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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Arduino 与 ESP32 
 

1.1 Arduino 平台简介 

维基百科描述：“Arduino 是一款单板的微控制器和一整套的开发软件，它的硬件包含

一个以 Atmel AVR 单片机为核心的开发板和其他各种 I/O 板。软件包含一个标准编程语言

开发环境和在开发板上运行的烧录程序。” 

简而言之，Arduino 是一款使用简单，集硬件，软件环境于一身的开发平台，旨在为智

能硬件爱好者，交互艺术设计师以及电子软件工程师，提供简单易用的开发体验。它是一个

交互式系统，可以通过硬件和软件与它的环境进行互动。例如，一个简单的 Arduino 应用

项目是在按下一个按钮时，点亮一盏小灯并保持一段时间，如 30 秒。这个例子中必须有

一盏小灯和一个按钮与 Arduino 相连。Arduino 可以一直处于等待按钮被按下的状态，一

旦按钮被按下，Arduino 就点亮那盏小灯并开始计时，当它计时到 30 秒时，Arduino 熄灭

小灯并且等待下一次按钮被按下。你可以用这个小项目做一个台灯。 

当然，你也可以把上面的项目进行扩展，比如，将按钮换成红外探头，用手在探头上挥

动一下，探头检测到手势动作并给出一个信号到 Arduino，以此来代替按钮功能；再比如，

用微波传感器代替按钮，当周围有物体运动时（如人经过）传感器给出一个信号到 Arduino，

Arduino 控制小灯亮 30 秒。这样，你可以将这个小项目升级成智能过道开关，代替传统的

声控开关，是不是很有意思？  

Arduino 可以通过各种各样传感器来检测周围环境，并通过电机，LED 灯以及其他发

生器来影响周围环镜。板上微控制器编程使用 Arduino 编程语言（基于 Wiring）和 Arduino

开发环境（以 Processing 为基础）Arduino 可以独立运行，也可以与计算机上运行的软件

（例如，Flash，Processing，MaxMSP）进行通信 Arduino 开发 IDE 接口基于开放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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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可以让您免费下载使用，开发出更多令人惊艳的互动作品。  

Arduino 是人们连接各种任务的粘合剂。我们可以用它来做许多有趣的项目。 

1.2 FireBeetle Board-ESP32 简介 

FireBeetle Board-ESP32 是 DFRobot FireBeetle 萤火虫系列主控之一，是一款专为物

联网设计的低功耗微控制器。它采用乐鑫的 ESP32 芯片，集 WiFi&蓝牙，MCU 于一体，

设计上采用超低功耗外围硬件设计，支持 USB 及锂电池供电，支持板载锂电池充电，编程

方式完全兼容 Arduino IDE 编程等功能，帮助你快速搭建物联网平台，省去了外围硬件的搭

建。默认配置及对应硬件 IO 如下图 1 所示： 

 

图 1 FireBeetle Board-ESP32 默认配置及硬件 IO 示意图 

1.3 Arduino IDE for FireBeetle Board-ESP32 

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触 Arduino 开发平台，同样可以通过以下教程学习如何下载安装

Arduino IDE 软件，以及如何为 FireBettle Board-ESP32 主板编写程序。 

开始之前，请确认你手边有一套 DF 的阿里云 IoT 入门套件，如图 2 所示，除此之外，

你还需要一台运行 windows/Mac OS/Linux 操作系统并且有网络连接的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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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阿里云 IoT 入门套件 

我们需要套件中的 FireBeetle Board-ESP32 主板及 USB 连接线，如图 3 所示： 

 
图 3 USB 连接线&FireBeetle Board-ESP32 主控 

Arduino IDE for FireBeetle Board-ESP32 就是让你的 Arduino IDE 支持 FireBeetle 

Board-ESP32 控制器，通过以下步骤，可以快速搭建开发环境。 

STEP1: 下载 Arduino IDE 软件 

以下的步骤是基于 Windows 操作系统，如果你使用的是其他操作系统，可以将其作为

参考。 

首先，你需要从官网下载最新版本的 Arduino IDE 软件。下载链接：

http://arduino.cc/en/Main/Software 

注意：FireBeetle Board-ESP32 主板建议使用 1.8.0 以上版本。 

http://arduino.cc/en/Main/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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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载页右侧的列表中选择下载对应的安装包。对于 Windows 系统用户既可以选择下

载 Windows installer（推荐初次使用者下载），也可以下载 Windows ZIP 安装包（需要

手动安装驱动）。若选择的是 Windows installer，你可以直接执行安装程序，并跟随安装向

导完成配置，驱动会在程序安装完成后自动安装。 

 

 

       

     

   

   

   

   

   

STEP2：Arduino IDE汉化 

Arduino IDE 本身支持多种语言（包括中文），我们只需设置为中文即可。 

打开 Fire->Preferences->Editor language,选择简体中文（Chinese（China）），

然后重启 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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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 安装 FireBeetle Board-ESP32开发板核心 

Arduino IDE 安装包中不包含 FireBeetle Board-ESP32 开发板核心，需要手动添加。

首先，要添加 FireBeetle Board-ESP32 支持，需要在 Arduino 开发板管理器里手动安装

FireBeetle Board-ESP32 开发板核心。 

（1）打开文件->首选项，在附加开发板管理器网址中，将以下网址复制进去：

http://download.dfrobot.top/FireBeetle/package_esp32_index.json 

注：上述网址有可能会失效，导致板卡下载失败，若失败你可以前往 DF 官方 wiki 教程查看

FireBeetle ESP32-Board 的使用教程。 

点击好，完成设置。 

（2）打开工具->板子->开发板管理器 

http://wiki.dfrobot.com.cn/index.php?title=(SKU:DFR0478)FireBeetle_Board-ESP32%E4%B8%BB%E6%9D%BF%E6%8E%A7%E5%88%B6%E5%99%A8V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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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开的开发板管理器中，输入“FireBeetle”并等待信息加载完毕。版本号为 0.0.9

（或者最新版本并点击“安装”后耐心等待安装完成。整个过程会因网络状况持续 5-10 分

钟。安装完成后，开发板信息会被标注“INSTALLED”），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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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如果发现安装过程中一直处于卡顿现象，可能是网络原因引起的，您可以尝试强

制重启 Arduino IDE，重新执行之前的步骤，或者通过翻墙软件加速网络，直到安装完成。

其次，在安装过程中，有些关键程序可能会被防火墙或者杀毒软件拦截，请选择允许更改

并添加至白名单。 

 

STEP4：连接 FireBeetle Board-ESP32至电脑 

正确安装完成 Arduino IDE 和 FireBeetle Board-ESP32 开发板核心后，即可将

FireBeetle Board-ESP32 通过 USB 数据线连接至电脑。正确连接时 FireBeetle 

Board-ESP32 的 CHG 电源指示灯会闪烁（这是在查询有没有接入锂电池）。 

 

 

在编程之前，我们需要确保开发板被电脑识别，并找出连接了哪一个 COM 口（用于提

供串口通信交互）。可以在接下来的步骤中确认。 

首先打开“计算机管理”，打开“设备管理器”，点开“端口（COM 和 LPT）”。接

上 FireBeetle Board-ESP32 的端口就会在列表中显示（这里是 COM4）。 

 
 

如果提示无法识别的设备，你需要下载 FireBeetle Board-ESP32 驱动到本机，并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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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下载地址：https://github.com/Chocho2017/FireBeetle-Board-ESP32.git 

错误提示信息如下图所示： 

 

将下载后的 FireBeetle-ESP32.inf 驱动文件保存到你的电脑（任意位置都可），右键点

击 FireBeetle-ESP32，选择更新驱动程序软件，如下图所示： 

 

https://github.com/Chocho2017/FireBeetle-Board-ESP32.g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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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浏览计算机以查找驱动程序软件，在地址栏中输入你刚刚保存的

FireBeetle-ESP32.inf 文件目录，点击下一步，如下图所示： 

     

    

   

 

 

 

 

 

 

然后根据提示完成驱动文件的安装。 

STEP5：在 Arduino IDE 中进行编程 

Arduino IDE 软件安装完成后，运行软件打开编程窗口。你可以在这个窗口里编辑并上

传代码到 Arduino 开发板上，或是使用内置的串口监视器与开发板通信。Arduino IDE 界面

如下： 

 

与常规C语言程序不同的是，一段用于Arduino的程序通常由 void setup()部分与 void loop()

两部分构成。 

“void setup()”用于放置初始化程序的代码，这部分代码在开发板上电后仅运行一次。需

重复运行的代码需放置在”void loop()”中，这些代码会一直重复运行，使得开发板与外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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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交互。 

STEP6：上传代码至 FireBeetle Board-ESP32 主板 

在这一步，我们将演示如何上传事例程序”Blink”到 FireBeetle Board-ESP32 主

板。”Blink”程序的功能是控制 D9 引脚上的 LED 灯间隔 1s 闪烁一次。FireBeetle 

Board-ESP32 主板与大部分 Arduino 相同，有一个板载的 D9 LED 信号灯，这意味着在本

例中我们不需要连接其他的外设原件。LED 状态指示灯可在 FireBeetle Board-ESP32 主板

上找到，如下图所示： 

 

 

打开文件->事例->Basics->Blink，在上传之前，你应该首先确认代码中没有错误。点击

“编译”确认。等待几秒，若没有错误，则会在信息窗口显示“编译完成”，表示编译成功。

若出现错误可以返回检查程序是否完整。 

 

编译成功后，选择工具->开发板->FireBeetle-ESP32，并根据 STEP4 中显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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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eBeetle Board-ESP32 所占用的端口号，我们应该选择“COM4”作为通信端口。COM

和开发板选择完成后，开发板的信息和端口号就会在窗口右下角显示。 

 

最后，点击“上传”烧写代码到 FireBeetle Board-ESP32 中。成功上传后，“上传成功”

消息会出现在信息窗口。此时 FireBeetle Board-ESP32 板载的 D9 LED 灯会开始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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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为 Arduino 上传代码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步骤： 

· 编译代码； 

· 选择开发板型号和端口号； 

· 上传！ 

以上就是使用 FireBeetle Board-ESP32 主板在 Arduino IDE 上面的一些基本的方法。

如果在使用中存在任何疑问或者建议，欢迎访问我们的论坛联系我们。 

论坛链接：http://www.dfrobot.com.cn/community/forum.php 

DF 官方链接：http://www.dfrobot.com.cn 

1.4 认识阿里云 IoT 入门套件 

下面让我们了解一下阿里云 IOT 套件都有哪些模组，如图 4 所示： 

http://www.dfrobot.com.cn/community/forum.php
http://www.dfrobo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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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阿里云 IoT 入门套件模组 

如上图所示，DF 为 FireBeetle Board-ESP32 搭配了不同的传感器，所有传感器都可连

接到 FireBeetle Gravity 传感器扩展板上，FireBeetle Gravity 传感器扩展板引脚完全兼容

FireBeetle Board-ESP32 主控。 

套件中具有模拟/数字传感器输入、输出模块，主要分为专业的传感器模组（如土壤湿

度传感器，红外热释电传感器）和丰富的执行器模组（如按键，LED 灯等），具体分类如

下表所示： 

套件模组 属性 套件模组 属性 

红色 LED 模块 执行器模组 土壤湿度模块 传感器模组 

黄色按键模块 执行器模组 DHT11 温湿度模块 传感器模组 

继电器模块 执行器模组 电磁锁 执行器模组&传感器模组 

功放喇叭 执行器模组 FireBeetle Board-ESP32 主控 低功耗 IoT 主板 

红外热释电 传感器模组 FireBeetle Gravity 扩展板 Gravity 扩展板 

关于传感器模组和执行器模组的说明，请参考后续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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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阿里云 IoT 平台  

2.1 认识阿里云 IoT 

阿里云 IoT 致力于实现万物互联的美好世界，为生态合作伙伴提供基于云端一体化、安

全物联网基础平台等，在通过该平台高效连接，管理设备的同时，其开放能力使合作伙伴更

高效、低成本地构建各种创新的物联网应用场景。 

阿里云物联网平台为设备提供安全可靠的连接通信能力，向下连接海量设备，支撑设备

数据采集上云；向上提供云端 API，指令数据通过 API 调用下发至设备端，实现远程控制。 

此外阿里云 IoT 还提供了丰富的开发服务，用户可以直接在该平台上搭建 Web 可视化、

移动应用、服务开发等开发服务，这降低了物联网项目开发的难度，有了它，用户无需任何

专业的开发技巧也可开发自己的项目。 

2.2 注册并登陆阿里云账号 

打开谷歌浏览器，输入网址 https://iot.aliyun.com，进入阿里云 IoT 界面，如图 5 所示，

点击登陆，在密码登陆栏点击免费注册，进入阿里云账号注册界面（若已有账号可直接登陆），

如图 6 所示，按要求完成注册即可。 

 

图 5 阿里云 IoT 主界面 

https://iot.aliy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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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账号注册界面 

2.3 实名认证 

     第一次使用，需进行实名认证，在注册完成后，会在弹出一个窗口。点击实名认证，

根据提示操作完成认证即可。 

 

 

也可点击返回，然后在账号管理页面进行实名认证（直接选择支付宝认证），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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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开通物联网服务 

当我们实名认证成功后，是没有服务的。所以我们需要自己开通物联网服务。 

1， 点击首页的菜单键。 

2， 点击”产品和服务”选项。 

3， 选择”物联网 IOT”选择。 

4， 点击”物联网平台”。 

 

 

 

选择开通物联网服务，按照提示步骤进行操作，直到提示服务开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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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登陆物联网平台控制台 

物联网平台是阿里云 IoT 的控制台，阿里云上有关物联网的操作，都必须在该平台上进

行，如本教程中提到的产品创建、设备添加、服务创建等，都需要在该控制台上进行。 

打开谷歌浏览器，输入网址 https://iot.aliyun.com，并登录。登录成功后，点击设备接

入，如图 7 所示，进入物联网设备接入页面，点击管理控制台(注：若是第一次进入该页面，

应该是立即开通，根据要求开通即可，是免费的)，如图 8 所示，进入物联网平台控制台，

如图 9 所示： 

 

图 7 设备接入接口示意图 

 

 

图 8 管理控制台接口 

https://iot.aliy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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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物联网平台控制台 

用户可以在该控制台完成产品及设备的创建，以及相应服务开发，该教程的所有步骤都与该

控制台相关。 

2.5 使用物联网平台 

STEP1 创建产品 

登录并进入物联网平台控制台(可参考 2.3 小节)，在左侧导航栏选择设备管理->产品，

单击创建产品，弹出“新建产品”提示框，如图 10 所示: 

 

图 10 产品创建示意图 

   按照页面提示，填写信息，例创建一个名为 LED 灯的产品，单击完成，如如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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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产品信息填写页面 

产品创建完成后，会自动出现在产品列表中。接下来为产品定义相应的功能。 

在产品列表中找到刚才创建的产品，单击该产品的查看按钮，进入产品详情页，点击功

能定义，在自定义功能栏，单击添加功能。按照页面提示，填写信息(注：要留意产品标识

符，会用于 Arduino 与阿里云平台之间的连接，该产品标识符可在自定义功能栏查看)，点

击完成。具体设置参考图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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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产品功能定义页 

功能添加完成后，会自动出现在自定义功能栏，我们可以在这里查看产品的标识符，如图

13 所示： 

 
图 13 产品标识符查看栏 

 

STEP2 创建设备 

登录并进入物联网平台控制台(可参考 2.3 小节)，在左侧导航栏选择设备管理->设备，

单击添加设备，选择一个已创建的产品。选择后，新建的设备将继承该产品定义好的功能和

特性。填入 DeviceName。如果不填，系统将自动生成，用以标识设备(用于标识同一产品

下的多个设备)。具体设置步骤参考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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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设备添加 

点击确认，完成设备创建，此时将自动弹出查看设备证书弹框，如图 15 所示。 

 

图 15 设备证书 

你可以查看、复制设备证书信息。设备证书又名设备三元组，由设备 ProductKey、

DeviceName、和 DeviceSecret 组成，是设备与物联网平台进行通信的重要身份认证，建

议您妥善保管。 

·ProductKey：物联网平台为您创建的产品颁发的全局唯一标识符。 

·DeviceName：设备在产品内的唯一标识符，用于设备认证和通信。 

·DeviceSecret：物联网平台为设备颁发的设备秘钥，用于认证加密，需与 DeviceName

成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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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证书信息除了在此处查看，还可在设备详情页查看。设备创建完成后，将自动出现

在设备列表中。 

在设备列表找到刚才创建的设备，单击该设备的查看按钮，进入设备详情页，在设备信

息栏即可看到设备证书的内容，如图 16 所示： 

 

图 16 设备信息 

 

此外在设备详情页，单击 Topic 列表，即可查看设备的上报及订阅 TOPIC，如图 17 所

示。该信息用于设定设备与物联网平台进行通信是设备信息上传，还是云端数据下发，或二

者兼之。 

 
图 17 设备上报和订阅 TO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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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 物联网开发服务 

物联网开发服务是阿里云针对物联网领域提供的开发服务，可覆盖各物联网行业核心应

用场景，旨在解决物联网开发领域开发链路长、技术栈复杂、协同成本高、方案移植困难等

问题。开发服务提供了 Web 可视化开发、移动可视化开发和服务开发工作台等便携的物联

网开发工具。 

无论是哪种服务开发，都必须先建立一个项目，然后再在该项目下创建服务。在这里我

只简单的介绍如何创建项目，导入产品，以及如何进入服务创建页面，至于具体的服务拖建

说明请参考物联网开发服务文档，那里有详细的说明。简而言之，开发服务的搭建可分为以

下 3 个步骤： 

·新建项目； 

·导入产品； 

·服务创建及开发； 

 准备工作 

在服务开发之前，我们先创建一个项目，并将已建好的产品导入该项目中。 

项目创建 

登录并进入物联网平台控制台(可参考 2.3 小节)，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开发服务->IoT 

Studio，单击新建项目，选择创建空白项目。根据提示，填写信息，如图 18 所示： 

 

图 18  项目创建框 

单击确定，项目创建完成后，会自动进入到项目中,如下图所示： 

https://linkdevelop.aliyun.com/doc?spm=a2c4g.11186623.2.7.f066577aHCbo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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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导入 

在项目列表中找到刚才创建的项目（智能灯光），单击查看，进入该项目概览页。我们

可以在该页面下导入已经创建好的产品(注：已经在项目中的产品，无法再导入其他项目)，

点击概览页中的关联物联网平台产品，弹出关联产品对话框，选择要导入该项目的产品，如

图 19 所示，。 

 

图 19 导入产品示意图 

产品导入成功后，该页面的关联产品数量就会发生变化。这个时候，我们选择关联之前

创建的设备，或者在该产品下新建一个设备，如果是关联设备的话，操作如下图所示，点击

设备，选择关联设备，然后选择刚才导入产品下挂载的设备导入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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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项目下随机生成一个设备的方法。以下的应用都以随机生成设备的方式进行操

作，不再使用导入的方式进行制作。如需要外部导入设备的，请参照以上的步

骤！ 

 

可以选择对信息进行查看，选中左侧导航栏的设备管理->产品，即可查看导入的产品，

点击左侧导航栏的设备管理->设备，即可查看产品中挂载的设备。用户可以通过此方法查看

相应产品和设备的信息；用户也可在项目下直接创建产品和设备，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这里

创建的设备的名字是由系统自动生成的，无法用户自定义。 

 设备创建完成后，进行参数格式的验证，操作步骤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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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步骤都完成后，接下来就可以进行开发服务了，目前支持的开发服务有三种： 

 Web 可视化开发； 

 移动应用开发； 

 服务开发。 

 服务创建及开发 

三种服务开发可通过点击左侧导航栏的推荐->Web 可视化开发或服务开发、或其他->

移动应用开发，或即可进入 Web 可视化开发,或服务开发、或移动应用开发相应的服务界面，

如图 20 所示： 

 

图 20 各开发服务进入接口 

由于本套件涉及最多的是移动应用开发和 Web 可视化开发，下面简单的介绍一下如何

进行移动应用开发和 Web 可视化开发。 

 移动应用开发 

简单的移动应用开发可以分为以下 5 个步骤： 

 新建移动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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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 页面编辑； 

 可用账户设置； 

  Android 或 iOS 包生成； 

 下载客户端应用 

新建移动应用 

选中左侧导航栏的推荐->移动应用开发选项，点击新增加移动应用，即可进入移动应用

配置界面。 

 

在弹出的移动可视化开发页面，填写相应信息，单击完成。该名称即为 App 的名称。 

 

用户单击移动应用页面左侧导航栏的设置，即可更改移动应用的相关信息，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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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页面编辑 

选中左侧导航栏的编辑选项，即可进入 App 页面编辑页面，在这里用户可根据喜好设

置相应的 App 界面，该页面分为 4 个板块，我们只需要配置页面和首页模块，其他配置默

认即可，如下图所示： 

 

Step1：页面配置 

添加新增页。点击页面选项后的+号，可添加多个页面，如下图所示： 

 

修改新增页名字。双击“自定义新增页 1”，可修改名字，例改成 LED 开关，如下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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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动并配置控件。选中“LED 开关”页面，即可将左侧的控件拖动到中间的 App 页面

中，某个控件的具体配置，可选中该控件，会在右下角出现“如何配置某控件”，用户点击

它即可学习如何配置相应的控件，例开关配置，如下图所示。 

 

注：配置完成需点击保存。 

Step2：首页模块配置 

选中左侧导航栏的首页模块->列表页，选中新增页面入口，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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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信息提示，完成页面标题、描述、图标、跳转链接配置。这一步的主要目的是为

App 的首页提供一些导航栏，导航到自定义页面中。如下图所示，该 App 配置中，将列表

名 LED 链接到了上面配置的 LED 开关页面上。 

 

点击确定，保存数据。 

可用账户设置 

若之前未添加，那么你必须为它添加一个账户，供 App 登录时使用。若之前已经添加，

可略过此步骤。 

单击左侧导航栏的账号选项，进入应用账户添加页面，点击添加用户，根据页面提示完

成账号的添加，如图 2 所示。用户账户添加成功后，会自动出现在用户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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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若你在创建这个移动应用服务之前，还创建过其他移动应用服务，并进行了用户账户设置，那么

你可略过此步骤。 

简而言之，一个项目下可创建多个移动应用服务，只要其中一个服务添加了账号，则后续移动应用服

务，无需再添加账号。 

 

Android 或 iOS 包生成 

单击左侧导航栏的编辑按钮，点击右上栏的发布到线上，根据手机系统选择 Android

发布或 iOS 发布，如图所示： 

 

单击我只想自己使用，单击随机生成，单击下一步，然后耐心等待打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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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客户端应用 

打包完成后，会生成一个二维码图片，如图 27 所示，此时用手机微信扫描该二维码，

即可下载该安装包，根据手机提示完成安装即可，安装完成如图 28 所示，至此，一个移动

应用 App 的开发就完成了。用户打开 App，登录账户和密码，即可进入 App 首页，点击页

面上的导航栏，即可进入自定义的 UI 界面中。 

 

 



欢迎加入 DF 创客社区 www.dfrobot.com.cn 

34 
 

 
至此，一个移动应用服务开发完成。 

 Web 可视化开发 

Web 可视化开发操作方式跟移动应用开发类似，大致可以分为以下 5 个步骤： 

 新建 Web 可视化开发； 

 Web 页面编辑； 

 可用账户设置（可选）； 

  Web 可视化发布； 

 Web 查看 

新建 Web 可视化开发 

选中左侧导航栏的推荐-> Web 可视化开发选项，点击新增 Web 应用，即可进入 Web

可视化配置界面。 

 

 

在弹出的移动可视化开发页面，选择模板，填写应用名称信息，单击完成。该名称即为 Web

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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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页面编辑 

 Web 页面编辑跟 App 页面编辑是类似的，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 Web 页面没有首页模块，

组件种类更多，操作方法上也是差不多的，所以我这里就不过多赘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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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就进入 Web 的页面编辑 

Step1:将自定义新增页 1 改为 LED 

 

Step2:添加组件。 

为了美观，我们放上一张背景图，所以先添加一张图片，将图片拖到画布中，设置为锁定。

然后上传一张比较好看的图片。背景图原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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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文字。将文字拖到画布中，改为小智的家，将字体颜色改为蓝色，贴合背景色。 

 

 

添加指示灯。将指示灯拖到画布中，然后配置参数，产品配置为 LED 灯,设备配置为刚才在

项目中创建的设备,属性为工作状态，点击验证数据格式，再点击确定，这就配置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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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开关。将开关拖到画布中，然后配置参数，产品配置为 LED 灯, 设备配置为刚才在项目

中创建的设备,属性为工作状态，点击确定。 

 

 

 

将指示灯和开关的颜色进行修改，符合背景图的颜色。配置完成后如下第二张图。 

    

   

 

可用账户设置（可选） 

 Web 可视化如果要移植使用，需要绑定域名，为了安全需要，绑定域名使用阿里云设置了

付费。如果需要移植使用的，可参考设置->域名管理，CDN 付费原则。如果只是个人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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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添加域名，默认系统的域名即可。 

 

 
 
 
 
 
 
 
 
 
 
 
 

 Web 可视化发布 

点击右上角的发布选项，然后跳到第二张图，备注网页信息，不用填写，直接点击确定，然

后得到网页链接。注意：如果不需要绑定域名，直接点击网页链接，不要点击其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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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 查看 

  Web 的页面已经生成，可直接在网页上点击开关按钮，实物 LED 就会执行相应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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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一个 Web 可视化开发就完成了。 

第三章 IOT 应用 

准备工作 

在应用开始之前，我们需要在物联网平台上创建一个开发服务的项——智能家居管理，

来管理产品，设备，和服务。 

创建一个名为“智能家居管理”的项目。 

登录并进入物联网平台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选择设备管理->开发服务->IoT Studio，单

击新建项目，在项目名称框编辑智能家居管理，填写信息，如下图所示: 

 

点击确定，若项目创建成功，会自动弹出项目管理页面。在这里，我们可以管理此后应用中

的所有产品，设备，和服务。“智能家居管理”项目创建好了，我们可以在该项目下开发有

趣味的物联网项目啦！ 

 

此外，我们还需要把以下库文件（如下图所示）存放到 Arduino IDE 安装目录下的

libraries 文件中，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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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Robot_Aliyun 文件中存放了下面 8 个应用的程序例程，我们只需要修改程序其中的

某些内容即可编译上传代码至 ESP32。这些内容包括： 

 WiFi 名称和密码的配置； 

 

设备证书信息配置； 

 

产品标识符配置 

 

上报和订阅 TOPIC 配置 

 

这些配置信息中，除了 WiFi 名和密码需要用户连接自己的 WiFi，其他的配置信息都需

要从阿里云 IoT 平台上获取。 

好了，接下来就让我们制作有趣的应用项目吧！ 

3.1 应用一：智能灯光 

在对 Arduino 平台和阿里云 IoT 平台有了基础的了解，我们就可以开始制作我们的第一

个应用了——智能灯光。 

应用目标：通过 Web 可视化或者手机 App 随时随地监测、控制 LED 灯的工作状态。 

智能灯光的核心就是能随时随地实现对灯的控制与监测。比如，你晚上起来用手机一键

打开过道上的灯，又比如你外出后，不确定是否关掉卧室的灯，此时你可以打开手机监测卧

室灯的状态，若显示灯是开着的状态，则关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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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如何制作该应用呢？ 

所需元件 

红色食人鱼 LED 发光模块 x1 

FireBettle Board-ESP32 x1 

FireBettle Gravity 扩展板 x1 

智能手机 x1 

硬件连接 

把 FireBettle Gravity 扩展板直插在 FireBettle Board-ESP32 主板上，再把红色 LED 模

块接在扩展板的 D2 数字引脚上，确保电源引脚、接地引脚和信号引脚都连接正确。 

 

元件连接好后，使用 USB 线连接 FireBettle Board-ESP32 主板和电脑。 

硬件准备好后，接下来就需要我们在阿里云平台上创建相应的产品，设备，服务来建立

物理设备和阿里云 IoT 平台之间的联系了。 

制作步骤 

产品创建。在我们之前创建的智能灯光项目下创建名为智能灯光的产品，如下图所示： 

 

点击完成，则会在产品列表出现一个名叫智能灯光的产品，点击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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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产品功能。选择功能定义后再点击添加功能为智能灯光产品定义一个灯工作状态

的属性，灯有两种工作状态：亮灭，可用布尔型表示，其中 0 代表灯灭，1 代表灯亮。如下

图所示： 

 

 

点击确认，则会在产品详情页的自定义功能栏看到所定义的功能及标识符。 

 

为产品添加设备。为智能灯光生成一个设备，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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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提交，会弹出设备激活凭证下载，点击下载（激活凭证是我们连接阿里云的关键参

数），关闭后，该设备会自动出现在设备列表中。由于某个产品中的设备会继承该产品的所

有属性，故设备具有灭、亮的工作状态属性了。 

 

在线调试参数，当设备生成成功后我们可以选择在线调试参数。这一步的目的主要是为

了生成移动应用时可以配置数据。点击查看，进入到设备详情页。再点击在线调试，进入到

调试页面。 

 

按照下图所示的方式进行调试推送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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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下拉框的所有选项均推送一次： 

 

    进行到此步，即可开始 Arduino 程序的修改，完成真实物理设备同阿里云 IoT 平台的连

接。 

Arduino 程序修改。 

打开 Arduino IDE，点击文件->示例->DFRobot_Aliyun->SmartLight 项目，如下图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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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程序，WiFi 名及密码，直接将其修改成能使用的 WiFi 即可，就不多说了，这里主

要介绍如何获取产品标识符、设备证书信息(ProductKey、DeviceName、DeviceSecret)、

及订阅和上报 TOPIC。 

设备信息证书。进入智能家居管理项目，在左侧导航栏选择设备管理->设备，在设备列

表中找到我们刚才创建的设备，单击其后的设备信息，即可看到该设备的设备证书信息，如

下图所示： 

 

将该设备证书信息分别复制粘贴到 SmartLight 程序的 ProductKey、DeviceName、

DeviceSecret 变量值的双引号内，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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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上报和订阅信息。点击查看，进入 Light 设备详情页，点击 Topic 列表，即可看到

设备的发布和订阅信息，如下图所示： 

 

将设备的发布和订阅信息复制粘贴到 Arduino 程序中的相应位置，如下图所示： 

 

产品标识符。在左侧导航栏选择设备管理->产品，在设备列表中找到名为智能灯光的产

品，单击该图标，进入产品详情页，单击功能定义，即可在自定义功能栏查看该产品的标

识符，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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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粘贴该产品标识符到程序代码相应位置，如下图所示： 

 

至此，智能灯光的 Arduino 程序修改完毕，此时编译上传至 ESP32 即可。执行端已经

准备完毕。 

 

现在来介绍如何创建一个 Web 可视化开发和 App 移动应用来实现对 LED 灯的控制和监测

了。 

首先是 Web 可视化开发的应用 

如下图所示在项目管理界面中点击 Web 可视化开发然后点击新建 web 应用。输入名称后

点击确认即可。 

 

Web页面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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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就进入 Web 的页面编辑 

Step1:点击配置按钮，然后将自定义新增页 1 改为 LED 

 
Step2:添加组件。 

为了美观，我们放上一张背景图，所以先添加一张图片，将图片拖到画布中，设置为锁定。

然后上传一张比较好看的图片。背景图原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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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文字。将文字拖到画布中，改为咖咖的家，将字体颜色改为蓝色，贴合背景色。 

 
添加指示灯。将指示灯拖到画布中，然后配置参数，产品配置为智能灯光,设备配置为刚才

创建的设备 ,属性为灯工作状态，点击验证数据格式，再点击确定，这就配置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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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开关。将开关拖到画布中，然后配置参数，产品配置为智能灯光,设备配置为之前创建

的设备,属性为灯工作状态，点击验证数据格式，再点击确定。 

 
将指示灯和开关的颜色进行修改，符合背景图的颜色。配置完成后如下第二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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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账户设置（可选） 

 Web 可视化如果要移植使用，需要绑定域名，为了安全需要，绑定域名使用阿里云设置了

付费。如果需要移植使用的，可参考设置->域名管理，CDN 付费原则。如果只是个人需要

不必添加域名，默认系统的域名即可。 

 

 Web 可视化发布 

点击右上角的发布选项，然后跳到第二张图，备注网页信息，不用填写，直接点击确定，然

后得到网页链接。注意：如果不需要绑定域名，直接点击网页链接，不要点击其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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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 查看 

  Web 的页面已经生成，可直接在网页上点击开关按钮，实物 LED 就会执行相应的命令。 

 

接下来来创建移动应用服务。 

登陆到首页，如下图所示点击工作台进入到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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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开发服务下的 IoT Studio 进入到之前创建的灯光设备。

 

选择移动应用开发，再点击新增可视化应用。 

 

在创建一个名为智能家居的移动应用。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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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自定义新增页 1，将其修改为智能灯光，并将可视化组建的指示灯、开关、文字

等控件拖动到页面中，配置如下图所示： 

 

   选中指示灯控件，点击数据->配置数据，在弹出的选项框里选择相应的选项，并点击

确定，若出现下图所示“数据格式验证出错”，这是因为该设备被创建以来，还没有被使用

过，可以通过在线模拟解决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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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在线模拟”，进入如下所示页面，（若真实设备在线，则可选择“调试真实设

备”）这里我们选择启动虚拟设备。 

 

   启动虚拟设备后，会进入如下所示页面，任意选择一种状态，点击推送即可，稍后会

收到设备上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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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设备上报数据后，在回到移动应用开发页面，点击确定，即可完成“指示灯”的

配置了，如果你不知到如何配置指示灯可以点击右下角的“如何配置指示灯”，这样就将指

示灯链接到“Light”设备上了，当“Light”设备的状态发生改变，“指示灯”控件的状态

也会发生改变，如下图所示： 

 

   选中开关控件，同样链接到 Light 设备上，这样改变开关的状态就可以改变指示灯的

状态了，配置方法类似于“指示灯”的配置，就不多赘述了。 

   配置首页模块。这一步是为了设置一个导航栏，链接到上面设计的“智能灯光”页面，。

选中[功能]首页模块->列表，选中新增页面入口，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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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弹出的“页面入口 1”下，完成相应信息的选择，将其链接到刚才设计的“智能灯光“页

面，如下图所示，点击确定完成配置后，别忘了点击保存。 

 

    账号配置。若在开发该应用之前，未为该项目添加账户，需要为它添加一个账户，供

APP 登录使用。点击账号->添加用户，如下图所示，若已有账号则无需再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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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包生成。选择编辑选项，回到编辑页面，点击构建，选择 Andriod 构建或 iOS

发构建，如下图所示：  

 

     点击我只想自己使用->随机生成->下一步，等待打包完成，最终终会在页面上显示一

个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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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 App 下载。手机微信或其他二维码扫描器扫描下载并安装该 App，用刚才创建

的账号登录，即可打开 App 即可控制 LED 设备的亮灭了，如下图所示： 

 

 

 

 

 

 

 

 

 

 

3.2 应用二：智能插座 

通过前一小节的学习，我们大概了解了物联网项目的移动应用开发流程。而这个项目同

上个项目在原理上大同小异。 

应用目标：通过手机 App 控制继电器的开关。 

所需元件 

继电器模块 x1 

FireBettle Board-ESP32 x1 

FireBettle Gravity 扩展板 x1 

智能手机 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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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连接 

把 FireBettle Gravity 扩展板直插在 FireBettle Board-ESP32 主板上，再把数字继电器

模块接在扩展板的 D2 数字引脚上，确保电源引脚、接地引脚和信号引脚都连接正确。 

 

应用分析：通过对智能灯光项目的总结，可以知道，DFRobot 和阿里云 IoT 平台已经

为物联网项目开发的连接部分完成了，用户只需在阿里云平台上完成产品、设备、服务的创

建和配置，并获取他所创建的产品的标识符、设备证书、设备订阅或上报 Topic 信息，并将

它在程序中做出相应的修改，即可搭建物联网项目。 

制作步骤 

1.打开浏览器，输入网址 https://iot.aliyun.com,登录并进入物联网平台； 

 

2.点击开发服务下的 IoT Studio 选项，然后选择我们之前的智能家居项目，新建一个智

能插座产品。 

https://iot.aliy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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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该项目下创建一个产品。点击产品，选择新建产品，如下图所示创建一个对应的产品。 

 

4，点击查看产品，为产品添加功能。选择产品，点击功能定义。再点击添加功能。定

义一个功能名为“插座工作状态”的属性，自定义一个产品标识符 RelayStatus，插座工作

状态 有 2 种：开，关，定义 0 为关，1 为开。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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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为智能插座添加一个设备，如下图所示，点击确定。下载好激活凭证后（激活凭证是我

们连接到阿里云的关键参数），点击关闭。 

 



欢迎加入 DF 创客社区 www.dfrobot.com.cn 

65 
 

 

6， 设备创建成功后，点击产品进行在线调试。点击产品，再点击在线调试。按照下图所示

操作 

 

将下拉框的所有选项均推送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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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创建 Web 可视化开发 

如下图所示在项目管理界面中点击 Web 可视化开发然后点击新建 web 应用。输入名称后

点击确认即可。 

 

跟应用一 一样的方法，添加图片背景和文字，这里不做多介绍 

 

添加开关。将开关拖到画布中，然后配置参数，产品配置为智能插座,设备配置为之前创建

的设备,属性为灯工作状态，点击验证数据格式，再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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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保存，发布。Web 可视化就完成了。  

 

7.创建移动应用开发，这里我们将开关和应用一中的 LED 灯结合起来。 

登陆到首页，如下图所示点击工作台进入到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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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插座 App 设计与开发。 

选择开发服务下的 IoT Studio 进入到之前创建的智能家居项目。 

 

选择移动应用开发，再打开之前的移动应用。 

 

点击加号新增一个页面，双击自定义新增页 1，将其修改为智能插座，并将可视化组建

的指示灯、开关、文字等控件拖动到页面中，配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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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中间页面的开关，点击数据->配置数据，在弹出的选项框里选择相应的选项，并点

击确定，若出现“数据格式验证出错”，这是因为该设备被创建以来，还没有被使用过，可

以通过在线模拟解决该问题。 

 

（如果已经进行过模拟则不需要做这一步）点击“在线模拟”，进入如下所示页面，（若

真实设备在线，则可选择“调试真实设备”）这里我们选择启动虚拟设备。 



欢迎加入 DF 创客社区 www.dfrobot.com.cn 

70 
 

 

    启动虚拟设备后，会进入如下所示页面，任意选择一种状态，点击推送即可，稍后会收

到设备上报信息。 

 

收到设备上报数据后，在回到移动应用开发页面，点击确定，即可完成“开关”的配置

了，如果你不知到如何配置指示灯可以点击右下角的“如何配置开关”，这样就将开关链接

到设备上了，当操纵“插座开关”就能控制设备的状态了，点击保存。 



欢迎加入 DF 创客社区 www.dfrobot.com.cn 

71 
 

 

配置首页模块。这一步是为了设置一个导航栏，链接到上面设计的“智能灯光”页面，。

选中[功能]首页模块->列表，选中新增页面入口，如下图所示： 

 

在弹出的“页面入口 2”下，完成相应信息的选择，将其链接到刚才设计的“智能灯光“页

面，如下图所示，点击确定完成配置后，别忘了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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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号配置。由于在应用一中已经添加了账号，这里就无需再添加了，直接构架安装包

即可。 

安装包生成。在编辑页面，点击构建，选择 Andriod 构建或 iOS 发构建，如下图所

示：  

 

点击我只想自己使用-> 下一步，等待打包完成，最终终会在页面上显示一个二维码。（这

里无需再随机生成，下载后会更新以前下载好的 App，如果选择随机生成，下载后将生成新

的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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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 App 下载。手机微信或其他二维码扫描器扫描下载并安装该 App，用刚才创建

的账号登录，即可打开 App 即可控制继电器（Relay）开关了。  

打开名为智能家居控制台的 App，如果已经登录，则会进入 App 首页，如下图所示： 

 

8.Arduino 程序修改。点击文件->示例->DFRobot_Aliyun->SmartSocket 项目，如下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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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 WiFi 名和密码。将程序中配置 WiFi 名和密码的部分(如下图所示）更换为可用

的 WiFi。 

 

 填写设备证书信息。获取智能插座设备的设备信息，如下图所示：  

 

并将获取到的智能插座的设备信息，复制粘贴替换到如下图所示的程序模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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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换订阅、上报 Topic。在阿里云 IoT 上找到此应用创建的设备的 Topic 列表，如下

图所示，并将它替换到程序的 TOPIC 设置中： 

 

 

替换产品标识符。在设备管理的产品项找到名为智能插座的产品，点击查看，点击功

能定义，即可在自定义功能栏看到标识符，如下图所示，将其替换到程序中的产品标识符即

可。 

 

 

   编译上传至 FireBettle Board-ESP32 主板。选好开发板类型和端口号后，点击编译上

传即可将程序上传至 ESP32 主板。 

此时设备即成功与 Aliyun 平台上的 Realy 设备关联，打开下载的智能家居控制台，选

择智能插座，即可进入控制页面，点击按钮控件，即可控制继电器开关（继电器的红色灯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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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开），如下图所示： 

 

3.3 应用三：温湿度监测 

本应用采取DHT11温湿度传感器获取环境温度和湿度，并将数据传输给手机App显示，

从而实现远程实时监控环境温湿度的功能。 

应用目标：通过手机 App 实时监测环境温湿度情况。 

所需元件 

DHT11 温湿度传感器 x1 

FireBettle Board-ESP32 x1 

FireBettle Gravity 扩展板 x1 

智能手机 x1 

硬件连接 

把 FireBettle Gravity 扩展板直插在 FireBettle Board-ESP32 主板上，再把 DHT11 温湿

度模块接在扩展板的 D2 数字引脚上，确保电源引脚、接地引脚和信号引脚都连接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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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分析：通过对上述 2 个应用的学习，我们大概可以了解到，对于温湿度监测而言，

我们需要做以下几件事：1.在阿里云 IoT 平台上创建一个名为“温湿度监测”的产品，并为

其定义名为“室内温度”和“室内湿度”的功能；2.在“温湿度监测”产品下挂载名为“DHT11”

的设备；3.在“智能家居控制台”移动应用项目中添加一个名为“温湿度监测”的 App 页。

4.获取设备“DHT11”的设备证书，发布订阅 Topic 列表，以及获取产品的标识符，并将其

在 Arduino 程序中修改。 

制作步骤 

1.打开浏览器，输入网址 https://iot.aliyun.com,登录并进入物联网平台； 

2. 登陆到首页，如下图所示点击工作台进入到控制台。 

 

选择开发服务下的 IoT Studio 进入到之前创建的灯光设备。

https://iot.aliy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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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创建一个温湿度检测的产品，同时添加功能定义。 

 

为温湿度监测产品定义功能名分别为“室内温度”和“室内湿度”的属性，自定义产品标识

符，室内温度取值范围为-40~55,室内湿度为 0~100，如下图所示。功能添加完毕后，会自

动出现在自定义功能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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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为温湿度监测产品创建一个的设备，如下图所示，设备添加完毕后，会自动出现在设

备列表中。 

 

点击提交，会弹出设备激活凭证下载，点击下载（激活凭证是我们连接阿里云的关键参

数），关闭后，该设备会自动出现在设备列表中。由于某个产品中的设备会继承该产品的所

有属性，故设备具有灭、亮的工作状态属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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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线调试参数，当设备生成成功后我们可以选择在线调试参数。这一步的目的主要

是为了生成移动应用时可以配置数据。点击查看，进入到设备详情页。再点击在线调试，进

入到调试页面。 

 

按照下图所示的方式进行调试推送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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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创建 Web 可视化开发 

在智能家居管理中新增 Web 应用，默认模板，应用名称改为智能温湿度检测，新增页

改为温湿度检测 

 

将自定义新增页改为温湿度检测。   

跟应用一 一样的方法，添加图片背景和文字，这里不做多介绍。 

 

添加室内湿度曲线 

添加曲线。将曲线拖到画布中，调整大小，进行配置，将产品关联到智能温湿度检测，

设备关联到 DHR11，属性为室内湿度。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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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文字。将文字拖到曲线的上面，改为室内湿度。 

 

添加室内温度曲线 

添加曲线。跟添加室内湿度的方法是类似的，只是将属性换为室内温度。 

添加文字。 

 

点击保存，发布。直接点击链接打开。Web 可视化应用就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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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创建移动应用开发 

选中左侧导航栏的移动应用开发,在应用列表找到智能家居，单击打开，如下图所示: 

 

7. 温湿度监测 App 设计与开发。 

点击自定义页面后的+号，编辑，将“自定义新增页 1”改为温湿度监测，用鼠标将

可视化组建下的实时曲线控件拖动到中间的页面上，如下图所示： 

 

配置温度采集。选中其中一个实时曲线，点击数据->配置数据，在弹出的选项框里选

择相应的选项，并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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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配置湿度采集，如下图所示，配置完成后点击保存。 

 

配置首页模块。这一步是为了设置一个导航栏，链接到上面设计的“温湿度监测”页

面，。选中[功能]首页模块->列表，选中新增页面入口，如下图所示，在弹出的“页面入口

3”下，完成相应信息的选择，将其链接到刚才设计的“温湿度监测“页面，如下图所示，

点击确定完成配置后，别忘了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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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号配置。由于在应用一中已经添加了账号，这里就无需再添加了，直接构架安装包

即可。 

安装包生成。在编辑页面，点击构建，选择 Andriod 构建或 iOS 发构建，如下图所

示：  

 

点击我只想自己使用->随机生成->下一步，等待打包完成，最终终会在页面上显示一个二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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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 

 

手机 App 下载。手机微信或其他二维码扫描器扫描下载并安装该 App，用刚才创建

的账号登录，即可打开 App 采集温湿度信息了，如下图所示： 

打开名为智能家居控制台的 App，如果已经登录，则会进入 App 首页，如下图所示： 

 

8.Arduino 程序修改。点击文件->示例->DFRobot_Aliyun->SmartDHT11 项目，如下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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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 WiFi 名和密码。将程序中配置 WiFi 名和密码的部分(如下图所示）更换为可用

的 WiFi。 

 

 填写设备证书信息。获取设备 DHT11 的设备信息，如下图所示： 

 

将获取到的 DHT11 的设备证书信息，复制粘贴到如下图所示的程序模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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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换订阅、上报 Topic。在阿里云 IoT 上获取设备 DHT11 的 Topic 列表，如下图所

示， 

 

将获取到的 Topic 列表信息，复制粘贴到如下图所示的程序中： 

 

替换产品标识符。在设备管理的产品项找到名为温湿度监测的产品，点击查看，点击

功能定义，即可在自定义功能栏看到标识符，如下图所示： 

 

将上图红色框内的标识符，分别复制粘贴到如下图所示的程序中。 

 

   编译上传至 FireBettle Board-ESP32 主板。选好开发板类型和端口号后，点击编译上

传即可将程序上传至 ESP32 主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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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设备即成功与 Aliyun 平台上的 DHT11 设备关联，打开下载的智能家居控制台，选

择温湿度监测，即可进入控制页面，一段时间后，即可在手机 App 页面上看到温湿度变化

的实时曲线，如下图所示： 

 

3.4 应用四：智能浇花 

通过前一小节对温湿度监测的学习，我们大概了解了 App 如何获取 DHT11 温湿度传感

器感知的信息。接下来，我们会学习另一个获取传感器信息的项目——智能浇花。 

应用目标：通过手机 App 监测土壤湿度状况，已根据湿度情况，确定是否给花浇水。 

所需元件 

土壤湿度传感器 x1 

FireBettle Board-ESP32 x1 

FireBettle Gravity 扩展板 x1 

智能手机 x1 

硬件连接 

把 FireBettle Gravity 扩展板直插在 FireBettle Board-ESP32 主板上，再把土壤传感器

接在扩展板的 A0 数字引脚上，确保电源引脚、接地引脚和信号引脚都连接正确。 

 

应用分析：智能浇花应用就是将土壤传感器获取的数据上传至手机 App。为此，我们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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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以下几件事：1.在阿里云 IoT 平台上创建一个名为“智能浇花”的产品，并为其定义功

能为“土壤湿度”的功能；2.在“智能浇花”产品下挂载名为相应的设备；3.在“智能家居

控制台”移动应用项目中添加一个名为“智能浇花”的 App 页。4.获取对应的设备证书，

发布订阅 Topic 列表，以及获取产品的标识符，并将其在 Arduino 程序中修改。 

制作步骤 

1，打开浏览器，输入网址 https://iot.aliyun.com,登录并进入物联网平台； 

 

选择开发服务下的 IoT Studio 进入到之前创建的智能家居项目。 

 

2.创建一个名为智能浇花的产品，如下图所示，若产品创建成功，会自动出现在产品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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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为智能浇花产品定义一个功能名为“土壤湿度”的属性，自定义产品标识符，湿度

数值用 int32 整数型表示，取值范围 1~3096，步长为 1，如下图所示： 

 

 

4. 为智能浇花添加一个设备，如下图所示，点击确定。下载好激活凭证后（激活凭证是我

们连接到阿里云的关键参数），点击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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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备创建成功后，点击产品进行在线调试。点击产品，再点击在线调试。按照下图所示

操作 

 

6. 如下图所示在项目管理界面中点击 Web 可视化开发然后点击新建 web 应用。输入名称

后点击确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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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能家居管理中新增 Web 应用，新增页改为智能浇花。 

 

跟应用一 一样的方法，添加图片背景和文字，这里不做多介绍 

 

添加仪表盘。将仪表盘拖到画布中，进行配置，将产品关联到智能浇花，设备关联到之前创

建的设备，属性为土壤湿度。点击确定。 



欢迎加入 DF 创客社区 www.dfrobot.com.cn 

94 
 

 

点击保存，发布。直接点链接打开。Web 可视化开发就完成了。 

7.创建移动应用开发 

选中左侧导航栏的移动应用开发,在应用列表找到智能家居，单击打开，如下图所示: 

 

点击自定义页面后的+号，编辑，将“自定义新增页 1”改为智能浇花，用鼠标将可

视化组建下的仪表盘控件拖动到中间的页面上，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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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中间页面的仪表盘，点击数据->配置数据，在弹出的选项框里选择相应的选项，

并点击确定，若出现下图所示“数据格式验证出错”，这是因为该设备被创建以来，还没有

被使用过，可以通过在线模拟解决该问题。 

 

（这一步非必须，如果之前已经推送过了数据，则无需进行在线模拟）点击“在线模

拟”，进入如下所示页面，（若真实设备在线，则可选择“调试真实设备”）这里我们选择

启动虚拟设备。 

 

启动虚拟设备后，会进入如下所示页面，任意选择一种状态，点击推送即可，稍后会

收到设备上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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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设备上报数据后，在回到移动应用开发页面，点击确定，即可完成“仪表盘”的

配置了，如果你不知到如何配置指示灯可以点击右下角的“如何配置仪表盘”，这样就将仪

表盘链接到我们之前创建设备上了，当设备采集到温湿度信息，“仪表盘”控件的状态也会

发生改变，如下图所示： 

 

配置首页模块。这一步是为了设置一个导航栏，链接到上面设计的“智能灯光”页面，。

选中[功能]首页模块->列表，选中新增页面入口，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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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弹出的“页面入口 4”下，完成相应信息的选择，将其链接到刚才设计的“智能灯光

“页面，如下图所示，点击确定完成配置后，别忘了点击保存。 

 

账号配置。由于在应用一中已经添加了账号，这里就无需再添加了，直接构架安装包

即可。 

安装包生成。在编辑页面，点击构建，选择 Andriod 构建或 iOS 发构建，如下图所

示：  

 

点击我只想自己使用->随机生成->下一步，等待打包完成，最终终会在页面上显示一个二维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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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 App 下载。手机微信或其他二维码扫描器扫描下载并安装该 App，用刚才创建

的账号登录，即可打开 App 即可控制 LED 设备的亮灭了，如下图所示： 

打开名为智能家居控制台的 App，如果已经登录，则会进入 App 首页，如下图所示： 

 

8.Arduino 程序修改。点击文件->示例->DFRobot_Aliyun->SmartWartering 项目，如

下图所示： 

 

 配置 WiFi 名和密码。将程序中配置 WiFi 名和密码的部分(如下图所示）更换为可用

的 WiFi。 

 

 填写设备证书信息。获取设备的信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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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获取到的设备证书信息，复制粘贴到如下图所示的程序模块中。 

 

 替换订阅、上报 Topic。在阿里云 IoT 上找到此应用创建的设备的 Topic 列表，如下

图所示，并将它替换到程序的 TOPIC 设置中,由于只需要向上面上传信息，而无需下发，所

以只需配置一个上报变量即可： 

 

 

替换产品标识符。在设备管理的产品项找到名为智能浇花的产品，点击查看，点击功

能定义，即可在自定义功能栏看到标识符，如下图所示，将其替换到程序中的产品标识符即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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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译上传至 FireBettle Board-ESP32 主板。选好开发板类型和端口号后，点击编译上

传即可将程序上传至 ESP32 主板。 

此时设备即成功与 Aliyun 平台上的智能浇花设备关联，打开下载的智能家居控制台，

选择智能浇花，即可进入控制页面，一段时间后，即可测得植物的土壤湿度，如下图所示： 

 

 

3.5 应用五：智能防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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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钉钉自定义机器人目前在维护中，无法使用。预计 10 月底

才能正常使用，所以该应用无法使用钉钉推送消息） 

前几个应用，都是通过在阿里云 IoT 平台上开发一个移动应用服务，来控制物理设备，

这一节，将介绍如何通过阿里云的服务开发来关联控制设备。 

应用目标：红外热释电将检测状态（有人：1，无人：0）上传至阿里云 IoT 上的某个

服务，若服务的条件节点判断传过来的数据为有人（1），则进入钉钉机器人节点，将消息

“家里有人闯入”推送至钉钉，同时功放喇叭会唱歌提示。 

所需元件 

PIR 红外热释电传感器 x1 

功放喇叭 x1 

FireBettle Board-ESP32 x1 

FireBettle Gravity 扩展板 x1 

智能手机 x1 

硬件连接 

把 FireBettle Gravity 扩展板直插在 FireBettle Board-ESP32 主板上，再把 PIR 红外热

释电传感器接在扩展板的 D2 数字引脚上，功放喇叭接在扩展板的 A4 引脚，确保电源引脚、

接地引脚和信号引脚都连接正确。 

 

应用分析：智能防盗应用中，PIR 检测到有人，则启动喇叭报警提示，同时将“家里有

人闯入”的消息推送至钉钉，提醒用户。这个项目需要我们做以下事情：1.在阿里云 IoT 上

创建一个名为“智能防盗”的产品，并为其定义一个功能为“防盗警告”的属性；2.为“智

能防盗”产品添加一个设备；3、创建并开发一个名为“智能防盗”的服务开发；4 获取设

备证书，发布订阅 Topic 列表，以及获取产品的标识符，并在 Arduino 程序中填写修改。 

制作步骤 

1， 打开浏览器，输入网址 https://iot.aliyun.com,登录并进入物联网平台；登陆到首页，如

下图所示点击工作台进入到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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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开发服务下的 IoT Studio 进入到之前创建的智能家居项目。 

 

2.创建一个名为智能防盗的产品，如下图所示，若产品创建成功，会自动出现在产品列

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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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为智能防盗产品定义一个功能名为“防盗警告”的属性，自定义一个产品标识符，防盗

警告有 2 种状态：有人闯入（1），无人闯入（0）。如下图所示： 

 

4. 为智能插座添加一个设备，如下图所示，点击确定。下载好激活凭证后（激活凭证是我

们连接到阿里云的关键参数），点击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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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备创建成功后，点击产品进行在线调试。点击产品，再点击在线调试。按照下图所示

操作 

 

将下拉框的所有选项均推送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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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选中左侧导航栏的推荐->服务开发,点击新建服务，如下图所示: 

 

根据页面提示，创建一个名为“智能防盗”的服务，该服务内容大致为：当 PIR 传感

器检测到有人闯入则启动喇叭报警，并将信息推送至钉钉，如下图所示： 



欢迎加入 DF 创客社区 www.dfrobot.com.cn 

106 
 

 

7.点击完成，进入服务编辑器。具体开发技巧请参考网址: 

https://linkdevelop.aliyun.com/studioservice-doc#index.html 

  点击左侧导航栏的节点，在节点列表中选择设备->设备触发，并将其拖动到服务画

布内，把这个设备触发节点改为之前创建的设备；右侧栏配置项分别选择“智能防盗”产品，

创建的设备名以及选择监听“属性或事件上报”，如下图所示： 

 

获取设备节点的节点输出信息。设备节点配置完成后，选中左侧节点列表的功能

->HTTP 返回（将设备触发和 http 返回的模块连接起来）->部署->启动->调试，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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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弹出的“在线调试”页面中选择某个参数，点击推送，回到服务开发页面，点击节点

日志，即可看到该设备节点的输入输出节点信息，如图： 

 

 

添加一个“条件判断”节点，条件判断节点相当于一个 if-else 判断。选中左侧节点列表

的功能->条件节点，将其改为“有人闯入”，条件选择选为任意一个满足条件，条件 1 配置

为“上一个节点(payload)”；选择“<”，静态数据，数值型，最后一个框输入 1（表示有

人闯入），可以参考如何使用该节点？->如何配置条件节点？ 



欢迎加入 DF 创客社区 www.dfrobot.com.cn 

108 
 

 

 

删除“HTTP 返回”节点，选中消息->钉钉机器人，添加钉钉机器人节点。并将 PIR

传感器、有人闯入、钉钉机器人节点连接起来。添加两个钉钉机器人。一个要选择是满足条

件的接口连接。另一个选择不满足条件的接口。 

 

配置钉钉机器人节点。若不知道如何配置钉钉机器人，可参考如何使用该节点？->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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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配置钉钉机器人节点？如下图所示： 

 

将不满足条件接口的钉钉机器人，节点名称改为家里有人闯入，将满足条件接口的钉

钉机器人改为家里安全。 

a. 获取 Webhook。在获取之前，你需要在钉钉群中，添加一个钉钉机器人(注意查看

钉钉机器人的 Webhook 时只能用电脑端的钉钉)，具体添加方法请参考如何使用该节点？->

如何配置钉钉机器人节点？最终获取的 Webhook，复制粘贴至右侧栏的 Webhook 处，如

下图所示： （钉钉自定义机器人目前在维护中，无法使用。预计

10 月底才能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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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配置方法选择自定义，消息类型选择“text”作为消息类型，并在 content 的双引

号内填入信息“家里有人闯入”和“家里安全”。 

 

 

(4) 点击设备触发节点的部署按钮，点击启动，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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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个名为“智能防盗”的服务就完成了。 

8.Arduino 程序修改。点击文件->示例->DFRobot_Aliyun->SmartBurglar 项目，如下

图所示： 

 

 配置 WiFi 名和密码。将程序中配置 WiFi 名和密码的部分(如下图所示）更换为可用

的 WiFi。 

 

 填写设备证书信息。获取设备信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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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获取到的设备证书信息，复制粘贴到如下图所示的程序模块中。 

 

 替换订阅、上报 Topic。在阿里云 IoT 上找到此应用创建的设备的 Topic 列表，如下

图所示，并将它替换到程序的 TOPIC 设置中： 

 

 

替换产品标识符。在设备管理的产品项，找到名为智能防盗的产品，点击查看，点击

功能定义，即可在自定义功能栏看到标识符，如下图所示，将其替换到程序中的产品标识符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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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译上传至 FireBettle Board-ESP32 主板。选好开发板类型和端口号后，点击编译上

传即可将程序上传至 ESP32 主板。 

此时设备即成功与 Aliyun 平台上的 PIRMotion 设备关联，此时当 PIR 传感器检测到有

人，即调动喇叭报警，同时钉钉机器人会把“家里有人闯入”消息推送至手机钉钉，如下图

所示： 

 

 

3.6 应用六：智能门锁 

（因钉钉自定义机器人目前在维护中，无法使用。预计 10 月底

才能正常使用，所以该应用无法使用钉钉推送消息） 

通过前几个应用的学习，了解了如何在阿里云 IoT 上创建移动应用开发和服务开发。智

接下来，将结合这两个服务，组成一个新应用——智能门锁。 

应用目标：通过手机 App 控制继电器的开关从而打开锁，若监测到到锁是开着的，则

将消息“门没关好！！”推送至手机钉钉。 

所需元件 

继电器模块 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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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锁 x1 

FireBettle Board-ESP32 x1 

FireBettle Gravity 扩展板 x1 

智能手机 x1 

硬件连接 

把 FireBettle Gravity 扩展板直插在 FireBettle Board-ESP32 主板上，再把数字继电器

模块接在扩展板的 D2 数字引脚上，将电池锁的反馈线（蓝黄线）通过转接线接 D3 数字引

脚上，确保电源引脚、接地引脚和信号引脚都连接正确。将电池锁的电源线经电源配线和继

电器，接到 12V 电源上。 

电池锁原理：电池锁有 2 根线，反馈线（黄蓝色）和电源线（焊锡红黑线）。电源线

两端工作电压 12V，通电时开锁，电池锁关闭时，反馈线互相导通，打开时，不通。按其反

馈线接法，当电池锁关闭时，在 D3 引脚处读到的信号为 0，开启时，信号为 1。 

 

应用分析：智能门锁项目需要创建 2 个不通的开发服务，即移动应用开发来控制继电

器通断，钉钉服务开发“门没关好！！”的消息推送至钉钉。其次将智能防盗产品的设备的

证书信息、Topic 列表，产品标识符替换到 Aruduino 程序的相应位置中。  

制作步骤 

1.打开浏览器，输入网址 https://iot.aliyun.com,登录并进入物联网平台； 

2.创建一个名为智能门锁的产品，如下图所示，若产品创建成功，会自动出现在产品列

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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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为智能门锁产品定义一个功能名为“门锁状态”的属性，自定义一个产品标识符，

定义门开为 1，门关为 0。如下图所示： 

 

4.为智能门锁添加一个名为 Lock 的设备，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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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将智能门锁产品导入智能家居管理项目中，如下图所示，首先进入创建的项目中。 

 

5.1，导入产品： 

 

 5.2，导入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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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选中左侧导航栏的移动应用开发,在应用列表找到智能家居，单击打开，如下图所示: 

 

7. 智能门锁 App 设计与开发。 

点击自定义页面后的+号，编辑，将“自定义新增页 1”改为智能门锁，用鼠标将可

视化组建下的文字、开关控件拖动到中间的页面上，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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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中间页面的开关，点击数据->配置数据，在弹出的选项框里选择相应的选项，并

点击确定，若出现下图所示“数据格式验证出错”，这是因为该设备被创建以来，还没有被

使用过，可以通过在线模拟解决该问题。 

 

点击“在线模拟”，进入如下所示页面，（若真实设备在线，则可选择“调试真实设

备”）这里我们选择启动虚拟设备。 

 

启动虚拟设备后，会进入如下所示页面，任意选择一种状态，点击推送即可，稍后会

收到设备上报信息。 



欢迎加入 DF 创客社区 www.dfrobot.com.cn 

119 
 

 

收到设备上报数据后，在回到移动应用开发页面，点击确定，即可完成“开关”的配

置了，如果你不知到如何配置开关可以点击右下角的“如何配置开关”，这样就将指示灯链

接到“Lock”设备上了。 

 

配置首页模块。这一步是为了设置一个导航栏，链接到上面设计的“智能门锁”页面，。

选中[功能]首页模块->列表，选中新增页面入口，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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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弹出的“页面入口 1”下，完成相应信息的选择，将其链接到刚才设计的“智能灯光“页

面，如下图所示，点击确定完成配置后，别忘了点击保存。 

账号配置。由于在应用一中已经添加了账号，这里就无需再添加了，直接构架安装包

即可。 

安装包生成。在编辑页面，点击构建，选择 Andriod 构建或 iOS 发构建，如下图所

示：  

 

 

手机 App 下载。手机微信或其他二维码扫描器扫描下载并安装该 App，用刚才创建

的账号登录，即可打开 App 控制门锁设备的开关。 

打开名为智能家居控制台的 App，如果已经登录，则会进入 App 首页，如下图所示： 

 

8.Arduino 程序修改。点击文件->示例->DFRobot_Aliyun->SmartLock 项目，如下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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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 WiFi 名和密码。将程序中配置 WiFi 名和密码的部分(如下图所示）更换为可用

的 WiFi。 

 

 填写设备证书信息。获取设备 Lock 的设备信息，如下图所示： 

 

将获取到的 Lock 的设备证书信息，复制粘贴到如下图所示的程序模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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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换订阅、上报 Topic。在阿里云 IoT 上找到此应用创建的设备 Lock 的 Topic 列表，

如下图所示，并将它替换到程序的 TOPIC 设置中： 

 

 

替换产品标识符。在设备管理的产品项找到名为智能门锁的产品，点击查看，点击功

能定义，即可在自定义功能栏看到标识符，如下图所示，将其替换到程序中的产品标识符即

可。 

 

 

 

   编译上传至 FireBettle Board-ESP32 主板。选好开发板类型和端口号后，点击编译上

传即可将程序上传至 ESP32 主板。 

此时设备即成功与 Aliyun 平台上的 Lock 设备关联，打开下载的智能家居控制台，选择

智能门锁，即可进入控制页面，点击按钮控件，即可控制继电器开关（继电器的红色灯亮，

表示开），从而开锁。接下来，就开始服务开发，将消息推送至钉钉了。 

9.创建一个名为智能门锁的服务开发。 选中左侧导航栏的推荐->服务开发,点击新建服

务，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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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页面提示，创建一个名为“智能门锁”的服务，该服务内容为当检测到门锁开了后，

将信息推送至钉钉，如下图所示： 

 

10.点击完成，进入服务编辑器。具体开发技巧请参考网址: 

https://linkdevelop.aliyun.com/studioservice-doc#index.html 

 点击左侧导航栏的节点，在节点列表中选择设备->设备触发，并将其拖动到服务画

布内，把这个设备触发节点改为门锁；右侧栏配置项分别选择“智能门锁”产品，创建的设

备名以及选择监听“属性或事件上报”，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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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门锁”节点的节点输出信息。“门锁”节点配置完成后，选中左侧节点列表的

功能->HTTP 返回-，点击部署->启动->调试，如下图所示： 

 

在弹出的“在线调试”页面中选择某个参数，点击推送，回到服务开发页面，点击节点

日志，即可看到“门锁”节点的输入输出节点信息，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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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一个“条件判断”节点，条件节点相当于一个 if-else 判断。选中左侧节点列表的功

能->条件节点，将其改为“门锁开”，并根据上面得到的“门锁”输出节点信息配置“门锁

开”节点的输入设置，将条件 1 配置为“上一个节点”+“props.LockStatus.value”；选

择<,静态数据，数值型，最后一个框填入 1（表示门开了），可以参考如何使用该节点？->

如何配置条件节点？ 

 

 

删除“HTTP 返回”节点，选中消息->钉钉机器人，添加两个钉钉机器人节点。并将

门锁、门锁开、钉钉机器人节点连接起来。 

 

（钉钉自定义机器人目前在维护中，无法使用。预计 10 月底才

能正常使用） 

配置钉钉机器人节点。若不知道如何配置钉钉机器人，可参考如何使用该节点？->如

何配置钉钉机器人节点？ 

a.获取 Webhook。在获取之前，你需要在钉钉群中，添加一个钉钉机器人(注意查看钉

钉机器人的 Webhook 时只能用电脑端的钉钉)，具体添加方法请参考如何使用该节点？->

如何配置钉钉机器人节点？最终获取的 Webhook，复制粘贴至右侧栏的 Webhook 处，如

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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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将满足条件的钉钉机器人节点名称改为门关，配置方法选择自定义，选择“text”

作为消息类型，并在 content 的双引号内填入信息“门关好了”。将不满足条件的钉钉机器

人节点名称改为门开，配置方法选择自定义，选择“text”作为消息类型，并在 content 的

双引号内填入信息“门没关好” 

 

 

(4) 点击设备触发节点的部署按钮，点击启动，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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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个名为“智能门锁”的服务就完成了。 

此时，打开智能家居控制台 App，点击“智能门锁”，进入控制页面，点击按钮，即可

实现开锁，同时将消息“门没关好！！”推送至手机钉钉，如下图所示： 

3.7 应用七：智能提示音 

前面应用五、六小节，介绍了如何创建并开发输入节点为设备触发类型的服务。这节将

介绍服务开发的另一种输入节点：API 输入。 

应用目标：要求创建一个服务，有一个功放喇叭，根据天气的温度结果，决定播放那一

首歌。 

所需元件 

功放喇叭 x1 

FireBettle Board-ESP32 x1 

FireBettle Gravity 扩展板 x1 

智能手机 x1 

硬件连接 

把 FireBettle Gravity 扩展板直插在 FireBettle Board-ESP32 主板上，再把功放喇叭接

在扩展板的 A4 引脚，确保电源引脚、接地引脚和信号引脚都连接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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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分析：此应用在创建产品、设备和服务的同时，还需要购买墨迹天气服务（免费购

买）。 

制作步骤 

1.打开浏览器，输入网址 https://iot.aliyun.com,登录并进入物联网平台； 

2.创建一个名为智能提示音的产品，如下图所示，若产品创建成功，会自动出现在产品

列表中； 

 

3. 为智能防盗产品定义一个功能名为“播放提示音”的属性，自定义产品标识符，定

义其数据为整型，取值 0~10，步长为 1，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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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为智能提示音添加一个名为 SmartSound 的设备，如下图所示： 

 

   5.将智能提示音产品导入智能家居管理项目中，如下图所示，首先进入创建的项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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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添加产品： 

 

5.2，添加设备： 

 

6. 选中左侧导航栏的推荐->服务开发,点击新建服务，根据页面提示，创建一个名为“智

能提示音”的服务，该服务主要内容为根据某城市天气的信息智能播放不同的音乐，如下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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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点击完成，进入服务编辑器。具体开发技巧请参考网址: 

https://linkdevelop.aliyun.com/studioservice-doc#index.html 

 点击左侧导航栏的节点，在节点列表中选择功能->HTPP 请求，并将其拖动到服务

画布内，把这个设备名称改为城市 ID；如下图所示： 

 

添加一个新增参数。由于后面查询天气的时候需要用到所在城市，因此 API 参数设

定为字符“cityId”，配置如图所示。 

 
添加一个云市场 API 节点。选中 API->云市场 API。并将其改为墨迹天气，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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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a. 购买墨迹天气服务。打开新页面前往阿里云市场选择 API，购买墨迹天气服务，

该服务是免费的，具体购买方式请参考阿里云 IoT 案例“天气加湿器”，也可以直接搜

索墨迹天气购买，或者搜索免费版气象服务（cityid）-墨迹天气。 

 

搜索免费版气象服务（cityid）-墨迹天气。 

 

https://linkdevelop.aliyun.com/studioservice-doc#ahy45l.html
https://market.aliyun.com/products/57096001/cmapi023656.html
https://market.aliyun.com/products/57096001/cmapi0236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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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获取 AppCode。墨迹天气购买成功后，回到物联网平台，选中左侧导航栏的产品

与服务，搜索“云市场”即可找到 AppCode。如下图所示： 

 
 

 

复制该 AppCode 值到墨迹天气的配置栏“AppCode”即完成了 AppCode 的配置，如下图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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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获取精简实况的调用地址和请求方式。回到刚才的云市场页面，点击“免费版气

象服务（cityid）-墨迹天气”，进入购买页面，下拉点击精简实况，即可获取精简实况

的调用地址和请求方式，如下图所示： 

 

 

复制该调用地址即可配置“墨迹天气”的调用地址，并将该请求方式改为“POST”，如

下图所示： 

 

c. 获取成都温江的 cityid 参数。在刚才的购买页面上点击产品详情->cityid 对照

表，即可获取各个城市的城市 ID，(请用 excel 打开下载的文件)通过它我们可以指定获

取某个城市的天气信息，如下图所示： 

https://market.aliyun.com/products/57096001/cmapi023656.html?spm=5176.2020520132.101.1.67c97218JJLHYG
https://market.aliyun.com/products/57096001/cmapi023656.html?spm=5176.2020520132.101.1.67c97218JJLHY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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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成都温江的 ID 为 2637。 

 

e.获取 token 参数。回到物联网平台，选择左侧的产品与服务，搜索 API 网关，点

击 API 网关，选择“华北 2（北京）”，选择左侧导航栏的调用 API->已购买 API。点击

查看->精简实况。下拉网页即可找到 token 信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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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回到服务开发中配置“墨迹天气”的编码方式和参数。如下图所示，  

 

如此即可获取成都温江的天气信息了。由此“墨迹天气”节点则配置完成。 

获取墨迹天气节点的输出信息。选择左侧导航栏的功能->HTTP 返回，点击部署->调

试,输入城市 ID：2637（温江），点击开始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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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标选中墨迹天气节点，点击右侧栏节点日志，即可获取墨迹天气节点的输出信息，如下图

所示： 

 

添加条件判断节点信息。选择功能->条件判断节点，并将其节点名称改为“温江温度”，

选择任意一个满足条件，配置为：上一个节点+ data.condition.temp，<；静态数据，数

值型，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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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 2个智能提示音设备。选中设备->智能提示音，一个连接到“温江温度”的满足

条件接口，并将设备节点名改为“提示音 0”，将控制设备配置好，播放提示音为数值型，

1；另一个连接到“温江温度”的不满足接口，并将歌曲改为“提示音 1”，将控制设备配

置好，播放提示音为数值型，1，配置如下所示： 

 

 

 

添加 HTTP返回节点。配置为上一节点。将城市 ID输入、墨迹天气、温江温度、提示

音 0/1、HTTP返回连接起来，再点击部署->调试，即可播放相应的提示音，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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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个“智能提示音”的服务就搭建好了，当输入某个城市的 Id，检测到温度小于 20摄

氏度时播放提示音 0，当检测到大于或等于 20摄氏度时，播放提示音 0。 

8.Arduino 程序修改。点击文件->示例->DFRobot_Aliyun->SmartSound 项目，如下

图所示： 

 

 配置 WiFi 名和密码。将程序中配置 WiFi 名和密码的部分(如下图所示）更换为可用

的 WiFi。 

 

 填写设备证书信息。获取设备 SmartSound 的设备信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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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获取到的 SmartSound 的设备证书信息，复制粘贴到如下图所示的程序模块中。 

 

 替换订阅、上报 Topic。在阿里云 IoT 上找到此应用创建的设备 SmartSound 的 Topic

列表，如下图所示，并将它替换到程序的 TOPIC 设置中： 

 

 

替换产品标识符。在设备管理的产品项，找到名为智能提示音的产品，点击查看，点

击功能定义，即可在自定义功能栏看到标识符，如下图所示，将其替换到程序中的产品标识

符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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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译上传至 FireBettle Board-ESP32 主板。选好开发板类型和端口号后，点击编译上

传即可将程序上传至 ESP32 主板。 

此时设备即成功与 Aliyun 平台上的 SmartSound 设备关联，此时开始 API 调试，会下

发唱那首歌的指令，如此喇叭就能根据天气唱不同的歌。（可能会有一些时间的延迟，属于

正常现象） 

3.8 应用八：智能门铃(升级篇) 

（因钉钉自定义机器人目前在维护中，无法使用。预计 10 月底

才能正常使用，所以该应用无法使用钉钉推送消息） 

前几个应用，都是通过网页调试，或手机控制一个物理设备。那么两个物理设备，在不

同的主控上，如何通过阿里云实现控制？为此，我们特别推出了智能门铃这款应用，这款应

用需要你额外有块 FireBeetle Board-ESP32 主板。 

应用目标：一个按钮，一个喇叭，分别接在不同的 FireBeetle Board-ESP32 主控上，

要求按按钮，喇叭响，同时将信息“hello，门铃响了！”推送至钉钉。 

所需元件 

按钮 x1 

功放喇叭 x1 

FireBettle Board-ESP32 x2 

FireBettle Gravity 扩展板 x2 

智能手机 x1 

硬件连接 

 

把 FireBettle Gravity 扩展板直插在 FireBettle Board-ESP32 主板上，再把按钮接在扩

展板的 D2 数字引脚上，把功放喇叭接在另一扩展板的 A4 引脚，确保电源引脚、接地引脚

和信号引脚都连接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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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分析：通过前面应用的学习，智能门铃项目中有 2 个物理设备，我们需要创建 2

个设备，对于按钮来说，只需要上报属性至阿里云，门铃只需从阿里云下发指令。其次是创

建一个钉钉服务来关联按钮和喇叭。  

（因钉钉自定义机器人目前在维护中，无法使用。预计 10 月底

才能正常使用，所以该应用无法使用） 

制作步骤 

1.打开浏览器，输入网址 https://iot.aliyun.com,登录并进入物联网平台； 

2.创建一个名为智能门铃的产品，如下图所示，若产品创建成功，会自动出现在产品列

表中； 

 

3. 为智能门铃产品定义一个功能名为“门铃工作状态”和“按钮状态”的属性，自定

义产品标识符，配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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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为智能门铃添加 2 个名为 Button 和 speaker2 的设备，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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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将智能门铃产品导入智能家居管理项目中，如下图所示，首先进入创建的项目中。 

 

5.1，导入产品： 

 

  5.2，导入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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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选中左侧导航栏的推荐->服务开发,点击新建服务，根据页面提示，创建一个名为“智

能门铃”的服务，该服务的主要功能为：当阿里云平台检测到按钮被按下，则下发播放门铃

指令，让喇叭播放乐曲。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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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点击完成，进入服务编辑器。具体开发技巧请参考网址: 

https://linkdevelop.aliyun.com/studioservice-doc#index.html 

 点击左侧导航栏的节点，在节点列表中选择设备->设备触发，并将其拖动到服务画

布内，把这个设备触发节点改为按钮状态；右侧栏配置项分别选择“智能门铃”产品，选择

“Button”设备，并选择监听“属性或事件上报”上报，如下图所示： 

 

获取“按钮状态”节点的节点输出信息。“按钮状态”节点配置完成后，选中左侧节

点列表的功能->HTTP 返回，输出“选择上一节点”+“props.ButtonStatus.value”，点击

部署->启动->调试，如下图所示： 

 

在弹出的“在线调试”页面中选择某个参数，点击推送，回到服务开发页面，点击节点

日志，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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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一个“条件判断”节点，条件节点相当于一个 if-else 判断。选中左侧节点列表的功

能->条件节点，将其名称改为“按下按钮”，将其配置为同时满足所有条件，“上一个节点”

+“props.ButtonStatus.value”；>，静态数据，数值型，0。可以参考如何使用该节点？

->如何配置条件节点？ 

 

将“HTTP 返回”节点删除。添加设备->智能门铃，添加两个，一个与满足接口连接，

将其进行配置，智能门铃 0，控制设备选择 Speak2,设备动作执行，门铃工作状态选择静态

数据，布尔值，true,按钮状态选择静态数据，布尔值 true.，另一个与不满足接口连接。将

其进行配置，智能门铃 1，控制设备选择 Speak2,设备动作执行，门铃工作状态选择静态数

据，布尔值，false,按钮状态选择静态数据，布尔值，false.并将按钮状态、按下按钮、智

能门铃连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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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还需要将门铃响的信息推送至钉钉。 

选中消息->钉钉机器人节点并配置。若不知道如何配置钉钉机器人，可参考如何使用

该节点？->如何配置钉钉机器人节点？  

 a.获取 Webhook。在获取之前，你需要在钉钉群中，添加一个钉钉机器人(注意查看钉

钉机器人的 Webhook 时只能用电脑端的钉钉)，具体添加方法请参考如何使用该节点？->

如何配置钉钉机器人节点？最终获取的 Webhook，复制粘贴至右侧栏的 Webhook 处，如

下图所示： 

 

d. 上一个钉钉机器人，选择自定义，“text”作为消息类型，并在 content 的双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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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填入信息“hello,门铃响了”。 

 下一个钉钉机器人，选择自定义，“text”作为消息类型，并在 content 的双引号内

填入信息“hello”。 

 

 

 

点击设备触发节点的部署按钮，点击启动，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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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个名为“智能门铃”的服务就开发完毕了。 

8.Arduino 程序修改。点击文件->示例->DFRobot_Aliyun->SmartDoorBell_Button

项目，如下图所示： 

 

 配置 WiFi 名和密码。将程序中配置 WiFi 名和密码的部分(如下图所示）更换为可用

的 WiFi。 

 

 填写设备证书信息。获取设备 Button 的设备信息，如下图所示： 

 

将获取到的 Button 的设备证书信息，复制粘贴到如下图所示的程序模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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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换上报 Topic。在阿里云 IoT 上找到此应用创建的设备 Button 的 Topic 列表，如

下图所示，并将它替换到程序的 TOPIC 设置中： 

 

 

替换产品标识符。在设备管理的产品项，找到名为智能门铃的产品，点击查看，点击

功能定义，即可在自定义功能栏看到标识符，如下图所示，将其替换到程序中的产品标识符

即可。 

 

 

   编译上传至 FireBettle Board-ESP32 主板。选好开发板类型和端口号后，点击编译上

传即可将程序上传至 ESP32 主板。 

此时按钮设备成功与 Aliyun 平台上的 Button 设备关联。 

9 Arduino 程序修改，点击文件->示例->DFRobot_Aliyun->SmartDoorBell_Speaker 目，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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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 WiFi 名和密码。将程序中配置 WiFi 名和密码的部分(如下图所示）更换为可用

的 WiFi。 

 

 填写设备证书信息。获取设备 Speaker2 的设备信息，如下图所示： 

 

将获取到的 Speaker2 的设备证书信息，复制粘贴到如下图所示的程序模块中。 

 

 替换订阅 Topic。在阿里云 IoT 上找到此应用创建的设备 Speaker2 的 Topic 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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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所示，并将它替换到程序的 TOPIC 设置中： 

 

 

替换产品标识符。在设备管理的产品项，找到名为智能门铃的产品，点击查看，点击

功能定义，即可在自定义功能栏看到门铃工作状态的标识符，如下图所示，将其替换到程序

中的产品标识符即可。 

 

 

   编译上传至 FireBettle Board-ESP32 主板。选好开发板类型和端口号后，点击编译上

传即可将程序上传至 ESP32 主板。 

此时喇叭设备成功与 Aliyun 平台上的 Speaker 设备关联。 

    按下 2 块 ESP32 的复位键，一段时间后，按按钮，门铃

（喇叭）响了，钉钉接收到群机器人发来的消息：“hello，门

铃响了”，如下图所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