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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燎罕 

2016年9月 

低成本的智能硬件全球化之路 
 



智能设备的市场规模 

到2020年，全球智能设备数量新
增 270亿台 

家用消费级智能设备占比48.33% 



行业趋势 

• 低成本的联网模块 

• 云计算的成熟 

• 宽带及wifi的普及 

• 人工智能的发展 

• 商业模式创新 



智能硬件的催化剂 

• Amazon Echo 
• 2014年12月上市，300万＋销售量 
• 1000+ 外接设备 

• Google Home  
• 2016年5月18日对外发布 



智能化场景体验 

智能模式切换（节能） 
把人工智能应用到取暖器，替代用户日常机械操作，例如： 
自动切换：日程序／夜程序，周循环；手动切换：舒适模式、离家模式、睡眠模式、假期模式、低温模式； 
 
智能地理围栏 
当用户离开围栏时自动切换到离家模式；当用户靠近围栏时，自动切换到舒适模式； 



智能化场景体验 

无人工干预的体验模式 
可联网获取今天空气质量，自动开启/关闭/档位等净化功能，替代用户日常思考与机械操作。 
 
滤芯使用提醒，可在线购买耗材 
智能识别滤芯消耗及剩余可使用时间，提醒用户更换，并支持在线购买； 



涂鸦愿景：全球化，一站式智能硬件服务平台 

涂鸦科技成立于2014年6月 

创始成员均为阿里巴巴、百度等互联网公司，海尔等传统行业巨头以及大学研究所 

已获数千万美金融资，投资人为美国排名Top3的知名VC 

依托Amazon 的云基础设施，服务全球客户，目前已覆盖亚太、北美、南美、欧洲、

北非等大部分地区 



厂商转型“互联网+”的痛点 



Turnkey: 提供云+App+联网固件3端SAAS+PAAS方案 



制造品牌为什么选择Tuya ？ 

全球化：帮助中国企业出海 
通过全球部署的云平台帮助品牌走向世界 
通过出海实现产品溢价，拓展海外的业务通道 

Turnkey：降低成本/缩短生产周期 
全标准化的App/云服务/Wifi模块/控制板上下游对接 
1天完成产品智能化，迅速量产 

tuya.com服务平台：产品体验好/安全稳定 
产品平台化提供：提升易用与联网体验，智能化过程品牌无需二

次开发 
为制造品牌提供跟踪设备的SAAS管理系统/Echo等联动管理体验 



tuya.com服务平台:唯一100%自助实现硬件智能化 



依托AWS部署全球: 承载千万用户及每日20TB以上数据 

现有服务 :  俄勒冈州、法兰克福、中国 

可选区域 :  北京、香港、圣保罗、东京、悉尼、新加坡、爱尔兰、弗吉尼亚等全球多节点就近部署 

全球加速 :  采用Route 53、CloudFront 加速 



借力AWS，搭建弹性高可用平台 

 

• 采用Route 53 DNS高可用解析加速 

• 静态资源、控制面板采用Cloud Front加速 

• ELB+EC2提供高可用的弹性服务 

• CloudWatch+AutoScaling 根据业务压力动态扩容EC2实例 

• 使用ElasticCache中的Memache+Redis缓存服务，满足业务多样化缓存场景需求 

• SQS、SNS组合解决单一和分组消费等多场景化消息中间件服务 

• RDS、DynameDB、S3 提供关系型、非关系型数据海量数据存储,海量数据零运维 

• EMR、DataPipeline、S3赋予大数据分析基础能力结合涂鸦自有数据算法为客户提供自定义大数据分析能力 



可靠的业务安全防护 

设备与云端交互 
安全保障 

设备局域网内交互 
安全保障 



AWS可靠的资源安全防护 

 

• VPC内外网隔离,多可用区隔离 

• 组合安全组,不同的业务提供不同的安全策略 

• IAM账号授权,通过子账号精减管理权限 

• 使用MFA 虚拟设备增强账号安全强度 

• 通过IAM Role控制不同服务间AccessKey权限,降低误操作风险 

• 通过IAM Role+ STS动态控制用户数据权限,保障每个用户只能访问自有数据 



硬件品牌大数据系统 
对于品牌商来说，追踪出售产品的运行情况同样重要。

tuya提供数据管理后台，便于品牌商定位产品分布、

设备每日激活、设备运行故障、产品售后等服务。 



Tuya支持接入Amazon Echo  

智能语音控制 
语音控制接入涂鸦智能云的照明设备，比手机APP有更好的用户体验。例如：Alexa, turn off bedroom light. 

智能学习 
自动感知你需要开启空调，并开启到适宜温度，例如：Hi Alexa, IT’s hot here. Amazon echo 将自动寻找接入涂鸦智能云的

空调，并开启到适宜温度。 

目前已支持智能插座、智能灯、智能取暖器、智能空调等超过36个家电产品接入Amazon Echo。 



涂鸦第三方接入(Echo) 

 

 

• Tuya Cloud Proxy模块提供三方的协议转换 

• 通过CloudProxy模块可以快速对接Echo、微信、Nest等第三方产品 

• 通过CloudProxy模块可以提供客户云云对接 



大家电 - 产品方案 
全球云服务部署，可连接amazon echo等家庭机器人，产品体验好稳定安全。 

A. 模块成本降30%  B.缩短量产周期3个月 C. 研发成本节约60万  D. 产品差异化创新 



小家电 - 产品方案 
从手机App,云平台到联网模块，软硬件Turnkey的产品方案，降低了整体的投入时间成
本 

A. 模块成本降30%  B.缩短量产周期2个月 C. 研发成本节约30万  D. 产品差异化创新 



照明电工 - 产品方案 
全标准化，可实现照明电工产品的自助接入；打造市面上研发成本最小的照明turnkey方案 

A. 模块成本降30%  B.缩短量产周期2个月 C. 研发成本节约10万  D. 产品差异化创新 



客户案例 

“Pain Point” 
长虹之前和美国一家IOT方案公司合作，需要长达5个月的
智能产品研发周期，但临近交付却未能如期实现。急需一
家短时间能解决问题的IOT云平台公司支持。 
 
What we offer 
从接到长虹任务，到实现智能空调的厂线生产，tuya只花了
15天。包括云平台的部署，App操作界面，还有wifi模块，
空调电路板联调等。解决了长虹这批智能空调必须赶在6月
初出货的一个又一个难题，最终得到客户高度认可。 

“Pain Point” 
Beca是智利知名家电品牌。Beca在中国的合作工厂，没有硬
件智能化的能力。而智利当地，市场对于智能取暖器的需求已
经越来越强烈，Beca急需提升自己的产品竞争力。 
 
What we offer 
在和Beca达成合作后，快速和其中国合作工厂进行配合。tuya
提供Wi-Fi模块，云服务和App操作界面的Turnkey方案。把旗
下品牌THORBEN/HAVEL的智能产品顺利推向南美市场。tuya
也成为Beca其他智能化产品的首选合作伙伴。 



客户案例 

“Pain Point” 
Sakar International 是一家历史悠久的公司，成立于1978年。
2016年开始拓展智能家居业务，需要实现自有品牌VIVITAR
智能家居的产品套装，包含摄像头、智能彩灯和插座。 
 
What we offer 
tuya为Sakar实现了智能LED灯和智能插座套装，接入tuya云
与模块，并实现独立品牌App。这一产品整合化的过程中，
只用了1个月就实现出货到美国新泽西州。 

“Pain Point” 
爱贝源是一家母婴智能硬件生产品牌，有15年的硬件生产经验。
在和tuya合作之前，正在筹备自己开发智能冲奶机App，并自
己搭建云端系统。但过程并不顺利，在智能云的全球部署、智
能云系统搭建技术能力和研发成本上碰到难题。 
 
What we offer 
爱贝源冲奶机App比比萌，基于tuya SDK进行开发。通过对接
tuya云，Wi-Fi模块，快速实现冲奶机手机App控制。同时tuya
通过Open API 为爱贝源提供数据分析能力，为爱贝源实现京东
众筹与线下2000万元的预售打下了时间与成本战。 



客户案例 

“Pain Point” 
Heallux是法国当地取暖器知名品牌，已经有10多年取暖类设
备制造经验。他们希望实现取暖器智能化，虽然制造经验丰
富，但是无智能硬件的定制开发能力。 
 
What we offer 
Heallux在多个方案商中选择了tuya，不仅因为tuya全球部署
的云服务，还因为tuya提供的快速响应、个性定制的开发服务。
不到1周时间，tuya联合第三方技术伙伴基于tuya模版系统，
为Heallux定制了一套独立UI，实现个性化体的App。 

“Pain Point” 
EEPC 是比利时知名取暖器品牌。他们App开发负责人Renaat和
Rik都是HP老员工，超过15年以上的开发经验。他们深知要实现
智能硬件好的产品体验并稳定运行，需要投入巨大的工作量。 
 
What we offer 
EEPC决定只参与界面层的实现，以符合比利时用户的体验。
tuya提供App SDK和云端 API，Renaat和Rik负责App客户端开发，
EEPC的中国工厂负责硬件控制板程序开发。由于大家都有着丰
富的开发经验，让产品保持了一贯的高水准。 



近半年Tuya大型制造品牌的部分客户 



已整合上下游战略合作伙伴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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