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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基于微服务架构的云端数据监控系统设计与实现 

摘    要 

传统软件设计采用单体应用架构，整个软件应用程序被部署为一个单元，每次功能

的变更或缺陷的修复都会需要重新部署整个应用。这种设计方式使得应用随着需求不断

的增加、功能不断的完善在单次部署的耗时长，一旦某个地方出现错误会导致整个应用

程序无法正常的提供服务。特别地，对于可靠性要求高的应用这样的副作用无疑是影响

这个业务和体验的。同时，随着客户端计算力的提高，我们可以对应用进行前后端分离，

前端专门负责渲染用户界面，而后端来提供数据持久化和各种服务。通过对其部署在不

同的服务器上，当后端无法提供服务时，前端依旧有良好的用户体验。然而服务的可靠

性依旧很差。于是我们又对后端服务进行分离，将每个领域业务对应的服务拆开单独做

成一个服务单独部署，再通过 API网关进行统一的调度管理，这样就可以保证在其中一

个服务宕机的情况下其它服务是正常运行并且受到的影响最小，省时又省力。这就是微

服务架构的理念。随着容器技术的出现，微服务架构真正的得以实现。特别是无服务器

概念的提出，后端即服务和函数即服务使得微服务设计更容易的得以实现。 

在物联网软件架构体系中，常见的软件需求是管理海量的、分布在不同的地理位置

的、不同功能类型的物联网设备。这些设备需要在采集数据后送往网关处理中心，其中

大部分数据要求实时性且要持久的采集。如果按照传统软件体系设计，当软件体系中的

某个服务需要变动或者添加、删除服务时，整个服务会被关闭，然后等待重新编译上线。

这会影响到数据的实时性和可靠性，显然这种设计是不再适合这些场景的物联网软件的。

本文旨在使用前后端分离，微服务的手段设计并实现物联网软件体系中的数据监控系统，

并实施上云部署。 

 

关键词：微服务；前后端分离；数据监控；后端即服务；函数即服务   

  



 

II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Cloud Data Monitoring 

System Based on Microservice Architecture 

Abstract 

Traditional web application architecture means that the entire software program is 

deployed as a unit and the entire unit must be restarted whenever it needs to be updated. This 

architecture will reduce the reliability of the entire software and affect the business and user 

experience.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omputing power of the client, we can adapt the 

method of separating the front end and the back end. The backend provides various business 

services and data persistence through APIs. The front end mainly calls the API and renders the 

user interface. After the decoupling of the front and back ends will have a better user experience. 

But the application is still unreliable. Therefore, we use the service corresponding to each 

business logic to split the backend into multiple different microservices and deploy separately. 

The unified scheduling management through the API gateway can guarantee the reliability of 

the service.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loud computing and container technology, 

microservices have been implemented. At the same time, serverless hosting makes back-end as 

a service and function as a service make microservices easier. 

A very common situation in the Internet of Things is that sensors send data to the gateway 

for data analysis by collecting data. So, this has high reliability and real-time requirements for 

software design. In this paper, this data monitoring application software is designed and 

implemented by adopting a microservice architecture and deployed to the cloud. 
 

Key words：microservice；front-end back-end separation；data monitoring；back-end as a 

service；function as a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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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绪论 

1.1 引言 

随着移动通信的发展，特别是 5G 技术逐渐成熟，我们可以将嵌入式设备集成到各

种日常用品用以连接互联网实现万物互联互通，打通人与流程、物品之间的通信。如今，

越来越多的公司、部门借助低成本的计算、云服务、大数据、统计分析和移动领域等各

种技术手段让物品自动的收集、分析和共享数据，最大化的减少人力的消耗来提高生产

效率和服务质量。在这样的物联网环境下，数字系统可以按照预先设定的流程记录、监

控和调度各个物品。在这之前实施数据监控是必须的。然而，物联网带来的数据量是巨

大的，又是极具价值的，但大部分监控体系是单机的、高耦合的，数据本身的产生速度

也远远大于以往。数据的频繁读取和写入性能不仅仅是硬件层面的要求，网络承载力和

软件并发性也是非常的重要。同时许多场景要求低延时，实时性差的数据会导致分析失

误或丧失监控的意义。 

本文按照物联网软件工程的方法设计了一套基于云端微服务架构的数据（例如温湿

度）监控软件系统。旨在借助先进的思想和新兴技术，搭建出符合微服务架构的物联网

软件系统来改善单体设计系统的可靠性、扩展性，同时经济易于个人、组织部署使用。 

1.2 选题背景 

受本科阶段的无线传感网课程设计启发，结合自己工程实践阶段学习到的计算机知

识和技能对其优化重构。 

1.3 设计内容 

（1）构建微服务并协同多个不同服务，解耦、细化 API 接口来提高扩展性和可靠

性，在保证基础后端服务的功能上，又可扩展不同需求。既保证服务的具有透明性，又

使得用户体验良好； 

（2）构建易于使用的前端应用，提供可视化的实时数据预览、各种参数设置等。 

1.4 设计的目的及其意义 

数据监控系统是物联网最常见的系统之一，它在很多场景下有实际应用。例如智能

家居的设备状态的监控、学校实验室环境监控、植物和室内环境指数的监控等，方便、

高效的监控系统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对监控对象做出分析改善。 

1.5 什么是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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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明确微服务的规模是视具体的设计有所不同。微服务通常是指通过 HTTP 调

用将数十个或数百个微型应用程序连接在一起。因此，微服务架构并不是一个用于处理

身份验证、付款和向客户发送电子邮件的整体，而是具有一个用于身份验证，另一个用

于支付，另一个用于用营销电子邮件填充收件箱的应用程序，只是服务的颗粒度相较于

一个整体较小。 

但是，微服务并非没有缺点。在应用拆分之后，每个服务需要单独的部署，这意味

着运维人员可能要维护多个服务器，并且保证每个服务器之间的数据是同步。特别随着

越来越多的服务加入，要如何治理这些服务的权限、日志分析等问题也都将随之而来。 

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微服务基础设施管理的方案呢？我们可以发现，现在社区是流行

于使用 Docker 容器虚拟化技术结合 Kubernetes 容器编排技术做私有部署方案。然而对

于个人和某些非盈利组织而言，这样的方案还是没有解决需要维护服务器的措施，并且

对于服务的监控、熔断、注册、发现等都是一大难以解决的工程问题。但是随着 Serverless

无服务器概念的提出，我们可以在不关注服务器资源分配的运维问题的情况下就构建出

性能卓越的软件应用。针对什么是 Serverless 无服务器概念将在后面的后端设计目标中

加以解释。 

1.6 前后端分离的开发模式 

数据监控系统的目标是构建成跨平台的响应式应用。由于 Web 应用天生就有跨平台

的优势，无论是 iOS、MacOS、Android、Windows、Linux 等众多平台均支持 Web 应用，

所以本系统将会设计成用户体验接近原生应用体验的 Web 应用。 

传统的 Web 应用开发模式是单体应用开发，整个项目的源代码都是放置在同一个环

境下并且一起部署。视图界面由浏览器客户端发起响应之后通过服务器端模板引擎组装

视图结构再返回浏览器客户端进行视图渲染。这使得整个应用是一体的，在项目的初期，

单体应用可以很好地运行。然而，随着需求的不断增加，应用的体积会变大，可维护性、

灵活性都会下降，特别多人协作比较困难。同时部署前需要长时间的编译、测试，部署

时还需要重新启动整个应用，会影响整个应用的运行。 

随着芯片行业的发展，计算机设备的计算能力的提高，我们可以将模板引擎到渲染

视图部分的工作分配到客户端进行异步更新。这样就可以使得代码库分离，可以有专门

的人负责前端和后端的开发和运维。同时对于服务器资源的节省，还可带来更大服务承

载力。 

1.6.1  前端设计目标 

为了让用户对系统的感知更为类似原生应用，前端将构建成渐进式的单页应用。 

（1）PWA 渐进式 Web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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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WA（Progressive Web Apps，渐进式 Web 应用）是使用了现代的 Web API 通过离线

缓存等方式来构建 Web 应用的。这种应用的内容可以被 SEO 搜索引擎收录，可以固定

在设备的主屏幕上，可以简单向网页一样分享它，可以借助本地数据库离线工作，跨平

台且受到安全策略保护的。它可以获得我们像使用原生应用一样的体验。 

目前 PWA 应用已经受到了浏览器的广泛支持，包括 Google Chrome 浏览器、Firefox

火狐浏览器、Microsoft Edge（Edge HTML）浏览器、Microsoft Edge（Based Chromium）

浏览器和 Safari 浏览器。 

（2）SPA 单页应用 

SPA（Single-Page Application，单页应用）与传统的应用从服务器模板渲染引擎渲染

不同，它是过动态的重写当前页面的 DOM 来实现用户交互的。这种方法避免在页面之

间来回切换时打断用户体验，使应用程序更像一个桌面应用程序。 

现代浏览器均支持大部分标准的 HTML5、CSS3 以及 ECMAScript2015 新特性，行

业已经有诸多实践可以供给参考。 

1.6.2  后端设计目标 

为了构建高可靠、实时性强的数据监控系统，后端对服务进行微服务解耦，围绕 FaaS

设计 API 并通过 Serverless 无服务器的云部署架构实现颗粒度小、松耦合的后端服务。 

（1）BaaS 后端即服务 

BaaS（Back-end as a Service，后端即服务）涵盖的范围比较广泛，包含了应用所依

赖的任何服务。它通过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来方便集成和使用，而无须使用者关心如何

运维。比如需要使用数据库服务，你无需下载、安装、配置和部署数据库，只要向服务

中心申请资源，获得权限拿来即用。 

（2）FaaS 函数即服务 

FaaS（Function as a Service，函数即服务）提供了一个基础的运行环境，在这个环境

中你可以使用一个函数或者多个函数来组合成一个应用提供服务，一般支持大多数常用

的编程语言。FaaS 的计算资源受计算平台视访问量的多少来动态分配。FaaS 常与 BaaS

配合使用，也可以单独使用。它是受事件驱动（Event Driven）的，可以结合不同的触发

器（trigger）实现大多数函数逻辑。 

（3）Serverless 无服务器部署 

为了实现对应用服务的解耦以及合理分配服务器资源，与传统架构相比，Serverless

架构有如下的几个特点： 

①事件驱动：在 Serverless 架构下，应用加载和执行被设计为事件驱动的，通过

Webhook 等技术设置不同的触发器和预先编写的函数相互绑定，然后针对不同事件具有

不同的反应动作（action），这样就可以做到对事件的整个生命周期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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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按需加载：应用不能保持长时间的允许，一般平台会设定一个运行时间，超时后

就会被强制卸载，无法持续占用计算资源。应用的启动需要一段时间来完成，因此应用

具有一个冷启动时间，当然这个时间不会太长。自然地，平台发现某个函数被重复调用

的时候，就会对其进行优化。 

③状态非本地持久化：由于应用受到平台的资源分配，因此应用的实例不再与任何

的服务器资源相绑定，而是分布式的存在于任何空闲的服务器上的。与传统的非解耦设

计相比较，Serverless 应用是无法保持本地状态的持久化的。 

④非会话保持：由于状态非本地持久化，那么应用每次运行所生成的实例都可能处

在不同的服务器资源上，当该应用想进行一个会话保持（Sticky Session）的时候，它无

法获得关联的应用上下文（context）。因此，对于长链接有状态的应用是不合适的。 

⑤自动弹性伸缩：由于应用是按需加载的，当有突发的并发请求时，云计算服务平

台会根据自身的计算资源和应用实例的实际需求动态的调整，在应用闲置的时候及时的

回收计算资源，实现弹性的自动伸缩和扩展。 

⑥应用函数化：每个业务服务均是由 1 个动作或者多个相关联的动作构成的，因此

应用会被解耦成多个颗粒度细小的函数，而每个函数的状态和会话都无法持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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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系统总体设计 

2.1 系统需求分析 

基于微服务架构的云端数据监控系统被设计成一个具有实时性高、扩展性强、安全

性高的系统，用户可以根据自己想要查看或控制的环境变量需求去增加或删除前端物联

网设备，并对其进行属性设置。通过仪表板能够个性化定制屏幕数据可视化分析的布局

结构，在设备列表还能看到设备的状态和其历史采集数据等。 

图 2-1 系统总体功能结构图 

2.1.1  用户需求 

（1）为了确保用户设备安全以及考虑部署到公网环境，设计为无游客访问功能； 

（2）用户可以注册、登录，修改自己的头像、密码、姓名、邮箱等基础信息； 

（3）用户可以查看、添加、编辑、删除自己的物联网设备； 

（4）用户可以在仪表板新增或删除仪表布局，方便查看实时数据。 

2.1.2  设备需求 

（1）设备需要存有历史采集数据； 

（2）设备对数据库特定文档有写入数据的功能，尽量做到与通信协议无关； 

（3）设备端可以离线使用，在网络波动恢复后自动同步数据； 

（4）对于设备采集的数据，要有方法可以拓展数据分析。 

2.2 可行性分析与技术选型 

Web 应用的构建中，由于 Node.js 和 ECMAScript2015 的出现，JavaScript 被赋予了

后端开发的能力。对于个人构建整个程序来说选择 JavaScript 全栈是最理想和快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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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数据监控系统全栈使用 JavaScript 构建，结合 React.js 库及其生态构成的前端框架和

Firebase SDK for Node.js 提供的驱动 Firebase 云移动平台能力构建成新型的物联网云端

数据监控系统。 

2.2.1  前端技术栈 

（1）TypeScript 

TypeScript 是 Microsoft 维护的一门类型安全的开源编程语言。TypeScript 带来了可

选的静态类型检查以及最新的 ECMAScript 特性，是 JavaScript 类型的超集，因此它可以

被编译成普通的 JavaScript，从而运行在跨平台系统上。 

（2）React.js+React-Router+Material-UI 框架 

React.js 是 Facebook 公司开源的用于构建用户界面的 JavaScript 库，是目前最为流

行的单项数据流前端库，结合 React-Router 作为路由管理、React-Redux 作为数据状态管

理、Material-UI 遵循 Google Material Design 规范响应式 UI 组件库作为用户 UI 界面可以

构建出完整的单页渐进式 Web 前端程序，如果需要真正原生的体验结合 Electron.js、React 

Native 等技术可以将现有的代码转为 iOS、Android 等平台的原生应用程序。本数据监控

系统仅仅构建出 PWA 渐进式应用，原生应用技术栈不再赘述。 

（3）Recharts 数据可视化 React 组件 

Recharts 是一个轻量级基于 D3.js 数据可视化子模块的解耦的、可重用的 React 图表

组件。它可以简单、快速的绘制出 SVG 高质量元素，保证在各种分辨率情况下，图表都

具有高质量的渲染。数据监控系统仪表板中所有实时数据的可视化均由 Recharts 绘制。 

2.2.2  后端技术栈 

Firebase 是 Google 面向移动应用和 Web 应用程序开发者的云平台。它集成了包含数

据库服务、机器学习服务、身份认证服务、静态文件托管服务、大型媒体文件托管服务、

质量分析服务、消息推送服务等移动服务产品，同时结合Google Cloud提供BaaS和FaaS，

能为开发者提供快速在 Android、iOS、Web、C++、Unity 等平台上构建应用的能力。

Firebase 提供了免费的入门方案，包括完整基础服务调用和性能分析，调用时长根据服

务不同有不同的额度，体验下来对于个人和小型团队都是完全足够使用的。针对免费套

餐额度使用完之后还可以按照使用时长、使用次数等不同维度的计费方案付费使用。这

种完全免费全托管的方式无论是对个人开发者还是团队开发都非常经济、快速、可行的。 

云端数据监控系统的后端将由 Firebase 驱动，围绕 Cloud Functions 构建微服务。主

要使用了 Firebase Authentication 身份认证服务、Cloud Firestore 实时数据库服务、Cloud 

Storage 文件存储服务、Firebase Hosting 云托管服务、Cloud Functions for Firebase 云函数

服务。 

（1）Firebase Authentication 身份认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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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ebase Authentication 身份认证服务可以轻松与其他 Firebase 服务集成，它是按照

行业安全标准（OAuth 2.0 和 OpenID Connect 等）来设计的，因此亦可与自定义后端轻

松集成。其包括基于电子邮件和密码的身份验证、联合身份提供方服务集成（例如

GitHub）、电话号码身份验证、自定义身份验证系统集成以及匿名身份验证。其工作原理

是用户通过获取凭证发送给 Firebase Authentication SDK 等待验证后获得对 Firebase 产品

和自定义后端服务的访问权。这些凭证可以是电子邮件与密码，也可以是联合身份提供

者授权的 OAuth 令牌。在数据监控系统中，将集成 Firebase Authentication 的电子邮件认

证服务以及通知服务。 

（2）Cloud Firestore 实时数据库服务 

Cloud Firestore 是一种部署在云端的 NoSQL 文档数据库，借助强大的 Google Cloud

它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轻松存储、同步和查询移动应用及 Web 应用的数据。并且这些数据

可以实时的同步到所有客户端的。区别于普通的数据库，它还有离线的存储功能，在网

络不稳定的情况下，数据会在客户端先缓存，等待网络恢复时会自动同步到远程数据库。

这具有非常良好的可靠性，非常适合用于物联网系统。因此，在数据监控系统中，将集

成 Cloud Firestore 提供传感器数据存储和自定义后端服务的数据持久化，同时其跨设备

的实时性可以让监控系统比设置定时任务获取最新数据的方式更加具有实时性。 

特别地，在 Cloud Firestore 中，存储单元是文档。类似 JSON 每个文档都用一个 key

进行标识，键就是传统意义的唯一标识 id。其支持的数据类型的值有：布尔值、数字、

字符串、地理坐标点、二进制 blob 和时间戳。 

（3）Cloud Storage 文件存储服务 

Cloud Storage 是一种快速安全存储和提供用户文件的内容的托管服务。它会根据用

户身份或文件属性（例如文件名、大小、内容类型和其他元数据）来确定是否允许访问。

得益于 Google 全球 CDN，无论在哪里用户都可以快速的获得想要的文件，并在网络状

况不好的情况下提供暂停和自动恢复下载的功能，节省用户的带宽和时间，安全可靠。

在数据监控系统中，将集成 Cloud Storage 服务提供用户头像、文件快照等存储和读取的

服务。 

（4）Firebase Hosting 云托管服务 

Firebase Hosting 是专门为现代 Web 应用设计的托管服务，无论是部署移动应用的着

陆页，还是部署单页 Web 应用或渐进式应用都可以通过全球 CDN 快速的访问，部署会

在极短的时间内应用到全球的 CDN 节点服务，同时具有路由重写功能。特别地，它还提

供了免费的网域服务，轻松获取 SSL 证书，保持整个应用的访问是加密安全的。在数据

监控系统中 Firebase Hosting 将托管前端生成静态文件。 

（5）Cloud Functions for Firebase 云函数服务 

Cloud Functions for Firebase 提供了托管自定义函数的能力。通过 HTTP 函数，可以

方便的获取客户端传来的认证凭据和消息服务，然后执行相应的逻辑。同时它还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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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它 Firebase 服务交互的能力，例如通过各种类型的 trigger 进行事件监听，可以在

Cloud Firebase 实时数据库发生改变的时候触发一些算法进行数据分析。这对实时数据流

的动态分析是非常方便的，可以轻松的知道数据库发生了什么变更，必要的时候可以触

发消息通知服务。如果用户监控的数据比较重要，当数据异常波动时可以快速的提醒用

户。同时云函数是在有需要的时候才会加载运行，在闲置的时候就会被卸载，可以节省

计算资源和带宽资源。每个函数有自己的生命周期，但函数更新的时候，旧的实例会被

自动替换为新的实例。在数据监控系统中，将会使用 Cloud Functions 来做自定义的服务，

比如数据分析、消息推送和数据持久化等。 

2.3 系统架构图 

根据上述的系统设计可总结得系统软件架构图如下：a 

图 2-2 系统结构图 

2.4 开发和生产环境配置 

（1）开发工具：Visual Studio Code。 

（2）技术栈版本：Node.js 12.0，TypeScript 3.8。 

（3）环境变量（下述 Firebase 相关的环境变量均在 Firebase 控制台获取）： 

APP_API_URL 是 API 统一网关的地址； 

APP_API_KEY 是 Firebase SDK 的密钥； 

APP_AUTH_DOMAIN 是 Firebase SDK 认证白名单域名地址； 

APP_DATABASE_URL 是 Cloud Firestore 实时数据库的访问地址； 

APP_PROJECT_ID 是在 Firebase 控制台中创建的项目名称； 

APP_STOREAGE_BUCKETS 是 Cloud Storage 存储地址； 

APP_MESSAGING_SERNDER_ID 是 Firebase 用于消息推送服务 ID; 

APP_WEB_ID 是 Firebase 的应用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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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_MEASUREMENT_ID 是 Firebase 测量编号。 

（4）Firebase Emulator 本地模拟器，基于 Node.js 10.0。 

（5）Firebase CLI 使用命令行初始化和管理 Firebase 项目，基于 Node.js。 

（6）调试 React Virtual DOM：React Developer Tools for Chrome。 

（7）代码版本控制管理：Git 2.26。 



福建工程学院本科生毕业设计 

10 

第 3 章 系统详细设计 

3.1  Cloud Firestore 数据库设计 

基于 Cloud Firestore 本身是一种文档型的 NoSQL，其结构类似于 JSON 数据，允许

各个集合拥有子集合，子集合可以嵌套子集合，允许嵌套 100 级，目的是为了方便查询。 

3.1.1  概念设计 

（1）用户实体是用来对用户的基本信息进行描述和各种服务认证的，包括了姓名、

头像地址、邮箱地址、布局信息存储等的属性。其具有一些与 Firebase Authentication 相

冗余的数据，为的是方便用户的管理。 

（2）设备实体是用来对前端物联网数据采集传感器设备的基本特征的描述和身份

识别，其包括了每个传感器设备的名称、地理位置、备注描述、创建时间和采集属性等

基本属性。 

（3）属性实体是用来对前端物联网数据采集传感器设备所采集的数据的一个描述,

其包括了每个采集样本的属性名称、转换单位、转换比率（用于显示）等属性。由于属

性的不确定性，所以有单独的实体对其进行描述，以便扩展系统的功能性。比如在前端

定义其数据结构，这在前端界面设计中会有体现。 

（4）数据实体是用来对前端物联网数据采集传感器设备所采集的数据的元数据的

描述，它包含了所采集数据的负荷载体以及采集的时间戳。 

为了方便云端数据监控系统的功能设计，设计有每个用户可以拥有多个设备实体，

每个设备可以拥有多个属性实体，每个属性实体可以拥有多个数据实体。数据库实体关

系图如下： 

图 3-1 数据库实体关系图 

3.1.2  逻辑设计 

根据数据库实体关系图转化成结构数据后得到如下的数据库文档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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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户 users 的文档结构： 

表 3-1  users document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数据描述 

name 

avatar_url 

device_ref 

email 

layouts 

  string 

  string 

  reference 

  string 

  array 

用户名称 

头像链接 

设备集合的路径 

邮箱 

布局数据集 

 

（2）设备 devices 的文档结构： 

表 3-2  devices document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数据描述 

name 

description 

user_ref 

values 

string 

string 

reference 

sub set 

设备名称 

设备描述 

用户集合的路径 

设备属性子集合 

 

（3）设备 values 的文档结构： 

表 3-3  values document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数据描述 

name 

unit 

display_ratio 

data 

string 

string 

number 

sub set 

设备名称 

属性单位 

显示比率 

属性数据子集合 

 

（4）属性 data 的文档结构： 

表 3-4  data document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数据描述 

payload 

timestamp 

location 

number 

timestamp 

geopoint 

数值 

采集时间 

采集坐标 

 

3.2 用户认证服务的设计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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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注册流程相关的 Cloud Functions 

（1）创建用户（基于 POST HTTP 函数） 

用户在前端正确的填写表单信息，点击注册按钮之后以 POST 的方式发起 HTTP 请

求。通过 Admin SDK 调用 admin.auth()的 createUser 方法并传入 email 和 password 等参

数，然后返回响应结果。前端在收到响应后会根据是否成功会跳转自相应的路由。 

（2）冗余用户数据（基于 Trigger 函数） 

注册过程中需要对用户 uid 进行一个冗余存储，因此通过在 functions.auth.user()上添

加 onCreate 监听用户创建事件，当有用户创建时就往 Firestore 的 users 集合中写入冗余

信息。 

3.2.2  登录流程相关的 Cloud Functions 

通过 Email 和密码登录（基于 POST HTTP 函数）：用户在前端正确的填写登录表单

信息，点击登录按钮后以POST的方式发起HTTP请求。通过Admin SDK调用admin.auth()

的 loginWithEmailAndPassword 方法获得用户信息和凭证，如果成功将凭证设置到响应

的请求头信息以便后续的认证，返回用户信息。前端收到响应后根据是否认证通过跳转

到相应的路由。 

3.2.3  更新用户信息相关的 Cloud Functions 

（1）更新用户的文档资料（基于 PUT HTTP 函数） 

用户在前端的填写需要修改的相关信息表单后携带用户 uid 以 PUT 的方式发起

HTTP 请求。通过 Admin SDK 调用 admin.auth()的 updateUser 方法更新用户信息，获得

操作结果换取最新的用户信息后同步更新 Firestore 中的 user 文档数据。 

（2）上传用户头像（基于 POST HTTP 函数） 

用户在前端的点击上传图片的按钮，选择合适的图片后通过前端 Blob 编码后以

POST 的方式发起 HTTP 请求。通过 Admin SDK 调用 Cloud Storage 的上传文件方法，

等待上传完成后返回一个 URL 地址，再将这个地址结果返回。 

3.2.4  用户信息认证中间件 

验证当前登录状态被设计成一个请求验证的中间件，原理是基于洋葱模型对除注册、

登录、公共访问区域以外的所有 Cloud Function 的请求头拦截并进行解析，获得相关的

登录凭证后与 Firebase 认证的凭证相比较，如果有凭证过期或者不全或者伪造再会对响

应清除所有的认证相关的响应信息，后续的执行全部中断。如果凭证依旧有效就执行正

真的请求函数体。前端根据这个响应做出是否清除本地 Cookies、Local Storage 和 Firebase

退出等操作。 

3.3 设备管理服务的设计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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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添加设备相关的 Cloud Functions 

添加设备（基于 POST HTTP 函数）：用户在前端需要对设备的属性进行定义，例如

这个设备是采集温度的，那么它的属性中会有一个“温度”的属性，并有其单位的其它

附加属性。点击添加设备按钮之后以 POST 的方式携带整个验证后的表单发起 HTTP 请

求。收到请求后，通过 Admin SDK 调用 admin.firestore()的相关数据库方法设定该设备的

信息，并将其与用户进行关联，然后返回响应结果。 

3.3.2  编辑设备相关的 Cloud Functions 

编辑设备（基于 PATCH HTTP 函数）：用户在前端只能对除现有数据需要对设备的

属性进行定义，例如这个设备是采集温度的，那么它的属性中会有一个“温度”的属性，

并有其单位的其它附加属性（不包括所属用户的参考）。点击添加设备按钮之后以 PATCH

的方式携带整个验证后的表单发起 HTTP 请求。收到请求后，通过 Admin SDK 调用

admin.firestore()的相关数据库方法更新该设备的信息，然后返回响应结果。 

3.3.3  删除设备相关的 Cloud Functions 

删除设备（基于 DELETE HTTP 函数）：由于设备和 Firestore 的特殊性，需要对所

有的子集合进行删除，因此对于设备删除操作是用户在前端只能对除现有数据需要对设

备的属性进行定义，例如这个我们仅仅是把设备的状态设置为隐藏，这样对于历史数据

的保存还是完整的，也不涉及复杂的删除操作。点击删除设备按钮之后以 DELETE 的方

式携带设备的 id 发起 HTTP 请求。收到请求后，通过 Admin SDK 调用 admin.firestore()

的相关数据库方法设定该设备为隐藏，然后返回响应结果。 

3.3.4  设备查询相关的 Cloud Functions 

（1）查询设备信息（基于 GET HTTP 函数） 

用户在前端点击需要查询的设备之后以GET的方式携带设备的 id发起HTTP请求。

收到请求后，通过 Admin SDK 调用 admin.firestore()的相关数据库方法获取设备的基本

信息，然后返回响应结果。 

（2）查询设备数据（基于 GET HTTP 函数） 

用户在前端选择需要查询的数据的时间范围，点击查询按钮之后以 GET 的方式携

带设备的 id 发起 HTTP 请求。收到请求后，通过 Admin SDK 调用 admin.firestore()的相

关数据库方法去筛选时间范围内的设备采集数据，然后返回响应结果。 

3.4 数据采集服务设计与实现 

由于物联网通信协议还尚未得到统一，MQTT 等常用的协议也有复杂的版本迭代。

为了做到扩展性强，数据采集方面采用客户端模拟的方式，提供 API 让用户自行适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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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采集数据写入相关的 Cloud Functions 

数据采集（基于 POST HTTP Function）：采集前端通过绑定相应传感器 id 获取到采

集时间和数值后以 POST 的方式携带采集数据发起 HTTP 请求。收到请求，通过 Admin 

SDK 调用 admin.firestore()的相关数据库方法将数据写入到其 data 文档中，结束响应。 

3.5 数据可视化的设计与实现 

由于 Serverless 中，FaaS 目前只适用于无状态的链接，每个函数在冷启动后运行周

期不可超过 60s，因此对于实时服务是不合适。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是直接通过

Firestore 的 SDK 在前端直接访问数据库并监听数据变化。这会在前端建立起一个

WebSocket 的链接保持与数据库的通信。这可能不符合微服务中网关的设计方法，但是

对于有状态的服务，一般网关都是永久代理转发这个服务，跟直接访问没有太大区别。 

在前端，依托强大的 D3.js，只需要提供数据，我们就可以方便定制各式各样的图表。

由于图表的多样，功能不一，现只提供几种常用图表的显示。只需要选择要显示的属性

就可以。对于单值显示就和正常文字显示没有区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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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系统测试与上云部署 

4.1 测试说明 

整个系统在技术选型的时候就选择了类型安全的 TypeScript 来构建，并且得益于

Visual Studio Code 本身对 TypeScript 的良好 Debug 支持，以及 Visual Studio IntelliCode 

For Visual Studio Code 使用 AI 辅助功能，通过上下文智能感知，代码样式的推理和执行

等功能已经在开发阶段对代码进行了类型安全编译检查和分支推理，已经相当于代码本

身的白盒测试。特别地，对于前端是面向用户界面的，对于测试需要比较高的要求，测

试要模拟整个 HTML DOM 来进行 UI 测试，因此不再详细测试，而使用 React Developer 

Tools 进行简单的性能测试。对于后端，BaaS 已经是稳定的 API 接口，经过 Firebase 团

队详细的测试。 

综上所述，不对整个系统展开详细的测试，而是转而对于网络可靠性带来的影响使

用 Chrome DevTools 进行性能测试。 

4.2 上云部署 

Firebase 云部署非常简单，在初始化项目的时候就已经通过提示在本地写入了相关的

配置文件，如下图所示： 

图 4-1 Firebase 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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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 npm run build 命令获得编译后的文件，然后使用 firebase deploy 命令即可一键

部署。部署完成后会获得一个带安全证书的 HTTPS 访问链接：https://fjut-2020.web.app/，

在 Firebase Console 查看所有部署的内容，例如下图所示： 

图 4-2 Firebase 控制台 

4.2 网络测试 

Lighthouse 是一个开源的自动化工具，用于分析和改进网络应用的质量。它集成在

Chrome DevTools 中，运行 Lighthouse 对页面进行一连串的测试，生成一个有关在桌面

和移动端页面性能的报告，如下图所示，报告指出应用的运行状况在不同的环境下均运

行流畅。  

图 4-3 Lighthouse 性能报告 

https://fjut-2020.web.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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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后端服务响应测试，简单的几次访问后，可到 Firebase 后台查看性能分析。分

析显示得益于全球 CDN 加速和平台能力，在大部分场景下响应均保持良好，如下图所

示：  

图 4-4 Firebase 性能分析报告 

这里应当指出，软件性能可靠性不是靠一时的测试能够看出来的，它需要经过时间

和各种场景的考验，这里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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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这次毕业设计在前期由于对相关领域了解不足够，导致在后期实践中出现多次错误

设计或者是过渡的设计，归根结底还是不够有耐心看其核心设计思想和归纳特征。在云

端数据监控系统中，前端核心是围绕 React 生态构建，它以 Virtual DOM 和原生的 DOM

进行 Diff 来获得修改 DOM 次数最少的方法，一改 jQuery 时代的直接操作原生 DOM 带

来的复杂的性能消耗。一开始对其原理的不理解，还试图使用 jQuery 的思想实践，结果

与其原理相悖，造成了更大的性能损失，将优化转成了负优化。而后端是依托 Firebase

云生态构建，在设计微服务部分的时候，对服务的边界划分不够清晰，导致与微服务思

想不符。开发过程中难免遇到困难，有的问题可能一直卡住，这时候尽管很难，但是坚

持下来总有解决办法。 

如今科技发展越来越迅猛，新奇的工具和技术层出不穷，这些工具和技术无疑都是

为了提高我们的效率。但是科技的快速迭代，总是会让人有些感觉跟不上。但是通过几

个月的工程实践，我发现只要对基础知识有足够的理解，多翻看官方文档，掌握其设计

思路和模型，再通过简单的实践，并把他们用在合适的领域，是能够快速的掌握他们并

发挥他们的作用的。 

总的来说，这个云端数据监控系统从设计到实现是一次新的尝试，无论是架构层面

还是技术层面都是比较新和流行的内容。虽然它依靠 Firebase 平台获得了服务可靠、成

本低的优点，但是它对平台过于依赖，Firebase 的限制就是它能实现的最大功能。不过好

在架构设计上是微服务的，微服务的设计本身就容易集成第三方服务，与平台无关的。

其次对于可视化部分如何动态生成不同的图表也是极具挑战的，目前系统大部分功能还

比较单一。不过总体上看，我认为系统基本达到了预期设计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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