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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Windows或iOS之类的传统操作系统（OS）均非针对物联网应用所设计。它们耗电多、需要高性能处理器，而且某些状

况下缺乏实时回应保障（guaranteed real-time response）等功能。它们所需的系统空间对小型设备来说过大，而且可能不兼容物联网开发人员所使用的芯片。因此为满

足不同硬件需求，目前已开发出各式各样的物联网操作系统。

资料来源：http://www.gartner.com/newsroom/id/3221818， 发布于 2016年2月23日

Gartner预测2017/18年前亟待突破的10大物联网技术

2017-2018



目前物联网操作系统的发展情况是什么样呢？

资料来源：2016年4月4日Gartner网络研讨会 http://www.gartner.com/webinar/3255117/player?commId=197821&channelId=5500&srcId=1-4554397745, by Nick Jones。

IoT智能操作系统所需
系统空间一定要这么大
么？16M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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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K - 750K之间还是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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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智能、嵌入式 & 轻量化

智能、基于Java但系统空间大

智能、基于Java、轻量化
< 500Kb 

DthingOS在这些物联网操作系统中的位置

没有安装操作系统

不，物联网智能操
作系统的系统空间
也可以很小的，

<500k。：) 适用数字化的消费市场

适用碎片化的工业市场

适用多样化的工业市场 
& 在数字化消费市场也表现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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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一个类似于
DthingOS的跨平台智
能物联网操作系统，
物联网万亿级甚至更
大的市场空间将如云
里雾里，很难实施。

为什么智能操作系统对物联网这么重要？  

Smart 智能化
Desruptive 颠覆性
Transplantable 跨平台
Open-source 开源
Light 轻量化
Small 体积小
Energy-efficient 低能耗
Compatible 可兼容
Real-time responsible 实时反应
Data processing 信息处理能力
Big-data 大数据...



Source: Cisco

2012年DthingOS就静悄悄地开始研发了（笨鸟先飞...） 

2012年，IT学霸许小刚启
动了DthingOS的研发，此
前他在Myriad, Motorola, 
ZTE等企业积累了10年工
作经验。同年创建雅鲁科
技公司并找到6名跨学科顶
级程序员加入研发团队.



为什么DthingOS这么独特？

1+6 中国顶级程序员 （顶级架构师、项目经理，平均工作10年）

3 年 （2012-2015）

1,000,000 行代码（包含各种开发、测试和模拟环境工具）

百K级系统空间 （系统资源要求少）

2000开放API （支持众多硬件接口）

3000测试工具

8 软件著作权

3 发明专利

第1个基于Java轻量级物联网操作系统
 & 中国移动通信物联网芯片唯一解决方案

2-5倍更快开发速度 加快市场部署促使设备智能化升级

移植性强 支持云计算 

更容易扩展

基于生态思维的Dthing物联网智能
终端操作系统

工业4.0
智慧城市

智能电网

智慧农业

智慧家居

智慧医疗养老

在其它物联网公司
还没回过神的时候，
2015年DthingOS
已完成研发并交付
使用



DthingOS的竞争优势

更智能、更强移植性
LiteOS是小型嵌入式操作系统，与华为产品结合紧密，
很难对付复杂的物联网应用场景；DthingOS是基于
Java虚拟机的开放式操作系统，可以移植到不同的硬
件或系统平台上，包括LiteOS

更加轻量化（1/10~1/100） 
两者都是在Java Dalvik虚拟机上发展而来，
但Brillo的系统空间在10M甚至百M级；
DthingOS更轻巧，整个系统在百K级，可
通用于那些原系统空间不大的工业设备

更加轻量化 
两者都是在Java Dalvik虚拟机上发展而来，
但YunOS开始是为搭载手机支付系统设计
的，用于本来数字化程度较高的设备上，系
统空间大； DthingOS需要的系统空间较小，
理论上阿里YunOS很难简化成DthingOS，
两者目标市场定位有差异

(“竞争对手”都是潜在合作伙伴)



现有客户/项目落地

DthingOS的成功应用及业务拓展

开发中...
智慧城市、智能电网、
工业4.0、车联网...

智能电网
智慧城市
智慧医疗
智能家居
智慧农业



智能电网
万亿级市场

智慧城市

案例分析：基于DthingOS开发的解决方案在复杂行业表现尤为突出

6000亿美元市场
（中国十三五投入5000亿）

雅鲁M-Scada解决方案：与施耐德电气
合作，增强电网设备更多精准数据采集，
反馈，设备诊断和控制功能；建设私有
云，公有云，混合云的架构体系满足电
网不同部门，电网内部与外部系统的安
全，高效互通... 有效解决困扰国家电网
多时的各种有关运维的棘手问题，预计
提升运营效率高于30%。

雅鲁CityLink解决方案：利用路灯扩展到无线
WIFI服务、环境监测服务、安防服务，同时可
以提供室内、室外停车场导航服务；充电站服
务；停车收费服务；公共资产管理；智能交通
服务等。有效解决路灯能源浪费、节能指标不
明、运维效率低等普遍问题，并可大大提升智
慧城市发展进程。该方案2015年在湖南和浙江
4个城市实施，节能高达75%。



雅鲁开发的更多基于DthingOS的行业解决方案举例

智慧医疗养老 - 老人

智能农业（云南茶叶）

健康: 数据收集

安全: 紧急呼叫

监测

中国移动首个物联网芯片及其不同行业应用开发

(http://www.eepw.com.cn/article/198298.htm）

2013  中国移动研究院首个物联网芯片在DthingOS上开发

智能可穿戴产品 - 儿童 

2014  物联网芯片测试并开发儿童手表应用
2015  开发智能家居和定位鞋 
2016  开发智慧城市 

儿童手表，智能定位，防丢失及延伸功能...
GPS+LBS+WiFi+G-sensor



Dthing Smart IoT Terminal OS

DthingOS的生态商业模式...

“千亿级市场”

物联网行业解决方案

开源与预装许可

大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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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与技术生态系统注重社会责任的企业

R&D 研发



关于雅鲁科技：

www.YarlungSoft.com



路演照片

-2016全球清洁技术峰会

DthingOS作为一项突破性的物联网
技术被气候组织选入2016全球清洁技
术高峰会前30，被视为将影响中国未
来15年经济的年度100个前瞻性技术
之一，于2016.3.23在峰会上路演。



• 未沙卫网创始人，管理多个灵活国际团队。未
沙卫网创建于2009年，累计有来自中国、非
洲、欧洲和美国的超过300个内容合作伙伴和
3000多个决策者商业网络，下属3个子品牌；

• 生态商业长销书《有个世界在变绿》第一作者
• 创业前就职于BP、MARKEM等跨国公司9年, 

担任亚洲市场经理、高级产品经理等，任职期
间经手营业额累积超过20亿人民币

• 瑞典2014年SIMP学者（20名之一/年）
• 热爱科学、技术商业创新和黑白摄影

生态商业智慧 领先物联网技术

• 雅鲁科技联合创始人/CTO/法人代表，雅鲁
科技创建于2012年，目前有15人技术团队，
已开发DthingOS及多个不同行业物联网解
决方案，8项软件著作权，另3项发明专利已
通过初审。已实现财务平衡；

• 创业前就职于中兴、阿尔卡特、摩托罗拉等
知名IT企业10年，从事移动终端软件研发、
国际技术项目管理及销售管理等

• 东南大学计算机硕士，学霸，师从院士导师
• 热爱IT基础理论、新技术、绘画和旅行

许小刚 Edward Xu

• 核心职责：通过金融、营销设计、战略合作等商业手段重点发展DthingOS的开源及预装许可、行业标准及生态系统建设
• 资源整合：未沙卫生态商业7年国际品牌及项目管理经验+雅鲁服务3.5年大客户经验及15人物联网技术团队；
• 共同理念：使命推动、诚信经营，追求长期目标非短期利益，承担社会责任、支持社会影响力投资/科技创新

未沙卫·Dthing是未沙卫与雅鲁科技的战略合作项目，协助推动雅鲁DthingOS的商业生态系统建设。

陈湘钿 Emma Chen
Http://linkedin.com/in/xiangdian

echen@visavisNet.com  |        ChanEmma
Http://www.linkedin.com/in/xiaogangedwardxu

edward.Xu@yarlungsoft.com  |        Josees

Dthing.visavisNet.com | www.yarlungSoft.com

联系我们：

了解更多有关DthingOS请联系我们，或点击这里，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