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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要

青莲云作为领先的物联网安全服务商，为了让开发者不必关心数据的加密传输、网络链

路的安全通信，适配了一系列 wifi、蓝牙、NB-IOT 模组。

青莲云提供不同平台的嵌入式 SDK，开发者可以通过简单的调试，立即拥有强大的后

端云能力，专注于具体业务研发。

2 软硬件准备

2.1 云平台账号

登录青莲云官网 https://www.qinglianyun.com/，注册、登录账号

https://www.qingliany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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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嵌入式 SDK

选择熟悉的硬件平台，到 https://www.qinglianyun.com/Home/Doc/index 下载相

应的 SDK。本文以 x86_64_LINUX 为例子。

https://www.qinglianyun.com/Home/Doc/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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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APP

2.3.1 调试 APP

到 https://www.qinglianyun.com/Home/Doc/mobdownload 下载调试 APP，安卓

或苹果版本都可以。本文以安卓为例。

https://www.qinglianyun.com/Home/Doc/mob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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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环境搭建

2.4.1 安装 VMware Workstation（或者其他虚拟机）

下载地址：

https://my.vmware.com/en/web/vmware/info/slug/desktop_end_user_comput

ing/vmware_workstation_pro/15_0?wd=&eqid=eab2e73c000d050b000000025d56

5b1a

2.4.2 使用虚拟机安装 ubuntu（本例子中使用 ubuntu16.04）

下载地址：

https://ubuntu.com/download

2.4.3 安装注意事项

1）虚拟机网卡使用桥接模式（以下是 VMware Workstation 设置）

2）关闭防火墙（下面指令为 ubuntu 命令）

sudo ufw disable

https://my.vmware.com/en/web/vmware/info/slug/desktop_end_user_computing/vmware_workstation_pro/15_0?wd=&eqid=eab2e73c000d050b000000025d565b1a
https://my.vmware.com/en/web/vmware/info/slug/desktop_end_user_computing/vmware_workstation_pro/15_0?wd=&eqid=eab2e73c000d050b000000025d565b1a
https://my.vmware.com/en/web/vmware/info/slug/desktop_end_user_computing/vmware_workstation_pro/15_0?wd=&eqid=eab2e73c000d050b000000025d565b1a
https://ubuntu.com/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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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品开发

3.1 新建产品

进入青莲云控制台，添加一个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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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添加功能点

点击“产品功能”，添加功能点。添加功能点完成后，记录功能点的编号，后面做设备

端开发时会用到相应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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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为设备 demo 测试使用的功能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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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设备开发

3.3.1 获取产品 ID 及秘钥

到“产品概览”中查看创建的产品 ID 及产品密钥，这是确保设备能够合法入网的标识

符，需要写到设备端的代码中，记录下这两个值。

3.3.2 修改源码

解压下载好的嵌入式 SDK 压缩包，可以看到 SDK 的文件结构如下，SDK 实现的功能

及各接口的调用方法可以参考《青莲云嵌入式 SDK 开发使用文档.pdf》，这里不再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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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修改 1 个文件

 main.c

main.c 起始位置有对产品 ID 和产品秘钥的定义，替换成 3.3.1 节从官网获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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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数据节点上报代码，具体请参考《青莲云嵌入式 SDK 开发使用文档.pdf》

在 iot_interface.h 中，设置对应的数据点 ID ，数据点 ID 由 3.2 节从数据点创建生成

下图为数据点数据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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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数据下发处理 具体请参考《青莲云嵌入式 SDK 开发使用文档.pdf》

在 iot_interface.c 中,下图定义数据点的注册和回调函数

3.3.5 设备 OTA 升级

请参考官网文档

3.3.6 设备热补丁升级

请参考官网文档

http://document.qinglianyun.com/doc/qing-lian-yun-ota-sheng-ji-cao-zuo-liu-cheng.html
http://document.qinglianyun.com/doc/qing-lian-yun-chuan-kou-tong-xin-xie-yi/qing-lian-yun-re-bu-ding-sheng-ji-cao-zuo-liu-che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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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 设备启动

可以查看设备的 log，已经上线成功。

在云平台也可以查到上线的设备

点击上图的 mac 地址可以查看设备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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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功能调试

4.1 创建应用

不同的 APP 可以绑定、控制不同的产品，青莲云对此功能做了权限控制。此功能适用

于同一个厂商开发了多款 APP，比如 APP1 可以控制某款插座，APP2 可以控制某款空调。

应用授权即给予 APP（应用）对某产品的控制权。

1) 进入控制台，点击“授权管理”。

2) 选择需要授权的 APP，如还未添加，请先添加应用 APP。

3) 添加应用时可以勾选该应用可控制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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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存后可以看到添加了一款 APP

APP ID 及 APP Token 用于标示 APP，后面我们会用到；

包含产品是上一个步骤勾选过的产品，即此 APP 可控制的产品；

二维码包含了 APP ID 和 APP Token 及一些其他信息；

当需要添加或删除包含的产品时，可以选择编辑该应用。

4.2 APP 登录

1) 打开调试 APP，首先输入 APP ID 和 APP Token，可以手动输入到文本框，也可以通

过右上角扫码，扫描上一个步骤提到的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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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手机号或微信注册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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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设备绑定

4.3.1 wifi 设备/有线设备

此类设备由 MAC 地址作为设备标识符，支持局域网、扫码两种方式进行设备绑定

 局域网绑定

手机要连接到 wifi 路由器上，与设备在同一局域网中

添加设备，输入 wifi 路由器的 SSID 和密码



北京方研矩行科技有限公司

绑定成功，可以在“我的设备”找到绑定的设备，左侧的小绿点表示设备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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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码绑定

需要提供设备 MAC 地址对应的二维码，可以到在线生成二维码的网站生成二维码，本

文使用的是 https://cli.im/来生成，比如要生成 MAC 地址为 00:0c:29:b0:96:a5 的二

维码

注意生成二维码时，MAC 地址要加冒号作为间隔符。接着可以扫描生成的二维码进行

绑定设备。

https://cli.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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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2G/3G/4G/NB-IOT 设备

此类设备由设备的 IMEI 码作为设备标识符，仅支持扫码方式进行设备绑定

a) 扫码绑定

需要提供设备 IMEI 码对应的二维码，可以到在线生成二维码的网站生成二维码，本文

使用的是 https://cli.im/来生成，比如要生成 IMEI 为 866855031888159 的二维码

注意生成二维码时，直接输入设备的 IMEI 码生成即可。接着可以扫描生成的二维码进

行绑定设备。

https://cli.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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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设备调试

在“我的设备”找到已经绑定的设备，点击右上角“设备通信”，可以看到此设备支持的指

令，选择“开关”指令，点击“发送”，可以看到设备已经收到相应命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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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在收到开启/关闭指令后，先执行硬件操作，接着把开启/关闭状态回传至云端。

APP 把收到设备回复的数据，及收到数据的时间点打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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