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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无线技术的定位



遥控器逐渐成为选配 家庭网关逐渐被云化

技术更新迭代导致终将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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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快：省却中间环节直接一跳上网

系统业务云平台
Cloud platform

接入配置复杂

持续在线率低

WiFi覆盖盲区

信息安全问题

通电激活，扫码绑定

设备带电即可保证连接

移动通讯网络，20dB增益

运营商级安全保障

工厂预置
通信模组

出厂连接
自动激活

智能家电的连接率痛点



覆盖效果
Cover effective

NB IoT
(800M)

2.36倍    2.1G
2.06倍    1.8G

穿透效果
Pass through effective

1个基站不同频段覆盖对比
Coverage comparison of 1 base stations with 

different frequency bands 比2.1G/1.8G多穿
约2堵墙

NB IoT
(800M)

小区覆盖能力
Cover ability

NB IoT
(800M)

小区覆盖能力
Cover ability

1个基站不同技术连接对比
1 different base station technical connections 

20倍 4G网络
NB IoT
(800M)

100倍 2G/3G网络
更低的价格

Lower price

更长的续航
Longer endurance 

更好的覆盖
Better coverage 

更多的连接
More connection

超低功耗
电池续航10年

Ultra-low power consumption 
Battery endurance 10 years 

超大连接
大于10万连接每小区

Super connection 
Greater than 100000 connections per cell 

超强覆盖
单站覆盖25公里

Super overlay 
Single station covering 25 kilometers 

模组成本小于5美元
甚至未来实现2美元

Module costs less than $5 
Even the future will be $2 

NB-IoT应运而生
NB-IoT网络，为“物”服务，为物联网终端服务，为产业互联网（物联网）服务。

多应用于低功耗广域覆盖的物联网场景，例如远程抄表、环境监测、家电、工业制造、安防消防等。



智能家电WiFi联网率不足15%

NB-IoT智能家电联网率90%以上

智能家电联网率提升6倍

WiFi与NB-IoT模组投入有效成本比



5G
未来已来，2019是5G元年



5G顺势而为

5G网络，为“人”服务，为手机服务，为消费互联网服务。

大带宽高速率

手机（消费互联
网）更得益。如
视频回传等。

低延时

5G低延时的优势
明显，车联网等
需要及时响应的
应用场景更得益。

海量连接

5G的指标是每平
方公里100万个连
接，NB的指标是
每小区5万个连接。



• 模组尚未规模化量产，可

进行预研开发

• 适合高速率、低延时、高

清视频应用

• 行业应用有待发掘，想象

空间无限

移远5G模组



目前搭建的5G实验网络都是通过CPE的方式落地

CPE，它的全称是Consumer Premise Equipment，这是能够把5G信号转为Wi-Fi信号再让用户连接的设备。



5G



机智云

PaaS平台 SaaS平台 大数据分析 一站式方案

综合物联网云平台领导者

平台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产业，面向需要智能化转型的企业，提供基于物联网、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互联网在线协调开发和云端运维服务，通过对产品从设计研发到生产
销售全流程数据打通，实现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优化，帮助企业简化开发和部署投入，提
高生产效率、优化运营服务、降低经营成本，增加商业模式。

全球领先的物联网开发和云服务平台，国内首个物联网开发平台、首家技术孵化平台。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国电信集团指定使能平台战略合作伙伴。2017年通过信通院智能硬件
云平台可信评估；入选广东省工业互联网产业生态供给资源池（第一批）工业互联网云平
台服务商；入选工信部、信通院《工业互联网平台白皮书》工业互联网云平台典型案例；
获得工信部信软司2017年度中国产业互联网集成服务优秀解决方案；2018年通过信通院工
业互联网产业联盟工业互联网云平台可信评估。



技术优势：物联网共性技术沉淀的物联网云平台

SaaS服务

协同应用开发平台

PaaS服务

大数据应用服务（Big Data）
全方位数据源|EB级数据存储|秒级数据处理|多计算引擎整合

设备 
数据

企业 
运营

网络 
信息

用户 
数据

• 设备

• APP

• ERP 

• CRM

•  BI

• 热点图

• 数据API

• 用户画像

• 使用习惯

物联网应用服务（IoT）

设备运营管理平台

• 企业级设备管理服务

• 产品、设备、业务内容的分析、反馈、故障告警

• 数据支撑运营、高效业务运营、支持管理决策

设备接入平台

• 低成本一站式接入服务，快速实现智能化

• 提供强大的基础能力与数据通讯管道能力

• 支持第三方业务系统联通

• 设备状态获取、监控、访问、服务

物联网开发平台

• 全球首款物联网开源开发套件Gokit

• 开源APP框架、测试APP

• 自助开发平台自动代码生成工具

建立数据连接|基本状态获取|监控关键状态|降低服务成本

人工智能应用服务（AI）

ECE雾计算引擎

✓ 设备端直接部署机器学习算法、动态

更新

✓ 可即时预测和处理数据，实现设备实

时决策

D3动态数据编排引擎

✓ 云端部署机器学习算法、海量数据库

✓ 灵活编排数据流转逻辑，打造个性化

业务系统

+

数据采集 预处理 特征处理

结果输出模型训练

智能分析模型|精细管理决策|物联创新引擎|重构商业能力

健康娱乐消费电子 交通能源 智能制造新零售 其他行业

机智云平台通过在云端集成微服务，提供行业应用开发、测试、维护的一体化服务，有效降低研发成本、加快产出速度、提高
生产效率，有效发挥海量开发者接入、资源弹性配置、云化部署运行等优势，促进创新产品和服务规模化应用。 



产品优势：市场导向的综合物联网云平台

产品智能化一站式物联网解决方案
通过业务线上化、数据信息融合、软硬件与服务一体化，提供行业应用开发、
测试、维护的智慧互联一站式物联网解决方案、运营系统服务和标准软件服
务；遵循开放设计原则，提供设备数据聚合服务、业务场景分析决策、数据
交互管理服务，企业可基于API接口进行二次开发，满足IoT产品生命周期全
流程闭环应用需求。

 

 业务创新
生态引入

 IOT智能
接入

 用户端
应用规划

 运营服务管理  产品销售管理

 产品优化
演进管理

 产品
订单管理

全流程闭环应用
IoT产品生命周期

广告设备

工业设备

智能家居

新能源

车载设备家电

服务型设备可穿戴安全商用设备

能源

健康
清洁

交通设备

娱乐设备



生态优势：基于物联网云平台的产业生态

500＋ 供应链原厂

云服务商

运营商

芯片商

模组商

主板商

语音服务

其他

1000＋ 方案商

             硬件方案

           软件开发

           系统集成

物联网供应链生态



生态优势：基于物联网开发平台的开发者生态

物联网开源社区 180000+开发者
围绕物联网关键技术、系统软件，APP，芯片模
组、解决方案等，实现物联网技术共创共享

物联网人才培训、校企合作、产学研实践
提供围绕物联网关键技术的人才和技能培训，开发者活动，支持校企合作和
产学研用建设，促进物联网人才培育及创新物联网应用推广。

解决方案合作伙伴 技术服务合作伙伴 器件合作伙伴 业务应用合作伙伴

GCP机智云生态伙伴认证计划 600+生态伙伴共建
提供平台、培训、技术、市场资源、品牌营销支持，打造合作共赢云生态



《Forbes》

2015年

全球IoT创新公司TOP47（亚洲唯一）

《互联网周刊》& 硅谷动力

2016中国典型技术创新企业TOP4

中国家电协会

2016／2017／2018

中国家电艾普兰奖

《Fast Company》

2015中国最佳创新公司50

工信部CSIP

2015/2016

年度智慧城市优秀解决方案

信通院移动智能终端技术创新与产业联盟
智能硬件（IoT）可信云平台认证

工信部信软司
2017年度中国产业互联网集成服务

优秀解决方案

品牌优势：物联网第三方云服务第一品牌

第三方权威
机构认可



信通院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

工业互联网平台可信服务认证

机智云平台助力工业互联网

广东省工业互联网应用服务平台供应商

2018年通过广东省工业互联网应用服务平台供应商资
质，可为工业企业提供设备远程运维及服务，广东省
内客户采买机智云平台服务可申请工业互联网平台政
府补贴。

广东省工业互联网产业生态供给资源池（第一批）

工业互联网云平台服务商



生态优势：基于物联网云平台的产业生态

中国电信在中国是NB-IoT投入最大的运营商，集团级别战略合作机智云，为传统行业提供物联网解决方案。物联
网解决方案成为集团的数万名政企体系销售人员的新发力点。

2017年12月21日，中国电信与机智云正式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联合发布“智能家电行业使能平台”，
共推NB-IoT/eMTC通讯技术在行业的快速应用和落地，
进一步助力中国电信为用户构建低门槛、低成本的
一站式端到端智能家电整体解决方案，实现连接管
理集成、蜂窝&非蜂窝全支持，打造物云融合一站服
务。

2018年3月7日，由中国电信主办，天翼物联产业联
盟承办，机智云协办的“NB-IoT智能家电产业生态
构建研讨会”在上海召开，中国电信物联网分公司
支撑部闫挺经理代表中国电信集团，在会上宣布中
国电信与机智云联合推出的“中国电信物联网开放
平台白色家电行业使能套件”正式上线。

机智云是中国电信行业使能平台搭建方和推广战略伙伴



生态优势：基于物联网云平台的产业生态

2019年6月，机智云与华为、中兴签署5G应用开发战略合作协议，助力5G应用在产业快速落地。



生产性物联网

面向大型动力装备、工业机器人等
关键领域，快速实现智能控制，数
据采集，数据分析等需求，实现产
品远程监控、预测性维护、故障诊
断等远程服务应用

消费物联网

面向电子信息、轻工家电、能源零
售等重点行业，快速实现应用设备、
模块、软件、解决方案等产品开发、
应用测试等工业互联网应用开发需
求

智慧城市物联网

面向智慧路灯、能源管理、安防监
控等重点公共服务领域，实现设备
联网、计算、优化、运营功能，并
为内外部系统集成提供开放的API
和SDK

通过机智云平台实现物联网三大应用快速落地



智能装备自助开发平台 傻瓜式应用开发工具，低成本快速实现设备联网

服务特色：
提供可视化图形化操作界面，
傻瓜式一站式自助开发平台，
包括数据点定义、虚拟设备、
MCU代码自动生成、APP应用代
码自动生成、OTA固件升级、设
备状态查询、ECE雾计算、D3引
擎等一系列开发工具和功能服
务。 

痛点场景：
面向家电与都市消费品、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汽车、新能源、医疗器械等行业的设备制造型企
业，在产品设计和研发过程中软硬件团队配置困难、周期长、开发资源重复、前期调研成本投入
高等痛点问题。



机智云智能设备接入平台GDCS

痛点场景：
面向家电与都市消费品、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汽车、新能源、医疗器械等行业的设备制造型企
业，在智能产品研发和实施过程中技术难、周期长、软硬件团队配置困难、平台部署成本高、维
护成本大、运维不及时等痛点问题。

服务特色：
实现设备生命周期全流程闭环应
用，包含硬件方案、基础连接、
用户管理、设备分享、设备管理、
设备监控、场景服务、规则引擎、
消息推送、语音服务、数据服务、
设备日志、OTA升级、位置地图、
预测报警、用户APP等功能。



机智云商用租赁管理平台GALS

痛点场景：
面向家电与都市消费品、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汽车、新能源、医疗器械等行业的设备制造型企
业，在产品售后和运营过程中，基于设备数据分析为设备维修、运营服务等提供改进依据和指导
的痛点问题。

服务特色：
设备接入、数据采集、设备管理、
用户管理、订单中心、投放点管
理、租赁服务、分润管理、订单
管理、收费管理、售后管理、数
据分析、运营商管理、代理商管
理、用户支付、区域投放建议等
设备监控管理和运营服务等功能。



机智云大数据分析平台

痛点场景：
面向家电与都市消费品、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汽车、新能源、医疗器械等行业的设备制造型企业，在产品
售后和运营过程中，不同领域行业具备复杂的业务分析维度，基本数据分析不能满足当前业务需求需要定制
化开发和分析，建立人工智能大数据建模以解决实际业务问题，为运营服务提供改进依据和指导的痛点问题。

服务特色：
针对不同行业提供不同的大数据平台，从
数据采集、数据加工处理、数据存储、数
据分析、数据可视化于一体的完整解决方
案。通过拖拉拽的方式自定义各类业务分
析报表，提供多维度分析策略，高效帮助
企业整合处理零散孤立海量数据，快速挖
掘数据背后的商业价值，为管理层提供及
时准确的决策支撑；为业务员提供可视化
灵活的数据处理和分析工具，支持对分析
解决和分享以及即席分析。



厨电卫浴

水处理 热家电空气电器

卫⽣清洁

生活⼩家电

中控

配件

more

微信公众号

成熟的微信后台
快速的微信对接流程
自封装微信SDK

通讯模组

利用机智云自主研发的GAgent
固件

可实现通讯功能

云服务

稳定高效
全球部署运营

海量数据并发处理能力

智能APP

丰富的UI模板
友好的交互流程
行业通用的设备功能

设备管理后台

行业专属的业务后台
丰富的业务功能
灵活的对接能力

大数据分析

秒级数据处理
EB级数据存储能力 

多种计算引擎的整合能力

缩短研发时间、低成本、标准化、高稳定性的实现家电智能化

一站式智能家电解决方案



提供完整性用户体验，打造统一品牌形象

•各品类的通讯逻辑

•各品类界面开发

•产品智能化

云平台设备管理系统

APP／微信／语音

智能家电 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多品牌多品类产品互联互通

全球知名合作伙伴信赖（部分）

主要家电品类 一 二 三 四 五

冰箱 海尔 西门子 容声 美的 美菱

洗衣机 海尔 西门子 小天鹅 松下 三洋

空调 格力 美的 奥克斯 海尔 海信

电热水器 海尔 A.O.史密斯 美的 万和 万家乐
太阳能热水器 皇明 四季沐歌 太阳雨 力诺瑞特 海尔

净水器
A.O.史密

斯
3M 美的 沁园 霍尼韦尔

电风扇 美的 戴生 艾美特 华生 先锋

电饭煲 美的 苏泊尔 九阳 伊莱特 松下

电暖器 美的 艾美特 先锋 大松 澳柯玛

照明灯具 欧普 雷士 飞利浦 松下 佛山照明

电动窗帘 杜亚

ISO 27001认证GDPR法规要求德国VDE安全认证



净水/空净租赁管理

商用饮水方案适用于写字楼、办公室、商场、专卖店、会议室等众多小型办公场所。方案同时适用
于空气净化器租赁管理。

终端消费者在

线使用及支付

租赁管理平台功能架构：

系统设置

交易管理

售后
服务

租赁规则

用户
管理

设备管理

警报
故障

设备地图
展示

艾芙芮
租赁平台

艾
芙
芮
租
赁
平
台



移动支付+数据监控+运营管理+统计分析一体化集成方案

机智云提供标准化转接
板，内置盒子改造投币
支付方式，实现移动在
线支付。

1 手机扫码，一机一码
在线支付，确认服务
服务失败，自动退款
在线客服，随心所达

2
注册/激活，设备在离线统计
手机端实时营收数据监控
线下现金/投币监控
投放站点监控，故障预警

3

共享/租赁类连锁酒店洗衣机



• 借助机智云Mini DTU快速实现足疗器设备智能

化联网控制

• 以标准化运营管理平台实现租赁业务管理

• 快速生成App客户端

• 项目实施只用1个月完成上线。

• 该方案同时适用于其他美容健康类设备租赁管理，

化妆室租赁管理平台等。

足疗器租赁



智慧公寓 智慧公寓管理平台，人财物集中管理

搭建智慧公寓开放平台，为长短租公寓、经营者和租客提供标准的一站式软硬件解决方案

公寓运营方管理后台+APP 租客方APP



新零售 助力无人自助设备运营管理、数据决策

带支付功能终端             700,000 台
日活跃设备量                 250,000台
月均服务消费人数             3千万+

年度交易总额               125亿元/年

扫码获取《2019年
第一季度中国新零售
自助服务行业报告》



通过深度学习建立仿真模型，突破传统节能系统的瓶颈

基于物联网云平台、大数据，进行设备的数据整理与分析，
基于Ai算法，依据历史数据与使用要求作出智能决策

实施情况：

10000度电／月节省

人工智能典型案例 基于AIoT云平台，实现人工智能商业应用

人工智能的应用

 应用场景

● 行为挖掘

● 能耗管理

● 智能决策

● 体验升级

 抽象概念

● 关联统计

● 仿真系统

● 预测系统

● 参数优化



全球领先的物联网开发及云服务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