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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系统的起源

• 嵌入式系统与微处理器密切相关
• 70年代微处理器问世。

• 80年代MCU、DSP 出现。
• 90年代是百花齐放时代。
• 2000年以后ARM 开始成为主流，主导移动终端市场。
• 2010年以后ARM 渐成MCU主流并进军服务器市场。

• 微处理器之前，产品里面加入计算机是不可思议的
事情，今天任何的电子产品如果没有智能，好像就
不太正常。
Before the Microprocessor ,it was absurd to consider adding a computer to a 
product ;now in general, only the quirky build anything electronic without  
embedded intelligence.  

- Jack G.Gannles ESD 杂志



嵌入式操作系统的发展历史（1)

80年代 90年代 2000年 2010年 2020年



嵌入式操作系统发展历史(2)
• 80年代商用嵌入式RTOS出现。

• OS-9、VRTX、 Psos、Vxwork和QNX。

• 90年代通用OS进入嵌入式系统。
• Windows Embedded/CE,Linux(Montavista和Windriver …)

• 2010年以后是Android广泛流行。

• Android ,Linux 和ARM 处理器已经占了先机。

来自：www.embeddforecast.com

增加50%



2012年嵌入式OS的情况

来自：UBM 2012年嵌入式系统市场调查报告



智能终端操作系统的现状
 Symbian、Linux平台阵营、Blackberry OS、Windows phone

等品牌统治了相当长的时间。

 近年来经过重新洗牌，基本形成了目前iOS、Android为
主，Win8正在跟进的三鼎立的竞争格局。

 Meego发生很大的变动，但其开发团队并没有放弃，芬
兰创业企业Jolla 将开发Meego 智能手机。

2012Q1 北美智能手
机操作系统份额



智能手机厂商与操作系统
 像Samsung, HTC, Moto等主要依靠硬件利润来生存的
手机制造商们，一直面对硬件和平台同质化的情

况，该如何利用自己在通信领域强大的软硬研发基
础来避免残忍的价格战呢？

 手机操作系统必须具有高移植性和差异化的用户体
验两个方面才能避免这场战争，Android UI 定制是
一种大家广泛采用的方式。

 手机厂家开发基于虚拟机技术的应用兼容层，在移
动操作系统的普及指日可待。

 中国手机厂商在智能手机上还处在比拼成本的阶段。



Motorola’s MotoBlur UI.专注社交网络

Sony Ericcson XPERIA

的Rachel’

HTC Hero 是私有
”Sense”UI

手机厂商的用户体验－Android UI

 许多的 OEMs/ODMs 正在开发 Android 设
备。

 用户的体验很重要。
 赢得客户和获得利润的手段。

 UI设计是非常必要的，但难以达到根治
的变化。

 HTC, Sony Ericsson 和Motorola 
已经在这个领域投资许多年了。
 他们认识在Android 平台，差异化很重要。

 创新的例子: 富有创新精神的用户正在开
发3D UIs



运营商与智能手机操作系统

 运营商很早就意识到智能终端对于自身业务的重要性，
2007年中国移动研究院联合播思通讯公司一起研发OMS

智能手机操作系统。OMS研发的宗旨是突破TD-SCDMA

终端瓶颈，以及促进手机终端与中国移动的网络及应
用服务进行无缝对接。中国移动当时认为通过推出
Ophone.就可以对智能手机时代进行垄断。但是其对自
身实力过于高估，而忽略了开放的力量。

 在智能手机时代，终端应用程序的数量、质量和性能
才是第一考虑要素。而中国移动所实行的低质量收费
服务的强制绑定，手机厂家必须采用OMS的强制要求，
以及封闭的姿态导致了OMS在同iOS，Android的竞争中

逐渐被边缘化。角色的急剧转变，中国移动等运营商
已经意识到自己不再是产业链的领导者。



互联网公司与智能手机操作系统
 雷军创立小米科技，手机由小米自己研发，英华达南京工厂和富

士康潍坊工厂，进行代工。2011年9月上市小米手机，售价1999元。
2012年5月发布小米手机青春版，1499元。

 阿里巴巴旗下的阿里云与厂商天语合作在2011年7月，推出第一款
搭载阿里云OS系统的手机天语W700，售价2680元。今年推出售价
1499元的大黄蜂和售价为699元的小黄蜂。阿里云OS最近与Acer合
作受到谷歌的封杀。

 百度 2011年12月上市，与戴尔合作推出搭载百度软件平台的Streak 
Pro D43，售价2999元。 2012年5月采取长虹贴牌、富士康代工、百
度提供软件及网络支持的方式，推出H 5018型号手机，定价899元。

 360 与华为合作推出360特供机，售价1499元，并在与多家厂商进行
洽谈中，盛大模式类似小米，富士康进行代工。目前尚未上市，
预计售价约1199元。

 网易丁磊最近说，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入口和平台已经融为一体，
都统一在操作系统里面。



Android 昨天和今天

 Android是一种以Linux为基础的开放源码操作系统，主
要应用于便携设备。2003年在美国加州成立，在2005年
被Google收购。2010年末数据显示，仅正式推出两年的
操作系统的Android已经超越称霸十年的诺基亚Symbian

系统，跃居全球最受欢迎智能手机平台。
 Android 1.0 2008年9月 著名机型 HTC Dream（G1）

 Android 1.5 Cupcake 2009年4月著名机型HTC Hero（G3）

 Android Market 安卓市场

 Android 2.1 2009年10月摩托罗拉 Milestone

 Android 2.2 Froyo 2010年5月摩托罗拉 ME525

 Android 2.3 Gingerbread 2010年12月三星 Galaxy II i9100

 Android 3.0 Honeycomb 2011年2月摩托罗拉 XOOM平板电脑

 Android 4.0 Ice Cream Sandwich 2012年 11月手机平板二合一



智能终端操作系统的发展

 除了iOS和Android占据了主要市场份额的操作系统，
还有Chrome OS、Mozila推出的Firefox OS 以及从Plam
OS 演绎过来的HP Web OS等。

 Intel和三星正在共同研发的新一代移动操作系统
Tizen，已经利用应用兼容技术实现iOS和Android应
用的原生执行。

 这些操作系统虽然目前只有很少或者几乎没有的市
场份额，但是面向虽由智能手机主导，但却由众多
细分市场组成且在飞速变化中的智能终端市场，不
能说他们没有机会在某一个细分市场或将成为下一
个Android，比如车载娱乐系统 GENIVI。



自主研发操作系统必要性
 在开源软件大行其道的今天，操作系统不再那么神秘，
任何有足够财力的企业，依赖现有的开源软件，都可
以比较容易地推出一个能够运行的操作系统。很多人
认为有Android 这样的开源操作系统，就没有必要再开
发一个自己的操作系统了，到底谁拥有开源操作系统
的知识产权，是无所谓的事情。这个说法的不足之处
在于未考虑到可能的专利因素。

 强调需要自主操作系统的主要有两类人：政府中的政
策制定者以及大型企业的决策者。对政策制定者来讲，
有没有自主的芯片、有没有自主的操作系统，关系到
国家安全， “核高基”一直支持国内企业发展高端通用芯
片和基础软件产品，它表明了国家在战略上的一种布
局。作为企业决策者，没有自主的操作系统，他将在
很多方面受制于人。这样的思路下，华为、中兴等大
的中国智能手机厂商，开发“自主”操作系统的动机非常
强。



技术上如何构建自主操作系统（1）
 编程语言；世界上的编程语言有很多种，有些语言
贴近机器，比如汇编语言、C语言，有些语言贴近
人，比如 Java，还有些语言用于特定领域，比如网
页服务器端使用的 PHP，有些适合做不同软件之间
的粘合剂，比如 Perl、Python。编程语言以及围绕

编程语言形成的运行环境、框架是将操作系统区隔
于其他操作系统的主要技术特征。因此，我们必须
慎重选择一种编程语言。目前多数是采用Java和
C++。



技术上如何构建自主操作系统（2）
 定义和实现提供给应用程序的基础API 和虚拟机。

 在应用程序基础API、标准 C/C++ 函数库和相关组件

的基础上构建操作系统的运行环境和框架。主要涉及
系统服务、模块之间的通讯机制，包括图形界面、浏
览器引擎、OpenGL ES 支持接口等等。

 同时选择操作系统内核和设备驱动，通常也就是 Linux。

 搞定集成开发环境和模拟器，让开发者可以在 PC 机上
为你的手机操作系统开发应用程序，一般是Eclipse。

 让你的操作系统运行在真实手机硬件上，要解决好手
机通讯功能，要保证手机实时性和低功耗要求。

 尽可能多的提供原生态的手机应用软件。



构建自主操作系统的误区
 Android 的改造版即是自主操作系统，如 OMS、阿
里云 OS等。

 在开源Linux 或其他开源操作系统内核、系统库等

基础上包裹一个简单的框架和添加一些应用而形成
的操作系统。这种操作系统，其复杂度和 Linux 发

行版相当，离真正自主操作系统还差很远，有的甚
至还不遵守开源规则，这样的系统做备份可以吗？
不行的，因为包括基础架构、核心甚至应用软件都
是开源的，没有任何自己的东西，没有竞争力。



什么是自主研发的操作系统
 在功能手机和RTOS领域，我们不是没有自主研发操作系
统，如早期的 Hopen、科银京成道系统等。在通用操作
系统领域，国家也长期支持了诸如红旗、中标、普华
和麒麟等多家本土操作系统厂商的开源的Linux OS。但
市场表明，国家支持的这些操作系统都没有大的市场份
额。

 自主操作系统既要重视自主的知识产权，还有注意操作
系统的中那些是关键技术和建立操作系统生态环境的重
要性。在开源软件成为趋势的情况下，构建一个自主操
作系统，可以使用很多已有的开源软件，像内核、基本
组件、常用运行函数库等等，都不必自己重新开发。当
然，前提是你要告诉大家你用了哪些开源软件，而且你
也尊重了这些开源软件的许可证。这样软件著作权已经
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相关的专利、自己独有的创新以及
围绕操作系统建立起来的生态系统。



智能手机操作系统未来展望

 智能手机操作系统在终端侧的发展，可能主要是终端
侧应用程序框架的发展。结果可能是升级了旧的特性
或扩展了新的特性，也有可能原来的体系结构已经不
适合扩展，从而导致全新的架构。当然也不排除产生
全新的操作系统内核。

 手机操作系统的发展中，增加了与服务端紧密结合的
机制，这些功能或机制可以以中间件的形态出现，也
可能直接结合地包含在新的终端侧应用程序框架中。

 应用程序运行在Web上，使得终端应用更具开放特性，
基于HTML5的新一代浏览器作用凸显。但在标准尚在制
定、产业还没有规范起来之前，厂商观望和探索会延
续很长的时间。目前大部分的做法是让HTML5成为方案
的一部分



自主终端操作系统的几种参考形式

 HP Web OS



自主终端操作系统的几种参考形式
Automotive Technology Platform（IVI)

SoC (ARM, ATOM)

MontaVista Linux

SE Linux (NSA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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