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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IoT) 产业现状



IoT的应用领域

智能家居 可穿戴设备

能源与环境 智慧城市

智能保健

智能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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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T 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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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标准化组织从事IoT标准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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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T的碎片化问题抑制了其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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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oT潜能巨大，但仍不成熟：
- 不同IoT平台之间缺乏互操作性

- 大量涌现的IoT标准让市场更加扑

朔迷离

- 迅速发展的底层IoT技术加剧了这

一状态

 上述原因抑制了市场机遇

- 碎片化的平台增加了开发者的开
发成本

- 碎片化的平台增加了消费者的风
险



W3C万维物联网(WoT)



万维物联网（WoT）与计算机网络早期发展类比

在因特网之前，有许多无互通性的计
算机网络技术
- IP使得网络间互联变得简单并促成了互通业务
的开发
- 因特网因此以指数增长
- 同样的情况出现在万维网的发展上，万维网实

际上也因其实现了信息服务的世界性互通而得
以飞速发展。

早期计算机网络发展状况可以直接类
比到今天各物联网（IoT）平台各自
孤立、无法互通的情况
-万维物联网（Web of Things）在语义互通和端
到端安全方面则可等价于IP网
-万维物联网（Web of Things）将打破各物联网
（IoT）平台互通性的屏障，进而促成市场爆炸
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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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使跨平台互操作成为可能

并非定义一个新的平台，而是重在利用元数据来桥接现存平台及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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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体

应用程序操作 “物体”

 物体是软件对象

 物体是代表物理或抽象实体的Digital avatar 

 可以具有某些properties, 支持某些actions 和events

 可以在本地或是远端

关于“物体”的富元数据描述

 对应唯一URI

 通过URI 可访问物体描述

 可描述物体及其关系

 基于W3C关联数据语义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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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栈-清晰的抽象分层

应用开发者
(WoT所关注的层)

应用程序
实现了物体的行为或可与物体互动的程序，例如公
布或使用API来控制传感器和促动器，或访问相关
元数据

物体
物体是指这样的软件对象：它公布设备或数字业务
的复合状态；提供数据及交互模型、元数据、语义
注解、物体表述等

平台开发者
(IoT所关注的层)

传递层(Transfer)

元素及消息交换模式寻址，例如push、 pull、
pub/sub、端到端、缓存、复用等；支持长期睡眠
设备；支持多种通信协议绑定，如HTTP, CoAP, 
MQTT, WebSockets, Bluetooth GATT等

传输层(Transport)
应用程序端点寻址及消息传输；UDP、TCP及其他
不基于IP的传输协议

网络层
网络节点寻址及网际路由；IP(包括 6LoWPAN和
Thread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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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T可应对IoT的碎片化问题

这一方法根植与Web架构基础

 使用URI来识别物体及物体描述信息

 可支持多种协议访问物体（现实中没有任何一种协议适用于所有场景）

 使用元数据来描述物体，以此为基础实现跨平台交互及物体发现。可将物体描述与物体的关系类比
HTML与Web页面的关系，而WoT即是将连接页面的Web演进为连接物体的Web。

- 元数据简化应用开发（将应用与底层协议解耦合、可催生自动化开发工具）

- 元数据使得平台和应用领域间互操作成为可能（描述API、通信模式、物体访问安全需求、数据模型、语义、领域约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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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及垂直领域的元数据词汇

各个行业为各自的垂直领域定义元数据

14



虚拟设备：WoT Serv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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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T 虚拟设备(WoT Servient)

服务器连接器客户端连接器

协议绑定

资源模型

应用程序脚本

非WoT

传统设备
通信

客户端API 服务器API

物体描述

非WoT设备 Web服务器 Web 客户端

私有接口

运行环境

WoT 虚拟设备
(WoT Servient)

WoT 虚拟设备

（WoT Servient）

WoT 接口

物体发现API(物理API)

应用程序逻辑:
它可访问本地硬件、本地连接的传统非IoT设备，
或通过WoT接口访问远端物体。为此运行环境
须提供脚本API（物理API、客户端API、服务器
API等）。

资源模型:
提供支持不同协议的通用抽象模型。像Web一样，
可以使用URI来识别和寻址交互端点。

协议绑定:
根据物体描述中有关底层协议的描述信息，将对
物体的交互转换为客户端或服务器连接器的请求
或响应。

物体描述(TD):
声明与物体交互的WoT 接口并提供物体语义元
数据。WoT客户端使用TD 来实例化物体的本地
软件对象。



WoT架构

Web Browser

协议绑定

资源模型

应用脚本

运行环境

虚拟物体

协议绑定

资源模型

应用脚本

运行环境

影像设备

协议绑定

资源模型

应用脚本

运行环境

物体描述

云镜像
集成Hub

物体到物体直接交互

Web 集成

语义模型

为应用提供标
准化的脚本
API

物体

协议绑定

资源模型

应用脚本

运行环境

物体描述

兼容现有IoT设备与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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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绑定、物体描述

远程访问



W3C WoT最新进展



W3C WoT最新进展

 2016年7月，W3C WoT兴趣组更新了章程

- 工作范围：支持WoT即将成立的工作组，组织PlugFest，与其他标准化组织合作，新领域研究

- 兴趣组产出文档：用例与需求、技术景观研究、架构、当前实践文档

- 兴趣组Co-Chairs： Matthias Kovatsch (Siemens), 张永靖(华为)

 2016年8月，W3C WoT兴趣组提议WoT工作组章程，经过广泛讨论、审阅及修改，于10-11
月完成了章程的AC审阅，正式的工作组章程已得到W3M的批准，即将成立工作组。

- 工作范围：物体描述、脚本API、协议绑定模板、安全与隐私

- 工作组产出规范及文档：

- Normative Specifications：WoT Architecture，WoT Thing Description，WoT Scripting APIs

- Informative Specifications:  WoT Binding Templates

- 其他：WoT Test Cases

- Co-Chairs： Matthias Kovatsch (Siemens), Kazuo Kajimoto (Panasonic), Michael McCool (Intel)



相关资料及链接

 W3C:  https://www.w3.org

 W3C WoT: https://www.w3.org/WoT

 WoT兴趣组章程: https://www.w3.org/2016/07/wot-ig-charter.html

 WoT提议工作组章程: https://www.w3.org/2016/12/wot-wg-2016.html

 WoT GitHub Repository: https://github.com/w3c/wot

 WoT 兴趣组wiki: https://www.w3.org/WoT/IG/wiki/Main_Page

 WoT Architecture: http://w3c.github.io/wot/architecture/wot-architecture.html

 WoT current practices: http://w3c.github.io/wot/current-practices/wot-practic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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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同我们一起

构建

万维物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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