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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入门

快速开始
最近更新时间：2021-09-10 14:06:47

为了更好地帮助用户入门，我们推荐用户在第一次使用 IoT Hub 时使用 MQTT.fx 接入。以下是接入指南：

为了更好地介绍腾讯云物联网通信的功能，我们构建了一个简单的智能家居 Demo。应用场景包括：

Demo 涉及物联网通信的功能包括：

开发者可参考该 Demo，定制化实现自己的需求。

MQTT.fx 接入指南

如果您需要使用除中国大陆以外的其它站点，我们推荐您参考 设备接入地域说明  选择合适的站点接入。

场景一：门设备与空调设备进行联动，通过门监测住户入门与离开的行为，通知空调运作与停止运作。

场景二：介绍用户如何通过 App 设置空调温度、查询空调的能耗。

消息的发布与订阅。

基于设备影子的状态上报和配置下发。

基于规则引擎的设备消息互通。

Demo 内容

场景一 设备互通

场景二 设备状态上报与状态设置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34/1463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34/6122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34/1191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34/1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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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QTT.fx 接入指南
最近更新时间：2023-02-28 10:03:42

操作场景

MQTT.fx 是目前主流的 MQTT 桌面客户端，它支持 Windows、 Mac、Linux 操作系统，可以快速验证是否

可与 IoT Cloud 进行连接，并发布或订阅消息。更多 MQTT 协议介绍请参见 MQTT 协议介绍 。本文档主要介绍 

MQTT.fx 如何与腾讯云 IoT Cloud 交互。本文以 MQTT.fx 1.7.0 for Mac 版本为例。

操作步骤

连接 IoT Cloud

1. 打开 MQTT.fx 下载页面 ，找到适合的版本，下载并安装 MQTT.fx 客户端。

2. 打开 MQTT.fx 客户端程序，单击设置。

3. 进入设置页面，并单击 “+”，创建一个新的配置文件。 

 

4. 填写 Connection Profile 相关信息和 General 信息。 

https://mcxiaoke.gitbooks.io/mqtt-cn/content/mqtt/01-Introduction.html
http://mqttfx.jensd.de/index.php/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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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5. 填写 User Credentials 信息。

参数 说明

Profile Name 配置文件保存为的名称。

Broker Address
MQTT 服务器连接地址，详情参考 设备接入地域说明 ，域名中 PRODUCT_

自动生成的产品 ID，例如：9****ZW2EZ.iotcloud.tencentdevices.com

Broker Port MQTT 服务器连接端口，证书认证型端口：8883；密钥认证型：1883。

Client ID
MQTT 协议字段，按照物联网通信约束填入：产品 ID + 设备名，例如："9****

9****ZW2EZ 是产品 ID，gate_dev01 是设备名。

Connection 

Timeout
连接超时时间秒。

Keep Alive Interval 心跳间隔时间秒。

Auto Reconnect 断网自动重连。

User Name：MQTT 协议字段，按照物联网通信约束填入：

${productId}${deviceName};${sdkappid};${connid};${expiry} 。（创建完产品即可在产品列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34/6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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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可选）证书认证： 选择开启“SSL/TLS”，勾选“Self signed Certificates”，上传相关内容。 

 

文件说明

表页和产品详情页查看 productId ）

如："KXUCF9GJ9Hdev_01;12010126;d718d;1685203200"。

Password：Password 必须填写。

证书认证：由于 mqtt.fx 默认将密码标志位设为 true，所以需要填写一个任意的非空字符串作为密

码，否则无法连接到物联云通信后台。而实际接入物联云后台时，鉴权是根据证书认证，此处随机填写

的密码不会作为接入凭证。

密钥认证：用户可进入 Hub 相应设备列表查看获取（具体页面见下方密钥认证步骤），也可以按照文

档 手动生成 Password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34/32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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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可选）密钥认证： 

 

文件 说明

CA File 根证书，单击 ca.crt  链接下载文件。

Client Certificate 

File
客户端证书文件，即设备证书，在证书认证产品中创建设备时下载，详情请查看

Client Key File 客户端密钥文件，即设备密钥，在证书认证产品中创建设备时下载，详情请查看

PEM Formatted
由于物联网通信根证书、设备证书、设备密钥均由 openssl 生成使用 PEM 格

所以不识别 PEM 证书，这里需要勾选由该客户端自动转换为 Java 识别的 JK

https://main.qcloudimg.com/raw/9aa774ea8c09f98811df361c741df38c/ca.c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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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可进入控制台获取对应设备的 username，password。 

 

8. 完成以上步骤设置后，单击 Apply > OK 进行保存，并在配置文件框中选择刚才创建的文件名，单击 

Connect。

9. 当右上角圆形图标为绿色时，说明已连接 IoT Cloud 成功，可进行发布和订阅操作。 

 

发布消息

选择客户端 Publish Tab，输入主题名称、Qos 等级，单击 Publish 进行发布。发布结果可通过 云日志  查询。 

订阅主题

选择客户端 Subscribe Tab，输入主题名称、Qos 等级，单击 Subscribe 进行主题订阅，订阅结果可通过 云

日志  查询。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34/1444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34/1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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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一：设备互通

场景概览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14 16:36:38

背景信息

假设一个智能家居的场景（非实际产品，仅用于阐述物联网通信功能），如需实现如下图功能，您可以参考本文档

进行操作。

解决方案

基于腾讯物联网通信，我们可以通过 SDK 创建两类智能设备（Door、AirConditioner），基于设备间的消息和

规则引擎实现设备之间的联动，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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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airConditioner1 不可以通过直接订阅 door1 的 update 消息来完成消息通信，原因请参考 功能组件-

权限管理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34/11915#4.-.E6.9D.83.E9.99.90.E7.AE.A1.E7.9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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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台操作步骤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14 16:37:18

创建门产品和设备

1. 登录 物联网通信控制台 ，单击左侧菜单栏产品列表。

2. 进入产品列表页，单击创建新产品。

3. 创建产品（Door）并根据需要选择认证方式，输入产品描述，单击确定。 

 

4. 创建成功后，可以查看产品的基本信息。

5. 单击进入（Door）产品，选择设备列表子页面，创建设备（door1）。

注意：

认证方式说明参见 设备接入准备 。

数据格式选择自定义时，会出现无法解析的情况，即出现乱码。遇到此类情况，建议重新创建产

品，选择数据格式为 JSON 类型。

注意：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iotclou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34/14442#.E6.93.8D.E4.BD.9C.E6.AD.A5.E9.AA.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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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击管理，可查询设备详情。

创建空调产品和设备

1. 登录 物联网通信控制台 ，单击左侧菜单栏产品列表。

2. 进入产品列表页，单击创建新产品。

3. 创建空调产品（AirConditioner），并根据需要选择认证方式，输入产品描述，单击确定。 

在非对称加密类型下创建设备会返回设备密钥，此密钥用于设备通信，并且不会在物联网通信后台存

储，请妥善保管。

证书认证类型：

  

密钥认证类型：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iot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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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创建成功后，可以查看产品的基本信息。

5. 在设备列表下，创建设备（airConditioner1）。

6. 单击管理，可查询设备详情。 

 

查询设备详情页面，设备证书、设备私钥用于 MQTT 的 TLS 非对称加密；对称密钥用于对称加密通信（两种

通信方式差别请参考 功能组件 > 设备接入 ）。

注意：

以上资源的创建可通过 restAPI 由后台创建，具体请参见 API 概览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34/11915#2.-.E8.AE.BE.E5.A4.87.E6.8E.A5.E5.85.A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34/12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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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规则引擎

1. 登录 物联网通信控制台 ， 选择左侧菜单规则引擎。

2. 进入规则引擎页面，单击创建规则，填入规则名称后，单击确定。

3. 创建成功后，即可自动进入规则详情页面。 

规则名称：支持英文、数字、下划线的组合，最多不超过32个字符。（名称新建后无法修改，请谨慎填

写。）

规则描述：0 - 256个字的描述，可修改。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iot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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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您可以编写不同的转发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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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端操作步骤
最近更新时间：2021-09-17 15:00:42

下载 SDK

SDK 下载方式请参考 SDK 下载 。

编译运行 C SDK 示例

C SDK 示例程序：

以密钥认证设备为例，在 Linux 环境编译运行设备互通的示例程序。

1. 编译 SDK

修改 CMakeLists.txt，确保以下选项存在：

执行以下脚本编译：

示例输出 aircond_shadow_sample 和 door_mqtt_sample 位于 output/release/bin 文件夹中。

2. 填写设备信息

将上面创建的 airConditioner1 设备的设备信息，填写到一个 JSON 文件 aircond_device_info.json 中。

samples/scenarized/door_mqtt_sample.c 是门设备基于 MQTT 协议相关逻辑代码。

samples/scenarized/aircond_shadow_sample.c 是空调设备基于 MQTT 协议相关逻辑代码。

set BUILD_TYPE                   "release"

set COMPILE_TOOLS                "gcc"  

set PLATFORM                  "linux"

set FEATURE_MQTT_COMM_ENABLED ON

set FEATURE_MQTT_DEVICE_SHADOW ON

set FEATURE_AUTH_MODE "KEY"

set FEATURE_AUTH_WITH_NOTLS OFF

set FEATURE_DEBUG_DEV_INFO_USED  OFF

( )

( )

( )

( )

( )

( )

( )

( )

/cmake_build sh . .

"auth_mode":"KEY"  

"productId":"GYT9V6D4AF"

"deviceName":"airConditioner1"  

,

,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34/11928


物联网通信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8 共30页

再将 door1 设备的设备信息，填写到另一个 JSON 文件 door_device_info.json 中。

3. 执行 aircond_shadow_sample 示例程序

在 aircond_shadow_sample 的代码里面， _register_subscribe_topics 实现了对主题 

/{productID}/{deviceName}/control 的订阅，并且注册对应的回调处理函数。收到该 topic 消息后，判断消

息内容是 “come_home” 或者 “leave_home” 而分别让 airConditioner 开启或者关闭。

_simulate_room_temperature 则简单模拟了下室内温度的变化和 airConditioner 的能耗。用户也可以实现

其他自定义逻辑。

因为设备互通场景涉及到两个 sample 同时运行，可以先在当前终端 console 运行空调示例，可以看到示例订阅

了主题，然后就处于循环等待状态，空调的初始状态是 close 关闭状态：

"key_deviceinfo":     

        "deviceSecret":"vXeds12qazsGsMyf5SMfs6OA6y"

{

}

"auth_mode":"KEY"  

"productId":"S3EUVBRJLB"

"deviceName":"door1"  

"key_deviceinfo":     

        "deviceSecret":"i92E3QMNmxi5hvIxUHjO8gTdg"

,

,

,

{

}

 /output/release/bin/aircond_shadow_sample -c /device_info json

INF|2019-09-16 23:25:17|device c|iot_device_info_set 67 : SDK_Ver: 3.1.0  Product_ID: 

GYT9V6D4AF  Device_Name: airConditioner1

INF|2019-09-16 23:25:19|mqtt_client c|IOT_MQTT_Construct 125 : mqtt connect with : Nh9Vc 

success

DBG|2019-09-16 23:25:19|mqtt_client_subscribe c|qcloud_iot_mqtt_subscribe 138 : 

topicName=$shadow/operation/result/GYT9V6D4AF/airConditioner1|packet_id=56171

DBG|2019-09-16 23:25:19|shadow_client c|_shadow_event_handler 63 : shadow subscribe 

success  packet-id=56171

INF|2019-09-16 23:25:19|aircond_shadow_sample c|event_handler 96 : subscribe success  

packet-id=56171

INF|2019-09-16 23:25:19|shadow_client c|IOT_Shadow_Construct 172 : Sync device data 

successfully

INF|2019-09-16 23:25:19|aircond_shadow_sample c|main 256 : Cloud Device Construct 

Success

DBG|2019-09-16 23:25:19|mqtt_client_subscribe c|qcloud_iot_mqtt_subscribe 138 : 

topicName=GYT9V6D4AF/airConditioner1/control|packet_id=56172

. . .

. ( ) ,

,

. ( ) id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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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执行 door_mqtt_sample 示例程序，模拟回家事件

打开另一个终端 console，运行门的示例，根据程序启动参数"-t airConditioner1 -a come_home"，可以看

到示例往 /{productID}/{deviceName}/event 主题发送了 JSON 消息 {"action": "come_home", 

"targetDevice": "airConditioner1"}，表示将回家的消息通知目标设备 airConditioner1。

5. 观察空调设备的消息接收，模拟消息响应

观察 aircond_shadow_sample 的打印输出，可以看到已经收到由云端转发的 door1 发送的回家消息，并且将

状态 state 由"close"转为"open"，室温 currentTemperature （往缺省配置温度调整）与能耗

energyConsumption 也有相关动态变化。

DBG|2019-09-16 23:25:19|shadow_client c|_shadow_event_handler 63 : shadow subscribe 

success  packet-id=56172

INF|2019-09-16 23:25:19|aircond_shadow_sample c|event_handler 96 : subscribe success  

packet-id=56172

INF|2019-09-16 23:25:19|aircond_shadow_sample c|main 291 : airConditioner state: close

INF|2019-09-16 23:25:19|aircond_shadow_sample c|main 292 : currentTemperature: 

32.000000  energyConsumption: 0.000000

. ( )

,

. ( ) ,

. ( )

. ( )

,

/output/release/bin/door_mqtt_sample -c  /output/release/bin/device_info json -t 

airConditioner1 -a come_home

INF|2019-09-16 23:29:11|device c|iot_device_info_set 67 : SDK_Ver: 3.1.0  Product_ID: 

S3EUVBRJLB  Device_Name: door1

INF|2019-09-16 23:29:11|mqtt_client c|IOT_MQTT_Construct 125 : mqtt connect with : d89Wh 

success

INF|2019-09-16 23:29:11|door_mqtt_sample c|main 229 : Cloud Device Construct Success

DBG|2019-09-16 23:29:11|mqtt_client_publish c|qcloud_iot_mqtt_publish 329 : publish topic 

seq=46683|topicName=S3EUVBRJLB/door1/event|payload= "action": "come_home"  

"targetDevice": "airConditioner1"

INF|2019-09-16 23:29:11|door_mqtt_sample c|main 246 : Wait for publish ack

INF|2019-09-16 23:29:11|door_mqtt_sample c|event_handler 81 : publish success  packet-

id=46683

. . .

. ( ) ,

,

. ( ) id

. ( )

. ( )

{ ,

}

. ( )

. ( ) ,

INF|2019-09-16 23:29:11|aircond_shadow_sample c|main 291 : airConditioner state: close

INF|2019-09-16 23:29:11|aircond_shadow_sample c|main 292 : currentTemperature: 

32.000000  energyConsumption: 0.000000

INF|2019-09-16 23:29:12|aircond_shadow_sample c|on_message_callback 140 : Receive 

Message With topicName:GYT9V6D4AF/airConditioner1/control  payload:

"action":"come_home" "targetDevice":"airConditioner1"

INF|2019-09-16 23:29:12|aircond_shadow_sample c|main 291 : airConditioner state: open

INF|2019-09-16 23:29:12|aircond_shadow_sample c|main 292 : currentTemperature: 

31.000000  energyConsumption: 1.000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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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Android SDK 示例程序

实现 Android SDK 门示例程序

Door.java   是门设备类，请先填入之前创建产品和设备步骤中得到的 PRODUCT_ID, DEVICE_NAME，

DEVICE_CERT_NAME 和 DEVICE_KEY_NAME，并将设备证书、设备私钥文件放置在 assets 目录中：

1. 在 enterRoom() 对 MQTT 连接实例进行判空检查，若为空，则进行初始化操作，并发起连接 connect()；

若不为空，则判断连接是否有效，有效则发布 event 主题。 

2. 作为样例，根据用户执行程序时，指定的 action（come_home 或者 leave_home）和 

targetDeviceName（需要中转到的设备名） 参数值，对消息的内容组装和发布。用户可自行组织消息内容和 

topic，执行自己的发布消息逻辑。

实现 Android SDK 空调示例程序

Airconditioner.java  是空调设备类，与 实现 Android-SDK 门示例程序  一样，需先填入产品和设备相关信

息。

/**

 * 产品ID

 */

private static final String PRODUCT_ID = "YOUR_PRODUCT_ID"

/**

 * 设备名称

 */

protected static final String DEVICE_NAME = "YOUR_DEVICE_NAME"

/**

 * 密钥

 */

private static final String SECRET_KEY = "YOUR_DEVICE_PSK"

/**

 * 设备证书名

 */

private static final String DEVICE_CERT_NAME = "YOUR_DEVICE_NAME_cert.crt"

/**

 * 设备私钥文件名

 */

private static final String DEVICE_KEY_NAME = "YOUR_DEVICE_NAME_private.key"

;

;

;

;

;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iot-device-java/blob/master/hub/hub-android-demo/src/main/java/com/tencent/iot/hub/device/android/app/scenarized/Door.java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iot-device-java/blob/master/hub/hub-android-demo/src/main/java/com/tencent/iot/hub/device/android/app/scenarized/Airconditioner.java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34/11913#.E9.85.8D.E7.BD.AE-android-sdk-.E7.A4.BA.E4.BE.8B.E7.A8.8B.E5.BA.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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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Airconditioner 的构造方法中对 MQTT 连接实例进行初始化并发起连接 connect()。

2. MQTT 连接成功后，订阅 control 主题。

运行示例程序

1. 单击 Android Studio Run 的 App 按钮，并安装 Demo。

2. 切换底部 Tab ，进入设备互通 Fragment，观察 Demo 及 logcat 中日志信息，以下为 logcat 中日志信

息： 

airConditioner1 连接 IoT 并订阅主题

3. 单击进门，连接 IoT 并发布 control 主题，对应 message 为：

4. 观察 Demo 及 logcat 中日志信息，以下为 logcat 日志信息：

com qcloud iot I/com.qcloud.iot.mqtt.TXMqttConnection: Start connecting to 

://connect iot qcloud com:8883

com qcloud iot I/com.qcloud.iot.mqtt.TXMqttConnection: onSuccess!

com qcloud iot I/IoTEntryActivity: connected to ://connect iot qcloud com:8883

com qcloud iot I/com.qcloud.iot.mqtt.TXMqttConnection: Starting subscribe topic: 

******/airConditioner1/control

com qcloud iot I/IoTEntryActivity: onSubscribeCompleted  subscribe success

. .

ssl . . .

. .

. . ssl . . .

. .

. . ,

"{\"action\": \"come_home\", \"targetDevice\": \"airConditioner1\"}"

door1 连接 IoT

com qcloud iot I/com.qcloud.iot.mqtt.TXMqttConnection: Start connecting to 

://connect iot qcloud com:8883

com qcloud iot I/com.qcloud.iot.mqtt.TXMqttConnection: onSuccess!

com qcloud iot I/IoTEntryActivity: connected to ://connect iot qcloud com:8883

. .

ssl . . .

. .

. . ssl . . .

door1 发布主题（come_home）

com qcloud iot I/com.qcloud.iot.mqtt.TXMqttConnection: Starting publish topic: 

******/door1/event Message: "action": "come_home"  "targetDevice": 

"airConditioner1"

. .

{ ,

}

airConditioner1 接收到经规则引擎转发过来的主题

com qcloud iot I/com.qcloud.iot.mqtt.TXMqttConnection: Received topic: 

******/airConditioner1/control  messag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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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出门，发布 control 主题，对应 message 为：

6. 观察 Demo 及 logcat 中日志信息，以下为 logcat 日志信息：

"action":"come_home" "targetDevice":"airConditioner1"

com qcloud iot D/IoTEntryActivity: receive command: open  count: 1

{ , }

. . airconditioner,

"{\"action\": \"leave_home\", \"targetDevice\": \"airConditioner1\"}"

door1 发布主题（leave_home）

com qcloud iot I/com.qcloud.iot.mqtt.TXMqttConnection: Starting publish topic: 

******/door1/event Message: "action": "leave_home"  "targetDevice": 

"airConditioner1"

. .

{ ,

}

airConditioner1 接收到经规则引擎转发过来的主题

com qcloud iot I/com.qcloud.iot.mqtt.TXMqttConnection: Received topic: 

******/airConditioner1/control  message: 

"action":"leave_home" "targetDevice":"airConditioner1"

com qcloud iot D/IoTEntryActivity: receive command: close airconditioner  count: 2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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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二：设备状态上报与状态设置

场景概览
最近更新时间：2021-09-10 14:07:11

操作场景

假设一个智能家居的场景（非实际产品，仅用于阐述物联网通信功能），如果需实现设置设备及上报设备情况，本

文档指导您如何设置设备目标温度和设备上报状态信息。

设置设备目标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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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后台通过物联网通信提供的云 API 接口，更新设备影子的配置属性，设备注册相关属性和关联对应的回调函数

执行本地配置更新处理。

通过云 API 操作设备影子的相关接口案例实现，请下载 iotcloud_RestAPI_python.zip ，用户需根据《 

RestAPI 操作说明》配置个人信息。通过修改 RestAPI 文件夹下 airConditionerCtrl.py 参数实现自定义功

能。

设备上报状态信息

您可以观看以下视频了解腾讯云物联网通信的设备状态上报与状态设置：

https://mc.qcloudimg.com/static/archive/c6b492abe009de1c47b91b8bfd93c7d2/iotcloud_RestAPI_python.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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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通过上报自身状态数据到设备影子，家电管理后台通过 restAPI 接口直接从设备影子获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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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上报状态信息
最近更新时间：2021-09-10 14:07:14

C SDK 操作步骤

程序实现

作为样例，SDK 代码 sample/scenarized/aircond_shadow_sample_v2.c 里面，通过下面函数调用 

IOT_Shadow_Update 对能耗状态上报到设备影子。并且注册相应的回调函数处理设备影子的回应。用户可在此

自定义上报属性。

程序编译与执行

1. 执行 ./aircond_shadow_sample_v2，注意如果用 MQTT 非对称加密方式，请保证根证书和设备证书和设

备密钥文件在 ../../certs 上层目录下。

2. 调用 restAPI 相关接口获取 shadow 的状态数据，具体操作详见“查询获取设备信息”，同时观察示例程序输

出日志： 

 

3. 执行 ./door_mqtt_sample come_home/leave_home airConditioner1，door1 与 

airConditioner1 通信通过规则引擎驱动 airConditioner1 开启运作。能从日志观察能耗和室温相关的上报变

化，再次通过 restAPI 获取 shadow 数（具体操作如第2步所示）： 

 

可见当 airConditioner1 运作后，空调能耗被动态上报到了 shadow 中，可顺利通过 restAPI 查询获取数

据。

Android SDK 操作步骤

程序实现

请参照 Android SDK 操作步骤 - 程序实现  中功能说明。

程序编译与执行

请参照 Android SDK 操作步骤 - 程序编译与执行  中功能说明。

_do_report_energy_consumption

IOT_Shadow_Update

(...)

...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34/11914#android-sdk-.E6.93.8D.E4.BD.9C.E6.AD.A5.E9.AA.A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34/11914#android-sdk-.E6.93.8D.E4.BD.9C.E6.AD.A5.E9.AA.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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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获取设备信息

调用 restAPI 接口 GetDeviceShadow  可获取到 shadow 的状态数据，用于 App 展示设备能耗状态。 

restAPI 请求参数： deviceName=airConditioner1, productName=AirConditioner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34/12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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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设备目标温度
最近更新时间：2021-09-10 14:07:17

C SDK 操作步骤

程序实现

1. 设备影子相关使用 sample/scenarized/aircond_shadow_sample_v2.c 的代码逻辑。它在 

sample/scenarized/aircond_shadow_sample.c 添加如下逻辑：

2. 作为样例，SDK 内部调用 IOT_Shadow_Register_Property 对 shadow 的配置类属性和回调函数进行绑

定。当 shadow 有该属性的配置变更时候，SDK 底层会执行相应的回调处理。这里注册了 shadow 里面 

“temperatureDesire” 字段，意味着当 App 对设备影子设置目标温度的时候，能通过回调函数更正本地的

配置数据，调整期望温度。用户可实现自定义的配置型属性监听和回调绑定。

程序编译与执行

1. 在 SDK 程序根目录下执行 make，编译得到 aircond_shadow_sample_v2 可执行程序。

2. 在目录 ./output/release/bin 下执行 ./aircond_shadow_sample_v2，注意如果用 MQTT 非对称加密

方式，请保证根证书、设备证书和设备密钥文件在 ../../certs 上层目录下。

3. 在目录 ./output/release/bin 下执行 ./door_mqtt_sample come_home airConditioner1，让 

airConditioner 处于运作状态。

4. 调用 restAPI 模拟家电管理后台发布目标温度配置，具体操作详见发布设备目标温度配置，同时观察示例程序输

出日志： 

从输出的日志中，可以看到 on_temperature_actuate_callback 函数被调用，表示收到 shadow 下发的 

delta topic，然后执行更新本地的设定温度操作 modify desire temperature to: 10.000000 。

rc = _register_config_shadow_property();

    INF|2018-01-11 20:52:50|aircond_shadow_sample_v2 c|main 377 : Cloud Device 

Construct Success

    INF|2018-01-11 20:52:50|aircond_shadow_sample_v2 c|main 389 : Cloud Device 

Register Delta Success

. ( )

. ( )

    INF|2018-01-11 

21:04:31|aircond_shadow_sample_v2 c|on_temperature_actuate_callback 181 : actuate 

callback jsonString=10 "desired": "temperatureDesire":10 "reported":

"energyConsumption":0.0 "timestamp":1515675847609 "version":5 "result":0 "timestamp

    INF|2018-01-11 

21:04:31|aircond_shadow_sample_v2 c|on_temperature_actuate_callback 184 : modify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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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 airConditioner1 输出日志，可见配置操作生效，airConditioner 调节本地的配置温度。

Android SDK 操作步骤

程序实现

ShadowSample.java  是设备影子类，主要功能有：

1. 建立 Shadow 连接：connect()，内部调用 TXShadowConnect 的 connect() 接口。

2. 断开 Shadow 连接：closeConnect()，内部调用 TXShadowConnection 的 disconnect() 接口。

3. 注册设备属性：registerProperty()，内部调用 TXShadowConnection 的 registerProperty() 接口。

4. 获取设备影子：getDeviceShadow(), 内部调用 TXShadowConnection 的 get() 接口。

5. 定时更新设备影子：loop()，内部调用 TXShadowConnection 的 update() 接口。

程序编译与执行

在运行 App 前，请先填入之前创建产品和设备步骤中得到的 PRODUCT_ID, DEVICE_NAME，

DEVICE_CERT_NAME 和 DEVICE_KEY_NAME，并将设备证书、设备私钥文件放置在 assets 目录中：  

desire temperature to: 10.000000

    INF|2018-01-11 21:04:31|aircond_shadow_sample_v2 c|on_request_handler 123 : 

Method=GET|Ack=ACK_ACCEPTED

    INF|2018-01-11 21:04:31|aircond_shadow_sample_v2 c|on_request_handler 124 : 

received jsonString= "clientToken":"EJSKHKIS1M-0" "payload": "metadata": "delta":

"temperatureDesire": "timestamp":1515675847609 "desired": "temperatureDesire":

"timestamp":1515675847609 "reported": "energyConsumption":

"timestamp":1515674881485 "state": "delta": "temperatureDesire":10 "desired":

"temperatureDesire":10 "reported":

"energyConsumption":0.0 "timestamp":1515675847609 "version":5 "result":0 "timestam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产品ID

 */

private static final String PRODUCT_ID = "YOUR_PRODUCT_ID"

/**

 * 设备名称

 */

protected static final String DEVICE_NAME = "YOUR_DEVICE_NAME"

/**

 * 密钥

 */

private static final String SECRET_KEY = "YOUR_DEVICE_PSK"

;

;

;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iot-device-java/blob/master/hub/hub-android-demo/src/main/java/com/tencent/iot/hub/device/android/app/shadow/ShadowSample.j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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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填入设备相关信息后，即可运行 Demo，单击 Android Studio Run App 按钮安装运行 Demo。

2. 切换底部 Tab 到设备影子 Fragment，便可操作 Shadow 相关功能。

3. 各功能均有对应的操作按钮，单击相应按钮，观察 Demo 及 logcat 日志输出。

4. restAPI 接口操作说明，若为发布目标温度配置详见 发布目标温度配置 ；若为查询获取设备信息详见 查询获取

设备信息 。

发布目标温度配置

调用 restAPI 接口 UpdateDeviceShadow  模拟家电管理后台发布目标温度配置， 

restAPI 请求参数：

deviceName=airConditioner1, state={"desired" : {"temperatureDesire": 10}}, 

productName=AirConditioner

, 期望调整控制温度为 10°。

/**

 * 设备证书名

 */

private static final String DEVICE_CERT_NAME = "YOUR_DEVICE_NAME_cert.crt"

/**

 * 设备私钥文件名

 */

private static final String DEVICE_KEY_NAME = "YOUR_DEVICE_NAME_private.key"

;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34/11914#.E5.8F.91.E5.B8.83.E7.9B.AE.E6.A0.87.E6.B8.A9.E5.BA.A6.E9.85.8D.E7.BD.A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34/11914#.E6.9F.A5.E8.AF.A2.E8.8E.B7.E5.8F.96.E8.AE.BE.E5.A4.87.E4.BF.A1.E6.81.A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34/120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