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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椰子壳”简介

1.1什么是“椰子壳”

“椰子壳”是运行于 Android 手机端的 APP。与普通的 APP 不同，“椰子壳”是一个

通用的 HTML5 可编程容器，内部集成了 TCP/IP、WebSocket、MQTT 云平台接口，用户不需要

了解复杂的 Socket 通讯协议 APP 编程技术，使用基于 HTML5 的静态网页编程技术就可以实

现 Android 手机与网络硬件设备的通讯及控制，特别适用于 IOT 物联网数据采集和远程控制

的移动应用开发。

1.2“椰子壳”特点

1、简单易懂

“椰子壳”完全了脱离 APP 原生态开发环境，采用全新的开发模式，有初步 HTML5 静态

网页开发基础的朋友就可以使用“椰子壳”作 Android 移动应用开发，不需要了解 socket

通讯细节和复杂的线程调度，开发者全心考虑业务层，大大降低了 APP 开发的难度，缩短

APP 开发周期。 “椰子壳”APP 主要应用对象是对 APP 开发有难度，或者想快速完成项目提

交的朋友而准备，借助“椰子壳”，有 HTML5 编程基础的朋友很快可以开发出具有专业水准

的网络通讯 APP。

2、UI界面完美

“椰子壳”支持 HTML5，众所周知，HTML5 在 UI 设计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相比 Android

原生态的界面开发，HTML5 不但简单，而且设计出来的界面十分的耀眼，最主要的是界面自

适应，用户体验非常完美。有效提高 IOT 物联网组态的表现力。

3、在线开发

“椰子壳”内置了 FTP 文件传输服务器，开发的 HTML5 静态网页在 PC 计算上调试运行，

然后可以通过 FTP 上传到手机中制定目录“FrunWeb”，“椰子壳”会自动运行 HTML5，运

行效果与 PC 计算机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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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内置 HTML5通讯测试 Demo

“椰子壳”内置了一个基于 WebSocket 客户端的 Web 网页，可测试数据透传通讯，在

开发过程中同步监控通讯数据，实现 TCP/IP、UDP 通用协议及 MQTT 物联网通讯协议测试，

“椰子壳”是用户开发的测试工具，也是很好的数据通讯 Demo。

5、兼容 HTML5 所以开发工具

不需要复杂的开发环境设置，最简单的文本编辑工具就可以开发，同时兼容常用的

HTML5 开发软件工具，如：Dreamware、H5 builder 等。

6、APP打包

可以将调试测试稳定的 HTML5 文件直接打包

1.3“椰子壳”框架结构

图 1.1 “椰子壳”APP 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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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椰子壳”APP 界面操作

2.1 APP 安装

目前提供 Android 版本的“椰子壳”安装包，从提供的网址中下载“椰子壳.apk”，

与其它 Android apk 文件安装类似，在 Android 手机/平板上直接运行“椰子壳.apk”，点

击“安装”，选择默认选项继续安装。

注意：安装到最后一步时，如下图所示，选择信任此应用，然后点击“完成”。“椰

子壳”APP 安装成功。

信任应用界面如下图：

图 2.1 “椰子壳”APP 信任应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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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APP 运行

在手机/平板桌面上找到“椰子壳”APP 图标，点击即可运行，如下图所示：

点击继续运行，进入用户界面。

图 2.2“椰子壳”APP 应用初始界面

当然也可以不需要显示这一页，直接进入用户页面。使激活码激活软件，便可跳过此页

面。激活操作在后面章节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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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APP 菜单栏操作

在用户界面上“长按”约 2 秒钟，就会在用户界面的上方弹出“参数设置菜单栏”，

点击“参数设置菜单栏”的右侧“...”，弹出菜单，如下图所示：

图 2.3 “椰子壳”APP 菜单栏界面

点击“隐藏菜单栏”可将菜单栏隐藏，恢复到全屏显示用户界面。



6 / 62

2.4参数设置界面

点击弹出菜单中的“参数设置”进入参数设置页面，如下图：

图 2.4“椰子壳”APP 参数设置界面

“参数设置”主要用于“椰子壳”APP 连接 MQTT 云服务相关参数设置，包括：服务器

IP，PORT、登录云服务的用户名、密码、设备 ID、订阅主题和发布主题。（若对 MQTT 协议

不了解，建议 百度 搜索关键词：MQTT，会有详细解释）设置完成后点击“保存”、“返回”

用户界面，退出 APP，重新运行 APP，如果连接成功，连接状态会显示“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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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APP 用户界面与通讯测试界面

用户界面是由用户使用 JavaScript+CSS3 开发的，上传并保存在 Android 手机/平板

/frunweb 目录中的 HTML5 静态页面，刚安装完“椰子壳”APP，/frunweb 目录中还没有用

户的 HTML5 页面，“椰子壳”APP 会自动调用内部默认的“HTML5 通讯测试程序”页面，也

可呼出菜单栏选择“通信测试”打开界面，如图下图所示。

图 2.5 “椰子壳”APP 内部通讯测试程序

“通讯测试”是使用 HTML5 编写的手机/平板客户端通讯程序，通过 WebSocket 连接“椰

子壳”内部的 WebSocket 服务器，实现 HTML5 与 MQTT、TCP/IP、UDP 服务器通讯。我们在“椰

子壳”APP 编程入门章节将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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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文件管理界面

点击“文件管理”进入文件管理页面，如下图所示。

图 2.6 “椰子壳”APP 文件管理界面

“文件管理”用于将计算机上用户设计的HTML5（JavaScript+css3）文件上传到Android

手机/平板，采用 FTP 协议传输。文件传输操作在“椰子壳”APP 编程章节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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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软件注册界面

点击“软件注册”进入软件注册页面，如下图所示。

图 2.7 “椰子壳”APP 文件注册界面

“椰子壳”APP 提供免费版和专业版，免费版注册激活后变为专业版，专业版运行时直

接进入用户界面。

免费激活码获取方式：将本说明书发布到任何论坛，并将论坛链接发到QQ群：378397159

（椰子壳），即可获取免费注册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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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椰子壳”APP 编程入门

3.1 实现目标

编写一个最简单的 HTML5 静态网页，操作目标如下图。将网页（index.html）和图片

(hello.png)上传到“椰子壳”APP 中，运行“椰子壳”APP，显示用户的第一个网页。通过

这个小实验，掌握 FTP 文件传输操作。

图 3.1 目标图片

3.2 程序编写

用文本编辑器编写 index.html 文件。

index.html 文件清单：

若程序理解困难，建议先学习 HTML5 编程，推荐 HTML5 菜鸟教程网址：

https://www.runoob.com/html/html5-intro.html

<!doctype html>

<html>

<head>

<meta charset="utf-8">

<meta name="viewport"

content="width=device-width,initial-scale=1.0,maximum-scale=1.0,user-scalable=0">

<title></title>

<style>

html{ height:100%;}

body{ height:100%;margin:0px;}

Div { height:100%;overflow:hidden;}

img { height:100%;}

</style>

</head>

<body><div><img src="Hello.png"></div></body>

</html>

https://www.runoob.com/html/html5-intr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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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程序上传

1、可参考 2.6 下文件管理板块进入文件管理页面，按照页面提示的 IP 地址和端口。

打开 PC 计算机上“我的电脑”，在地址栏中输入：ftp://192.168.1.155:8022

图 3.2 文件上传 1

2、然后回车，计算机桌面弹出登录身份验证页面，如下图：

图 3.3 文件上传 2

3、输入用户名：admin，密码：12345678，按下“登录”按钮，即可登录 Android 手机

/平板的/frunweb 根目录。

4、复制粘贴你的网页及图片文件到该目录下，等待文件上传完成，最后点击手机“文

件管理”界面上的“返回”按钮，“椰子壳”APP 自动调用你的网页显示在用户界面上，成

品完成。

到这里，你的第一个 Android 移动 HTML5 APP 就这样诞生了，恭喜你！

ftp://192.168.1.155:8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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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如图 3.4 所示：

图 3.4 APP 打开页面成品

以后只要打开“椰子壳”APP，就会运行你的 HTML5 程序，“椰子壳”就变成你的专属

APP 了。用 HTML5 就可以玩转“椰子壳”APP，还有更多玩法，继续往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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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椰子壳”APP 通讯测试

随着物联网迅猛的发展，“椰子壳”的诞生正逢佳时，它使 APP 的设计变得极其简单，

很多物联网行业的开发者都来自嵌入式开发领域，开发 APP 是个头痛的事情，“椰子壳”APP

正好帮你的大忙。“椰子壳”APP 是如何与其它嵌入式软件通讯的呢？下面我们利用“椰子

壳”APP 自带的“HTML5 通讯测试”来展现“椰子壳”APP 中 HTML5 如何实现通用的

TCP/IP、UDP 通讯，最后展现“椰子壳”APP 与中国移动 OneNet 物联网云平台 MQTT 通讯。

4.1“椰子壳”APP 进行 TCP/IP 通讯

1、通讯原理

图 4.1 TCP/IP 通讯原理图

众所周知 HTML5 网页本身不具备 TCP/IP Socket 直接通讯能力，在“椰子壳”内部集成

了一个 WebSocket 服务器和 TCP/IP 客户端，通过 WebSocket 与 HTML5 建立长连接，通过

TCP/IP 客户端与外部的 TCP/IP 服务器连接，这样 HTML5 就可以实现与 TCP/IP 的数据通讯。

2、通讯协议详解

HTML5 网页通过 WebSocket 与 Android 内置的 WebSocket 建立长连接后，我们可以使用

发送字符串与 WebSocket 通讯，WebSocket 通过 TCP/IP 客户端与外部服务器进行通讯。

说明：Android 内置的 TCP/IP 客户端具备服务器断开自动重连机制，只要连接成功，

在通讯过程中只要 HTML5 不主动发送断开协议，客户端会自动重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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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讯协议测试实例

首先我们需要打开一体化开发平台-网络调试助手：

图 4.2 一体化平台中的网络调试助手

选择 TCP Server,点击监听即可 ：

图 4.3 网络调试助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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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们打开椰子壳，长按界面，点击右上角的菜单栏，进入网络参数设置界面 ：

图 4.4 椰子壳参数设置

在 TCP 服务器 IP 这一栏中填写网络调试助手中的 IP，注意要在后面加上端口号，格式

如上图，填写完成后点击保存，长按界面点击菜单栏，回到 HTML5 通讯测试界面。

图 4.5 调试效果

根据上述的步骤，在计算机 Window 上直接打开“网络调试助手”并设置为 TCP Server ，

Android 端运行“椰子壳”APP，打开 HTML5 通讯测试程序，按上述协议进行测试，如下图

所示。建立连接后，双方就可以 TCP/IP 通讯了。

当然，这是客户端向服务器发送的通用方法，这种方法当我们以多种方式接入服务器时，

如 TCP、UDP、MQTT 时，它会同时向这三个类型发送数据，如果我们只想向 TCP 类型的设备

发送，则需要用到以下格式：

客户端发送：{"cmd":"tcpsend","msg":"12345678"} 服务器接收：{"msg":"12345678"｝

通过 TCP 协议发送数据，mag 键的值为需要发送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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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椰子壳”APP 进行 UDP 通讯

1、通讯原理

图 4.6 UDP 通讯原理图

与 TCP/IP 一样，HTML5 不具备 UDP Socket 直接通讯能力，在“椰子壳”内部集成了一

个 WebSocket 服务器和 UDP 客户端，通过 WebSocket 与 HTML5 建立长连接，通过 UDP 客户端

与外部的 UDP 服务器连接，这样 HTML5 就可以实现与 UDP 的数据通讯。

2、通讯协议详解

HTML5 网页通过 WebSocket 与 Android 内置的 WebSocket 建立长连接后，可以使用 JSON

格式的字符串与 WebSocket 通讯，WebSocket 通过 TCP/IP 客户端与外部服务器进行通讯。

• UDP 发送数据协议：

服务器回应：通过认证：{"udp_connect":"1"} 断开：{"udp_connect":"0"}

3、通讯协议测试实例

首先依旧是打开一体化开发平台-网络调试助手，并在调试助手中的协议类型里选择

UDP,选择后直接点击连接：

图 4.7 网络调试助手 UDP 操作



17 / 62

然后我们打开椰子壳，长按界面，点击右上角的菜单栏，进入网络参数设置界面设置 ：

图 4.8 椰子壳参数设置

在 UDP 服务器 IP 这一栏中填写网络调试助手中的 IP，注意要在后面加上端口号，格式

如上图，填写完成后点击保存，长按界面点击菜单栏，回到 HTML5 通讯测试界面。

图 4.9 调试过程

我们可以看到，此时椰子壳向 PC 端发送数据：111111，服务器显示不一致，而 PC 端发

送的数据：123123，椰子壳的显示却是一致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还没有通过服务器发送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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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这时候我们只需要在发送区发送：{"udp_connect":"1"}即可：

图 4.10 调试过程

这时候我们再回到椰子壳中重新发送数据，服务器端就能接收到了：

图 4.11 调试效果

当然，这是客户端向服务器发送的通用方法，这种方法当我们以多种方式接入服务器时，

如 TCP、UDP、MQTT 时，它会同时向这三个类型发送数据，如果我们只想向 UDP 类型的设备

发送，则需要用到以下格式：

客户端发送：{"cmd":"udpsend","msg":"12345678"} 服务器接收：{"msg":"12345678"｝

通过 UDP 协议发送数据，mag 键的值为需要发送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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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椰子壳”APP 进行MQTT 通讯

MQTT 是由美国 IBM 公司设计的通用的短消息通讯协议，在物联网中得到广泛应用。目

前很多大的平台都支持 MQTT 协议通讯，如阿里云、腾讯云、中国移动 OneNet 等。用户也可

以自己构建 MQTT 服务器，如 APOLO MQTT 服务器（Window 版），如果不熟悉 MQTT 可以 百

度 搜索“MQTT”了解更多相关信息，这里不做过多赘言。

1、通讯原理

图 4.12 MQTT 通讯原理图

2、MQTT 配置

首先申请中国移动 OneNet 物联网云平台的 MQTT 服务，中国移动 OneNet 为我们提供了

一个免费开放的物联网云平台，申请非常简单，中国移动 OneNet 物联网平台网址：

https://open.iot.10086.cn/,申请完成后，我们点击开发者中心，创建两个设备，创建方

法如下：

进入开发者平台，单机左上角的图标，在全部产品中选择多协议接入：

图 4.13 选择产品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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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会进入多协议接入的产品界面，记录下产品 ID，并点击添加产品：

图 4.14 创建产品

弹出框内的参数填写如下：

图 4.15 产品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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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成功后，点击立即添加设备，进入到设备界面,并点击添加设备，此时我们需要连

续添加两个设备：

图 4.16 设备创建参数

创建了设备之后，分别点击两个设备的详情，查看它们的信息：

图 4.17 查看设备信息

以设备 1 为例，我们需要保存好它的设备 ID、鉴权信息，设备 2 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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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8 设备信息

同时我们还需要记录下 OneNet 的服务器 IP 地址与端口：

OneNet 服务器 IP 地址：183.230.40.39

服务器 Port 端口：6002

3、“椰子壳”APP 与 OneNET MQTT 云服务设置对应项

“椰子壳”APP 采用标准 MQTT 配置项描述，而 MQTT 协议标准的配置项描述与 OneNET

设备描述存在很大的差别，为了方便用户进行 MQTT 云服务参数配置，经测试通过后，列出

对应参数表，用户配置时按照下表对应项参数填写，以下五项参数与 OneNET 密切相关，必

须准确无误方能连接成功。

“椰子壳”MQTT 服务器配置项与 OneNET 参数对应表：

OneNET 项 “椰子壳”配置项 参数举例

服务器 IP 服务器 IP 183.230.40.39

服务器 PORT 服务器 PORT 6002

产品 ID 用户名 198999

鉴权信息 密码 667554

设备 ID 设备 ID 5176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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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通讯协议讲解

“椰子壳”APP 通过参数设置 MQTT 选项后，每次运行“椰子壳”APP 都会自动连接 MQTT

服务器。

• MQTT 连接成功：

返回：{“MQTT_Connect”: “1”}

• MQTT 断开：

返回：{“MQTT_Connect”: “0”}

• 按“参数设置”中默认“发布主题”发送数据：

非 JSON 格式的数据，如：123456abcde

• 特定“发布主题”发送数据：

{“topic”：“test1”，“msg”：“12345678”}

5、通讯协议测试实例

下表是之前创建设备 1、2，它们在我们这次实例中所对应的客户端：

订阅主题、发布主题设置表

客户端 订阅主题 发布主题

设备 1-“椰子壳”APP /frun/0001 /frun/0002

设备 2-“MQTT.fx” /frun/0002 /frun/0001

首先我们看椰子壳的参数填写，首先打开椰子壳中的网络参数设置界面，并找到 MQTT

参数一栏：

图 4.19 椰子壳 MQTT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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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0 椰子壳 MQTT 设置

填写完毕后，点击保存，并重启椰子壳即可。

然后我们进行 MQTT.FX 的填写，首先我们需要打开 MQTT.FX 软件,并点击设置按钮：

图 4.21 MQTT.FX 设置

我们在 OneNet 上创建的产品 ID

上文中我们提到的 MQTT 服务器与端口

设备 1的鉴权信息 设备 1的设备 ID

订阅主题如上表填写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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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User Credentials，会出现两个填框，与另外三个填框一起填入 MQTT 服务器 ip、

端口及设备 2 的信息即可：

图 4.22 MQTT.FX 设置

图 4.23 MQTT.FX 设置

发布主题：填好后点击 OK，返回到初始界面，点击设置旁的 Connect，然后我们在下方

Publish 界面输入发布信息：

设备 2的 ID

设备 2鉴权信息

我们在 OneNet 里创建的产品 ID

我们保存的 MQTT IP

我们保存的 MQTT 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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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4 MQTT.FX 设置

输入完成后点击 Publish 发送，即可在椰子壳中查看到数据：

图 4.25 椰子壳查看数据

在此框中填入订阅主题、发布主题设置表的设备 2发布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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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阅主题：按照以下步骤，即可切换至订阅主题界面。

图 4.26 MQTT.FX 订阅

当我们点击订阅之后，此时回到椰子壳，在发送数据区发送数据，即可在 MQTT.FX 上收

到。

图 4.27 调试效果

当然，这是客户端向服务器发送的通用方法，这种方法当我们以多种方式接入服务器时，

如 TCP、UDP、MQTT 时，它会同时向这三个类型发送数据，如果我们只想向 MQTT 类型的服务

器发送，则需要用到以下格式：

客户端发送：{"cmd":"mqttsend","msg":"12345678"}

服务器接收：{"msg":"12345678"｝

通过 MQTT 协议发送数据，mag 键的值为需要发送的数据。

接收内容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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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HTML5 通讯编程

5.1 HTML5 WebSocket

HTML5 作为 Web 前端开发工具，大众的普遍认知仅限于网站设计，而 HTML5 通讯编程

WebSocket 却鲜为人知，其实 HTML5 较以往的 HTML 最大区别就是新增了 WebSocket API，它

的加入为 HTML5 开辟了长连接的道路，为物联网组态应用打下基础。下面我们通过“HTML5

通讯测试程序”的设计，来更加深入了解 HTML5 WebSocket API 的使用。

WbeSocket 是“椰子壳”aAPP 的基础，是 HTML5 与 Android 内部通讯的唯一桥梁，也是

“椰子壳”APP 往后开发各种 API 的唯一通到，所以请务必认真读懂“HTML5 通讯测试程序”，

帮助甚大，同时，对 WebSocket 感兴趣的读者可百度搜索关键词，进行更深入学习。

HTML5 通讯程序结构

HTML5 通讯测试程序包含两个文件：

index.html 用页面显示，在<head></head>导入 websocket.js

websocket.js 逻辑执行程序

图 5.1 “椰子壳”通讯测试数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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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HTML5 程序注释

1、index.html 源代码：

注意： 红色字是程序的注释，不是程序的组成部分。

<!DOCTYPE html PUBLIC "-//W3C//DTD XHTML 1.0 Transitional//EN"
"http://www.w3.org/TR/xhtml1/DTD/xhtml1-transitional.dtd">
<html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head>
<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 />
<title>HTML5-UART通讯测试程序</title>
<script src="websocket.js"></script> // 导入外部 websocket.js 程序

<style>
#tb1{text-align:center;} // 表格文字居中

.button_type1{ // 按钮式样属性

width:80px;
height:30px;
font-size:12px;

}
</style>
</head>
<body onload="LoadPro()"> // websocket.js 程序入口，页面显示前调用 LoadPro() 函数

<table id="tb1" width="700" border="4" > // 设置表格外框和宽度

<tr>
<td height="70" bgcolor="#000000" style="font-size: 20px; color: #F00">HTML5 Web
通讯测试程序</td> // 设置表头标题

</tr>
<tr>
<td width="700" height="28" align="left" bgcolor="#CCCCCC">【接收数据显示区】

</td>
</tr>
<tr>
<td height="160"> // 设置数据接收显示区域

<textarea name="receive" id="receive" cols="100" rows="15" ></textarea></td>
</tr>
<tr>
<td height="29" align="left" bgcolor="#CCCCCC">【发送数据区】</td>

</tr>
衔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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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接上页

<tr>
<td height="50"> // 设置数据发送显示区域

<textarea name="sender" id="sender" cols="100" rows="3"></textarea></td>
</tr>
<tr>
<td height="50" bgcolor="#CCCCCC">
<input type="button" name="sendButton" id="sendButton" class="button_type1"

value="发送" onClick="Send()"/></td> // 发送数据按钮调用的函数

</tr>
</table>
</bod
</html>

2、 WebSocket.js 源代码

var websocket1; // 端口连接的对象

var recdata; // 接收显示数据

var dataline; // 显示行数

var connectOK; // webSocket 连接状态

var connecting; // 连接进行中

//-----------------------------------------------------------------
function LoadPro(){ // 程序入口

connectOK = 0; // 初始化 连接状态为 0，表示断开

connecting = 0; // 初始化 连接进行中为 0，表示还没有开始连接

SocketConnect(); // 调用连接函数，进行连接

var t1 = window.setInterval(MainPro,1000); // 打开定时器，每秒循环调用 MainPro()
}
//-----------------------------------------------------------------
function MainPro(){ // 无限循环执行函数，用于判断网络断开自动重连

if((connectOK==0)&&(connecting==0)){ // 判断是否连接进行中或者已连接成功

recdata="网络正在连接......\r\n"; // 如果还没有开始连接，就显示“网络正在连接”

document.getElementById("receive").value=recdata;
dataline=0; // 显示行数清零

SocketConnect(); // 调用连接函数，进行连接

}
}
//-----------------------------------------------------------------

衔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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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接上页

//-----------------------------------------------------------------
function SocketConnect() { // websocket 连接函数

var Uri1="ws://127.0.0.1:5000"; // websocket 服务器 ip地址和端口，由于“椰子壳”

与 HTML5 都在 Android系统运行，ip地址就是

本机 IP：127.0.0.1
try {

connecting = 1; // 设置 connecting 为 1，表示连接进行中

websocket1 = new WebSocket(Uri1); // 新建一个连接对象

websocket1.onopen = function (evt) { // 定义连接成功消息函数

websocket1_Open(evt);
}
websocket1.onclose = function (evt) { // 定义断开消息函数

websocket1_Close(evt);
}
websocket1.onmessage = function (evt) { // 定义数据接收函数

websocket1_Message(evt);

}

}
catch (err){ // 连接错误处理

connecting = 0; // 清除正在连接标志

window.alert("提示：连接错误，请重新连接！");
}

}
//----------------------------------------------------------------
function websocket1_Open(evt) { // 连接成功消息函数，当连接成功时自动调用该函数

connectOK = 1; // 设置连接成功标志

connecting = 0; // 清除正在连接标志

recdata="网络连接成功\r\n"; // 显示“网络连接成功”

document.getElementById("receive").value=recdata;
dataline=0;

}
//----------------------------------------------------------------
function websocket1_Close(evt) { // 断开消息函数，当网络断开时自动调用该函数

connectOK = 0; // 清除连接成功标志

connecting = 0; // 清除正在连接标志

recdata="网络断开\r\n"; // 显示“网络断开”

document.getElementById("receive").value=recdata;
dataline=0;

}
衔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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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接上页

//---------------------------------------------------------------
function websocket1_Message(evt) { // 数据接收函数，当WebSocket服务器发送消息过来

时，自动调用该函数

var str = evt.data; // 提取消息中字符串信息

ShowMessage(str); // 在数据接收区显示

}
//----------------------------------------------------------------
function Send(){ // websocket 数据发送函数

var str=document.getElementById("sender").value; // 提取数据发送区中的数据

try {
websocket1.send(str); // 调用 websocket1对象的 send()函数发送数据

}
catch (err){ // 错误处理

window.alert("提示：数据发送错误，请重新发送！");
}

}
//----------------------------------------------------------------
function ShowMessage(str){ // 在数据接收区显示 str字符串数据

var msgbox=document.getElementById("receive");
recdata=recdata+str;
dataline++; // 加一行

msgbox.value=recdata;
if(dataline>10) { // 判断是否大于 10行，如果是，清除显示，从第一行开始显示

dataline=0;
recdat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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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椰子壳”APP 再打包编译教程

6.1 为什么要 APP 打包编译

通过以上的学习，相信大家已经懂得了“椰子壳”APP 二次开发应用，这是在开发环境

下上传 HTML5 静态文件到手机中，但在实际应用中，如果用户每次安装 APP 后还需要上传

HTML5 文件非常麻烦，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通过椰子壳 APP 打包编译就可以将 HTML5 和“椰子壳”打包成一个完整的 APK 文件，用

户下载安装 APK 就可以

6.2 配置环境

1、安装 Java JDK8.0 或以上版本（资料提供的是 9.0.4 版本）。

2、环境配置

（1）右击"我的电脑"，点击"属性"，选择"高级系统设置"；

图 6.1 配置环境 1

（2）选择"高级"选项卡，点击"环境变量"；

图 6.2 配置环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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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就会出现如下图所示的画面：

图 6.3 配置环境 3

（3）在“系统变量”中设置三项变量，JAVA_HOME、PATH、CLASSPATH,若已存在则点击

"编辑"，不存在则点击"新建"。

JAVA_HOME：新建环境变量，变量名为“JAVA_HOME”，变量值为“C:\Program Files\

Java\jdk-9.0.4”——这个需根据自己的 JAVA 安装路径配置；

图 6.4 配置环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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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PATH：新建环境变量，变量名为“CALSSPATH”，变量值为“.;%JAVA_HOME%\lib

\dt.jar;%JAVA_HOME%\lib\tools.jar;”

图 6.5 配置环境 5

PATH：在系统变量“PATH”中新增两个值，分别是：“C:\Program Files\Java\jdk-9.

0.4\bin”和“C:\Program Files\Java\jre-9.0.4\bin”，两个值的路径以自己 JAVA 的实

际安装路径为准。

图 6.6 配置环境 6

若是在 Win7 系统中进行配置，则需要将新增的值拼接在原来的值得后面，并通过“;”

将旧值和新值分隔，两个新增的值也需要使用“;”分隔。

6.3 HTML5-APP 工具功能介绍

1、打开 HTML5-APP 工具

图 6.7 HTML5-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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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打开后操作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 6.8 HTML5-APP 界面

APK 数字证书签名：签名信息在生成 APK 时对 APK 签名使用，可保持默认也可设置自己

的签名内容；

APK 结构重置：该选项会重新生成椰子壳 APP 的原始解包文件，即重新生成“APK”目

录；

HTML5文件夹：请指向需要嵌入到椰子壳APP的 HTML5界面的项目文件夹中，右侧“……”

按键可浏览并选定文件夹。需要注意的是通过浏览文件夹指定路径时需要进入到项目目录再

按确认键。

图 6.9 选择文件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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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 APK：将 APK 解包文件重新打包成椰子壳 APP，并将新的 APK 文件保存在 APK_File

目录中；

图 6.10 生成的 APK

退出：点击可关闭工具；

6.3 将 HTML5 界面打包成 APK

1、打开 HTM5-APP 工具

图 6.11 HTML5-APP 界面

2、修改 APK 数字证书签名内容或保持默认值，这里我们保持默认内容；

3、选择需要嵌入到椰子壳 APP 的 HTML5 界面的项目文件夹；

图 6.12 选择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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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点击“生成 APK”开始打包生成 APK 文件；

图 6.12 生成 APK

5、生成 APK 过程中请耐心等待，当出现以下内容时表示 APK 生成成功：

图 6.12 生成成功

然后我们便可在 HTML5-APP 工具的文件目录中看到新增的“APK_File”文件夹，里面

的“demo.apk”便是拥有新的控制界面 APK 文件，只需拷贝到手机上即可安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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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实例一：基于“椰子壳”APP 开发电子地图

7.1 开发准备

1、注册账号

访问以下链接注册百度账号：https://passport.baidu.com/v2/?reg&tt=15992724402

84&overseas=&gid=404EEE8-5BEB-4B9A-9136-BF77464485DC&tpl=pp&u=http%3A%2F%2Flbsy

un.baidu.com%2Findex.php%3Ftitle%3DjspopularGL%2Fguide%2Fgetkey

2、申请成为开发者

登录百度账号后访问以下链接申请成为百度地图开放平台开发者：http://lbsyun.bai

du.com/apiconsole/key

图 7.1 注册百度地图开发平台

填写相关信息并提交申请。然后进入邮箱点击连接激活账号：

图 7.2 注册成功

https://passport.baidu.com/v2/?reg&tt=1599272440284&overseas=&gid=404EEE8-5BEB-4B9A-9136-BF77464485DC&tpl=pp&u=http%3A%2F%2Flbsyun.baidu.com%2Findex.php%3Ftitle%3DjspopularGL%2Fguide%2Fgetkey
https://passport.baidu.com/v2/?reg&tt=1599272440284&overseas=&gid=404EEE8-5BEB-4B9A-9136-BF77464485DC&tpl=pp&u=http%3A%2F%2Flbsyun.baidu.com%2Findex.php%3Ftitle%3DjspopularGL%2Fguide%2Fgetkey
https://passport.baidu.com/v2/?reg&tt=1599272440284&overseas=&gid=404EEE8-5BEB-4B9A-9136-BF77464485DC&tpl=pp&u=http%3A%2F%2Flbsyun.baidu.com%2Findex.php%3Ftitle%3DjspopularGL%2Fguide%2Fget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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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请密钥

点击连接激活账号成功后计入下图页面：

图 7.3 激活账号

接着点击“申请密钥”按钮，进入秘钥申请窗口：

图 7.4 申请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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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应用名，并将应用类型选择为浏览器，Referer 白名单按要求填写，对于安全性要

求不高的应用可填写“*”——不对任何域名做限制。最后点击“提交”按钮即可获得一个

应用的密钥（ak）了。

图 7.5 获得密钥

7.2 开发简易电子地图

1、软件工具

可使用 Visual Studio Code、HBuilder 等网页开发工具；本文使用 Visual Studio Co

de。

2、创建页面

新建 html 页面文档：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meta name="viewport" content="width=device-width, initial-scale=1.

0">
<title>电子地图</title>

</head>
<body>

</body>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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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设置容器基本样式

设置容器样式大小，使页面充满整个浏览器窗口：

<style type="text/css">

html{height:100%}
body{height:100%;margin:0px;padding:0px}

</style>

4、给页面添加页头

给页面添加页头，用于放置 LOGO、按键或标题等页面元素：

<header style="position: relative;background-color: #26688f;height: 40
px;line-height: 40px;color:#FFFFFF;padding:0px 8px;">电子地图</header>

图 7.6 初始界面



43 / 62

5、引用百度地图 API文件

使用 script 标签引用百度地图 API 接口，并将前面申请的密钥替换“您的密钥”：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http://api.map.baidu.com/api?v=3.0&
ak=您的密钥"></script>

6、创建地图容器元素

在页面容器中添加一个 div 标签用作地图的容器，并在 CSS 样式表中设置他的样式，使

地图占满页面除页头外剩下的其余空间：

添加标签：

<div id="myMapBox"></div>

样式设置：

#myMapBox{

width: 100%;

height: calc(100% - 40px);

}

7、创建地图实例

位于 BMapGL 命名空间下的 Map 类表示地图，通过 new 操作符可以创建一个地图实例。

其参数可以是元素 id 也可以是元素对象。

var map = new BMapGL.Map("myMapBox");

8、设置地图中心点坐标

这里我们使用 BMapGL 命名空间下的 Point 类来创建一个坐标点。Point 类描述了一个

地理坐标点，其中 116.404 表示经度，39.915 表示纬度。（为天安门坐标）

var point = new BMapGL.Point(116.404, 39.915);

9、地图初始化，并设置地图缩放级别

在创建地图实例后，我们需要对其进行初始化，BMapGL.Map.centerAndZoom()方法要求

设置中心点坐标和地图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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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必须经过初始化才可以执行其他操作。

map.centerAndZoom(point, 15);

图 7.7 初始化地图

10、添加控件

在本例中我们向地图添加一个平移缩放控件、一个比例尺控件和一个缩略图控件。在地

图中添加控件后，它们即刻生效。

map.addControl(new BMap.NavigationControl()); //缩放工具

map.addControl(new BMap.ScaleControl()); //比例尺

map.setCurrentCity("北京"); // 仅当设置城市信息时，MapTypeControl的切换

功能才能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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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8 添加控件

11、添加备注

给定位坐标点添加标注以让用户直观的看到定位点的额位置：

var marker = new BMap.Marker(point); // 创建标注

map.addOverlay(marker); // 将标注添加到地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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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9 添加备注

12、封装函数

我们可以将地图初始化、添加标注的代码分别封装成函数，并添加一个更新标注的坐标

的函数，这样就能实时地在地图中跟新显示物体的位置了。

更改后的 JS 代码：

var markerObj;

var map;

function initialize(){//地图初始化

map = new BMap.Map("myMapBox"); // 创建地图实

例

var point = new BMap.Point(116.404, 39.915); // 创建初始化坐

标

map.centerAndZoom(point, 15);

map.addControl(new BMap.NavigationControl()); //添加缩放工具

map.addControl(new BMap.ScaleControl()); //添加比例尺

}

function creatMarker(point){//给定位目标创建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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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rObj = new BMap.Marker(point); // 创建标

注

map.addOverlay(markerObj); //

将标注添加到地图中

}

function changeMarkerPoint(lng,lat){//根据定位目标的实时更新坐标实时更新标注

markerObj.setPosition(new BMap.Point(lng,lat));//更新标注的坐标

map.panTo(new BMap.Point(lng,lat));//更新地图中心点坐标

}

window.onload=function(){

initialize();

creatMarker(new BMap.Point(116.404, 39.915));

}

这样我们就有了可对目标进行实时定位的简易的电子地图了。

7.3 将电子地图打包成 APP

1、请阅读 第六章节：“椰子壳”APP 再打包编译教程 学习 HTML5-APP 工具的使用，

然后将电子地图打包成 APP 安装在手机上。

2、安装电子地图 APP

将上一步生成的电子地图 APP 安装到手机上并打开 APP：

图 7.10 成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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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实例二：基于“椰子壳”APP 开发体感传输界面

8.1 界面开发

1、软件工具

可使用 Visual Studio Code、HBuilder 等网页开发工具；本文使用 Visual Studio Co

de。

2、创建页面

新建 html 页面文档：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meta name="viewport" content="width=device-width, initial-scale=1.0

">

<title>手机体感参数传输界面</title>

</head>

<body>

</body>

</html>

3、引用椰子壳 APP HTML5 控制界面开发通用 JS 文件

在感传输界面的目录中创建“js”文件夹，并将《椰子壳 APP HTML5 控制界面开发通用

JS 文件》文件夹中的“index.js”、和“websocket.js”两个 js 文件复制到“js”文件夹

中。

图 8.1 通用 JS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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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使用 scrip 标签引用这两个 js 文件：

<script src="js/index.js"></script>

<script src="js/websocket.js"></script>

这两个 js 文件的功能是实现网页根椰子壳 APP 的 websocket 连接通讯。当打开网页待

页面加载完后界面便会自动调用 websocket 服务连接函数：

window.onload=function(){

LoadPro();

}

当连接成功后界面即可通过 Data_dispose 函数处理来自椰子壳的数据，或者调用

Send_massage 函数向椰子壳不同的端口发送数据。

4、手机安装原始的椰子壳 APP

在手机中安装原始的椰子壳 APP，安装成功后打开 APP：

图 8.2 原始椰子壳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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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手机连接局域网并获取手机局域网 IP

打开手机 WLAN 功能，连接与开发界面的电脑处于同一个局域网的 WiFi，连接成功后点

击 WiFi 名查看手机被分配的局域网 IP：

图 8.3 获取手机局域网 IP

另外一种获取手机局域网 IP 的方法是在 WiFi 连接成功后，在打开的 APP 中单指长按界

面打开参数设置菜单栏，并点击右侧按钮打开菜单选择“FTP 文件管理”选项查看：

图 8.3 FTP 文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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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 FTP 文件管理

6、更改界面的 websocket 连接地址

打开 websocket.js 文件将“SocketConnect”函数中的 Uri1 和 Uri2 的值中的 IP 地址

改成将上一步获得的手机 IP 地址：

原代码：

var Uri1="ws://127.0.0.1:5000";

var Uri2="ws://127.0.0.1:5001";

修改后：

var Uri1="ws://192.168.8.236:5000";

var Uri2="ws://192.168.8.236:5001";

7、打开界面测试 websocket 连接

完成上述步骤后即可使用浏览器打开页面进行界面与椰子壳 APP 的通讯测试了。打开界

面后打开浏览器的控制台（可通过快捷键 F12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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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在控制台收到这些数据说明界面成功通过脱机模式与椰子壳进行连接并接收到来自

椰子壳的数据：

图 8.6 控制台数据

其中以下格式的数据便是椰子壳 APP 获得的手机的体感传感器的数据（这是个 JSON 格

式的字符串），数据来自椰子壳的 5001 端口：

{"x1":-23.14,"y1":-2.90,"z1":88.03,"x2":-0.89,"y2":3.57,"z2":9.54,"s1":218.10,

"s2":5.00}

其中 x1、y1、z1 的键值是陀螺仪传感器数据，x2、y2、z2 的键值是加速度传感器数据，

s1 的键值是光照强度传感器数据，s2 的键值是接近传感器数据。

8、添加表格用于显示传感器数据

在界面中添加表格显示各传感器的数据；

<table style="width: 100%;position: relative;text-align: center;" bord

er="1" cellspacing="0">

<tr style="height: 30px;">

<td style="width: 100px;" rowspan="2">陀螺仪</td>

<td>X</td>

<td>Y</td>

<td>Z</td>

</tr>

<tr style="height: 30px;">

<td id="x1"></td>

<td id="y1"></td>

<td id="z1"></td>

</tr>

<tr style="height: 30px;">

<td style="width: 100px;" rowspan="2">加速度</td>

<td>X</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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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Y</td>

<td>Z</td>

</tr>

<tr style="height: 30px;">

<td id="x2"></td>

<td id="y2"></td>

<td id="z2"></td>

</tr>

<tr style="height: 30px;">

<td>光照强度</td>

<td id="s1" colspan="3"></td>

</tr>

<tr style="height: 30px;">

<td>接近传感器</td>

<td id="s2" colspan="3"></td>

</tr>

</table>

图 8.7 效果图

9、显示数据

编写数据处理代码将页面接收到的来自椰子壳 APP 的 5001 端口的数据正确显示在表格

中，可在 Data_dispose 函数中直接添加这些代码：

try{

var json=JSON.parse(data);

document.getElementById("x1").innerHTML=json.x1;

document.getElementById("y1").innerHTML=json.y1;

document.getElementById("z1").innerHTML=json.z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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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getElementById("x2").innerHTML=json.x2;

document.getElementById("y2").innerHTML=json.y2;

document.getElementById("z2").innerHTML=json.z2;

document.getElementById("s1").innerHTML=json.s1;

document.getElementById("s2").innerHTML=json.s2;

}

catch(err){

console.log("数据错误："+data);

}

刷新网页效果如下：

图 8.8 效果图 2

8.2 页面与网络调试助手的 TCP 通道的数据通讯

1、调用 Send_massage 函数通过 TCP 通道向网络调试助手发送数据

在 Data_dispose 函数中调用 Send_massage 函数将接收到的来自椰子壳 5001 端口的手

机传感器数据通过椰子壳的 5000 端口发送给网络调试助手：

Send_massage(0,'{"cmd":"tcpsend","msg":'+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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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置椰子壳 APP 网络参数通过 TCP/IP 协议连接网络调试助手

打开 PC 端的网络调试助手，选择 TCP Server 协议类型并打开：

图 8.9 网络调试助手

3、软件注册

打开椰子壳 APP 的参数设置菜单栏，并选择打开软件注册界面：

图 8.10 椰子壳 APP 软件注册界面

如果注册状态显示未注册请在注册码一栏中输入“1148371616@qq.com”获得一天的试

用期，第二天使用的话需要再次注册。

mailto:如果注册状态显示未注册请在注册码一栏中输入“1148371616@qq.com”获得一天的试用期，第二天使用的话需要再次注册。
mailto:如果注册状态显示未注册请在注册码一栏中输入“1148371616@qq.com”获得一天的试用期，第二天使用的话需要再次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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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打开椰子壳参数设置菜单栏并选择打开网络参数设置界面，并将下图划线内容保留

格式更改成网络调试助手中的 TCP Server 的 IP 地址和端口号的组合：

图 8.11 椰子壳 APP TCP 参数设置

保存并重启 APP，然后刷新界面，但在浏览器控制台（Console）中显示以下红线的数

据时说明椰子壳 APP 取得与网络调试助手的连接：

图 8.12 椰子壳 APP与网络调试助手连接状态

并且此时我们便可在网络调试助手中看到来自网页的数据——网页原样发送的来自椰

子壳 APP 发送给网页的手机传感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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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3 网络调试助手数据状态

网络调试助手也可以发送数据给网页，例如在数据输入框输入“12345678”后点击发送

按钮，页面即可接收到来自网络调试助手的数据：

图 8.14 页面接收的数据

8.3 打包 APP

1、将 websocket.js 文件中的 Uri1 和 Uri2 的值中的 IP 地址恢复成默认 IP，即将 Uri1

和 Uri2 的值修改成如下：

var Uri1="ws://127.0.0.1:5000";//网页连接5000端口可使用椰子壳APP的 MQTT

协议、TCP/IP 协议、UDP 协议对外收发数据

var Uri2="ws://127.0.0.1:5001";//网页连接50001端口可使用椰子壳APP获取手

机的陀螺仪、加速度传感器、光照强度传感器、接近传感器的数据，以及发送以下文档前述

控制指令。

2、请阅读 第六章节：“椰子壳”APP 再打包编译教程 学习 HTML5-APP 工具的使用，

然后将电子地图打包成 APP 安装在手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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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卸载原先安装的椰子壳 APP 原始程序，并安装上一步生成的 APP：

图 8.15 生成 APP 效果

4、按照第二点从新设置椰子壳 APP 的网络连接参数并重启 APP，这样我们便拥有了可

以向网络调试助手发送手机体感传感器参数的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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