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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璓：一款面向工业物联场景的
泛在操作系统
关键词 ：人机物融合 泛在操作系统 智能制造 工业物联网

背景

曹东刚 1 薛栋梁 1，2 麻志毅 1
1
北京大学信息技术高等研究院
2
上海交通大学

领域人机物的深度互联和融合计算，使能智能制造。

5 月 4 日，北京大学信息技术高等研究院泛在操
作系统实验室在 Trustie 和木兰社区开源发布了矽璓
工业物联操作系统 XiUOS（X Industrial Ubiquitous
1

研发历程
XiUOS 的前期基础主要来自北京大学在面向网构

Operating System），遵循木兰宽松许可证 Mulan-

软件的操作系统 [3] 以及上海交通大学在软件定义内存

PSL v2。

计算系统 [4] 等方面的长期技术积累。2018 年 1 月，梅

XiUOS 是一款面向工业物联场景的泛在操作系

宏教授在文章《泛在操作系统 ：软件定义的视角》[2]

统，源自人机物融合计算和第四次工业革命产业需求

中提出泛在操作系统 UOS 概念，将 UOS 视为人机物

的碰撞。人机物融合计算

[1]

是继主机计算、个人计算、 融合泛在计算时代操作系统发展的重要方向和形态。

移动计算之后出现的新型计算模式，其万物数字化、 随后开启了泛在操作系统研究在工业领域的落地，以
交互网络化、系统智能化、计算泛在化等新特性要求

北京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研究人员为骨干组建工业

新型操作系统的支撑，为此北京大学梅宏教授团队联

物联网操作系统研发团队，针对工业领域智能制造对

合国内多所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倡议发起泛在操作系

人机物全面连接的需求与挑战，开展工业物联网操作

统（Ubiquitous Operating Systems，UOS）研究计划， 系统需求凝练、架构设计和原型研发工作。2019 年 11
致力于研发支持互联网时代人机物融合计算模式的新
[2]

型操作系统——泛在操作系统 。在泛在操作系统技

月，在杭州市萧山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XiUOS
研制工作正式转入位于萧山的北京大学信息技术高等

术体系中，不同的应用场景需构建不同的 UOS 实例。 研究院，结合萧山本地工业企业的实际应用需求，开
XiUOS 即是面向工业物联应用场景的一种 UOS，支

始集中攻关。2021 年 5 月 4 日，XiUOS 1.0 版本开源

持工业物联网（Industrial Internet of Things，IIoT）应用， 发布。萧山是浙江乃至中国的制造业重镇，有一大批
帮助解决在车间内实施智能化生产面临的“全面感知、 传统制造企业正在谋求数字化转型升级、实现新旧动
泛在互联、实时认知、精准调控”等问题，促进工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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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转换，对工业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有迫切需求。

Trustie：https://forgeplus.trustie.net/projects/xuos/xiuos；木兰：https://mulanos.cn；XiUOS：http://xuos.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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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UOS 在萧山的落地，将促进先进
计算技术和工业制造技术的深度融
合，服务萧山本地乃至国内外众多迈
向智能制造的工业企业，助推其数
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

技术特点
在 XiUOS 软件定义 技 术体系
中，主要内容是面向工业物联等场景
的“感联知控”应用框架，以及提
供实时任务调度与驱动管理等基础
操作系统功能的实时嵌入式操作系统
（RTOS）内核。XiUOS 1.0 版发布了一个可扩展的高

图1 XiUOS 2.0架构
如温度、湿度、烟雾、气味、噪声、电流电压等，以

效率内核，其设计汲取了现有优秀操作系统在抽象性、 及对声音和物体进行感知识别的音视频采集设备 ；提
实时性与高效率等方面的优点，具有实时任务调度与

供统一的面向物理量的编程抽象，简化传感数据的采

中断响应、内核任务与用户任务的隔离机制、动静态

集、解析和管理。

结合的内存管理等特点。XiUOS 的应用框架设计为软

• 泛在互联 ：XiUOS 目前支持 4G/Wi-Fi/NBIoT/

件定义可移植，目标是兼容 POSIX 友好的 RTOS 内

LoRa/Ethernet/ZigBee，未来将支持 5G 及各种工业环

核，如自研的 XiUOS 内核，以及已经在物联网等领域

境网络通信方式，并提供各种网络协议栈和消息通信

有广泛应用基础的其他典型系统内核。这种设计思想

库（如 MQTT 等），支持节点自组织网络，简化复杂

和 Android 操作系统采用 Linux 内核、重点关注移动

工业环境下的网络部署和管理，为工厂环境的人机物

计算框架与服务相似，有两个考虑 ：一是可以复用开

泛在联通提供支持。

源的优秀 RTOS 内核，避免在基础操作系统功能特性

• 实时认知 ：工业物联场景常常需要对多元感

方面重复发明“轮子”
，通过将主要关注点放在面向工

知数据进行实时综合分析，获得对当前态势的认知。

业物联场景的“感联知控”应用框架上，和现有的节

XiUOS 提供微型 AI 引擎和 AI 算法加速库，支持在

点级实时操作系统形成各有侧重、互相支撑的关系 ； 物联网节点端对人机物的状态、模式和趋势等进行智
二是可以形成开放的技术体系和生态，通过和现有生
态体系平滑对接，对程序员友好，便于生态拓展。

能分析和认知，提供轻量化、易部署的工业智能方案。
• 精准控制 ：智能化生产要求对各型生产设备、

“感联知控”工业物联应用框架是 XiUOS 的重点， 工业控制系统（如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rogrammable
面向工业环境智能化生产特点和需求做了针对性设计

Logic Controller，PLC））等实施精准控制。XiUOS

和优化，以简化工业物联应用的开发、部署、管理和

将提供对 PLC 的数据采集库，支持对西门子、欧姆龙、

运维。目前发布的 XiUOS 1.0 版本实现了基本的传感

贝加莱等 PLC 系统采集工业设备运转数据，可远程

和互联功能，计划于 2021 年 12 月份发布的 XiUOS 2.0

对设备进行实时监控和精准控制。

版本将具有较为完善的感联知控能力，包括如下几个
方面（见图 1）。
• 全面感知 ：XiUOS 提供对传感器接入和编程

在硬件 平台支 持方面，XiUOS 目前 支 持 ARM
和 RISC-V 两种架构的处理器。XiUOS 团队自研了工
业物联网感知终端，具 有 SPI、IIC、UART、CAN、

的支持，支持接入工业领域的各种环境感知传感器， RS485、RS232、USB、SDIO 等各型总线接口，既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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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步，期望在开源社区的帮助下更好地成长，从而更
好地帮助科研人员进行技术创新，帮助工业企业推进
智能制造。
关于矽璓的名字，
“矽 [xī]”即硅，
“璓 [xiù]”
类玉，寓意从沙砾到美石的演进升华之路。期冀未
来在开源社区的帮助下，矽璓去瑕，玉汝于成。矽
璓的汉语拼音（x i和 x i u）源自 XiUOS前三个字母
的两种组合。

■
曹东刚

图2 XiUOS在大胜达彩印车间的应用

CCF高级会员。北京大学计算机系研究员，
北京大学信息技术高等研究院泛在操作
系统实验室主任。
主要研究方向为云计算、
工业物联网等相关的系统软件。
caodg@pku.edu.cn

作为 XiUOS 的开发板，也可以作为产品进行实际部署。

应用示范

薛栋梁

XiUOS 已经在杭州市萧山区多个工业企业部署

CCF 专业会员。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科
学与工程系助理研究员，北京大学信息技
术高等研究院泛在操作系统实验室副主
任。主要研究方向为系统软件、工业软件、
云计算。xuedongliang010@sjtu.edu.cn

应用。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基于 XiUOS 和
自研智能感知终端构建了智能环境感知系统（见图 2），
主要在彩印车间内采集 PM1.0、PM2.5、PM10、AQI
（空气质量指数）、TVOC（有机气态物质）、甲醛、乙
醇、二氧化碳、噪音、甲烷、温度、湿度、气压、风

麻志毅

速、风向等环境数据，以及监测部分机器电能的消

CCF 高级会员。北京大学信息技术高等
研究院智能软件技术与应用研究中心研
究员、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系统软件方
面的教学、科研以及科技成果转化工作。
mazhiyi@pku.edu.cn

耗。系统按车间进行部署，每个车间 1 个网关节点和
49 个传感器节点，全部运行 XiUOS。基于 XiUOS 的
感知框架，简化了众多异构传感器的接入、驱动、管
理，以及工业环境数据采集、数据传输等工作 ；基于
XiUOS 的多任务管理，并发地管理多个主动上报和
被动应答的传感器。该系统的快速实施对企业保障安
全生产、改善生产环境、保护工人健康、优化原料调
配、支持节能减排发挥了重要作用。

小结
工业物联网是典型的人机物融合泛在计算场景，
数字化水平不一的工业企业迫切需要适合自身需求、
简单易用的工业物联网操作系统帮助推进数字化转型
和智能化升级，从事相关学术研究的科研人员也需要
一个工业物联网操作系统作为平台开展学术研究和实
验验证。XiUOS 是泛在操作系统研究走向实践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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