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inkIt ONE 物聯網 



本日檔案 

• https://goo.gl/R79zHP 



MediaTek Cloud Sandbox 
(MCS) 



MCS主要功能 

• 雲端平台，執行程式 

• 例：Google App Engine、Amazon Web 
Services、Microsoft Azure 

• 提供網頁介面，讓你「點按滑鼠」就能建
立雲端程式 

• 提供API程式存取介面 

• 提供網頁介面，觀看與控制各種資料 

 



MCS其他功能 

• 通知（Notification），當某資料符合特定
條件時，寄送電子郵件 

• 使用者權限（User Privilege），設定開發
成員的存取修改權限 

• FOTA（Firmware Over The Air），版本控
管，韌體經由無線傳輸自動更新 



目標 

• 到MCS註冊帳號 

• 建立網頁應用程式（web application） 

• 透過MCS REST API進行溝通 

• LinkIt ONE板子、手機、瀏覽器 



範例 

• 從雲端控制板子內建的LED 

• LED：想像成家裡的燈 

• 為什麼從雲端？不能直接連線嗎？ 

 





MCS重要觀念 

• Prototype，想像為程式樣板 

• Data Channel，帶有時間資訊的資料串 

• Data Channel Id、Datapoint 

• Test Device，想像為實際執行後的程式 

• DeviceId、DeviceKey 

• 例：LED控制器、溫濕度感測站 

• 將來應會有「個人帳戶」 

 





MCS Dashboard（儀表板） 



重要的地方 

• Development： 
建立Prototype、新增修改Data channel、查詢Data 
channel Id 

• My Devices： 
查詢DeviceId、DeviceKey 

• Resources： 
教學文件、參考資料 

• <帳號>： 
代表已登入 

 



範例：控制LED 

• 程式：MCS_GET_CONTROL.ino 



流程 

1. 建立Prototype 

2. 依照所需功能，新增Data channel，記下
Data channel Id 

3. 建立Test device，記下DeviceId與
DeviceKey 



建立Prototype 

• Prototype name：LED Manager 
可自己挑個名字 

• Prototype version：1.0 

• Hardware platform：LinkIt ONE 
(MT2502) 

• Industry：Personal Services 

• Application：Other (Personal Services) 





Data channel 

• Controller型：可控制 

• Display型：僅能顯示 



新增Data channel (1/2) 

• 請新增一個Controller型 

• Data channel name：LED_CONTROL 

• Data channel Id：LED_CONTROL 
重要！將用於程式碼內 

• Data type：ON/OFF 





新增Data channel (2/2) 

• 請新增一個Display型 

• Data channel name：LED 

• Data channel Id：LED 
重要！將用於程式碼內 

• Data type：ON/OFF 

 





建立Test device 

• Device name：LED Manager 
可自己挑個名字 



到My Devices 

• 找出DeviceId與
DeviceKey 



你應該得到 

• DeviceId 
例：「D0pxIEKU」 

• DeviceKey 
例：「Pw0Cl0i0f6oN1Zk1」 

• 兩個Data channel Id 
例：「LED_CONTROL」與「LED」 

• 然後修改程式碼裡的設定 



程式lo_led_manager.ino修改處 

#define WIFI_AP “Wifi名稱” 
#define WIFI_PASSWORD “Wifi密碼" 
#define WIFI_AUTH LWIFI_WPA   
#define SITE_URL "api.mediatek.com" 
#define DeviceID “裝置ID" 
#define DeviceKey “裝置金鑰" 



抓取Datapoint的HTTP請求 

• 動作：GET 

• 網址：/mcs/v2/devices/DeviceId/ 

• 標頭： 
deviceKey:DeviceKey 

 

 



抓取Datapoint的HTTP回應內容 

HTTP/1.1 200 OK 
Server: nginx/1.6.2 
Date: Sat, 25 Jul 2015 12:54:19 GMT 
Content-Type: text/html; charset=utf-8 
Content-Length: 27 
Connection: close 
X-Powered-By: Express 
Access-Control-Allow-Origin: * 
Access-Control-Allow-Methods: GET,PUT,POST,DELETE 
Access-Control-Allow-Headers: Content-

Type,apiKey,Authorization,deviceKey 
ETag: "-1098082074" 
 
LED_Control,1437828545720,0 
LED Turn OFF 



繼電器 



何謂繼電器? 

繼電器（Relay），也稱電驛，是一種電子控
制器件，它具有控制系統（又稱輸入迴路）
和被控制系統（又稱輸出迴路），通常應用
於自動控制電路中，它實際上是用較小的電
流去控制較大電流的一種「自動開關」。故
在電路中起著自動調節、安全保護、轉換電
路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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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讀取LED狀態 

• 程式：MCS_UPLOAD_Display.ino 



上傳Datapoint的HTTP請求 

• 動作：POST 

• 網址：
/mcs/v2/devices/DeviceId/datapoints.cs
v 

• 標頭： 
deviceKey:DeviceKey 

 

 



上傳Datapoint的HTTP請求內容 

"LED,,0" 

Data channal ID ON/OF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