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iCloud2.0 Android Demo App源码快速使用指南

一：项目目录

主要介绍界面：

MainActivity: 控制设备列表，获取设备信息。

EspControlActivity: 控制设备界面，对 ESP设备进行透传传输数据。

其他界面：

Common(package): 主要包含用户登录，注册账号，重置密码，欢迎界面。

Fragment(package): 主要为设备列表页面，用户信息页面。

usercenter(package) : 主要为个人信息。

AddDeviceActivity 与 ConnectActivity 为配网界面。

使用 SDK所需要的依赖库

compile files('libs/libDevicexx.jar')

compile files('libs/javastruct-0.1.jar')

compile 'com.google.code.gson:gson:2.8.0'



compile 'com.koushikdutta.async:androidasync:2.1.9'

compile 'com.koushikdutta.ion:ion:2.1.9'

compile 'org.eclipse.paho:org.eclipse.paho.client.mqttv3:1.1.0'

配置信息说明

static {

CommConfig.NETWORK_URL = "http://api.ai-thinker.com:4567/v1/";

CommConfig.ACCESS_SECRET = "e09045baa3736cdb6647acb51f463d8f";

CommConfig.ACCESS_KEY = "046765cdf54855aefd74a87377eb4389";

CommConfig.VENDOR_ID = "3zH4prqPRfDd5qPNrA2aV9";

CommConfig.APPNAME = "AiSmart";

CommConfig.MESSAGE_CODE_TIMEOUT = 300;

}

配置信息建议写到 Application类中

二：设备列表界面(MainActivity) 说明

1：刷新动作

刷新列表主要包括：a.监听刷新操作 b.向服务器获取设备列表 c.发现设备 d.部署设备

e.建立MQTT连接。

a.监听刷新操作

b.向服务器获取设备列表



请求参数

参数 类型 必须 默认 说明

user_token String 是 无 用户 token，有过期时间，用户

登录时获得

callback Call Back 是 无 请求成功的接口回调

返回参数

参数 类型 说明

deviceId String 设备 id

devicePassword String 设备密码

productId String 产品 id（判断设备类型）

status String 设备在线离线状态（“0”：离线，“1”：在线）



参数 类型 说明

server String 设备服务器地址

deviceName String 设备名

logo String 设备 logo

productName String 产品名

c.发现设备(局域网广播发现设备)

请求参数

参数 类型 必须 默认 说明

callback CallBack 是 无 请求成功的接口回调

返回参数

参数 类型 说明

productId String 产品 Id

deviceId String 设备 Id

mac String 设备 mac

deviceHost String 设备 Ip



参数 类型 说明

devicePort String 设备端口

d.部署设备

请求参数

参数 类型 必须 默认 说明

user_token String 是 无 用户 token，有过期时间

callback Callback 是 无 部署成功接口回调

context Context 是 无 上下文对象

返回参数

参数 类型 说明

server String 设备所连接服务器地址

username String （用户昵称）

password String 用户密码（加密后）

pubkey String

pubVersion String 硬件固件版本



e.建立MQTT连接，获取广域网的设备信息。

请求参数

参数 类型 必须 默认 说明

serverUrl String 是 无 MQTT请求地址，用户部署时返

回，用户部署，绑定设备，获得

绑定设备中可以获得该地址。

username String 是 无 登录 MQTT时的用户名，在部署

时可获得

password String 是 无 登录 MQTT时的用密码，在部署

时可获得

user_id String 是 无 用户 ID，用户登录时返回，用户

登录时可以获得

uuid String 是 无 用户第一次登录设备时生成，详

见特殊说明，uuid说明

callback

（JsonObjec

t）

CallBack 是 无 请求成功的接口回调（返回值类

型为 JsonObject）



参数 类型 必须 默认 说明

callback

（byte[]）

Callback 是 无 请求成功的接口回调（返回值类

型为 byte[]）

返回参数

返回值为广域网控制设备时设备的反馈信息，详见局域网控制信息返回

2：选择列表项

在线设备列表点击 item,通过 Intent跳转到设备控制界面(EspControlActivity)。

3：添加设备

进行配网操作，给设备连接Wi-Fi。

4：绑定

未绑定列表点击绑定和滑动点击绑定。



参数 类型 必须 默认 说明

deviceMana

ger

DeviceMa

nager

无 DeviceManager的实体类

deviceHost String 是 无 设备 IP，可在发现未绑定设备时

获取

devicePort string 是 无 设备端口，可在发现未绑定设备

时获取

user_token String 是 无 用户 token，有过期时间，用户

登陆时获取

callback CallBack 是 无 请求成功的接口回调

context Contex 是 无 上下文对象

返回参数

参数 类型 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true boolean 绑定是否成功

绑定操作：

5：解绑

在线列表和离线列表滑动点击解绑。

解绑操作：

请求参数

参数 类型 必须 默认 说明

user_token String 是 无 用户 token，有过期时间，用户

登录时获得



参数 类型 必须 默认 说明

device_id string 是 无 设备唯一 id，用户查询已绑定列

表时可以获得

device_pass

word

string 是 无 设备密码，用户查询已绑定列表

时可以获得

callback Callback 是 无 请求成功的接口回调

context Context 是 无 上下文对象

返回参数

参数 类型 说明

result String 解除设备是否成功

6:回调数据

通过 MQTT得到数据回调到透传界面。

三：透传控制界面(EspControlActivity)说明

1：判断网络

通过 Intent 传输的数据判断是否为局域网(LAN)还是广域网(WAN)

若是局域网则打开 TCP连接。



请求参数

参数 类型 必须 默认 说明

device_ip String 是 无 硬件 TCP IP地址，可在发现设备

时获得

device_id String 是 无 设备 id，可以在获取绑定列表时

获取

device_pass

word

String 是 无 设备密码，可以在获取绑定列表

时获取

callback Callback 是 无 TCP服务开启成功接口回调

2：输入限定

将输入框限定为十六进制的数据。

2：数据接收显示

如果是局域网接受数据：



如果是广域网接受数据：

接受数据并显示：

3：数据发送显示

先判断是否为局域网，若局域网断开则通过广域网发送数据，并将发送的数据

显示。

广域网 publishMessage:



请求参数

参数 类型 必须 默认 说明

jsonObject JsonObje

ct

是 无 json字符串形式的参数

callback<Js

onObject>

Callback 是 无 控制数据发送成功接口回调(返

回类型为 json字符串)

Callback<by

te[]>

Callback 是 无 控制数据发送成功接口回调（返

回类型为字节数组）

返回参数

根据不同控制信息设备返回控制参数有所不同.

4：按钮事件

清除发送数据按钮，清除接受数据按钮，发送数据按钮。

5：关闭 TCP

控制界面关闭时要 closeTCPServer().



四：发送开发指南

1. 在 Android studio运行该程序，修改相应的 SDK版本、Gradle版本、依赖库。

2. 浏览 MainActivity.class ，找到列表点击事件(在线列表 item点击事件监听)，

是否新建控制界面，或者直接在 EspControlActivity.class上修改。

Ps.新建界面要继承 BaseActvity，获取管理器。

3. 获取 Intent的数据，判断是否优先局域网控制，若是局域网控制则打开

TCP(openTCPServer),若是广域网连接，则通过获取设备列表的监听数据

(MainActivity. setOnRecvByteListener).

判断局域网还是广域网来接受相应的数据。

Ps. TCP打开之后要在界面注销时相应的关闭。

4. 发送数据

局域网：tcphelper. tcpSendData()

广域网：deviceManager. PublishMessage()

可以简单创建一个 Button ,通过相应的网络发送数据。

Ps. 我们是通过十六进制的数据发送的，您可以把自己的协议转成十六进制

进行发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