队列。 test

开启 Base64 编码开启 Base64 编码

是是 ：开启Base64编码，会帮
助您将数据编码后投递至中的
队列。

否否 ：不开启Base64编码。

是

消息内容消息内容

选择部分事件部分事件 。事件总线
EventBridge通过JSONPath提取
事件中的数据，将指定的事件内
容路由到事件目标。

$.data.messageBody

说明 说明 若需要将源队
列的消息体全量路由到目标
队列的消息体，推荐使用此
配置。

6. 返回事件流事件流页面，找到创建好的事件流，在其右侧操作操作栏，单击启用启用。

启用事件流后，会有30秒~60秒的延迟时间，您可以在事件流事件流页面的状态状态栏查看启动进度。

步骤二：验证事件流步骤二：验证事件流
1. 登录消息服务MNS控制台。

2.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步骤一：创建事件流中事件流所在的地域。

3.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队列列表队列列表。

4. 在队列列表队列列表页面，找到步骤一：创建事件流中配置的源队列，在其操作操作列，单击详情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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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队列详情页面，单击右上角的收发消息收发消息。

6. 在队列收发消息快速体验队列收发消息快速体验页面，配置消息内容消息内容和消息定时时间消息定时时间，单击发送消息发送消息。

消息发送成功后，该页面会显示发送的消息ID。

7. 在源队列完成发送消息后，返回队列列表队列列表页面。

8. 在队列列表队列列表页面，找到步骤一：创建事件流中配置的目标队列，在其操作操作列，单击详情详情。

9. 在队列详情页面，单击右上角的收发消息收发消息。

10. 在队列收发消息快速体验队列收发消息快速体验页面，单击接收消息接收消息。

11. 查看查询到的消息ID和消息内容是否与生产的消息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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