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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AICAS 致力于工业物联网和智能汽车的软件解决方案，在提高您软件安全

性、可移植性和模块化程度的同时，助力您软件在业界领先、保持活力并减少开

发成本。 

为物联网赋能 

从智能汽车到工业自动化，设备是否具有实时处理数据、实时通信的能力扮

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随着物联网逐渐向边缘化、实时化发展，软件能创造的

价值越来越多。AICAS 的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边缘部署和运维、数据分析和逻

辑控制。我们的客户可基于我们软件工具的数据，实时查看并解决引起软件效能

低下的问题，使软件更能适应市场的变化、迎合消费者需求。 

到 2020 年，用 AICAS 软件解决方案的设备达已到 2000 万个，上市时间平

均缩短 25%，所需资源平均减少 65%。 

 

为数百万的汽车赋能 

车联网和自动驾驶改变了车企未来的盈利方式，并向世界提供了新的交通服

务方式以及更好的用户体验。软件定义汽车的趋势使汽车上的第三方软件越来越

多，而 AICAS 的汽车软件应用框架可以让客户安全地开发、部署和管理这些新

的应用和服务，为车辆提供安全可靠并稳定持久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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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嵌入式设备赋能 

AICAS 已经在工业领域应用的嵌入式软件解决方案耕耘了数十年，并且是

Java 解决方案的引领者。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核心产品，Java 虚拟机已经在不同

领域、不同应用案例中用到数百万台设备上了。“用简单、安全的代码来实现复

杂的功能、应用“”并不是张口就来的，而是基于客户的真实数据所得出的。随

着云存储的兴起，嵌入式系统开发人员更想采用本地和云相结合的软件解决方

案。 

 

为您赋能 

AICAS 是一个国际化的团队，我们期待能帮助您数字化转型，并将助力您

在业界领先。 

适用于行业的解决方案 

我们的解决方案能缩短您开发的时间，并使您的产品更快落地。基于更高程

度的模块化和统一语言，我们能让您更容易地进行大规模定制化。我们的工具能

帮助您给客户更好的用户体验，并将信息技术和运营、维护技术结合起来，以更

好地满足客户需求。 

让我们卓越的解决方案助力您在业界领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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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aicaVM 

用于实现嵌入式软件架构和硬件性能、实时性能的软件开发工具包 

JamaicaVM 嵌入式软件解决方案已经用在了数百万个嵌入式设备上了。

JamaicaVM 嵌入式软件开发包中有一个硬实时的 Java 虚拟机，越关键的应用程

序优先级越高，助力您实时软件的开发。 

AICAS 的 JamaicaVM 是基于 Java 的开发套件，用于管理嵌入式系统。开发

的关键嵌入式平台的虚拟机可以保证系统稳定、不间断运行。 

 

⚫ 便捷运维 

AICAS 的嵌入式软件开发包提供了一个可管理的运行环境，这能简化您的

开发过程，减少出错的可能性，又因为模块化程度提高，能为其他产品、团队提

供可拓展开发。 

⚫ 快速、敏捷 

完全控制您的代码，以便根据您的要求优化系统开发。 

⚫ 控制成本 

部署、管理和更新您的软件何必要受到硬件的限制，集成来自 50 多种编程

语言的代码（例如 kotlin）。程序开发的任何阶段都能将代码移植到操作系统和

计算平台上，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的成本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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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化开发 

通过 AICAS 嵌入式微服务，使产品更具灵活性，以更高的敏捷性和更多的

途径来创建快速原型或最小可行性产品。我们所拥有的丰富解决方案和程序资源

能缩短您产品的上市时间。 

更高的可用性和更低的成本 

JamaicaVM 简化了嵌入式系统开发和管理，这些系统具有更高的可用性和能

在全生命周期中控制运维的成本。 

 

架构灵活 

不被中断地运行关键和第三方应用，并能全面保护，免受恶意入侵。 

简化编程 

简化 Java 编程，控制您的代码。 

底层我来 

开发和运行代码时要关注的更应该是应用的功能和服务本身，而不是平台的

限制。 

提高效率 

我们提供可用于缩短产品开发周期的资源，并能显著提高软件的质量和可靠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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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特点 

支持实时规范，内存自动重新分配，面向对象编程。 

 

决定性的垃圾回收（Garbage Collection）机制 

一般的 Java 虚拟机在处理垃圾回收的时候是需要中断当前的执行，而借助

确定性实时 Java 字节码可靠性和完整的硬件抽象接口，JamaicaVM 内置的垃圾

回收机制可以确保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支持 Java 实时规范 

JamaicaVM 基于对 Java 实时规范的原生支持，硬实时可降至 10µs，确保系

统按预期运行。 

工具以及标准库 

JamaicaVM 中的工具包使您能更快地开发应用程序。工具包中包括完整的交

叉编译工具，其具有记录分析和仿真功能。JamaicaVM支持OpenJDK库和 Java SE

合规性。 

支持的平台 

JamaicaVM 可以用在大多数实时、嵌入式操作系统上，可以运行在最重要的

32 位、64 位处理器上。 

开发操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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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ux 

⚫ Windows 

部署操作系统 

⚫ Android 

⚫ Linux 

⚫ PikeOS（需另外申请） 

⚫ QNX 

⚫ VxWorks 

⚫ Windows 

⚫ WindowsCE/Embedded 

⚫ 或其他操作系统，支持开发服务 

CPU 架构 

⚫ ARM（32 位） 

⚫ ARM（64 位） 

⚫ PowerPC 

⚫ x86（32 位） 

⚫ x86（64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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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点 

⚫ 决定性、实时垃圾回收器 

⚫ 支持多核 

⚫ Eclipse 插件 

⚫ 占用内存少 

⚫ 提前（AOT）交叉编译器 

⚫ 安全认证 

⚫ 硬实时 

特点总览 

⚫ 提前（AOT）交叉编译器 

⚫ 安全认证 

⚫ 硬实时 

⚫ 决定性、实时垃圾回收器 

⚫ 支持多核 

⚫ Eclipse 插件 

⚫ 占用内存少 

⚫ 支持 OpenJDK 库 

⚫ 对 Java 实时规范（RTSJ）的原生支持 

⚫ 动态加载支持 

⚫ ARM、Intel 和 PPC 硬件支持 

⚫ 扩展的操作系统（包括 RTOS）支持：QNX，WindRiver，Linux，Windows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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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aicaVM Tools 

 

Java 作为一种高级的语言，在目标平台执行前，需要通过对应的解释器或编

译器对其翻译。第一步是将 Java 源程序（.java）翻译成 Java 字节码（.class），

第二步是将 Java 字节码翻译成机器语言。通常，第二步是由解释器或 JiT（Just in 

Time，即时）编译器完成的。一开始，源代码只有在运行时才翻译成机器语言，

每执行一次都要翻译一次，因此效率比较低，所以对于那些决定关键性能的源程

序，都会被编译。 

JamaicaVM 会使用解释器来处理非关键代码；而那些决定关键性能的代码就

使用 AoT（提前）编译器来进行编译。因此，在类似于 JamaicaVM 这样的虚拟

机上，通过链接到最终的可执行文件前的静态编译字节码，避免了因 JiT 编译器

产生的编译延迟。对于 AoT 编译，则需要另一个工具，JamaicaBuilder。 

我们的 JamaicaVM EDK（嵌入式开发包）除了基本的 Java 工具外，还附带

了一系列工具用于协助程序员优化部署 Java 或实时 Java 程序。 

JamaicaVM Builder 

使用 Java 字节码(.class)和 JamaicaVM 构建可执行的图像。另外，它还能提

高应用程序的性能。 

JamaicaBuilder 不是必要的，但这个工具能帮助优化您的应用程序，以适应

您的特定运行时（Runtime）和目标平台，并通过避免部署纯字节码来保护您的

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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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aicaXLR8 

JamaicaXLR8 是一个 JAR 加速器，并为特定的目标平台编译一个.jar 文件。

它可以优化性能，但是会占用更多的内存。 

其最大的优点是，如果应用的某个部分需要动态改变，或者要使用第三方应

用时，也会被加速。在提高性能的同时，整个应用的模块化程度也能得到保持。 

 

JamaicaTrace 

Jamaica Trace 展示了一个应用程序中所有 Java 线程的相互作用。由 Jamaica 

Builder 构建的应用或运行在 JamaicaVM 上的解释型应用都能用这个工具，来查

看线程的优先级、状态、垃圾回收器的活动等信息。 

可用于： 

⚫ 优化性能 

⚫ 查明死锁（deadlocks） 

⚫ 查明根本原因 

⚫ 检查应用程序是否和设计一样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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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aica Profile Analyzer 

可以提高配置文件的可读性，从而提高对应用程序以及应用程序的运行时行

为的理解。配置文件是在运行时创建的，记录了应用程序的哪些类、方法等被使

用的频率。配置文件可以在 JamaicaVM 运行代码时生成，也可以通过运行构建

的应用程序生成。 

Jamaica Eclipse 插件 

Jamaica Eclipse 插件能简化操作。JamaicaVM 和 Jamaica Builder 的所有功能

都能在 Eclipse 上选择并运行。该插件让 Jamaica Builder 更容易上手。这个插件

适用于 Eclipse 支持的所有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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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aicaIoT 

一个安全的轻量级工业 IoT 应用框架 

 

JamaicaIoT 给工业流程带来了更多的敏捷性，组件、应用程序的下载、安装

和运行都是需要经过验证的，以保证在不间断运行过程中的极高安全性和可靠

性，并且配合上工具，能进行远程监控、运行时 API 访问以及 CPU 和内存资源

限制等操作。 

⚫ 安全控制 

对现场流程监控并实时控制的同时，保证系统的安全、可靠和强大。 

⚫ 敏捷高效 

实现边缘设备的不间断管理，为您工业的运营带来灵活性，以提高流程效率。 

⚫ 兼容性高 

保持边缘硬件的紧凑，并与大多数设备、操作系统和云平台兼容。 

⚫ 为您助力 

分析从设备中挖掘到的数据，更接近传感器、执行器和工业过程。 

敏捷的物联网，从边缘到云端 

JamaicaIoT 可以通过云端进行控制和数据分析的部署和操作，以提高流程的

可靠性和安全性，并从边缘挖掘到的数据中发现更多商业价值。 

快速响应和迅速实现对于定制和调整生产流程以适应新的需求和制造升级

至关重要。AICAS 工业 IoT 框架允许客户下载代码等操作。 

⚫ 不间断运行 

通过 OTA 将新的逻辑运行到车间边缘，更靠近工艺流程，而不中断生产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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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间断保护 

软件能将各个应用程序和进程隔离开来，即使在系统遭到入侵时也能维持关键性

操作。 

 

为您的工业运营带来敏捷性 

让 JamaicaIoT 成为您物联网架构的一部分，以提高灵活性。在保护您的投

入同时，对您系统进行未来验证。 

 

⚫ 响应更迅速 

不需中断操作，为生产流程或第三方 app 的改进或更新即时引入代码。 

⚫ 工作更高效 

通过远程地管理、配置和监控设备，以保证设备正常运转和提高生产效率。 

技术亮点 

AICAS 解决方案能让您在数据中挖掘到更多的信息，以提高效率和优化运

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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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点 

⚫ 硬实时 

⚫ 通过支持 FPGA 的硬件加速 

⚫ 占用内存少 

⚫ 与主要的云平台和云服务集成 

⚫ 安全认证 

⚫ 安全的端到端通信 

特点总览 

⚫ 与主要的云平台和云服务集成 

⚫ 基于 OSGi-R6 框架功能模块的远程生命周期管理 

⚫ 远程设备管理、配置和监视 

⚫ 以每个 bundle 为限制的细粒度资源强制执行 

⚫ 全面支持现场总线和 IoT 连接 

⚫ 安全的端到端通信 

⚫ 支持最新的安全概念：信任链（CoT），安全启动，TPM（可信平台模块），

加密算法 

⚫ 签署 OSGi bundle 的完整工具链 

⚫ 沙盒隔离，操作稳定可靠 

⚫ 确定性实时 Java 字节码编程语言可实现完整的硬件抽象 

⚫ 抢先式调度，硬实时降至 10μs 

⚫ 安全认证 

⚫ 通过支持 FPGA 的硬件加速 

⚫ 扩展的操作系统（包括 RTOS）支持：QNX，WindRiver，Linux，Windows

等 

⚫ 具有运行时仿真功能的全功能 SDK 

⚫ 完整的硬件抽象 

⚫ 使用压缩技术实现较小的内存占用 

⚫ 动态加载 AoT 机器编译的 Bund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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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aicaCAR 

一个支持 OTA 和连接云服务器、安全的轻量级应用框架 

借助 AICAS 智能交通解决方案，使产品更快落地，并在市场上长期保持活

力。我们正在通过软件解决方案促进智能交通新时代的发展，加快产品开发速度，

使 OEM 在自动驾驶相关功能、信息娱乐系统、远程信息处理和车队管理方面保

持领先。 

 

JamaicaCAR 使整车厂能够高效地部署和管理智能技术和车联网服务相关的

车载应用。来了解下 AICAS 的解决方案是如何让产品占用系统内存和所需 SoC

变少的同时，管理数百个应用并满足最严格的安全要求（ISO 26262）吧！ 

⚫ 兼容 

在原有硬件上部署和管理具有关键功能的新应用以及安全的第三方车载资源 

⚫ 控制 

能完全掌控您代码的质量，提高部署到 ECU 的效率 

⚫ 任意 

部署、管理和更新您的应用程序，不受硬件平台的影响 

⚫ 全期 

开发新服务，远程、安全地管理您的应用程序，为车辆的整个生命周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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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万物互联 

AICAS 中间件和汽车开发套件，助您能够向市场提供更优的车载服务和功

能，并为您未来智能、自主的应用赋能。借助这些工具，您能更专注于创造价值，

而不是去担心如何与 ECU 或 CAN 总线等系统的底层建立连接；同时，云端连

接的改变也就是点击几下的事。 

 

随着软件定义汽车趋势的到来，客户体验和客户数据越来越重要，AICAS

解决方案让您能更快速地开发、测试和部署，减少工作量和开发所需时间。如果

您希望能轻松移植到新的操作系统、硬件组成、连接和集成，我们能开发或简化

您的开发。 

借助 AICAS 的中间件，您可以专注于您想提供的产品和功能，我们会保证

您的产品能和车内以及车外连接，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 

 

⚫ 远程管理 

基于 OSGi-R6 框架功能模块、设备远程管理、配置和监控的远程生命周期管理 

⚫ 实时性能 

确定性实时 Java 字节码编程语言，实现了完整的硬件抽象接口。硬实时可降至

10µs，具有抢先调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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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至上 

安全的端到端通信，安全认证，支持最新的安全概念：信任链（CoT），安全启

动，TPM（可信平台模块），加密算法 

⚫ 支持广泛 

具有运行时仿真功能的全功能 SDK；通过支持 FPGA 的硬件加速；扩展的操作

系统（包括 RTOS）支持：QNX，WindRiver，Linux，Windows 等 

⚫ 资源管理 

以每个 bundle 为限制的细粒度资源强制执行；使用压缩技术实现较小的内存占

用 

特点总览 

⚫ 并发应用程序管理 

⚫ 远程设备管理、配置和监视 

⚫ 全面支持 CAN 总线以及有线、无线连接 

⚫ 安全的端到端通信 

⚫ 签署 OSGi bundle 的完整工具链 

⚫ 沙盒隔离，操作稳定可靠 

⚫ 安全认证 

⚫ 通过支持 FPGA 的硬件加速 

⚫ 扩展的操作系统支持：QNX，WindRiver，Linux，Windows 等 

⚫ 具有运行时仿真功能的全功能 SDK 

⚫ 完整的硬件抽象接口 

⚫ 使用压缩技术实现较小的内存占用 

⚫ 动态加载 AoT 机器编译的 Bund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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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aicaEDP 

全生命周期管理，未来安全、敏捷、高效 

 

JamaicaEDP 能保护您在嵌入式资产的投资，简化运行在复杂环境、嵌入式

系统软件的管理。使用最高效的工具来部署软件和设备配置，不需要停机便能发

布、管理、检查软件组件的适用性、运行时行为以及保护组件免受损坏，并且只

有经过充分验证的代码才能在设备上运行。 

将故障最小化，将实用最大化 

JamaicaEDP 的模块化使得嵌入式产品和资源能够完全整合，不会受到硬件

或操作系统的影响。基于 Jamaica 技术，JamaicaEDP 提供了 DevOps（研发、运

维）工具，以简化、即时控制、配置和管理嵌入式环境。同样的代码可以作为数

字孪生和在设备中运行，从而简化测试和验证。 

 

在嵌入式环境越发复杂的情况下，JamaicaEDP 综合了发布、部署管理的信

息技术服务，和分析、报告、合规性等操作工具。借助 OSGi 和 Java 标准的优势，

成千上万、不同边缘设备可以通过软件部署、重新配置、设备维修、更换而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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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可以从边缘、网关、云端，任何地方进行部署，以适应系统的要求和能力。 

找到数据真正的价值，同时保证灵活性 

通过在线的面板，可对设备单独或分组进行识别和控制，以进行系统管理，

并且提供自动配置工具和可以动态配置、验证。 

 

灵活的架构使大小企业都能够开发和部署软、硬件集成的环境，提供所需连

接、数据和结果，以实现预期。JamaicaEDP 以单个或分组的方式管理软件在设

备上的部署和运行。JamaicaEDP 将 DevOps 方法带到边缘，以实现统一、标准

的编程环境。 

快速原型设计、迅速部署 

一旦您的设计原型准备好在所需的环境中进行小规模的测试，JamaicaEDP

可以完全访问这些测试系统以及提供变体集来帮助您测试。当您完成测试后，最

终的版本可以部署到任意嵌入式系统中。无论是在一个设备上测试，还是在数百

万个设备上测试，都是一样地简单。 

紧跟万物互联 

⚫ 嵌入式软件全生命周期 

⚫ 简化部署，降低部署成本 

⚫ 将服务管理引入嵌入式设备 

⚫ 提高设备管理的效率 

⚫ 执行过程中实时反馈 

⚫ 提供或改变市场特定服务和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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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迟更新和变体集 

⚫ 快速移植到新目标平台上 

⚫ 通过签署的 JAR 和细粒度权限管理来增强设备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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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罗伟光  手机/微信号：135 1276 7172；邮箱：lwg@hkaco.com 

广州总部：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科学大道 99 号科汇金谷三街二号 701 室 

  

欢迎关注我们汽车电子公众号，了解更多汽车总线基础知识以及产品应用。

 

 罗伟光个人企业微信                  车用总线技术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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