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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新动态

本文介绍了设备接入服务，新特性将在华北-北京四、华东-上海一和华南-广州陆续发
布，欢迎体验。

2022 年 10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泛协议接入 目前平台支持基于MQTT/
HTTP/LwM2M等标准协议
接入，为解决用户自定义
协议设备快速接入IoT平台
的诉求。华为云IoT提供泛
协议适配机制，您可使用
泛协议对接SDK，快速构
建协议插件，进行设备或
平台与IoT的双向数据通
信。

商用 泛协议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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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9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设备自动注册安
全接入示例

平台基于客户业务安全考
虑，只有将设备的基本信
息（例如设备ID、鉴权信
息）注册到平台后，设备
才能使用成功注册后的设
备ID和鉴权信息接入物联
网平台。当用户注册的设
备不断增多时，如何安全
且高效地注册设备变得尤
为关键。

商用 设备自动注册安全
接入示例

2 零代码搭建物联
网监控大屏

华为云物联网平台提供规
则引擎能力，支持将设备
上报的数据转发至华为云
其他云服务，可实现将海
量数据通过对象存储服务
（OBS）存储，再由数据
可视化服务（DLV）读取
数据呈现为可视化报表，
实现数据的一站式采集、
处理和分析。

商用 零代码搭建物联网
监控大屏

 

2022 年 8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新增华南-广州
Region

IoTDA上线华南-广州
Region，支持标准版、企
业版产品形态。

商用 /

 

2022 年 7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设备异常检测 物联网平台提供设备异常
检测功能，当前主要有安
全检测和离线分析功能。

商用 异常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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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6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AOM新增报表
监控指标

物联网平台为用户提供了
丰富的报表功能，能够将
数据直观地呈现出来，我
们新增了应用运维管理界
面查看设备接入服务多项
指标的监控信息（支持以
实例及资源空间维度）。

商用 监控运维

 

2022 年 5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企业版支持
MQTT5.0特性

支持Topic Alias、
ResponseTopic 和
CorrelationData等新特
性。

商用 MQTT协议支持说
明

 

2022 年 1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数据转发连通性
测试

在业务对接调测阶段，您
可使用连通性测试功能模
拟业务数据调测规则动作
的可用性及转发数据的业
务一致性；在业务运行阶
段数据转发出现故障时，
您可使用连通性测试功能
进行简单的问题复现及定
位。

商用 连通性测试

 

历史变更

表 1-1 2021 年 12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设备侧HTTPS接
口参考

设备使用HTTPS协议接入
平台时，平台和设备通过
http接口调用通信。通过
这些接口，平台和设备可
以实现设备鉴权、消息上
报及属性上报。

商用 设备侧HTTPS接口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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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2021 年 10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基于MQTT.fx的
X.509证书接入
指导

介绍以MQTT协议接入物
联网平台，并且支持设备
使用自己的X.509证书进行
认证鉴权。

商用 基于MQTT.fx的X.
509证书接入指导

 

表 1-3 2021 年 9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OBS服务中存储
通道文件的自定
义目录

OBS服务中存储通道文件
的自定义目录,多级目录可
用(/)进行分隔，不可以斜
杠(/)开头或结尾，不能包
含两个以上相邻的斜杠
(/)。

商用 OBS服务中存储通
道文件的自定义目
录

 

表 1-4 2021 年 8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C# SDK接入示
例

介绍使AMQPNetLite客户
端接入华为云物联网平
台，接收服务端订阅消息
的示例。

商用 C# SDK接入示例

2 ANDROID SDK
接入示例

介绍Android系统如何通
过Amqp接入华为云物联
网平台，接收服务端订阅
消息的示例。

商用 Android SDK接入
示例

 

表 1-5 2021 年 6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新增MQTT over
WebSocket接入
能力

物联网平台上线MQTT
over WebSocket接入能
力，方便基于浏览器的应
用程序或者小程序可以快
速接入到平台。

商用 MQTT over
WebSocket 使用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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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2021 年 5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基础版设备迁移
到企业版

把基础版的设备数据迁移
到企业版

商用 基础版设备迁
移最佳实践

2 MQTT协议设备
固件升级实践

演示如何对MQTT协议设
备进行固件升级，方便用
户快速体验设备固件升级
服务。

商用 MQTT协议设
备固件升级实
践

3 新增数据转发至
Kafka储存样例

数据转发至Kafka储存操
作流程

商用 数据转发至
Kafka储存

 

表 1-7 2021 年 4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新版在线调试上
线

物联网平台上线新版在线
调试功能，提供更加方便
的操作入口以及更大的数
据查看空间

商用 新版在线调试

 

表 1-8 2021 年 3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应用侧新增Go语
言的SDK

物联网平台上线应用侧
SDK，提供Go语言版本，
支持用户通过不同语言版
本的SDK直接调用物联网
平台的应用侧API。

商用 Go SDK使用
指南

2 应用侧新增
Node.js语言的
SDK

物联网平台上线应用侧
SDK，提供Node.js语言版
本，支持用户通过不同语
言版本的SDK直接调用物
联网平台的应用侧API。

商用 Node.js SDK
使用指南

3 应用侧新增PHP
语言的SDK

物联网平台上线应用侧
SDK，提供PHP语言版本，
支持用户通过不同语言版
本的SDK直接调用物联网
平台的应用侧API。

商用 PHP SDK使用
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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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2021 年 2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设备信息添加
device_sdk_versi
on字段

“设备添加通知”和“设备
更新通知”内容添加
device_sdk_version字段。

商用 ● 设备添加
通知

● 设备更新
通知

● 设备信息
上报

2 支持采集和查询
平台的运行日志

支持采集和查询平台与设备
端、应用系统对接的运行日
志。

商用 查看运行日志

 

表 1-10 2020 年 12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应用服务器调用
查询设备和修改
设备接口时，支
持返回设备的密
钥

“查询设备”和“修改设
备”接口中，修改secret和
timeout字段。

商用 ● 查询设备

● 修改设备

2 支持将操作产品
的信息、设备异
步命令状态进行
流转

数据流转规则管理接口中，
新增resource字段类型，将
操作产品的信息、设备异步
命令状态转发至华为云其他
云服务产品，应用服务器或
AMQP消费组。

商用 ● 数据转发功能

● 查询规则条件
列表

 

表 1-11 2020 年 11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标准版支持免费
试用

华为云账号实名认证为企业
账号的用户，可免费体验标
准版的所有功能。

商用 实例介绍

 

表 1-12 2020 年 10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标准版实例支持
规格升配

标准版支持升级服务单元规
格和增加服务单元个数。

商用 标准版实例规格
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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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3 2020 年 9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网关主动添加、
删除子设备

物联网平台支持使用MQTT
接口添加、删除子设备信
息。

商用 网关与子设备管
理

2 设备接入服务正
式上线华东-上海
一

上海一仅上线标准版（标准
实例）和企业版（专享实
例）。如果您需要在上海一
开通设备接入服务，请先购
买一个IoTDA实例。

商用 /

3 AMQP订阅推送 用户可以将订阅的数据推送
到AMQP消费组。

商用 ● AMQP订阅推
送

● AMQP接口文
档

 

表 1-14 2020 年 8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批量命令下发 物联网平台支持用户通过调
用“创建批量任务”接口，
批量下发同步命令给MQTT
设备。

商用 ● 创建批量任务

● 批量MQTT设
备同步命令下
发

2 新增标准版 为满足物联网不同设备规模
的企业客户诉求，设备接入
服务提供基础版（原共享实
例）、标准版（标准实
例）、企业版（专享实例）
三种产品形态。用户购买
IoTDA实例时，可以根据企
业业务场景、设备规模和数
据采集频率，选择购买最合
适的实例类型和实例规格。

商用 ● 产品规格说明

● 计费说明

● 价格计算器

3 设备侧新增C#版
SDK

设备侧提供C#版SDK，支持
设备消息/属性上报、OTA升
级、设备影子查询等。

商用 IoT Device SDK
使用指南（C#）

4 NB-IoT设备支持
异步命令下发

物联网平台支持用户通过调
用“下发异步设备命令”接
口，下发异步命令给NB-IoT
设备。

商用 ● 下发异步设备
命令

● 查询指定ID的
命令

5 设备上报属性的
时间格式支持毫
秒

设备上报属性携带时间参数
event_time时，此参数新增
支持毫秒格式：yyyy-MM-
dd'T'HH:mm:ss.SSS'Z'

商用 ● 设备属性上报

● 网关批量属性
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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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6 批量冻结设备、
批量解冻设备

用户可通过模板文件或文档
参数的方式调用应用侧API，
批量冻结和批量解冻设备。

商用 批量冻结/解冻设
备

7 优化消息跟踪机
制

优化消息跟踪机制，支持按
照设备状态、设备消息、设
备命令、设备状态、设备信
息更新，启动消息跟踪功
能。

商用 设备消息跟踪

8 简化软固件升级
流程

上传软固件包时不需要再对
软件包进行签名，同时软固
件包的文件格式不做限制。

商用 ● 固件升级

● 软件升级

 

表 1-15 2020 年 7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新增资源空间管
理API

物联网平台新增资源空间管
理API，支持用户通过调用应
用侧API对资源空间进行添
加，查询及删除。

商用 资源空间管理
API

2 独立域名首次上
线

自2020年7月14日00:00（北
京时间）起开通设备接入服
务的用户，物联网平台支持
用户以独立域名接入平台。

商用 资源获取

3 新增设备上报消
息通知功能

应用服务器在物联网平台订
阅了设备消息上报通知后
（订阅的资源为
device.message，事件为
report），当设备上报消息
数据时，平台会向应用服务
器推送通知消息。

商用 /

4 应用侧新增
Java、C#、
Python语言的
SDK

物联网平台上线应用侧
SDK，提供Java、C#、
Python语言版本，支持用户
通过不同语言版本的SDK直
接调用物联网平台的应用侧
API。

商用 应用侧SDK

 

设备接入
最新动态 1 最新动态

文档版本 1.2
(2022-11-07)

版权所有 © 华为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 8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api-iothub/iot_06_v5_0045.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api-iothub/iot_06_v5_00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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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6 2020 年 6 月版本变更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冻结、解冻设备 支持用户在控制台或
者调用应用侧API冻
结、解冻设备。设备
冻结后不能再连接上
线，可以通过解冻设
备接口解除已被冻结
的设备。当前仅支持
冻结与平台直连的设
备。

商用 ● 冻结设备

● 解冻设备

2 导入Excel模板自定义
产品模型

支持通过导入Excel模
板自定义产品模型，
支持用户通过编辑
Excel模板，快速开
发/修改产品能力，
提高产品开发效率。

商用 ● 导入产品模
型

3 批量创建设备、批量删
除设备、上传批量任务
文件

支持用户通过模板文
件或者文档参数的方
式调用应用侧API，
批量创建设备、批量
删除设备、上传批量
任务文件。

商用 ● 创建批量任
务

● 上传批量任
务文件

4 使用JavaScript开发编
解码插件

支持用户在console
界面在线编辑、调试
编解码插件，并将调
试好的JavaScript脚
本部署到对应的产
品，实现设备二进制
数据和平台JSON格
式之间转换。

商用 ● 使用
JavaScript
开发插件

5 专享实例 购买专享实例后，实
例运行在您指定的虚
拟私有云内，您可以
使用独立分配的公网
和私网IP接入物联网
平台。您购买的资源
完全独享，资源安全
性和隔离性更高。

商用 ● 产品规格说
明

● 专享实例开
通流程

● 计费模式

● 价格计算器

6 设备文件上传 设备文件上传能解决
物联网平台无法接收
包含图像，视频，以
及以高频率采样的振
动数据的大文件的问
题。

商用 ● 文件上传/
下载管理

● 文件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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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api-iothub/iot_06_v5_00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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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api-iothub/iot_06_v5_3032.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api-iothub/iot_06_v5_3032.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iothub/iot_01_0033.html


表 1-17 2020 年 5 月版本变更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按标签查询资
源

应用服务器可调用“按标签查
询资源”接口查询绑定了指定
标签的设备。

商用 按标签查询资
源

2 设备告警及查
看监控指标

新增设备告警功能，支持用户
从控制台跳转至AOM服务控制
台查看设备上报到平台的告
警。

商用 ● 告警管理

● 查看报表

 

表 1-18 2020 年 4 月版本变更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存储管理服务 设备接入控制台集成了IoT数据分析的存
储管理服务，用户可以免费存储短期设
备历史数据，包括物联网温数据存储和
物联网冷数据存储。

商用 存储管理

2 配置设备影子预
期数据

应用服务器可调用此接口配置设备影子
的预期属性（desired区），当设备上线
或者设备上报属性时把属性下发给设
备。

商用 配置设备影子预期
数据

3 模拟设备调测 新增模拟设备调测功能，用户可以根据
自己的业务场景，在开发真实应用和真
实设备之前，使用应用模拟器和设备模
拟器对数据上报和命令下发等场景进行
调测。

商用 在线调试

 

表 1-19 2020 年 3 月版本变更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合并设备接入与
设备管理服务，
上线新版控制台

全新升级后的设备接入服务
（IoTDA），整合了原设备接入服务和
设备管理服务的功能，计费方式不变。

按照华为云统一Console控制台界面风
格，全新上线新版Console控制台，提
升一致性体验。

商用 ● 计费详情

● 设备接入服务

2 上线设备侧新域
名

为了提供更佳的API体验，同时加强设
备侧证书校验能力，我们开放了设备侧
MQTT接入新域名地址，以及配套使用
的新证书(CA证书)、加密算法、设备侧
SDK。

商用 ● 设备侧新域名
地址

● 设备侧新域名
对应的证书

● 设备侧新证书
对应的S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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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3 上线新特性和新
接口

为提供更好的API性能、易用性、一致
性，我们全新开放了新版本的应用侧以
及设备侧API。新版的API在请求访问地
址、鉴权方式、证书资源、错误响应上
都提供了和华为云一致的体验，同时针
对老版本API优化和新增了一些功能，
主要是统一的设备和子设备管理能力、
基于产品和物模型的管理能力、规则管
理能力等。

商用 ● 如何使用新接
口开发

● MQTT双向证
书认证

● 自定义topic

 

表 1-20 2019 年 12 月版本变更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可创建应用数量
变更

遵循华为公有云的子项目概
念进行了优化，不再以应用
来区分商用场景，建议通过
产品模型或者分组标签来区
分商用场景（行业等）。默
认一个用户只有一个应用。

商用 创建应用

 

表 1-21 2019 年 8 月版本变更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设备管理计费规
则变更

设备管理计费规则从按已注
册的设备数量计费修改为按
已注册并接入平台的设备数
量计费。

商用 计费说明

2 新增消息跟踪和
设备标签功能

消息跟踪

在设备绑定、命令下发、数
据上报、设备信息更新和设
备监控业务场景中出现故障
时，IoT平台可以通过消息跟
踪功能进行快速的故障定位
和原因分析。

商用 设备消息跟踪

设备标签

支持对设备进行标签管理，
通过标签，可以快速筛选设
备。

商用 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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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2 2019 年 7 月版本变更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支持在console给
单个设备下发命
令

当前仅支持给NB-IoT设备下
发命令

商用 命令下发

2 将订阅的数据流
转至ROMA
Connect服务

IoT平台将数据流转至ROMA
Connect的MQS服务，应用
服务器可基于MQS获取设备
上报消息。

商用 数据转发

3 IoT平台增强版更
名为设备管理服
务

除名称变更外，功能及收费
模式也进行了变更，详情请
参见论坛公告。

商用 论坛公告

 

表 1-23 2019 年 5 月版本变更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新增设备侧
MQTT接口参考

新增MQTT接口，助力开发
者快速进行设备接入。

商用 设备侧MQTT接
口参考

2 删除serviceId和
property参数

查询设备历史数据接口删除
serviceId和property参数

商用 查询设备历史数
据

 

表 1-24 2019 年之前历史版本变更

发布时间 说明

2018-12-20 本次变更说明如下：

IoT平台增强版正式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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