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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Develop	案例实战

本书会以以下⼏个案例来实际讲解怎样使⽤	LinkDevelop	平台加速开发物联⽹产品。

空⽓监测站

设备端通过各种传感器，监测空⽓质量，包括	PM2.5、⼆氧化碳浓度、温度和湿度等环境

数据，并且具备以下能⼒：

传感器设备接⼊，以及数据上报

基于	Web	的场景化监控⼤屏

基于	Web	的数据展示	Dashboard
使⽤⼿机查看数据的移动应⽤

可复⽤的数据展示移动插件

该案例展示了环境数据从设备端到	LinkDevelop，再到	Web	端以及对⽤户⼿机端是如何

流通的，包含以下⼏点：

设备如何接⼊	LinkDevelop，以及上报数据

如何开发⾮托管	Web	应⽤

如何开发托管	Web	应⽤

如何开发移动应⽤

如何开发移动应⽤插件

如何开发服务

智能全彩灯

⼀个基于	Mongoose	OS	和三⾊	LED	模块的智能全彩灯产品原型，通过	WiFi	接⼊互联

⽹，并且提供移动应⽤来远程操控灯的开关，以及设置灯的颜⾊。

该案例展示了数据是如何从设备传递到⽤户⼿机端，以及⽤户在⼿机端的操作是如何传递

到设备端进⾏响应的，包含以下⼏点：

设备如何接收和处理服务器下发的指令

如何接收⽤户操作并下发到设备

如何开发⽤户移动应⽤

Home	Assistant	接⼊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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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使⽤	Node-RED	以及	LinkDevelop	的⽹关设备能⼒，将	Home	Assistant	中的各种设

备接⼊到	LinkDevelop	平台。

该案例展示了如何使⽤	LinkDevelop	的⽹关类型设备，以及如何通过⽹关类型设备来管理

⼦设备的上下线状态和⽹络拓扑结构，包含以下⼏点：

如何接⼊⽹关类型设备

如何管理⼦设备接⼊

如何管理⼦设备的上线以及拓扑

如何通过⽹关上报⼦设备状态

如何通过⽹关处理⼦设备属性下发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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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介绍

阿⾥云	IoT	LinkDevelop	平台介绍以及官⽅服务简介

平台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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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	LinkDevelop
LinkDevelop	是阿⾥云推出的物联⽹⼀站式开发平台，通过使⽤	LinkDevelop	平台，可以

给物联⽹产品的开发过程带来很多优势，包括提升开发速度，增强系统稳定性，降低部署

成本等。

LinkDevelop	平台针对物联⽹产品开发过程中的各个端都提供了丰富的功能⽀持，其中包

括：

设备端

Web	端
移动端

服务端

设备端

通过使⽤	LinkDevelop	平台提供的设备端接⼊能⼒，可以快速完成设备的接⼊⼯作，并且

快速定义和管理设备的功能属性，以及进⾏在线调试和实时⽇志查看。

Web	端

在	Web	端，LinkDevelop	平台提供了	Web	应⽤⽀持，通过	LinkDevelop	平台	Web	应⽤

的能⼒，可以快速完成	Web	应⽤的部署和管理⼯作，并且可以使⽤第三⽅插件来丰富

Web	应⽤能⼒，减少开发量，提⾼开发效率。

移动端

通过	LinkDevelop	平台在移动端提供的能⼒，可以快速完成	iOS	和	Android	平台的应⽤

开发，LinkDevelop	平台提供了包括	API	通道、⻓连通道、Bone	Mobile	容器、移动推送

在内的各种能⼒来辅助应⽤开发，这些能⼒可以通过快速集成	SDK	⽽添加到移动应⽤当

中。

服务端

LinkDevelop	平台在服务端提供了	API	版本管理、API	数据和参数校验、开发与⽣产环境

隔离和流式服务编排等能⼒，可以⾼效管理	API	版本，提⾼	API	安全性以及负载能⼒。

什么是	LinkDevel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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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	LinkDevel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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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服务列表

LinkDevelop	平台提供了很多官⽅服务，在使⽤官⽅服务后，可以省去相当⼀部分开发⼯

作，

⽤户服务

⽤户服务可⽀持开发者快速搭建账号体系，实现⽤户注册、登录等；在同⼀项⽬下，所有

应⽤间的⽤户数据是同⼀份，可实现多应⽤间账号互通。

⻓链接推送服务

消息中⼼⻓链接推送服务

物的管理服务

物的管理服务，包括设备的状态查询、属性设置、属性历史数据等服务

官⽅基础服务

提供撞墙测试等官⽅基础服务

应⽤与插件服务

应⽤与插件服务

官⽅服务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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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监测站

基于	Arduino	的空⽓监测站产品，体验	LinkDevelop	全端能⼒

空⽓监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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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监测站

这部分以空⽓质量监测站为示例，演示怎样使⽤	LinkDevelop	来快速完成物联⽹产品各个

环节各个端的开发。

⼀个完整的空⽓监测站产品可以包含以下服务和能⼒：

传感器设备接⼊，以及数据上报

基于	Web	的场景化监控⼤屏

基于	Web	的数据展示	Dashboard
使⽤⼿机查看数据的移动应⽤

可复⽤的数据展示移动插件

该案例展示了数据从设备端到	LinkDevelop，再到	Web	端以及对⽤户⼿机端是如何流通

的，包含以下⼏点：

设备如何接⼊	LinkDevelop，以及上报数据

如何开发⾮托管	Web	应⽤

如何开发托管	Web	应⽤

如何开发移动应⽤

如何开发移动应⽤插件

如何开发服务

通过开发和部署以上服务和能⼒，就可以体验到	LinkDevelop	完整的物联⽹产品开发能

⼒。

硬件和软件环境

案例中的空⽓监测站设备端使⽤以下模组和框架来完成开发⼯作：

基于	ESP8266	的	NodeMCU	模块

Arudino	core	for	ESP8266
PubSubClient

注意：这⾥我们并不使⽤	NodeMCU	的	Lua	固件，⽽是基于	Arduino	框架去编写我们的

设备端程序。

产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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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接⼊

开发物联⽹产品第⼀步就是将硬件设备接⼊到⽹络当中，LinkDevelop	平台提供了多种接

⼊⽅式，例如	WiFi、LoRa、ZigBee	等。

在本案例中使⽤	WiFi	接⼊⽅式。

设备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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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产品

在接⼊设备之前，⾸先需要定义产品功能和能⼒。

⾸先需要在	LinkDevelop	平台中创建⼀个产品，⽤来定义我们的设备具备什么样的功能。

创建产品时需要指定硬件产品的相关信息：

所属分类：⽤于在上架到云市场时所属分类

产品名称：硬件产品的名称

产品型号：⽤于标识产品型号

节点类型：设备是⼀个⽹关，⽤于帮助其他设备接⼊⽹络，还是⾃身可以直接接⼊⽹

络

通讯⽅式：⽤于标明产品接⼊⽹络的⽅式

数据格式：硬件产品在与接⼊服务器通讯时所采⽤的数据格式，如果产品通讯能⼒较

弱可以采⽤透传模式，通过在云端解析数据来降低带宽和⽹络占⽤。

在创建完设备之后，就可以看到这个设备的⼀些具体信息了，其中就包括将设备接⼊到接

⼊服务器所需要的	ProductKey	以及这个产品所具备的功能定义。

创建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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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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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定义

在创建完硬件产品之后，需要定义⼀下产品具备哪些功能。功能定义可以让接⼊服务器帮

助我们去做好上报数据格式校验，数据值范围校验，API	对接等⼯作。

在创建产品时选择了所属分类后，可以通过查看功能定义来确认这个分类的产品具备哪些

标准能⼒，这些能⼒是不需要⾃⼰定义，是跟随分类定义的：

如果标准功能不够硬件产品使⽤，那么可以通过添加⾃定义功能的⽅式为硬件设备添加更

多功能定义：

功能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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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空⽓监测站设备还需要两个额外的⾃定义属性：

PM1.0	浓度

PM10	浓度

那么就可以使⽤⾃定义功能来添加这两个属性到⾃定义功能中。

其中需要填写的内容包括：

功能类型：⽬前我们只关注属性，这⾥选择属性

功能名称：⽤于在调试设备时显示的属性名称，这⾥使⽤	PM1	以及	PM10
标识符：在上报数据时，设置属性值时使⽤的标识符，这⾥使⽤	PM1	以及	PM10
数据类型：该功能的数据类型，⽤于平台帮助校验数据，这⾥使⽤整数型

取值范围：该功能的数据值范围，⽤于平台帮助校验数据，这⾥使⽤	0	到	500
单位：⽤于在调试设备时显示的属性单位，这⾥使⽤微克每⽴⽅⽶	μg/m³
读写类型：因为数据同时需要⽤于保存和显示，这⾥使⽤读写

功能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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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定保存之后，就可以在⻚⾯上看到刚刚添加的⾃定义功能了：

功能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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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测试设备

在创建完硬件产品，以及定义好设备功能之后，就可以开始添加测试设备，开始准备进⾏

设备接⼊⼯作了。

在进⾏设备接⼊开发⼯作之前，还需要添加⼀下测试设备，因为设备在接⼊	LinkDevelop
平台时，都需要⼀个三元组（ProductKey，DeviceName，DeviceSecret）来构建连接参

数，与服务器进⾏连接。

进⼊产品详情中，选择	设备开发	标签即可看到⽬前已经添加的测试设备：

我们这⾥还没有添加过任何测试设备，因此可以使⽤	新增测试设备	来添加⼀个测试设

备：

添加测试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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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增测试设备时，需要输⼊测试三元组中的	DeviceName，⼀般情况下，DeviceName
可以是以下取值：

设备的⽹络	MAC	地址

设备的蓝⽛	MAC	地址

⼚家给设备烧录的序列号

其他类似唯⼀标识符

因为⽬前我们只是需要测试，这⾥可以不填写	DeviceName，由系统⾃动颁发⼀个。

点击确认之后，可以看到新增测试设备成功，并且由系统给我们颁发了	DeviceName	以
及	DeviceSecret：

在有了	ProductKey、DeviceName	和	DeviceSecret	之后，就可以正式开始设备接⼊⼯作

了。

添加测试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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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连接

在有了设备三元组（ProductKey，DeviceName，DeviceSecret）之后，就可以正式开始

将设备与接⼊服务器建⽴连接了。

在建⽴连接之前，先将设备接⼊到	WiFi	⽹络当中，这⾥直接使⽤	WiFiManager	这个库来

完成这个⼯作。WiFiManager	提供了	AP	模式配⽹的能⼒，可以直接使⽤⼿机完成模组的

⼊⽹配置⼯作，当然在测试阶段，我们也可以直接将需要连接的	AP	SSID	以及密码硬编

码到代码中。

/*	main.cpp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	接⼊	WiFi	⽹络

				WiFiManager	wifiManager;

				wifiManager.autoConnect("SSID",	"PASSWORD");

				Serial.println("Connected	to	internet.\n");

}

将设备接⼊到	WiFi	⽹络之后，就可以开始将设备连接到	LinkDevelop	平台了。

在这个案例⾥，我们使⽤	MQTT	将设备连接到	LinkDevelop	平台，完整的连接⽂档可以

参考	使⽤MQTT连接阿⾥云IoT。

注意事项

需要注意的是，使⽤	MQTT	连接到	LinkDevelop	平台时，MQTT	连接所使⽤的⼀些参数

的限制：

KeepAlive	时间：KeepAlive	时间需要在	60	秒到	300	秒之间，否则会被服务器拒绝

连接，可以在	PubSubClient.h	中修改	MQTT_KEEPALIVE	为	60
PubSubClient	默认最⼤包⼤⼩为	128	字节，这可能会导致在建⽴连接时程序崩溃，

可以在	PubSubClient.h	中修改	MQTT_MAX_PACKET_SIZE	为	512

代码编写

下⾯开始编写连接到	LinkDevelop	平台的代码。

建⽴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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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定义⼀些连接	Aliyun	IoT	需要使⽤的⽅法：

/*	aliyun_iot.h	*/

/**

	*	初始化连接参数

	*	@param			productKey						硬件产品的ProductKey

	*	@param			deviceName						测试设备的	DeviceName

	*	@param			deviceSecret				测试设备的	DeviceSecret

	*/

void	AliyunIoT_Init(String&	productKey,	String&	deviceName,	

String&	deviceSecret);

/**

	*	与阿⾥云	IoT	建⽴连接

	*	@return		连接是否成功

	*/

bool	AliyunIoT_Connect();

/**

	*	检查与阿⾥云	IoT	的连接状态，如果未连接则尝试连接

	*	@return		是否已经与阿⾥云	IoT	建⽴连接

	*/

bool	AliyunIoT_CheckConnection();

/**

	*	⽣成建⽴连接需要签名

	*	@param			signcontent					需要签名的内容

	*	@param			ds														测试设备的	DeviceSecret

	*	@return		⽣成的签名

	*/

String	AliyunIoT_GetSign(String&	signcontent,	String&	ds);

建⽴连接之前，使⽤在	LinkDevelop	平台添加测试设备时获取的三元组⽣成	MQTT	连接

参数：

/*	aliyun_iot.cpp	*/

void	AliyunIoT_Init(String&	pk,	String&	dn,	String&	ds)	{

				productKey	=	pk;

建⽴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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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iceName	=	dn;

				deviceSecret	=	ds;

				//	获取	MQTT	服务器地址

				mqttBroker	=	F("%pk%.iot-as-mqtt.cn-

shanghai.aliyuncs.com");

				mqttBroker.replace("%pk%",	pk);

				String	host	=	mqttBroker;

				host.toLowerCase();

				WiFi.hostByName(host.c_str(),	mqttBrokerIP);

				//	⽣成	MQTT	ClientID

				String	timestamp	=	F("");

				timestamp	+=	millis();

				mqttClientID	=	

F("%dn%&%pk%|securemode=3,signmethod=hmacsha256,timestamp=%tim

estamp%|");

				mqttClientID.replace("%pk%",	pk);

				mqttClientID.replace("%dn%",	dn);

				mqttClientID.replace("%timestamp%",	timestamp);

				//	⽣成	MQTT	Username

				mqttUsername	=	dn;

				mqttUsername	+=	"&";

				mqttUsername	+=	pk;

				//	⽣成	MQTT	Password

				String	signcontent	=	F("clientId");

				signcontent	+=	dn	+	F("&")	+	pk	+	F("deviceName")	+	dn	+	

F("productKey")	+	pk	+	F("timestamp")	+	timestamp;

				mqttPassword	=	AliyunIoT_GetSign(signcontent,	ds);

				String	log	=	F("Aliyun	IoT	options:\n");

				log	+=	"Broker:	"	+	mqttBroker	+	"\n";

				log	+=	"BrokerIP:	";

				log	+=	String(mqttBrokerIP[0])	+	"."	+	

String(mqttBrokerIP[1])	+	"."	+	String(mqttBrokerIP[2])	+	"."	

+	String(mqttBrokerIP[3])	+	F("\n");

建⽴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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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g	+=	"ClientID:	"	+	mqttClientID	+	"\n";

				log	+=	"Username:	"	+	mqttUsername	+	"\n";

				log	+=	"Password:	"	+	mqttPassword	+	"\n";

				Serial.println(log);

}

这⾥⽣成密码的签名算法使⽤	HMAC-SHA256：

/*	aliyun_iot.cpp	*/

String	AliyunIoT_GetSign(String&	signcontent,	String&	ds)	{

				SHA256HMAC	hmac((const	byte	*)ds.c_str(),	ds.length());

				hmac.doUpdate((const	byte	*)signcontent.c_str(),	

signcontent.length());

				byte	authCode[SHA256HMAC_SIZE];

				hmac.doFinal(authCode);

				String	sign	=	F("");

				for	(byte	i	=	0;	i	<	SHA256HMAC_SIZE;	++i)	{

								if	(authCode[i]	<	0x10)	{

												sign	+=	F("0");

								}

								sign	+=	String(authCode[i],	HEX);

				}

				String	log	=	F("GetSign:\n");

				log	+=	signcontent	+	F("\n");

				log	+=	sign	+	F("\n");

				Serial.println(log);

				return	sign;

}

有了连接参数之后，就可以正式与	LinkDevelop	平台建⽴连接了：

/*	aliyun_iot.cpp	*/

bool	AliyunIoT_Connect()	{

				AliyunMQTTclient.setServer(mqttBrokerIP,	1883);

				AliyunMQTTclient.setCallback(AliyunIoT_MQTTCallback);

				Serial.println("Start	connecting	to	Aliyun	IoT...");

建⽴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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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l	result	=	false;

				for	(byte	i	=	0;	i	<	3;	++i)	{

								result	=	

AliyunMQTTclient.connect(mqttClientID.c_str(),

																																										

mqttUsername.c_str(),

																																										

mqttPassword.c_str());

								if	(result)	{

												Serial.println("Connected	to	Aliyun	IoT.");

												break;

								}	else	{

												String	log	=	F("Connect	to	Aliyun	IoT	failed	with	

state	");

												log	+=	AliyunMQTTclient.state();

												Serial.println(log);

								}

								delay(500);

				}

				return	result;

}

bool	AliyunIoT_CheckConnection()	{

				if	(!AliyunMQTTclient.connected())	{

								AliyunMQTTclient.disconnect();

								Serial.println("Aliyun	IoT	connection	lost,	

reconnecting...");

								AliyunIoT_Connect();

				}

				return	AliyunMQTTclient.connected();

}

最终在	setup	中完成建⽴连接：

/*	main.cpp	*/

void	setup()	{

建⽴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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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ial.begin(115200);

				//	接⼊	WiFi	⽹络

				WiFiManager	wifiManager;

				wifiManager.autoConnect("SSID",	"PASSWORD");

				Serial.println("Connected	to	internet.\n");

				//	初始化连接参数

				String	productKey	=	F("a1MXXXXXXX7C");

				String	deviceName	=	F("55DXXXXXXXXXXXX0d0");

				String	deviceSecret	=	F("aVvIXXXXXXXXXXXXXXXXXXIAm");

				AliyunIoT_Init(productKey,	deviceName,	deviceSecret);

				//	建⽴连接

				AliyunIoT_Connect();

}

编译，烧录固件到	NodeMCU	中，使⽤串⼝监视来观察连接状态，是否已经正确连接到

了	LinkDevelop	平台。

通过串⼝监测器可以看到⽇志中显示设备已经正确连接到了	LinkDevelop	平台：

建⽴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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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调试

在与接⼊服务器建⽴连接完成之后，虽然客户端已经显示连接服务器成功，但是我们并不

知道是不是真的正确连接到了	LinkDevelop	平台。

因此	LinkDevelop	平台提供了设备调试功能，可以直接在线查看设备上下线状态，以及设

备与服务器通信⽇志的实时查看功能。

进⼊到	产品详情，选择	设备开发	标签，这时可以看到设备列表中，测试设备的状态已经

显示为在线：

点击测试设备右侧的	调试	即可进⼊测试设备实时⽇志功能，可以实时观察设备与服务器

的通信过程，这时将设备断电再通电，就可以在这⾥看到设备上线⽇志：

通过设备调试功能，可以很⽅便的观察设备是否与服务器正确连接，以及是否为在线状

态。

设备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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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报数据

在完成与服务器建⽴连接之后，就可以开始上报从传感器获得的数据了。

在这⾥我们使⽤	Alink	协议来传输相关数据，Alink	协议的具体格式可以参⻅	Alink基础格

式介绍。

在前⾯的功能定义中，已经定义好了空⽓监测站具备的属性：

PM25Value，整型，PM2.5	数据

PM1，整型，PM1.0	数据

PM10，整型，PM10	数据

CurrentTemperature，浮点型，当前温度数据

RelativeHumidity，整型，当前湿度数据

因此，空⽓监测站的⼀个正常的	Alink	上报数据	Payload	如下所示：

{

				"id":	"123456",

				"version":	"1.0",

				"method":	"thing.event.property.post",

				"params":	{

								"PM25Value":	12,

								"PM1":	12,

								"PM10":	12,

								"CurrentTemperature":	25,

								"RelativeHumidity":	50

				}

}

在了解了使⽤	Alink	协议上报数据格式之后，就可以编写上报数据的代码了：

/*	aliyun_iot.h	*/

/**

	*	PubSubClient	定时检测

	*/

void	AliyunIoT_Loop();

上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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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报数据到阿⾥云	IoT

	*	@param			props			属性值列表，使⽤键值对，以逗号分隔，例如	

"PM25Value":12,"CurrentTemperature":25

	*/

bool	AliyunIoT_PostProperty(String&	props);

为了⽅便使⽤，不必每次都将	Payload	全部重新组建，可以编写⼀个辅助⽅法来⽣成上报

数据	Payload：

/*	aliyun_iot.cpp	*/

String	AliyunIoT_BuildPayload(String&	props)	{

				String	payload	=	F("{\"id\":\"");

				payload	+=	millis();

				payload	+=	

F("\",\"version\":\"1.0\",\"method\":\"thing.event.property.po

st\",\"params\":{");

				payload	+=	props;

				payload	+=	F("}}");

				return	payload;

}

再写⼀个使⽤	MQTT	上报数据的⽅法：

/*	aliyun_iot.cpp	*/

void	AliyunIoT_Loop()	{

				AliyunMQTTclient.loop();

}

bool	AliyunIoT_PostProperty(String&	props)	{

				//	根据	Alink	协议，⽣成上报数据所使⽤的	topic

				if	(mqttPostPropertyTopic.length()	==	0)	{

								String	topic	=	

F("/sys/%pk%/%dn%/thing/event/property/post");

								topic.replace("%pk%",	productKey);

								topic.replace("%dn%",	deviceName);

								mqttPostPropertyTopic	=	topic;

				}

上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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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l	result	=	false;

				if	(AliyunIoT_CheckConnection())	{

								String	payload	=	AliyunIoT_BuildPayload(props);

								result	=	

AliyunMQTTclient.publish(mqttPostPropertyTopic.c_str(),	

payload.c_str(),	0);

								Serial.println("Post	property	payload:");

								Serial.println(payload);

				}

				return	result;

}

好了，已经万事俱备，只需上报数据了，我们只需要在	loop	中定时去从传感器获得数

据，再将数据上报到	LinkDevelop	平台即可。

这⾥为了⽅便，我们先模拟⼀下读取到的传感器数据，假定读取到的	PM1、PM2.5、
PM10	都为	12	微克每⽴⽅⽶，温度为	25	摄⽒度，相对湿度为	50%：

unsigned	long	postSensorDataTimer	=	0;

#define	POST_SENSOR_DATA_INTERVAL			60

void	postSensorData()	{

				int	pm25	=	sensor_get_pm25();

				int	pm1	=	sensor_get_pm1();

				int	pm10	=	sensor_get_pm10();

				float	temperature	=	sensor_get_temperature();

				int	humidity	=	sensor_get_humidity();

				String	props	=	F("\"PM25Value\":");

				props	+=	pm25;

				props	+=	",\"PM1\":"	+	pm1;

				props	+=	",\"PM10\":"	+	pm10;

				props	+=	",\"CurrentTemperature\":";

				props	+=	temperature;

				props	+=	",\"Humidity\":"	+	humidity;

				AliyunIoT_PostProperty(props);

}

上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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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d	loop()	{

				if	(millis()	-	postSensorDataTimer	>	

POST_SENSOR_DATA_INTERVAL*1000)	{

								if	(AliyunIoT_CheckConnection())	{

												Serial.println("Start	sending	sensor	data...");

												postSensorData();

								}

								postSensorDataTimer	=	millis();

				}

				AliyunIoT_Loop();

				delay(1);

}

为了避免⼀直频繁上报数据，这⾥定义了上报数据的时间间隔

	POST_SENSOR_DATA_INTERVAL		为	60	秒。

将新的代码烧录到	NodeMCU	中，重新上电就可以在串⼝监视器中看到上报数据的

Payload：

这时在	LinkDevelop	平台的产品详情，选择设备开发，点击测试设备查看就可以看到设备

运⾏状态了：

同样，可以使⽤设备调试功能来查看设备与服务器通信的过程：

上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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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我们已经完成了完整的设备接⼊流程，硬件设备已经可以正确的连接到

LinkDevelop	平台，并上报数据到平台。

上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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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代码使⽤指南

解压		airmonitor_device.zip	，找到		src/main.cpp	，找到		setup		函数，需要修改

的内容都在该函数中。

WiFi	连接参数

需要将	wifiManager	连接的	SSID	以及密码改为实际使⽤的值：

				//	接⼊	WiFi	⽹络

				WiFiManager	wifiManager;

				wifiManager.autoConnect("SSID",	"PASSWORD");

注意：NodeMCU	只⽀持	2.4G	WiFi	⽹络，因此需要保证该	SSID	为	2.4G	⽹络。

设备接⼊连接参数

将其中的		productKey	、	deviceName	、	deviceSecret		替换为在	LinkDevelop	平台

中添加测试设备所得到的实际值：

				//	初始化连接参数

				String	productKey	=	F("__YOUR_DEVICE_PRODUCT_KEY__");

				String	deviceName	=	F("__YOUR_DEVICE_NAME__");

				String	deviceSecret	=	F("__YOUR_DEVICE_SECRET__");

				AliyunIoT_Init(productKey,	deviceName,	deviceSecret);

修改完成后，使⽤	PlatformIO	编译，并烧录到	NodeMCU	上即可将设备接⼊到

LinkDevelop	平台。

示例代码使⽤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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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管	Web	应⽤：场景监控⼤屏

将设备接⼊了	LinkDevelop	平台之后，就可以开始展示数据了，⼀个典型的场景就是将传

感器采集的数据显示在实际部署位置场景的⼤屏中。

例如像上图，在家中的客厅、主卧以及次卧部署了在设备接⼊中所制作的传感器节点，使

⽤	3D	模式视图来展示家中各个地⽅的环境数据。

使⽤框架

使⽤	eggjs	作为	Web	开发框架

使⽤	aliyun-api-gateway	发出	API	请求

使⽤	axios	在⻚⾯中发出	Ajax	请求

⾮托管	Web	应⽤：场景监控⼤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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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Web	应⽤

⾸先我们需要创建⼀个	Web	应⽤，进⼊到	LinkDevelop	平台，在侧边导航中选择	Web》
Web	应⽤，然后选择	新增应⽤，我们先尝试使⽤第三⽅应⽤，这⾥只需要填写应⽤名

称、标签、简介信息即可：

在创建完成	Web	应⽤后，进⼊到	Web	应⽤详情，就可以看到当前	Web	应⽤的详情信息

了。其中主要需要使⽤的就是开发信息中的	AppKey	以及	AppSecret。

创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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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代码

创建完应⽤之后，就可以开始应⽤的开发⼯作了。

初始化	eggjs	应⽤

使⽤	egg-init	⼯具即可快速创建	eggjs	应⽤，具体使⽤⽅法请参考	eggjs	⽂档。

egg-init	airmonitor-status-board	--type=simple

安装依赖

使⽤	npm	安装	aliyun-api-gateway	以及模板插件：

npm	i	aliyun-api-gateway	egg-view-nunjucks	--save

添加配置

在		config/config.default.js		中添加需要的配置：

		//	硬件产品	ProductKey，为设备接⼊中创建产品时得到的	ProductKey

		config.ProductKey	=	'a1XXXXXX7C';

		//	Web	应⽤的	AppKey	及	AppSecret

		config.appKey	=	'24XXXXX29';

		config.appSecret	=	'0b70XXXXXXXXXXXXXXXc9bb6d8';

		//	需要展示数据的设备名称列表，这⾥为在设备接⼊中添加的测试设备名称

		config.deviceNames	=	{

				'living-room':	'55DXXXXXXXXXXXX0d0',

				'bed-room':	'55DXXXXXXXXXXXX0d0',

				'guest-room':	'55DXXXXXXXXXXXX0d0'

		};

		//	配置模板引擎

		config.view	=	{

				defaultViewEngine:	'nunjucks',

编写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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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pping:	{

						'.html':	'nunjucks',

				},

		};

在		config/plugin.js		中配置要启⽤模板插件：

exports.nunjucks	=	{

		enable:	true,

		package:	'egg-view-nunjucks'

};

添加⻚⾯模板

添加⼀个⻚⾯模板⽤来显示环境数据：

<div	id="container">

		<div	id="background">

				<img	src="/public/img/background.png"	/>

				<div	class="status-panel	right-arrow	living-room">

						客厅<br	/>

						PM2.5：<span	class="pm25value">-</span>μg/m³<br	/>

						温度：<span	class="currenttemperature">-</span>°C<br	/>

						湿度：<span	class="relativehumidity">-</span>%<br	/>

				</div>

				<div	class="status-panel	left-arrow	bed-room">

						主卧<br	/>

						PM2.5：<span	class="pm25value">-</span>μg/m³<br	/>

						温度：<span	class="currenttemperature">-</span>°C<br	/>

						湿度：<span	class="relativehumidity">-</span>%<br	/>

				</div>

				<div	class="status-panel	left-arrow	guest-room">

						次卧<br	/>

						PM2.5：<span	class="pm25value">-</span>μg/m³<br	/>

						温度：<span	class="currenttemperature">-</span>°C<br	/>

						湿度：<span	class="relativehumidity">-</span>%<br	/>

				</div>

		</div>

编写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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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启动调试服务器

在项⽬⽬录使⽤	npm	命令来启动调试服务器：

npm	run	dev

然后在浏览器中打开		http://127.0.0.1:7001		即可开始预览。

编写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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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调试

在准备好⻚⾯模板之后，就可以开始编写获取数据的	API，以及在⻚⾯去获取数据并显示

了。

添加路由

在		app/router.js		中添加提供给⻚⾯使⽤的获取数据	API	接⼝路由：

module.exports	=	app	=>	{

		const	{	router,	controller	}	=	app;

		router.get('/',	controller.home.index);

		//	提供给⻚⾯使⽤的获取数据	API

		router.get('/status-data',	controller.home.statusData);

};

编写	APIClient

为了使⽤	LinkDevelop	平台提供的官⽅服务，需要编写⼀个	APIClient	来发送请求，这⾥

使⽤		aliyun-api-gateway		来发送请求：

const	Service	=	require('egg').Service;

const	Client	=	require('aliyun-api-gateway').Client;

class	ApiClient	extends	Service	{

		getClient()	{

				if	(!this.client)	{

						//	使⽤配置中的	AppKey	以及	AppSecret	创建阿⾥云	API	⽹关	

Client

						this.client	=	new	Client(this.config.appKey,	

this.config.appSecret);

				}

				return	this.client;

		}

接⼝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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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ync	post(apiPath,	apiVer,	params)	{

				let	client	=	this.getClient();

				let	response	=	null;

				try	{

						//	LinkDevelop	平台的	URL	为	http://api.link.aliyun.com

						//	该地址可以在	LinkDevelop	平台的资源管理》官⽅服务中通过查看	

API	详情得到

						let	apiurl	=	'http://api.link.aliyun.com'	+	apiPath;

						let	payload	=	{

								data:	{

										"id":	new	Date()	*	1	+	'',

										"version":	"1.0",

										"request":	{

												"apiVer":	apiVer	||	""

										},

										"params":	params

								}

						};

						response	=	await	client['post'](apiurl,	payload);

				}	catch	(error)	{

						this.ctx.logger.error('API	Response	Error',	error);

						response	=	error;

				}	finally	{

						return	response	||	{};

				}

		}

}

module.exports	=	ApiClient;

有了	APIClient	就可以在业务代码中使⽤		this.ctx.service.apiclient.post		来发送

请求了。

编写	Controller

'use	strict';

接⼝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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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	Controller	=	require('egg').Controller;

class	HomeController	extends	Controller	{

		async	index()	{

				await	this.ctx.render('index.html',	{	});

		}

		async	statusData()	{

				//	获取配置中所有的设备列表

				const	deviceNames	=	this.config.deviceNames;

				let	statusData	=	{},	devicePositions	=	

Object.keys(deviceNames);

				for	(let	i	=	0;	i	<	devicePositions.length;	++i)	{

						const	devicePosition	=	devicePositions[i];

						//	使⽤	/thing/device/properties/query	这个	API	来获取设备

的所有属性列表

						const	ret	=	await	

this.ctx.service.apiclient.post('/thing/device/properties/quer

y',	'1.1.0',	{

								productKey:	this.config.ProductKey,

								deviceName:	deviceNames[devicePosition],

						});

						if	(ret.code	===	200)	{

								//	API	返回的属性列表为数组形式，这⾥转换为键值对

								const	data	=	ret.data.reduce((props,	item)	=>	{

										props[item.attribute]	=	item.value;

										return	props;

								},	{})

								statusData[devicePosition]	=	data;

						}

				}

				this.ctx.body	=	JSON.stringify(statusData);

				this.ctx.response.set('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接⼝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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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module.exports	=	HomeController;

在⻚⾯中刷新显示数据

在获取数据	API	已经准备好之后，就可以开始在⻚⾯上显示数据了：

function	refreshDisplay()	{

		axios.get('status-data').then(function(response)	{

				const	allData	=	response.data;

				Object.keys(allData).map(key	=>	{

						[].slice.call(document.querySelectorAll('div.'	+	

key)).map(container	=>	{

								const	data	=	allData[key];

								Object.keys(data).map(prop	=>	{

										(container.querySelector('.'	+	prop.toLowerCase())	

||	{}).innerHTML	=	data[prop];

								})

						});

				});

		});

}

setInterval(function()	{

		refreshDisplay();

},	60*1000);

refreshDisplay();

这样就完成了从	LinkDevelop	平台获取数据并显示在⻚⾯中的功能了，并且⻚⾯会每隔⼀

分钟就去刷新⼀次。

接⼝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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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托管	Web	应⽤

LinkDevelop	不提供第三⽅⾮托管应⽤的部署，因此需要将⽹站部署在⾃⼰的服务器。

这个案例中可以参考	eggjs	的应⽤部署指南。

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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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代码使⽤指南

解压		airmonitor_status-board.zip	，找到		config/config.default.js	，根据注

释修改以下配置项：

		//	硬件产品	ProductKey，为设备接⼊中创建产品时得到的	ProductKey

		config.ProductKey	=	'__YOUR_DEVICE_PRODUCT_KEY__';

		//	⾮托管	Web	应⽤的	AppKey	及	AppSecret

		config.appKey	=	'__YOUR_WEB_APP_KEY__';

		config.appSecret	=	'__YOUR_WEB_APP_SECRET__';

		//	需要展示数据的设备名称列表，这⾥为在设备接⼊中添加的测试设备名称

		config.deviceNames	=	{

				'living-room':	'__YOUR_DEVICE_NAME__',

				'bed-room':	'__YOUR_DEVICE_NAME__',

				'guest-room':	'__YOUR_DEVICE_NAME__',

		};

然后在代码⽬录中执⾏		npm	run	dev		即可开始调试⾮托管	Web	应⽤。

示例代码使⽤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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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管	Web	应⽤：数据展板

LinkDevelop	平台同样提供了托管⽅式的	Web	应⽤，托管	Web	应⽤可以直接在

LinkDevelop	平台部署，上线，不需要⾃⼰购买服务器，只需要绑定域名即可上线。

这⾥我们需要开发⼀个数据展示看板，⽤于概览家庭中所有传感器的数据，已经查看⼀些

历史数据等。

使⽤框架和库

Bone	Web
Highcharts

托管	Web	应⽤：数据展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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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应⽤

在使⽤托管	Web	应⽤，同样需要在	LinkDevelop	平台去创建⼀个	Web	应⽤，只不过这

次应⽤类型是选择托管应⽤。

进⼊	Web》Web	应⽤	中选择	新增应⽤：

选择应⽤模板，这⾥使⽤⾃定义：

创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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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步之后就完成创建	Web	应⽤了，进⼊开发可以看到	Web	应⽤的详情，这⾥的开发

信息中的	AppKey	和	AppSecret	同样是后⾯开发过程中需要使⽤的。

创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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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化应⽤

在	LinkDevelop	平台完成创建应⽤之后，就可以开始	Bone	Web	应⽤的开发⼯作了。

在开发之前，先需要在电脑上安装相关开发环境，具体过程请参考	Bone	Web	环境搭

建。

搭建完	Bone	Web	开发环境之后，就可以使⽤		bone	init		命令来初始化⼀个	Bone
Web	应⽤：

初始化完之后就可以使⽤		bone	start		命令来启动调试服务器，启动完成之后，就可以

在浏览器中打开		http://localhost:8000		来预览默认⻚⾯：

为了在⾯板中显示图表以及相对时间，还需要安装两个	npm	包，分别是		highcharts	
和		javascript-time-ago	：

bnpm	i	highcharts	javascript-time-ago	--save

使⽤	Bone	C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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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化完	Web	应⽤和安装好相应的依赖包之后，就可以开始编写代码了。

使⽤	Bone	C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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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代码

初始化完应⽤之后就可以开始写代码了。根据设计，我们需要编写以下⼏个⻚⾯和组件：

设备数据概览⾯板

设备	PM2.5、PM1.0	或	PM10	的历史数据⾯板

整合展示⻚⾯

设备数据概览⾯板

对于设备的每⼀个属性，都需要显示⼀个图标，名称，当前数值，以及它的单位。

import	React,	{	Component	}	from	'react';

import	styles	from	"./SummaryPanel.scss";

import	IotGatway	from	'@bone/iot-gateway';

import	TimeAgo	from	'javascript-time-ago';

import	en	from	'javascript-time-ago/locale/en'

TimeAgo.locale(en);

const	timeAgo	=	new	TimeAgo('en-US');

export	default	class	SummaryPanel	extends	Component	{

		constructor(props)	{

				super(props);

				this.state	=	{	props:	[]	};

		}

		render()	{

				return	<div	className={styles["panel"]}>

						<h2>{this.props.title}</h2>

						<div	className={styles["content"]}>

								{

										this.state.props.map((prop)	=>	{

												switch(prop.attribute)	{

														case	'PM25Value':

														case	'PM1':

														case	'PM10':

																return	<div	key={prop.attribute}>

编写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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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g	

src="https://img.alicdn.com/tfs/TB1CFl1X4GYBuNjy0FnXXX5lpXa-

128-128.png"	width="24"	height="24"	/>

																		<span>{prop.attribute}<br	/><em>

{timeAgo.format(new	Date(prop.gmtModified))}</em></span>

																		<span	className="value">{prop.value}

μg/m³</span>

																		</div>

																break;

														case	'CurrentTemperature':

																return	<div	key={prop.attribute}>

																		<img	

src="https://img.alicdn.com/tfs/TB1xvRZXWmWBuNjy1XaXXXCbXXa-

128-128.png"	width="24"	height="24"	/>

																		<span>湿度<br	/><em>{timeAgo.format(new	

Date(prop.gmtModified))}</em></span>

																		<span	className="value">{prop.value}

°C</span>

																		</div>

																break;

														case	'RelativeHumidity':

																return	<div	key={prop.attribute}>

																		<img	

src="https://img.alicdn.com/tfs/TB1svVZXWmWBuNjy1XaXXXCbXXa-

128-128.png"	width="24"	height="24"	/>

																		<span>湿度<br	/><em>{timeAgo.format(new	

Date(prop.gmtModified))}</em></span>

																		<span	className="value">{prop.value}%</span>

																		</div>

																break;

												}

										})

								}

						</div>

				</div>

		}

}

编写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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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属性历史数据⾯板

使⽤	Highcharts	的曲线图来显示属性历史数据：

import	React,	{	Component	}	from	'react';

import	Highcharts	from	'highcharts';

import	HighchartsMore	from	'highcharts/highcharts-more';

HighchartsMore(Highcharts);

import	styles	from	"./HistoryPanel.scss";

import	IotGatway	from	'@bone/iot-gateway';

export	default	class	HistoryPanel	extends	Component	{

		componentDidMount()	{

				this.createChart();

		}

		createChart()	{

				this.chart	=	Highcharts.chart(this.chartEl,	{

						//	省去其他选项，具体请参考代码

						series:	[{

								type:	'area',

								name:	'PM2.5',

								data:	[]

						}]

				});

		}

		render()	{

				return	<div	className={styles["panel"]}>

						<h2>{this.props.title}</h2>

						<div	className={styles["chart"]}	ref={el	=>	{	

this.chartEl	=	el	}}></div>

				</div>

		}

}

⾯板组合⻚⾯

编写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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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React,	{	Component	}	from	'react';

import	SummaryPanel	from	'./SummaryPanel';

import	HistoryPanel	from	'./HistoryPanel'

import	styles	from	"./index.scss";

const	summaryPanels	=	[

				{	'title':	'客厅',	'productKey':	'a1XXXXX7C',	

'deviceName':	'55DXXXXXXXXXXNL0d0'	},

];

const	historyPanels	=	[

				{	'title':	'客厅	PM2.5	历史',	'productKey':	'a1XXXXX7C',	

'deviceName':	'55DXXXXXXXXXXNL0d0',	'showProp':	'PM25Value'	},

]

export	default	class	Home	extends	Component	{

				render()	{

								return	<div	className={styles["container"]}>

												<div	className={styles['left']}>

												{

																summaryPanels.map(p	=>	<SummaryPanel	key=

{p.title}	{...p}	/>)

												}

												</div>

												<div	className={styles['right']}>

												{

																historyPanels.map(p	=>	<HistoryPanel	key=

{p.title}	{...p}	/>)

												}

												</div>

								</div>

				}

}

编写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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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调试

完成	UI	组件的编写之后，就可以开始真正调⽤官⽅服务接⼝，显示数据了。

获取设备所有属性的当前状态

		componentDidMount()	{

				this.queryDeviceStatus();

				window.setInterval(()	=>	{

						this.queryDeviceStatus();

				},	60000);

		}

		queryDeviceStatus()	{

				const	{	productKey,	deviceName	}	=	this.props;

				const	options	=	{

						url:	

'https://api.link.aliyun.com/thing/device/properties/query',

						apiVer:	'1.1.0',

						params:	{"productKey":	productKey,	"deviceName":	

deviceName	}

				};

				IotGatway.post(options).then(res	=>	{

						this.setState({	props:	res.data	});

				})

		}

获取设备属性的历史数据

		componentDidMount()	{

				this.createChart();

				this.queryStatusHistory();

				window.setInterval(()	=>	{

						this.queryStatusHistory();

接⼝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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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0000);

		}

		queryStatusHistory()	{

				const	{	productKey,	deviceName,	showProp	}	=	this.props;

				const	options	=	{

						url:	

'https://api.link.aliyun.com/thing/device/property/timeline/ge

t',

						apiVer:	'1.1.0',

						params:	{

								"productKey":	productKey,

								"deviceName":	deviceName,

								"propertyIdentifier":	showProp	||	"PM25Value",

								"start":	new	Date()*1-3600*24*1000,

								"end":	new	Date()*1,

								"pageSize":	1000,

								"ordered":	true

						}

				};

				IotGatway.post(options).then(res	=>	{

						const	data	=	res.data.items.map(item	=>	[item.timestamp,	

item.data]);

						this.chart.series[0].setData(data);

				})

		}

接⼝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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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及发布

在完成托管应⽤的开发之后，就可以在线部署以及发布了。

新增版本

在发布之前，需要先新增⼀个版本，描述这个版本做了哪些改动：

同时，需要在版本变更中去配置这个	Web	应⽤所要使⽤的服务或者插件：

部署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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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我们的数据展板	Web	应⽤中，使⽤了官⽅	物的管理服务，那么就需要在	版本变

更要使⽤的服务	中添加物的管理服务：

打包

在	LinkDevelop	做好版本发布前的准备之后，就可以在本地将	Web	应⽤代码进⾏打包

了，Bone	Cli	提供了		bone	pack		命令来帮助我们进⾏打包：

➜		bone	pack
	info:	使⽤	bone-kit-web	开发套件	版本：0.2.0-alpha.3	套件路径：

~/.bone/plugins/lib/node_modules/@bone/bone-kit-web

	info:	zip	⽂件创建成功：

airmonitor_dashboard/a120BURLWBPOokpQ.zip

	info:	12642	total	bytes.

打包完成后，会在项⽬⽬录中⽣成与	Web	应⽤	App	ID	⼀致⽂件名的压缩包。

上传及在线构建

这个时候回到应⽤详情界⾯，可以看到刚刚添加的版本已经准备就绪，点击	构建部署	就
可以进⼊上传、构建流程：

部署及发布

57



⾸先我们需要在开发环境进⾏构建，在这⾥上传构建包，选择在上⼀步打包过程中所得到

的压缩包：

上传完成之后，LinkDevelop	就会开始帮我们构建	Web	应⽤：

构建完成之后，就可以在历史构建版本中看到刚刚上传的构建包是否已经被正确构建完

成：

部署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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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在	Web	应⽤已经构建完成并且编译成功之后，就可以使⽤应⽤详情中的	开发信息	中的应

⽤地址（应⽤ID.webhost.cloudhost.link）来预览开发环境中运⾏的应⽤了。

使⽤开发环境地址来验证开发的功能是否完整，功能使⽤是否正确，在验证完成之后，就

可以在历史构建版本中点击	通过	来将构建包转移到⽣产环境发布流程中。

这⾥只需要点击	发布，即可将	Web	应⽤发布到线上。

注意：⽣产环境的	Web	应⽤只能通过绑定⾃定义域名查看，因此需要先完成域名绑定流

程。

根据向导完成域名绑定流程，就可以将	Web	应⽤正式发布上线提供给⽤户使⽤啦。

部署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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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代码使⽤指南

解压		airmonitor_dashboard.zip	，打开		app/view/index.js	，修改

	summaryPanels		与		historyPanels		中对应测试设备的相关参数：

const	summaryPanels	=	[

				{	'title':	'客厅',	'productKey':	

'__YOUR_DEVICE_PRODUCT_KEY__',	'deviceName':	

'__YOUR_DEVICE_NAME__'	},

				{	'title':	'主卧',	'productKey':	

'__YOUR_DEVICE_PRODUCT_KEY__',	'deviceName':	

'__YOUR_DEVICE_NAME__'	},

				{	'title':	'次卧',	'productKey':	

'__YOUR_DEVICE_PRODUCT_KEY__',	'deviceName':	

'__YOUR_DEVICE_NAME__'	},

];

const	historyPanels	=	[

				{	'title':	'客厅	PM2.5	历史',	'productKey':	

'__YOUR_DEVICE_PRODUCT_KEY__',	'deviceName':	

'__YOUR_DEVICE_NAME__',	'showProp':	'PM25Value'	},

				{	'title':	'客厅	PM1.0	历史',	'productKey':	

'__YOUR_DEVICE_PRODUCT_KEY__',	'deviceName':	

'__YOUR_DEVICE_NAME__',	'showProp':	'PM1'	},

				{	'title':	'客厅	PM10	历史',	'productKey':	

'__YOUR_DEVICE_PRODUCT_KEY__',	'deviceName':	

'__YOUR_DEVICE_NAME__',	'showProp':	'PM10'	},

]

在		app.js		中修改		Bone.createApp		中的		id		参数，注意需要保留		#	：

const	app	=	Bone.createApp({

				id:	"#__YOUR_WEB_APP_ID__",

				type:	"app",

				//	是否⾃动启动

				autoStart:	true,

示例代码使⽤指南

60



				page:	{

								//	路由配置

								routes:	[

												{

																path:	"/",

																namespace:	"home",

																classes:	HomePage

												},

												//	配置404⻚⾯

												{

																path:	"*",

																classes:	NotFound

												}

								]

				}

});

在		public/index.html		中，修改		div		容器	ID	为	Web	应⽤	ID：

<div	id="__YOUR_WEB_APP_ID__"></div>

然后在终端中进⼊到代码⽬录，使⽤		bone	start		命令即可开始调试托管	Web	应⽤。

上传发布

如果需要将托管	Web	应⽤上传到	LinkDevelop	并发布，需要先修改		bone-
config.json	，将其中的		bundleId		替换为实际创建好的托管	Web	应⽤的		App	ID	。

修改完之后，在终端中进⼊到代码⽬录，使⽤		bone	pack		打包，并在	LinkDevelop	平
台中上传、在线编译、部署。

示例代码使⽤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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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应⽤

现在⼿机的使⽤相当⼴泛，因为为⽤户提供⼀个移动应⽤，直接在⼿机上查看设备的状态

也是⼀个很必要的能⼒。

移动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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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Develop	对移动应⽤提供了相当多的功能⽀持：

API	⽹关	SDK
Bone	Mobile	容器

⻓连通道

推送服务

移动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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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应⽤

在开始开发⼀个移动应⽤之前，同样需要在	LinkDevelop	创建应⽤，并完成⼀些配置⼯

作。

这⾥以开发	iOS	应⽤为例进⾏介绍。

⾸先进⼊	LinkDevelop	平台，在	移动》移动应⽤	中新增应⽤：

提交之后就可以看到应⽤的基本信息：

⽣成	AppKey	和	AppSecret
对于⼀个移动应⽤来说，有⼀个最基础的需求就是要先⽣成	AppKey	以及	AppSecret，这

是使⽤所有官⽅服务的基础：

创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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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之后就可以看到	LinkDevelop	平台⽣成的	AppKey	和	AppSecret	了：

注意，LinkDevelop	平台⽣成了两套	AppKey	和	AppSecret，它们分别⽤于开发环境以

及正式环境。

例如在企业开发中，测试版本的	App	可能使⽤	Apple	开发者企业证书打包签名，进⾏内

部分发，这个时候可以选择使⽤符合内部打包需求的	Bundle	ID。

创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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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配置

LinkDevelop	平台为移动应⽤提供了强⼤的版本管理能⼒，通过版本管理能⼒，可以⽅便

地管理移动应⽤在⽣命周期⾥的每⼀个版本所对应的资源、服务等依赖项。

在开始开发代码之前，先给移动应⽤配置⼀个版本。

在	应⽤详情	中的版本配置列表可以找到	新增版本配置，这⾥新增⼀个测试版本的配置，

版本号为		0.1.0	：

注意：这⾥的版本号请与	iOS	App	本地版本号完全⼀致，在	Bone	Mobile	容器	SDK	中
会依赖此版本号进⾏资源匹配。

在新增版本配置完成之后，会⾃动来到版本配置管理：

版本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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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以看到	LinkDevelop	平台已经默认帮我们添加了	API	通道	服务，⽬前我们并不会

使⽤到其他服务，因此这⾥保持默认即可。

资源变更

接下来需要配置对应版本要使⽤的资源，例如服务和插件等。

选择	资源变更	标签⻚，可以看到当前还没有配置任何资源变更：

使⽤	新增资源变更	按钮来添加⼀个资源变更版本：

确定之后可以看到资源变更详情，在这⾥可以配置当前版本需要使⽤哪些服务和插件：

版本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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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移动应⽤需要去查询设备的属性状态，因此这⾥需要添加⼀个	物的管理服务：

因为⽬前并没有开发和使⽤移动插件，因此不需要配置要使⽤的插件。

完成配置

在配置完版本配置和资源变更配置之后，就可以在应⽤详情⻚看到刚刚添加的版本配置

了：

版本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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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项⽬并集成	SDK
在完成移动应⽤的版本配置之后，就可以开始移动应⽤的开发了。

先在	Xcode	中创建⼀个	iOS	App	项⽬：

集成	SDK

创建完项⽬之后，⾸先需要集成	LinkDevelop	平台为移动应⽤提供的各种	SDK，在这个

项⽬中就是	API	通道	SDK。

LinkDevelop	使⽤了	CocoaPods	来提供	SDK	集成能⼒，因此需要先在开发机器上安装好

CocoaPods。

在之前版本配置的⻚⾯中，可以找到	iOS	Podfile	下载：

集成	S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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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回来的	Podfile	内容如下：

#	SDK	最低⽀持版本为	iOS	8.0

platform:ios,	'8.0'

#	github	官⽅	pod	源

source	'https://github.com/CocoaPods/Specs.git'

#	阿⾥云	pod	源

source	'https://github.com/aliyun/aliyun-specs.git'

#	需要替换下述	"IMSDemoApp"	为开发者	App	的	target	名称

target	"airmonitor"	do

				pod	'IMSApiClient',	'1.1.0'

end

注意：Podfile	中	target	默认为	IMSDemoApp，这⾥已经修改为项⽬的实际	Target	即
airmonitor。

在终端中进⼊到项⽬⽬录，执⾏		pod	update		即可完成移动应⽤	SDK	的集成：

➜		airmonitor_ios	pod	update
Update	all	pods

no	env	sources	

Updating	local	specs	repositories

Analyzing	dependencies

Downloading	dependencies

Installing	AlicloudApiSDK	(1.0.0)

集成	S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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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lling	AlicloudSGMain	(5.3.78)

Installing	AlicloudSecurityGuardSDK	(5.3.78)

Installing	IMSApiClient	(1.1.0)

Installing	IMSLog	(1.0.1)

Generating	Pods	project

Integrating	client	project

Sending	stats

Pod	installation	complete!	There	is	1	dependency	from	the	

Podfile	and	5	total	pods	installed.

集成安全图⽚

移动应⽤使⽤⽆线保镖来在客户端安全存储调⽤	API	通道的	AppKey	和	AppSecret	信
息，因此在开始使⽤	API	通道	SDK	调⽤	API	之前，还需要将⽆线保镖使⽤的安全图⽚集

成到项⽬当中。

在应⽤详情的开发信息中，可以看到对应测试版本和正式版本都有	下载安全图⽚	的操

作，⽬前我们正在开发的是测试版本，因此下载测试版本的安全图⽚即可。

安全图⽚是⼀个	JPG	⽂件，但是内部使⽤加密技术包含了	AppKey	以及	AppSecret：

将安全图⽚添加到	iOS	App	项⽬⼯程⾥⾯即可。

集成	S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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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最后使⽤	Xcode	打开		airmonitor.xcworkspace		就可以开始编写代码了。

集成	S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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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代码

在集成完	SDK	之后，就可以开始编写业务代码了。

⽬前我们只集成了		API	通道	SDK	，具体使⽤⽅法可以参考⽂档	API	通道	SDK。

配置	API	通道	SDK

⾸先在	Application	Delegate	配置	API	通道需要的域名以及服务器环境：

-	(BOOL)application:(UIApplication	*)application	

didFinishLaunchingWithOptions:(NSDictionary	*)launchOptions	{

				//	Override	point	for	customization	after	application	

launch.

				//指定	API	通道服务器域名和环境

				[IMSConfiguration	initWithHost:@"api.link.aliyun.com"	

serverEnv:IMSServerRelease];

				return	YES;

}

注意：⽬前使⽤	LinkDevelop	平台	API	通道的域名均为		api.link.aliyun.com	。

添加实例变量

添加⼏个实例变量⽤于存储从服务器获取的数据：

@interface	ViewController	()

@property	(nonatomic,	strong)			NSArray									*deviceStatus;

@property	(nonatomic,	strong)			NSDictionary				

*unitForStatus;

@property	(nonatomic,	weak)					NSTimer									*refreshTimer;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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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	API	请求

与	Web	应⽤⼀样，使⽤	物的管理服务	API	来获取设备的属性状态：

-	(void)queryDeviceStatus	{

				//	构建请求

				NSDictionary	*params	=	@{

																													@"ProductKey":	@"a1XXXXXXXe7C",

																													@"DeviceName":	

@"55DXXXXXXXXXXXXX0d0",

																													};

				IMSIoTRequestBuilder	*builder	=	[[IMSIoTRequestBuilder	

alloc]	initWithPath:@"/thing/device/status/query"

																																																																				

apiVersion:@"1.0.1"

																																																																								

params:params];

				//通过	IMSRequestClient	发送请求

				[IMSRequestClient	asyncSendRequest:builder.build	

responseHandler:^(NSError	*	_Nullable	error,	IMSResponse	*	

_Nullable	response)	{

								if	(error)	{

												//处理Error，⾮服务端返回的错误都通过该Error回调

								}	else	{

												if	(response.code	==	200)	{

																//成功，处理response.data

																self.deviceStatus	=	response.data;

																[self.tableView	reloadData];

												}	else	{

																//处理服务端错误，可通过response.localizedMsg展示

错误Toast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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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显示

在获取到数据之后，就可以将数据展示到界⾯上了：

-	(NSInteger)numberOfSectionsInTableView:(UITableView	

*)tableView	{

				return	1;

}

-	(NSInteger)tableView:(UITableView	*)tableView	

numberOfRowsInSection:(NSInteger)section	{

				return	self.deviceStatus.count;

}

-	(UITableViewCell	*)tableView:(UITableView	*)tableView	

cellForRowAtIndexPath:(NSIndexPath	*)indexPath	{

				UITableViewCell	*cell	=	[tableView	

dequeueReusableCellWithIdentifier:@"DataCell"];

				NSDictionary	*status	=	self.deviceStatus[indexPath.row];

				cell.textLabel.text	=	status[@"attribute"];

				cell.detailTextLabel.text	=	[[status[@"value"]	

description]	

stringByAppendingString:self.unitForStatus[status[@"attribute"

]]];

				return	cell;

}

最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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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应⽤

在开发测试完应⽤之后，就可以发布配置并且发布资源变更了，这个时候在移动应⽤中就

可以正式使⽤线上环境的服务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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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代码使⽤指南

安装	SDK

解压		airmonitor_ios.zip	，在终端中进⼊到代码⽬录，使⽤		pod	install		命令来安

装	SDK	依赖。

替换安全图⽚

在	LinkDevelop	平台中下载创建好的移动应⽤测试环境的安全图⽚，替换代码⽬录中的

	yw_1222_07e8.jpg	。

修改代码

使⽤	Xcode	打开		airmonitor.xcworkspace	，即可开始编译并在模拟器中进⾏调试移

动应⽤。

在		ViewController.m		的		queryDeviceStatus		⽅法中，修改需要查询设备数据的

ProductKey	和	DeviceName。

示例代码使⽤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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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插件：设备⾯板

在开发完移动应⽤后，可以考虑到的问题是，⽬前只开发好了	iOS	应⽤来显示设备数

据，但是还有另外⼀个使⽤很⼴泛的平台	Android	并没有提供⽀持，如果同样使⽤	Native
代码来进⾏开发，对于	iOS	和	Android	两个平台都需要进⾏开发，这就是⼀种重复⼯作

了。

因此，LinkDevelop	平台提供了	Bone	Mobile	容器	能⼒，可以通过编写⼀套代码，就可

以同时在	iOS	和	Android	两个平台运⾏，避免了重复编写业务代码的问题。

另外，Bone	Mobile	容器	还提供了	Bone	Mobile	UI、Bone	Mobile	SDK	等便于快捷开

发的	SDK	和框架，这对快速开发设备⾯板，保持	UI	⻛格⼀致会提供很⼤的帮助。

使⽤框架和库

移动插件：设备⾯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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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ne	Mobile	SDK
Bone	Mobile	UI
Bone	Mobile	容器	S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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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插件

在开发插件之前，同样需要在	LinkDevelop	平台创建对应的产品，以配置它的认证信息，

和所使⽤的服务等。

进⼊	移动》移动插件，选择	新增插件：

创建插件

注意：这⾥的	API	Level	选择了⾼的版本，将不能在带有低版本容器的	App	中运⾏。

创建完插件就可以看到插件的具体信息了：

这⾥⾯需要使⽤的就是插件的		Plugin	ID	，在后⾯初始化插件模板时会要⽤到。

创建插件

81



添加版本

移动插件也提供了版本管理功能，可以针对每⼀个版本，配置它所使⽤的服务。

点击	版本变更	右侧的	新增版本变更	按钮，来添加⼀个新版本：

保存之后可以看到当前版本变更使⽤的服务列表为空：

因为我们的插件需要访问设备数据，因此在这⾥添加	物的管理服务：

配置完移动插件的版本之后，就可以在插件信息⻚⾯的版本变更列表中看到刚刚添加的版

本：

接下来就可以开始进⾏插件的代码开发⼯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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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Bone	Cli
配置完移动插件的版本之后，就可以开始进⾏移动插件的代码开发⼯作了。

安装	bone-cli

请参考⽂档	安装	bone-cli。

使⽤	bone-cli

LinkDevelop	提供了	Bone	Cli	来帮助我们初始化⼀下移动插件的代码基本框架，使⽤

	bone	init		命令即可初始化，选择		mobile		套件，并且输⼊在创建移动插件时得到的

	Plugin	ID	。

➜		airmonitor_appplugin	bone	init
?	请选择开发套件	mobile

?	请输⼊移动插件	Id（英⽂开头，留空默认为当前⽬录名）	a123hxK8UXBaHwXl

			create	package.json

			create	bone-config.json

			create	app.js

			create	app/page/ChildPage.js

			create	app/page/HomePage.js

			create	app/page/HomePage.js.map

			create	app/page/NoMatchPage.js.map

			create	app/view/Child.js

			create	app/view/Home.js

yarn	install	v1.0.3

warning	package.json:	No	license	field

info	No	lockfile	found.

warning	bone-demo@1.0.0:	No	license	field

[1/4]	 		Resolving	packages...

[2/4]	 		Fetching	packages...

[3/4]	 		Linking	dependencies...

[4/4]	 		Building	fresh	packages...

success	Saved	lockfile.

✨ 		Done	in	27.26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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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ne	Cli	的具体功能请参考⽂档：Bone	命令⾏。

启动调试服务器

使⽤		bone	start	--appEnv	simulator		就可以启动调试服务器，从⽽在浏览器预览插

件运⾏状态了：

➜		airmonitor_appplugin	bone	start	--appEnv	simulator
	info:	使⽤	bone-kit-mobile	开发套件	版本：0.1.87	套件路

径：/Users/ohdarling/.bone/plugins/lib/node_modules/@bone/bone

-kit-mobile

	info:	package.json	中没有依赖	react-native	依赖，启动	webpack-

dev-server.

WebpackDevServer	started,	please	open	

http://127.0.0.1:9000/app.html

启动完成后，在浏览器中打开		http://127.0.0.1:9000/app.html		就可以预览移动插

件运⾏的状态了。

使⽤	Bone	C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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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Bone	Mobile	UI
LinkDevelop	平台为移动插件提供了	Bone	Mobile	UI	组件来⽅便移动插件的界⾯开发，

Bone	Mobile	UI	组件包括了⼀整套在	IoT	设备展示、操作、运⾏状态时需要使⽤的	UI	组
件。

并且	Bone	Mobile	UI	组件提供主题定制功能，通过轻松配置就可以得到⾃⼰唯⼀⻛格的

插件界⾯。

通过使⽤	Bone	Mobile	UI	组件，可以快速开发移动插件的界⾯，并且可以使整个移动应

⽤中的界⾯⻛格趋于统⼀，具有辨识度。

Bone	Mobile	UI	不光提供了常⻅的按钮、列表、宫格组件，还包括了特定领域的领域组

件，例如	数据展示⾯板	组件，可以使⽤数据展示⾯板组件快捷搭建⼀个传感器类型设备

的数据展示⾯板。

具体	Bone	Mobile	UI	组件的使⽤⽅式和所有可使⽤的组件列表请参考：Bone	Mobile	UI
组件⽂档。

编写插件界⾯

对于空⽓监测站设备，我们可以使⽤领域组件中的数据⾯板组件来快速搭建⼀个空⽓监测

站的设备⾯板	。

直接修改		view/home.js	，将	render	⽅法中渲染的内容替换为使⽤	DataPanel：

import	{	Button,	DataPanel	}	from	'@bone/bone-mobile-ui';

使⽤	Bone	Mobile	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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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rt	default	class	Home	extends	Component	{

		render()	{

				return	(

										<DataPanel

												themeColor='green'

												title='空⽓质量'

												defaultMainData={{

														value:	0,

														unit:	'μg/m³',

														controllable:	false,

														desc:	`空⽓	PM2.5	浓度`,

														descOutstanding:	true,

												}}

												disabled={false}

												defaultStatusData={[

														{

																value:	0,

																unit:	'μg/m³',

																desc:	'PM10',

														},

														{

																value:	0,

																unit:	' ',

																desc:	'温度',

														},

														{

																value:	0,

																unit:	'%',

																desc:	'湿度',

														},

												]}

										/>

				);

		}

}

这时刷新浏览器，就可以看到使⽤	DataPanel	的效果了：

使⽤	Bone	Mobile	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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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Bone	Mobile	SDK
Bone	Mobile	SDK	提供了对使⽤	Native	能⼒的⼀层封装，包括以下接⼝：

Bone.navigation：导航

APIGateway：API	⽹关请求

netInfo：⽹络状态信息

sysInfo：系统状态信息

OA：开放平台账号

关于	Bone	Mobile	SDK	的具体使⽤，请参考⽂档：Bone	Mobile	开发指南。

获取数据

在空⽓监测站的数据⾯板⾥，我们只需要使⽤		APIGateway		来发出	API	请求去获取数

据，并⽤于显示。

/*	app/view/Home.js	*/

export	default	class	Home	extends	Component	{

		constructor(props)	{

				super(props);

				this.state	=	{	PM10:	10,	PM25Value:	12,	CurrentTemperate:	

25,	RelativeHumidity:	50	};

		}

		componentDidMount()	{

				this.queryData();

				setInterval(this.queryData.bind(this),	60000);

		}

		queryData()	{

				const	path	=	'/thing/device/properties/query';

				const	options	=	{

								protocol:	'https',

								gateway:	'api.link.aliyun.com',

								version:	'1.1.0',

								data:	{

										"productKey":	this.props.ProductKe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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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iceName":	this.props.DeviceName	||	''

								}

				}

				APIGateway.request(path,	options).then((res)	=>	{

						let	data	=	res.data.reduce((o,	v)	=>	{

								o[v.attribute]	=	v.value;

								return	o;

						},	{})

						this.setState({	...data	});

				});

		}

		render()	{

				const	{	PM10,	PM25Value,	CurrentTemperate,	

RelativeHumidity	}	=	this.state;

				return	(

										<DataPanel

												/*	...	其他配置与之前保持不变，加上以下两⾏	*/

												mainValue={PM25Value}

												statusValue={[PM10,	CurrentTemperate,	

RelativeHumidity	]}

										/>

				);

		}

}

这⾥使⽤		APIGateway.request		来发出请求，并将数据转化为字典，最终在	DataPanel
中进⾏显示。

在获取数据时，ProductKey	和	DeviceName	是从	props	中获取的，这个需要从外部传

⼊，这个时候可以在	HomePage.js	中使⽤		Bone.query		来获取调⽤参数：

/*	app/page/HomePage.js	*/

export	default	class	HomePage	extends	Bone.Page	{

		render()	{

				const	params	=	Bone.query;

				return	<Home	{...param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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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完成了⼀个移动插件的开发，就可以部署了	LinkDevelop	平台，提供给移动应⽤使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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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及发布

在开发完移动插件之后，就可以上传	LinkDevelop	平台进⾏发布了。

打包

在将移动插件代码上传到	LinkDevelop	平台在线构建之前，先需要在本地将代码进⾏打

包，Bone	Cli	提供了		bone	pack		命令来进⾏打包⼯作：

➜		airmonitor_appplugin	bone	pack
	info:	使⽤	bone-kit-mobile	开发套件	版本：0.1.87	套件路径：

~/.bone/plugins/lib/node_modules/@bone/bone-kit-mobile

	info:	zip	⽂件创建成功：

airmonitor_appplugin/a123hxK8UXBaHwXl.zip

	info:	3774	total	bytes.

打包完成后，	bone	pack		会在移动插件项⽬⽬录中⽣成与插件		Plugin	ID		同名的压

缩包⽂件，这个压缩包就是需要在后⾯上传需要使⽤的。

上传和构建

进⼊	LinkDevelop	平台，在插件信息⻚⾯的版本变更列表中，可以看到之前配置好的版本

右侧有⼀个	构建部署	按钮，点击按钮进⼊构建部署⻚⾯：

在构建部署⻚⾯，就可以上传使⽤		bone	pack		打包得到的代码压缩包了：

部署以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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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完成后，会提示正在构建中：

在编译部署完成后，就可以在下⾯的历史构建版本看到刚刚构建完成的版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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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移动应⽤：集成插件

在开发完插件后，就可以把之前开发的移动应⽤进⾏⼀番改进，不再使⽤本地代码编写设

备的数据⾯板，⽽是直接⽤移动插件来展示，这样对于	iOS	和	Android	两个平台，只需

要开发⼀次就可以都能覆盖。

在集成插件之前，需要先将移动插件发布⾄⽣产环境。

插件发布

在开发环境构建完成之后，可以在历史构建版本中看到右侧有⼀个	通过	按钮，这表示我

们已经在开发环境测试过这个插件已经⼯作正常，可以发布了，点⼀下通过就可以将这个

插件转移到⽣产环境：

通过之后，就可以看到在⽣产环境中有了⼀个待发布版本，这个时候点击	发布	就可以开

始在⽣产环境去构建移动插件。

在经历同样的构建流程之后，就可以在历史发布版本中看到刚刚发布的移动插件了：

改进移动应⽤：集成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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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新版本

因为新版本的移动应⽤要使⽤	Bone	Mobile	容器，但是在之前的版本中并没有配置这个

依赖，因此我们要重新配置⼀个版本，添加相关的依赖。

在移动应⽤信息⻚新增⼀个版本：

进⼊版本配置，可以看到⽬前只有	API	通道	SDK，并没有	Bone	Mobile	容器：

点击	选择	SDK，在出来的列表中勾选	Bone	Mobile	容器	后确认：

这个时候可以看到	Bone	Mobile	容器	已经添加到了版本配置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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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版本配置完成之后，需要将版本配置发布，点击	发布配置	即可将版本配置发布上线，

否则会导致在移动应⽤中取不得最新的版本配置从⽽⽆法正常使⽤新添加的	SDK。

添加资源变更

在添加完	Bone	Mobile	容器	依赖后，同样需要将开发完成的	空⽓监测站⾯板	插件添加

到这个版本所需要使⽤的资源变更中。

新建⼀个资源变更，可以看到当前⻚⾯中显示	Bone	Mobile	容器	没有任何插件：

点击	新增插件，在出来的列表中勾选开发完成的	空⽓监测站⾯板	插件：

再选择要添加的移动插件版本：

改进移动应⽤：集成插件

96



保存后可以看到	Bone	Mobile	容器	的插件列表中已经有	空⽓监测站⾯板	了：

注意：资源变更同样需要进⾏发布，否则在移动应⽤中会取不到相应的插件信息从⽽会导

致插件打开失败。

在	App	中使⽤插件

在配置完依赖之后，就可以开始在	App	中使⽤移动插件来显示设备数据了。

注意：因为修改了版本配置中的	SDK	依赖，所以需要重新下载	Podfile	并执⾏		pod
update		来更新	Xcode	⼯程⽂件，从⽽正确集成	Bone	Mobile	容器	SDK。

对于在移动应⽤中如何使⽤移动插件，可以参考⽂档：Bone	Mobile	容器	SDK。

先在		AppDelegate.m		中配置	Bone	Mobile	容器的运⾏环境：

-	(BOOL)application:(UIApplication	*)application	

didFinishLaunchingWithOptions:(NSDictionary	*)launchOptions	{

				//	Override	point	for	customization	after	application	

launch.

				//	指定	API	通道服务器域名和环境

				[IMSConfiguration	initWithHost:@"api.link.aliyun.com"	

serverEnv:IMSServerRelease];

				//	配置	Bone	Mobile	容器运⾏环境

				IMSBoneConfiguration	*configuration	=	

[IMSBoneConfiguration	sharedInstance];

				configuration.pluginEnvironment	=	

IMSBonePluginEnvironmentRelease;

				configuration.serverEnvironment	=	

IMSBoneServerEnvironmentRelease;

				return	Y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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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ViewController.m		的		viewDidLoad		⽅法中使⽤路由⽅式打开插件：

-	(void)viewDidLoad	{

				[super	viewDidLoad];

				NSURL	*url	=	[NSURL	

URLWithString:@"link://a1XXXXXXXXXHwXl"];

				NSDictionary	*params	=	@{

																													@"ProductKey":	@"a1XXXXXX7C",

																													@"DeviceName":	

@"55DXXXXXXXXXXBNL0d0"

																													};

				[[IMSRouterService	sharedService]	openURL:url

																																						options:params

																												completionHandler:^(BOOL	success)	

{

																																if	(success)	{

																																				NSLog(@"插件打开成功");

																																}	else	{

																																				NSLog(@"插件打开失败");

																																}

																												}];

}

在打开插件的时候所使⽤的	URL	格式为		link://插件ID	，插件	ID	可以在插件的信息⻚

⾯获得。

⾄此，已经完成移动插件在移动应⽤中的集成，运⾏即可以看到最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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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代码使⽤指南

上传发布

如果需要将移动插件上传到	LinkDevelop	并发布，需要先修改		bone-config.json	，将

其中的		bundleId		替换为实际创建好的移动插件的		Plugin	ID	。

修改完之后，在终端中进⼊到代码⽬录，使⽤		bone	pack		打包，并在	LinkDevelop	平
台中上传、在线编译、部署。

应⽤集成

在		airmonitor_ios		项⽬中打开		ViewController.m		，找到		viewDidLoad		⽅法，

修改其中的插件	ID	以及设备		ProductKey		和		DeviceName	：

				NSURL	*url	=	[NSURL	

URLWithString:@"link://__YOUR_MOBILE_PLUGIN_ID__"];

				NSDictionary	*params	=	@{

																													@"ProductKey":	

@"__YOUR_DEVICE_PRODUCT_KEY__",

																													@"DeviceName":	

@"__YOUR_DEVICE_NAME__"

																													};

示例代码使⽤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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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编排

LinkDevelop	平台提供了	API	服务的管理和编程能⼒，可以通过服务能⼒，来将复杂	API
简化为便于客户端或	Web	端使⽤的	API。

在这⾥，我们使⽤	服务流式编排	能⼒，来将获取空⽓监测站	PM2.5	历史数据的	API	简化

为使⽤⼀个参数即可以请求的	API。

使⽤服务

物的管理服务

服务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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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服务

要提供⾃定义的服务给	Web	应⽤或者移动应⽤来使⽤，⾸先需要在服务中去创建⼀个服

务。

进⼊	服务》新增服务，可以进⼊新增服务界⾯，填⼊服务名称、标签和简介数据就可以

完成创建了。

在这⾥我们创建⼀个	空⽓监测站API服务，⽤来提供相对于	物的管理服务	更简便的	API
来给	Web	应⽤使⽤，避免每次调⽤	API	的时候传递复杂冗余的参数。

在创建完服务后就可以看到当前服务的详细情况，这⾥可以看到⽬前没有任何版本：

为了提供服务，就需要新增⼀个版本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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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之后就可以在版本列表中看到刚刚添加的版本了：

在创建版本	API	版本之后，就可以开始进⼊	API	管理，来创建或者维护⾃定义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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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管理

在从服务的版本列表中，进⼊到	API	管理之后，就可以看到当前版本对应的	API	列表。

因为我们还没有创建过任何	API，因此这⾥的	API	列表是空的。

要开始添加	API，直接点击	新增	API	开始。

⾸先需要定义	API	名称以及	API	简介，这个在后⾯查看服务详情时，可以提供给开发者

了解到这个	API	的具体⽤途是什么。

接着需要定义	API	请求，这⾥需要填写以下内容：

协议：API	请求时使⽤的协议，⽀持	HTTP、HTTPS	或者	HTTP+HTTPS，这个主要

是针对使⽤⾮托管后端服务，如果要使⽤	HTTPS，则需要绑定先完成绑定域名流程

请求	Path：在发送请求时使⽤的	Path，⼀旦提交则不可更改

⼊参定义：API	需要输⼊的参数列表，可以详细定义名称、类型、是否必填等

API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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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来使⽤的物的管理服务来查询历史数据时，需要传递很多参数，在这⾥精简为三个参

数，其他参数由	API	服务内置提供，其中		DeviceName		参数为必填，	Start		和		End	
作为选填参数，可以由客户端传递，如果客户端不指定，则默认值为当前时间往后推⼀天

这个时间范围。

在定义完	API	请求之后，就需要选择后端服务是⾮托管服务还是托管服务，其中：

⾮托管：后端服务运⾏在⾃⼰的服务器上，API	服务负责校验⼊参等数据，以及提供

相应的防护能⼒

托管：后端服务运⾏在	LinkDevelop	平台上，使⽤流式编排的⽅式进⾏编程

最后需要定义⼀下返回结果，这⾥的返回结果示例和失败返回结果示例都将会展示在	API
详情中，提供给开发者来了解	API	的具体使⽤⽅法。

API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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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式服务编排

在创建完	API，定义好	API	的相关请求、参数、响应等结构之后，就可以开始进⾏	API
的开发⼯作了。

对于托管服务来说，API	的开发是使⽤流式服务编排来进⾏操作的。

从	API	列表中选择对应	API	的开发就可以进⼊到流式服务编排的界⾯：

设置默认参数

对于获取历史数据这个	API，因为之前定义了两个参数是可选项，因此我们⾸先要处理这

两个参数的默认值。

在左侧	功能	区域中，拖拽⼀个	脚本	节点到中间的编辑区域，然后双击来编辑这个节点。

在脚本内容中可以直接使⽤	JavaScript	代码来进⾏编程。

流式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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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我们定义了		Start		和		End		参数的默认值为当前时间和往后推⼀天这个时间

范围。

在编辑完节点之后，就可以将		API	请求		右侧的⼩⽅块连接到		添加默认参数		左侧的⼩

⽅块来将两个流程连接起来。

注意：每⼀个节点返回的数据，都将会在下⼀个节点以		msg.payload		来承载。

调⽤官⽅服务

在定义好默认参数之后，就可以来调⽤官⽅服务获取设备历史数据了。

从功能区域中拖拽⼀个	服务	节点到编辑区域中，双击编辑：

流式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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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可以直接通过下拉列表选择的⽅式来选择要调⽤哪个服务，什么版本，哪个

API，然后在代码区域填⼊调⽤参数即可。

这⾥可以看到对于		ProductKey	、	PropertyCode	、	PageSize	、	Ordered		这⼏个参

数，都已经填⼊了对应的参数，对于同样的产品来说，客户端在调⽤	API	的时候就不需要

传⼊这个重复的参数了。

⽽对于		DeviceName	、	Start		和		End		参数，就可以使⽤上⼀个节点输出的内容来获

取了。

⽣成数据

调⽤完服务之后就可以得到设备的历史数据，但是这个时候得到的数据格式并不是在客户

端可以直接使⽤了，⽽是需要进⾏⼀次转换。

再次从功能区域中拖拽⼀个	脚本	节点到编辑区域中，在代码中将官⽅服务返回的数据格

式转换为图表组件可以直接使⽤的数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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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结果

转换完数据格式之后，就可以将结果输出给客户端了，在功能区域中拖拽⼀个	API	返回

节点到编辑区域中，并将它们连接起来。

在完成所有节点的编辑⼯作之后，就可以使⽤右上⻆的	部署	按钮将流程部署到服务器

上，这样就可以开始调试	API	了。

调试	API

在部署完	API	后，双击编辑		API	请求		节点就可以开始调试	API，看看输出结果是否符

合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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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开始调试	就可以在右侧的调试⾯板中看到输出结果，这⾥可以看到返回的		data	
已经是图表组件可以直接使⽤的格式了：

⾄此，我们就使⽤流式服务编排完成了⼀个⾃定义	API	的创建。

API	上线

在完成⾃定义	API	的创建之后，还需要将	API	上线，其他应⽤才可以调⽤这些	API，上

线⾮常简单，在服务详情中，点击对应版本的	上线	按钮，即可以⼀键完成	API	上线操

作。

流式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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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API	上线之后，就可以开始改造之前开发的	Web	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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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	Web	应⽤：使⽤⾃定义	API
在完成⾃定义	API	的创建和部署之后，可以回到	API	管理，查看对应的	API	详情，这⾥

就可以看到我们刚刚完成创建的	API	的具体介绍，以及参数介绍，以及对应的域名和路

径：

有了这些信息，就可以开始改造之前创建的	Web	应⽤了，简化	API	调⽤，避免冗余代

码。

原先获取设备历史数据的请求需要填写很多参数，并且很多是重复的不必要的：

		queryStatusHistory()	{

				const	{	productKey,	deviceName,	showProp	}	=	this.props;

				const	options	=	{

						url:	

'https://api.link.aliyun.com/thing/device/property/timeline',

						apiVer:	'1.0.1',

						params:	{

								"ProductKey":	productKey,

								"DeviceName":	deviceName,

								"PropertyCode":	showProp	||	"PM25Value",

								"Start":	new	Date()*1-3600*24*1000,

								"End":	new	Date()*1,

								"PageSize":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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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dered":	true

						}

				};

				IotGatway.post(options).then(res	=>	{

						const	data	=	res.data.items.map(item	=>	[item.timestamp,	

item.data]);

						this.chart.series[0].setData(data);

				})

		}

在换成⾃定义	API	之后，可以看到代码精简和简洁了很多：

		queryStatusHistory()	{

				const	options	=	{

						url:	'http://faf433f4771840e6bb290d2251d27d0d-cn-

shanghai.alicloudapi.com/fetchPM25History',

						apiVer:	'0.1.0',

						params:	{

								"DeviceName":	this.props.deviceName

						}

				};

				IotGatway.post(options).then(res	=>	{

						this.chart.series[0].setData(res.data);

				})

		}

通过对⽐，可以看到使⽤⾃定义	API	可以减少客户端⼀半的代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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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服务能⼒并不仅限于精简	API	的使⽤，更多使⽤⽅法依赖于项⽬和业务的具体场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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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灯

使⽤	LinkDevelop	+	Mongoose	OS	快速搭建智能灯原型

智能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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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灯

⼀个基于	Mongoose	OS	和三⾊	LED	模块的智能全彩灯原型，通过	WiFi	接⼊互联⽹，并

且提供移动应⽤来远程操控灯的开关，以及设置灯的颜⾊。

该案例展示了数据是如何从设备传递到⽤户⼿机端，以及⽤户在⼿机端的操作是如何传递

到设备端进⾏响应的，包含以下⼏点：

设备如何接收和处理服务器下发指令

如何接收⽤户操作并下发到设备

如何开发⽤户移动应⽤

硬件和软件环境

案例中的智能灯设备端使⽤以下模组和框架来完成开发⼯作：

基于	ESP8266	的	NodeMCU	模块

三⾊	LED	模块

Mongoose	OS

产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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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接⼊

基于	Mongoose	OS	和	LinkDevelop	平台的	MQTT	接⼊，可以快速将产品原型设备接⼊

到	LinkDevelop	平台，并且可以⽅便的调试与实时查看⽇志。

要将基于	Mongoose	OS	的设备接⼊到	LinkDevelop	平台，需要以下⼏个步骤：

1.	 烧录	Mongoose	OS	固件

2.	 使⽤连接参数⽣成脚本⽣成接⼊	LinkDevelop	平台所需要的参数

3.	 使⽤	MQTT	库进⾏订阅及发布操作

设备接⼊

119



创建产品及功能定义

创建产品的过程请参考空⽓监测站的介绍，这⾥主要介绍智能灯在定义的时候额外需要注

意的地⽅。

对于智能灯产品来说，需要两个属性来反映它的状态，包括：

电源状态，布尔类型

灯光颜⾊，R	G	B	复合类型

因此在设备接⼊的产品详情中，需要添加两个⾃定义功能。

电源属性

颜⾊属性

添加⼀个	JSON	对象类型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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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给这个	JSON	对象添加相关参数：

这⾥可以看到，LinkDevelop	平台⽀持复杂结构的设备属性定义，对于智能灯设备来说，

它的颜⾊属性是⼀个对象，并且	JSON	对象的属性具备与原⼦属性同样的定义能⼒，可

以定义属性的名称、标识、类型以及取值范围。

在定义完功能之后，就可以在产品详情的⾃定义功能中看到完整的产品功能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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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之后就可以开始硬件设备的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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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录固件

在创建完产品之后，我们需要先将	Mongoose	OS	烧录到	NodeMCU	中。

烧录

使⽤	mos	⼯具将固件刷⼊	NodeMCU：

	mos	flash	SmartLight-esp8266-1.0.0.zip	--esp-flash-params=dio,32m,80m	--

port	/dev/tty.SLAB_USBtoUART	

下载好固件		SmartLight-esp8266-1.0.0.zip		后，在终端中进⼊固件所在⽬录，使⽤

上述命令进⾏烧录：

➜		mos	flash	SmartLight-esp8266-1.0.0.zip	--esp-flash-
params=dio,32m,80m	--port	/dev/tty.SLAB_USBtoUART

Loaded	SmartLight/esp8266	version	1.0	(20180302-043759/???)

Opening	/dev/tty.SLAB_USBtoUART	@	115200...

Connecting	to	ESP8266	ROM,	attempt	1	of	10...

		Connected,	chip:	ESP8266EX

Running	flasher	@	460800...

		Flasher	is	running

Flash	size:	4194304,	params:	0x024f	(dio,32m,80m)

Deduping...

			262144	@	0x8000	->	155648

			811488	@	0x100000	->	0

						128	@	0x3fc000	->	0

Writing...

					4096	@	0x0

					4096	@	0x7000

			155648	@	0x1a000

					4096	@	0x3fb000

Wrote	166576	bytes	in	1.45	seconds	(896.15	KBit/sec)

Verifying...

					2736	@	0x0

					4096	@	0x7000

			262144	@	0x8000

			811488	@	0x100000

烧录固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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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6	@	0x3fb000

						128	@	0x3fc000

Booting	firmware...

All	done!

初始化配置

烧录完之后，就可以使⽤	mos	命令⾏⼯具来打开本地	IDE，进⾏设备的初始化⼯作，在

终端中直接运⾏		mos		命令即可，mos	⼯具会⾃动打开浏览器并访问本地	IDE	的地址

	http://127.0.0.1:1992	。

在第⼀次访问的时候，需要先进⾏	mos	⼯具的配置，以及设备的	WiFi	连接参数配置：

在完成		Configure	WiFi		之后，就可以点击	Done	进⼊本地	IDE	界⾯了：

烧录固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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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就可以使⽤连接参数⽣成脚本来⽣成连接到	LinkDevelop	平台所必需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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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接⼊参数脚本

Mongoose	OS	本身已经提供了连接	MQTT	服务器的能⼒，因此在使⽤	Mongoose	OS	时
我们只需要将连接	MQTT	的参数配置⼀下就可以直接将设备连接到	LinkDevelop	平台

了。

在这⾥我们使⽤⼀个	Python	脚本⽂件来⽣成所需要的参数：

import	hashlib,	hmac,	time,	json,	sys

def	make_hmacsha1_hexdigest(key,	data):

		"""Generate	HMAC-SHA1	Signature"""

		key	=	key.encode()

		data	=	data.encode()

		return	hmac.new(key,	data,	hashlib.sha256).hexdigest()

def	sign_for_device(device_product_key,	device_name,	

device_secret):

		"""Generate	signature	for	divice"""

		timestamp	=	int(time.time()*1000)

		device_client_id	=	"%s&%s"	%	(device_name,	

device_product_key)

		device_sign_content	=	

"clientId%sdeviceName%sproductKey%stimestamp%d"	%	

(device_client_id,	device_name,	device_product_key,	timestamp)

		device_sign	=	make_hmacsha1_hexdigest(device_secret,	

device_sign_content)

		return	{

				"aliyun_iot":	{

						"product_key":	device_product_key,

						"device_name":	device_name

				},

				"mqtt":	{

						"enable":	True,

						"server":	"%s.iot-as-mqtt.cn-shanghai.aliyuncs.com"	%	

device_product_key.lower(),

						"client_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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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ecuremode=3,signmethod=hmacsha256,timestamp=%d|"	%	

(device_client_id,	timestamp),

						"user":	device_client_id,

						"pass":	device_sign,

						"clean_session":	True,

						"keep_alive":	60,

						"max_qos":	0

				}

		}

if	__name__	==	"__main__":

		argv	=	sys.argv

		if	len(argv)	==	4:

				productKey	=	argv[1]

				deviceName	=	argv[2]

				deviceSecret	=	argv[3]

				print	json.dumps(sign_for_device(productKey,	deviceName,	

deviceSecret),	indent=4)

		else:

				print	'Usage:\npython	iotconn.py	productKey	deviceName	

deviceSecret'

在终端中使⽤		python	iotconn.py	productKey	deviceName	deviceSecret		就可以⽣

成连接	LinkDevelop	平台所需要的参数：

➜		LinkDevelop	python	iotconn.py	a1OrZBCGue7	MongooseOS	
6GmJJBKxmtvtsNmUAUfI5mgRMuthLnhZ

{

				"mqtt":	{

								"max_qos":	0,	

								"enable":	true,	

								"keep_alive":	60,	

								"user":	"MongooseOS&a1OXXXXXXe7",	

								"client_id":	

"MongooseOS&a1OXXXXXXe7|securemode=3,signmethod=hmacsha256,tim

estamp=1519975263577|",	

								"pass":	

"534610d211a4c2fe169XXXXXXXXXX7ae90a1759dc83ac39b29bf727f4e3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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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26",	

								"clean_session":	true,	

								"server":	"a1orzbcgue7.iot-as-mqtt.cn-

shanghai.aliyuncs.com"

				},	

				"aliyun_iot":	{

								"product_key":	"a1OXXXXXXe7",	

								"device_name":	"MongooseOS"

				}

}

将这些参数复制到		conf8.json		中即可。

点击	Save	+	Reboot	即可将配置⽂件保存，并⻢上重启设备。

设备重启之后，就可以在	Device	Logs	中看到设备已经成功连接到	LinkDevelop	平台，

以及完成订阅了属性下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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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完成之后，就可以开始设备属性的上报，以及对服务端下发的属性设置进⼊响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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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阅属性下发事件

连接到	LinkDevelop	平台之后，就可以订阅属性下发事件了，这样就可以实现响应⽤户操

作。

//	定义三⾊	LED	模块的针脚

let	PinR	=	14,	PinG	=	12,	PinB	=	13;

//	从配置中获取智能灯产品的	ProductKey	和测试设备的	DeviceName

let	productKey	=	Cfg.get('aliyun_iot.product_key');

let	deviceName	=	Cfg.get('aliyun_iot.device_name');

//	⽤于属性下发的	MQTT	Topic

let	setTopic	=	'/sys/'	+	productKey	+	'/'	+	deviceName	+	

'/thing/service/property/set';

//	⽤于上报数据的	MQTT	Topic

let	postTopic	=	'/sys/'	+	productKey	+	'/'	+	deviceName	+	

'/thing/event/property/post';

//	定义智能灯状态变量

let	LightPower	=	0;

let	RGBColor	=	{	R:	0,	G:	0,	B:	0	};

MQTT.sub(setTopic,	function(conn,	topic,	msg)	{

		let	payload	=	JSON.parse(msg);

		let	power	=	payload.params.LightPower,	color	=	

payload.params.RGBColor;

		if	(power	!==	undefined)	{

				LightPower	=	power;

		}

		if	(color	!==	undefined)	{

				RGBColor	=	color;

		}

		let	freq	=	power	===	1	?	100	:	0;

		PWM.set(PinR,	freq,	RGBColor.R/255);

		PWM.set(PinG,	freq,	RGBColor.G/255);

		PWM.set(PinB,	freq,	RGBColor.B/255);

		print("Set	Light,	LightPower",	LightPower,	",	RGBColor",	

订阅属性下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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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ON.stringify(RGBColor));

});

这个时候可以进⼊	LinkDevelop	的设备调试功能，选择设置属性功能，将指令参数设置为

	{"RGBColor":{"R":255,"G":255,"B":255}}	，点击	发送指令：

这个时候在	Mongoose	OS	IDE	的	Device	Logs	中，就可以看到设备已经接收到了

LinkDevelop	平台下发的指令：

这个时候就可以根据指令来设置灯的电源开关，以及根据		RGBColor		来设置三⾊	LED
模块的颜⾊。

订阅属性下发事件

131



响应属性下发事件

在处理了	LinkDevelop	平台下发的属性设置之后，还需要将当前设备的状态反馈到

LinkDevelop	平台，这样在	Web	应⽤或者移动应⽤中查询到设备当前的状态。

在接收到属性设置指令之后，使⽤		thing.event.property.post		来⽅法来将当前设备

的状态上报：

function	postProperty(params)	{

		let	payload	=	{

				id:	Math.floor(Sys.uptime()),

				version:	'1.0',

				method:	'thing.event.property.post',

				params:	params

		};

		return	MQTT.pub(postTopic,	JSON.stringify(payload),	0);

}

MQTT.sub(setTopic,	function(conn,	topic,	msg)	{

		//	响应代码

		Timer.set(100,	false,	function()	{

				postProperty({	LightPower:	LightPower,	RGBColor:	RGBColor	

});

		},	null);		

});

再次进⼊到	LinkDevelop	设备调试界⾯，同样下发设置		RGBColor		属性的指令：

响应属性下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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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可以在实时⽇志中看到，设备已经上报了最新的状态到	LinkDevelop	平台。

设备运⾏状态

添加了回报设备属性状态功能之后，就可以在设备详情的设备运⾏状态中看到设备当前的

属性状态了。

这⾥可以看到当前智能灯的状态是电源打开，颜⾊为之前设定的值。

响应属性下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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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代码使⽤指南

Mongoose	OS	固件

找到		SmartLight-esp8266-1.0.0.zip	，⽆需解压，直接使⽤		mos		命令刷⼊

NodeMCU	开发板即可。

使⽤		iotconn.py		脚本来⽣成连接	LinkDevelop	平台所需要的参数，并填写到设备⽂件

系统的		conf8.json		⽂件中。

硬件连接

RGB	LED	模块使⽤共阴类型模块，R	G	B	针脚分别连接	NodeMCU	的	D5、D6、D7。

示例代码使⽤指南

134



移动插件

在完成设备接⼊之后，就可以开始开发移动插件来让⽤户可以在⼿机上直接操作智能灯

了。

移动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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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插件

在	LinkDevelop	平台中创建完移动插件后，就可以开始开发插件了。

对于智能灯⾯板，最简单的就是⼀个开关	Switch	组件，加上⼀个	Button	组件⽤于进⼊到

颜⾊设置⻚⾯，通过使⽤	Bone	Mobile	UI	组件很容易完成这个⼯作。

/*	LightPanel.js	*/

export	default	class	LightPanel	extends	Component	{

				constructor(props)	{

								super(props);

								this.state	=	{	lightOn:	false	};

				}

				componentDidMount()	{

								this.getLightStatus();

				}

				//	获取智能灯当前的属性列表

				getLightStatus(callback)	{

								const	path	=	'/thing/device/properties/query';

								const	options	=	{

												protocol:	'https',

												gateway:	'api.link.aliyun.com',

												version:	'1.1.0',

												data:	{

																"productKey":	this.props.ProductKey	||	'',

																"deviceName":	this.props.DeviceName	||	''

												}

								};

								APIGateway.request(path,	options).then((res)	=>	{

												let	data	=	res.data.reduce((p,	v)	=>	{

																p[v.attribute]	=	v.value;

																return	p;

												},	{})

												this.setState({	lightOn:	data.LightPower	?	true	:	

false,	lightColor:	data.RGBCol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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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lback	&&	callback();

								})

				}

				//	设置智能灯的电源开关

				setLightStatus(on)	{

								const	path	=	'/thing/device/properties/set';

								const	options	=	{

												protocol:	'https',

												gateway:	'api.link.aliyun.com',

												version:	'1.1.0',

												data:	{

																"productKey":	this.props.ProductKey	||	'',

																"deviceName":	this.props.DeviceName	||	'',

																"properties":	{

																				"LightPower":	on	?	1	:	0

																}

												}

								};

								APIGateway.request(path,	options).then((res)	=>	{

								})

				}

				render()	{

								return	<View>

																<SwitchItem

																style={styles.switchItem}

																themeColor="#1fc8a2"

																title="电源"

																value={this.state.lightOn}

																changed={(on)	=>	{

																				this.setState({	lightOn:	on	});

																				this.setLightStatus(on);

																}}

																/>

																<Button	disabled={!this.state.lightOn}	

onPress={()	=>	{	this.enterColorPickerPage()	}}	style=

{styles.button}	text="设置灯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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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ew>

				}

}

在智能灯的⾯板中，同样使⽤了	物的管理服务	这个官⽅服务来进⾏设备的属性设置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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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领域组件

开发完智能灯基本⾯板之后，就可以开发颜⾊设置⻚⾯了。

同样，Bone	Mobile	UI	组件提供了⼀些领域组件，通过领域组件可以快速完成智能设备的

⼀些复杂属性的设置操作界⾯，例如在智能灯颜⾊的设置中，可以使⽤	ColorPicker	组
件。

⾸先需要在		LightPanel.js		中添加进⼊颜⾊设置⻚⾯的代码：

/*	LightPanel.js	*/

				//	打开设置智能灯颜⾊设置

				enterColorPickerPage()	{

								this.getLightStatus((()	=>	{

												Bone.navigation.push('/ColorPickerPage',	{

																ProductKey:	this.props.ProductKey,

																DeviceName:	this.props.DeviceName,

																currentColor:	this.state.lightColor

												});

								}).bind(this));

				}

接着使⽤	ColorPicker	组件来完成智能灯颜⾊设置功能：

/*	ColorPickerPage.js	*/

export	default	class	ColorPickerPage	extends	Bone.Page	{

				state	=	{

								color:	

toHSV(fromRGB(Bone.navigation.state.currentColor)),

								oldColor:	

toHSV(fromRGB(Bone.navigation.state.currentColor)),

				};

				setLightColor(color)	{

								if	(this.lightTimer)	{

												window.clearTimeout(this.lightTi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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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lightTimer	=	null;

								}

								this.lightTimer	=	window.setTimeout(()	=>	{

												let	rgb	=	fromHSV(color).rgb;

												console.log('set	light	color',	rgb);

												const	path	=	'/thing/device/properties/set';

												const	options	=	{

																protocol:	'https',

																gateway:	'api.link.aliyun.com',

																version:	'1.1.0',

																data:	{

																				"productKey":	

Bone.navigation.state.ProductKey	||	'',

																				"deviceName":	

Bone.navigation.state.DeviceName	||	'',

																				"properties":	{

																								"RGBColor":	{	R:	rgb.r,	G:	rgb.g,	B:	

rgb.b	}

																				}

																}

												};

												APIGateway.request(path,	options).then((res)	=>	{

												})

												this.setState({	oldColor:	color	});

								},	100);

				}

				onBackButtonPress()	{

								Bone.navigation.pop();

				}

				render()	{

								const	{	color,	oldColor	}	=	this.state;

								return	(<View	style={styles.body}>

												<Navbar

																titleContent='设置灯的颜⾊'

																leftButtonContent='返回'

																onLeftButtonPress={this.onBackButton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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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View	style={styles.body}>

																<ColorPicker

																				oldColor={oldColor}

																				color={color}

																				onColorChange={(color)	=>	{

																								this.setState({	color	});

																								this.setLightColor(color);

																				}}

																				onColorSelected={(color)	=>	{

																				}}

																				onOldColorSelected={color	=>	

console.log(fromHSV(color))}

																/>

												</View>

								</View>

								);

				}

}

可以看到，通过	Bone	Mobile	UI	组件，可以⽅便快捷的完成智能设备操作⾯板的开发。

在新的⻚⾯⾥，可以使⽤		Bone.navigation.state		来获取由

	Bone.navigation.push		所传递过来的参数，在颜⾊设置⻚⾯，就使⽤了

	Bone.navigation.state.currentColor		来获取智能灯之前设置的颜⾊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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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插件

在将智能灯设备⾯板插件上传到	LinkDevelop	平台，并编译发布后，就可以在移动应⽤中

集成这个插件了。

在资源变更中添加完这个插件之后，直接在移动应⽤的代码中使⽤

	[[IMSRouterService	sharedService]	openURL:options:]		⽅法就可以打开插件并开

始使⽤了：

-	(void)viewDidLoad	{

				[super	viewDidLoad];

				NSURL	*url	=	[NSURL	

URLWithString:@"link://__YOUR_MOBILE_PLUGIN_ID__"];

				NSDictionary	*params	=	@{

																													@"ProductKey":	

@"__YOUR_DEVICE_PRODUCT_KEY__",

																													@"DeviceName":	

@"__YOUR_DEVICE_NAME__"

																													};

				[[IMSRouterService	sharedService]	openURL:url

																																						options:params

																												completionHandler:^(BOOL	success)	

{

																																if	(success)	{

																																				NSLog(@"插件打开成功");

																																}	else	{

																																				NSLog(@"插件打开失败");

																																}

																												}];

}

集成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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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代码使⽤指南

发布插件

在使⽤移动插件之前，先需要将移动插件上传、编译并发布。

解压		smartlight_appplugin.zip	，修改		bone-config.json	，将		bundleId		修改

为在	LinkDevelop	平台中创建的移动插件	ID。

保存后使⽤		bone	pack		命令打包并发布移动插件。

移动应⽤

解压		smartlight_ios.zip	，在终端中进⼊到代码⽬录，使⽤		pod	install		命令来安

装	SDK	依赖。

在	LinkDevelop	平台中下载创建好的移动应⽤测试环境的安全图⽚，替换代码⽬录中的

	yw_1222_07e8.jpg	。

使⽤	Xcode	打开		smartlight.xcworkspace	，打开		ViewController.m		修改打开插

件时⽤的地址：

NSURL	*url	=	[NSURL	

URLWithString:@"link://__YOUR_MOBILE_PLUGIN_ID__"];

将		__YOUR_MOBILE_PLUGIN_ID__		中的	ID	替换为实际创建的移动插件	ID。

保存后即可开始编译并在模拟器中进⾏调试移动应⽤和插件。

注意：在	LinkDevelop	平台中同样需要添加资源变更，并添加刚刚发布的移动插件。

示例代码使⽤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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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	Assistant	接⼊

借助	Home	Assistant	将智能家居设置接⼊阿⾥云	IoT	LinkDevelop	平台

Home	Assistant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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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	Assistant	接⼊

通过使⽤	Node-RED	以及	LinkDevelop	的⽹关设备能⼒，将	Home	Assistant	中的各种设

备接⼊到	LinkDevelop	平台。

该案例展示了如何使⽤	LinkDevelop	的⽹关类型设备，以及如何通过⽹关类型设备来管理

⼦设备的上下线状态和⽹络拓扑结构，包含以下⼏点：

如何接⼊⽹关类型设备

如何管理⼦设备接⼊

如何管理⼦设备的上线以及拓扑

如何通过⽹关上报⼦设备状态

如何通过⽹关处理⼦设备属性下发

产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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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接⼊

对于	Home	Assistant	系统来说，智能家居中的设备都已经接⼊到了	Home	Assistant	中，

因此	Home	Assistant	在接⼊到	LinkDevelop	平台中就是⼀个很好的⽹关设备。

只需要将	Home	Assistant	作为⼀个⽹关设备接⼊到	LinkDevelop	平台，在	Home
Assistant	系统中所配置的各种设备就可以很⽅便地以⼦设备的⽅式来接⼊到	LinkDevelop
平台中，不需要对⼦设备有任何改动。

设备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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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产品

要将	Home	Assistant	接⼊到	LinkDevelop	平台，同样需要⾸先创建对应的产品，这样才

能拿到接⼊平台需要使⽤的	ProductKey、DeviceName	以及	DeviceSecret。

创建⽹关产品

进⼊	LinkDevelop	平台，选择	设备》产品开发》新增产品，这个时候跟之前相⽐不同的

地⽅在于，节点类型	需要选择	⽹关，⽽不是设备：

创建⼦设备产品

对于⼦设备，同样需要在	LinkDevelop	平台创建对应的产品，并且进⾏功能定义，这⾥选

择	智能⽣活/电⼯照明/灯	分类，会⾃动为我们添加好⼀般需要的属性：

创建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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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品详情可以看到，刚刚创建的灯产品已经具备了开关功能定义：

创建测试设备

在创建完⽹关产品和⼦设备产品之后，再分别添加⼀个测试设备。

⽹关测试设备：HomeAssistant
⼦设备测试设备名：TestLight

接下来就可以配置	Node-RED	流程来接⼊⽹关和⼦设备了。

创建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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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接⼊

在接⼊⽹关之前，先需要在	Node-RED	中安装		node-red-contrib-linkdevelop		才能

在	Node-RED	中使⽤	LinkDevelop	⽹关节点。

安装	node-red-contrib-linkdevelop

先参照	Bone	安装⽂档	来安装		bnpm	，然后在	Node-RED	的数据⽬录（如果是使⽤

Docker	运⾏的	Node-RED，那么就是		/data	）中使⽤		bnpm		来安装		@bone/node-
red-contrib-linkdevelop	：

bnpm	install	@bone/node-red-contrib-linkdevelop

安装完成后，重新启动	Node-RED	即可在节点列表中看到		linkdevelop		分类。

配置⽹关节点

创建完产品之后，就可以开始在	Node-RED	中配置⽹关了。

⾸先在节点列表中找到	linkdevelop	分类，拖拽⼀个	gateway	out	到流程当中。

双击	gateway	out	节点来编辑⽹关节点：

⽹关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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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Gateway	属性，添加⼀个⽹关配置：

在这⾥填⼊创建测试设备时得到的	ProductKey、DeviceName	和	DeviceSecret。

在线调试

在将流程部署之后，进⼊到⽹关测试设备的在线调试界⾯，可以看到，⽹关已经成功连接

上线，接⼊到了	LinkDevelop	平台。

⽹关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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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接⼊

完成⽹关设备的接⼊之后，就可以开始配置⼦设备接⼊了。

⼦设备并不需要单独的节点来进⾏配置，⽽是使⽤⽹关节点来进⾏配置。

双击	gateway	out	节点，进⼊	Gateway	编辑⻚⾯，选择	Sub-devices	标签⻚，可以看

到左下⻆有⼀个	add	按钮，点击这个按钮来添加⼀个⼦设备。

在这个配置⾥，每⼀⾏代表⼀个本地设备与	LinkDevelop	设备的对应关系，其中

	MatchId		是在流程中⽤来匹配	LinkDevelop	设备的标识符，在	Home	Assistant	中对应

到⼀个设备的	entity_id。

当前	Home	Assistant	接⼊了⼀个测试灯设备，它的	entity_id	为		light.test_light	，
因此将这个	ID	填⼊	entity_id	中，并在后⾯填写对应之前创建的测试设备的

ProductKey、DeviceName	和	DeviceSecret。

⼦设备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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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调试

完成配置后，部署流程，进⼊到⽹关设备的在线调试界⾯，可以看到，⽹关已经成功添加

⼦设备的拓扑关系，表明这个⼦设备由这个⽹关设备来接⼊到	LinkDevelop	平台。

关于添加⼦设备拓扑，请参考⽂档：添加⼦设备拓扑关系。

⼦设备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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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上报

完成⽹关设备和⼦设备的接⼊⼯作之后，就可以将⼦设备的数据上报到	LinkDevelop	平台

了。

在	Node-RED	上报⼦设备属性⾮常简单，只需要将设备数据转换为	Alink	协议格式，传递

到	Node-RED	⽹关节点即可，数据上报⼯作会由⽹关节点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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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转换

为了上报⼦设备的数据，⾸先需要从	Home	Assistant	接收数据。

在这⾥我们需要拖⼊⼀个	Home	Assistant	的事件节点，⽤于接收从	Home	Assistant	发出

的设备属性改变事件，将它连接到⼀个	function	节点，把	Home	Assistant	设备属性事件

中的数据转换为	Alink	协议格式。

将节点连接完成之后，就可以编写属性转换代码了：

属性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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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备产品中，功能定义中		LightSwitch		表示灯的开关状态，在	Home	Assistant	的
设备属性事件中，	state		表示设备的开关状态，因此我们需要将这两个状态对应起来。

属性转换的代码⾥，就是根据	Home	Assistant	传递过来的属性改变事件，判断设备开关

是		on		还是		off	，然后转换为		LightSwitch		的	0	和	1。

转换完成之后，就可以传递给⽹关节点，交由⽹关节点来上报到	LinkDevelop	平台。

在线调试

在完成编辑，部署流程之后，就可以在	LinkDevelop	平台，⼦设备灯的在线调试界⾯中看

到，⼦设备已经正确上线，并且同时有数据上报到了	LinkDevelop	平台。

实时状态

这时进⼊到测试设备详情⻚⾯，也可以看到设备运⾏状态已经有数据并且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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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下发

在有了属性上报之后，就可以通过	LinkDevelop	平台官⽅服务中的	物的管理服务	来查询

设备的实时状态了。

但是为了可以通过物的管理服务来操作设备，同样需要在	Node-RED	中完成下⾏数据的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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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转换

对于数据下⾏，同样需要在	Node-RED	中将	LinkDevelop	平台下发的属性设置请求转换

为	Home	Assistant	系统中的设备操作命令。

对接	LinkDevelop	下⾏

为了对接	LinkDevelop	平台的下⾏数据，需要先在	Node-RED	中添加⼀个		gateway	in	
节点：

因为在上报数据的配置中，已经配置了	Home	Assistant	系统中		entity_id		与
LinkDevelop	平台⼦设备的对应关系，因此这⾥不需要进⾏任何配置，会⾃动处理

LinkDevelop	平台⼦设备与	Home	Assistant	设备的对应关系。

编写属性转换代码

在对接完	LinkDevelop	平台的⽹关下⾏数据之后，需要将下⾏的属性设置转换为	Home
Assistant	系统中的		call	service		指令，对于灯来说，就是将		LightSwitch		的值转

换为		turn_on		或		turn_off		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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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关下⾏节点、转换属性节点以及	Home	Assistant	call	service	节点连接到⼀起，并部

署流程，就完成了	LinkDevelop	平台数据下⾏与	Home	Assistant	系统的对接。

在线调试

完成系统对接之后，就可以开始调试了，进⼊到	LinkDevelop	平台，打开⼦设备

TestLight	的在线调试界⾯，选择设置		LightSwitch		属性命令，并发送指纹来下发到设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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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可以在	Node-RED	的	debug	中看到流程接收到了下发的属性设置，并且转换为

Home	Assistant	系统指令格式：

在	Home	Assistant	执⾏完成设置灯状态的指令后，同样会将设备状态反馈到

LinkDevelop	平台，可以在	LinkDevelop	平台⼦设备的在线调试界⾯查看实时⽇志，可以

看到⽹关已经将⼦设备最新的状态上报到了	LinkDevelop	平台。

⾄此，我们就完成了	Home	Assistant	系统与	LinkDevelop	平台的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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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相关资料链接以及问题反馈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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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LinkDevelop	案例实战

LinkDevelop	案例实战：https://github.com/aliyun-linkdevelop/linkdevelop-practice
空⽓监测站示例代码：https://github.com/aliyun-linkdevelop/airmonitor_demo
智能灯示例代码：https://github.com/aliyun-linkdevelop/smartlight_demo

LinkDevelop	平台

LinkDevelop	⽹站：https://linkdevelop.aliyun.com/
LinkDevelop	开发指南：https://linkdevelop.aliyun.com/developGuide
Alink	协议⽂档：https://linkdevelop.aliyun.com/developGuide#kgd6wp.html

Bone	框架

Bone	Web	开发指南：https://bone.aliyun.com/bone-web/
Bone	Web	UI	组件：https://bone.aliyun.com/bone-web/component.html
Bone	Mobile	开发指南：https://bone.aliyun.com/bone-mobile/
Bone	Mobile	UI	⽂档：https://bone.aliyun.com/bone-mobile/components/

其他

Arduino：https://www.arduino.cc/
Mongoose	OS：https://mongoose-os.com/
NodeMCU：http://www.nodemcu.com/index_cn.html
PlatformIO：https://platformio.org/
Node-RED：https://nodere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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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反馈

官⽅钉钉群

对阿⾥云	IoT	LinkDevelop	平台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官⽅沟通群进⾏咨询。

	

本书内容问题反馈

请在	https://github.com/aliyun-linkdevelop/linkdevelop-practice/issues	提交本书内容的问

题反馈。

问题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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