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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设备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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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zen ⽀支持以上所有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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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对应⽤用开发⼈人员意味着什么？ 
•  仅仅只关乎于 HTML5？  ϑ 

•  远不⽌止这样 



合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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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性指所有⾏行为都必须遵守规章制度、政策、法规、
标准或法律。 

 
例如：公司的合规计划旨在确保公司和员⼯工的⾏行为遵守所有必要的法律、规
章制度和法规，以合法履⾏行职责，并最⼤大限度地降低违反上述规定所带来的
⻛风险 
 
就 Tizen ⽽而⾔言，合规项⺫⽬目则旨在确保实施真正的 Tizen 平台，并运⾏行符合标
准的应⽤用。 



Tizen 由什么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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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 框架 
•  HTML5/W3C API、额外 Tizen 设备 API 和 Web UI 框架 

 
•  原⽣生框架 

•  全功能原⽣生应⽤用开发，具备与 Web 类似的功能集，还可以使
⽤用 EFL 和其他⽀支持的原⽣生库 

 
•  核⼼心 

•  web 和原⽣生框架所需的核⼼心⼦子系统 



Tizen 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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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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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zen 平台 
•  Tizen 发布代码，⽐比如“2.3” 

•  Tizen 配置⽂文件 
•  对平台进⾏行调整，以⽀支持特定设备类型 

•  Tizen 合规性配置⽂文件 
•  针对特定设备类型的应⽤用编程界⾯面和应⽤用执⾏行环境（例如，“Tizen Mobile”）。 

•  Tizen 合规性规范(TCS) 
•  定义合规性配置⽂文件的⽂文档 

•  Tizen 合规性测试(TCT) 
•  测量设备与 TCS 的匹配度 



Tizen 合规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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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低不⼀一致性（fragmentation） 
•  ⽀支持为某个平台编写的应⽤用可在另⼀一个平台上运⾏行 
•  通过规范和测试套件阐明“Tizen”的意义 
•  介绍 Tizen 平台与产品功能 
•  提⾼高 Tizen 产品质量，提升 Tizen 品牌 
•  增强合作伙伴、运营商、OEM、ISV 和开发⼈人员的参与信⼼心 



Tizen 合规性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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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zen 平台的⼀一个⼦子集，表现形式为⽀支持的 API 
•  设备承诺提供 

•  否则⽆无法称之为 Tizen 设备 
•  编码⾄至该 API 集的应⽤用必须承诺兼容性 



Tizen 合规性规范 (TCS) 
TCS 描述特定配置⽂文件的应⽤用环境 
•  必选/可选软件： 

•  API、编解码器... 
•  必选/可选硬件： 

•  连接、显⽰示屏... 
•  便携性辅助 

•  应⽤用控制列表 
•  功能键列表 
•  权限列表 

•  每个配置⽂文件⼀一种 TCS  
•  尽量减少 #配置⽂文件 
•  12 个配置⽂文件-TCS/TCT 对较为合适… 
•  冰箱是移动设备吗？ 

公共 API 

   隐式 API (AppControl) 

             执⾏行环境 (WRT) 

        通⽤用⽤用户界⾯面 

     相关的应⽤用资源 (编解码器) 

          通⽤用⼯工具界⾯面 

        应⽤用接收的事件 

常⽤用硬件 

       通⽤用安全模式 

      通⽤用输⼊入⽅方法 

其他 
（仅影响设备的应⽤用兼容性时） 

TCS 条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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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zen 合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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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zen 认证登记设备的合规性 
•  根据特定 Tizen 配置⽂文件进⾏行认证 
•  在设备满⾜足要求的情况下挑选最佳组合 

•  特意设计为轻量级计划 
•  ⾃自测试 
•  不受限：TCS 范围之外留有充⾜足的定制空间 

•  应⽤用开发⼈人员 
•  TCS 指导如何正确选择配置⽂文件 
•  没有单独针对应⽤用的认证 
•  但应⽤用合规性可能成为应⽤用商店的接受要求 



Tizen 移动配置⽂文件概述 

•  针对不同移动设备⽽而定义 
•  出⾊色的灵活性覆盖从低端到⾼高端的各种设备，
并可⽤用于其他设备，⽐比如相机和⼀一般电器 

•  2.3 包含原⽣生和 Web API 
•  如欲了解源代码的完整版本，请访问 
 http://source.tizen.org，查看 2.3 平台部分 

12 



Tizen 配置⽂文件 – 产品映射 

移动设备 

  当前        进⾏行中 / 考虑中 

可穿戴设备 
（可穿戴设备配置⽂文件） 

电视 
(TV 配置⽂文件) 

汽⻋车 
(IVI 配置⽂文件) 

摄像头 
（移动设备配置⽂文件*） 

设备 
（移动设备配置⽂文件*） 

⼿手机/平板电脑 
（移动设备配置⽂文件） 

*待定，但应⽤用运⾏行时间要求与移动设备相同，因此可以共享
相同的配置⽂文件.. 可穿戴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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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zen 2.3 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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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 
• W3C/HTML5 API、Tizen 必选 Web 设备 API 模块 

移动设备配置⽂文件 
• 原⽣生 API 

• ⽤用户界⾯面部分包括主题和通知托盘 
• 移动设备硬件要求包括 RAM ⼤大⼩小、摄像头、显⽰示分辨率和搭配主题、NFC、Wi-Fi
 Direct 

• 开发⼈人员⼯工具：动态分析器 

• 必选平台 AppControl 



Tizen 2.3 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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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穿戴设备配置⽂文件 
•  使⽤用 Samsung Extension 提供新的 API 模块，例如 IrLED 和 SAP 
•  下载 API 
•  适合可穿戴设备的显⽰示分辨率和硬件 

TV 配置⽂文件 
•  ⽀支持远程控制 
•  适合电视的显⽰示分辨率、搭配主题和硬件 

IVI 配置⽂文件 
•  ⾮非 2.3：仅使⽤用 Tizen 3.0 独有的功能，例如多⽤用户： 

•  ⻋车辆中每个“坐位”都可能需要不同的设置和⾏行为 



Tizen 配置⽂文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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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定义以下配置⽂文件： 
•   移动设备：低、中，⾼高端⼿手机，以及平板电脑 
•   IVI：汽⻋车控制台和娱乐系统 
•  可穿戴设备：可穿戴设备⾃自适应（2.2 中的部分配置⽂文件，2.3 中的所有配
置⽂文件） 
•  电视：智能电视 
策略： 
•   尽可能减少配置⽂文件的数量 
•   每个配置⽂文件均有特定的功能键，可识别功能可⽤用/不可⽤用 

•  应⽤用显⽰示所需的功能 



通⽤用（必选）和可选 Web 设备 API 
•  所有⽀支持 Web API 的配置⽂文件必须提供 Tizen 通⽤用设备 API。 
•  所有配置⽂文件均包含其他必选 API。（下⼀一张幻灯⽚片）。 
•  Tizen 可选设备 API 可能包含在任意配置⽂文件中。 

Tizen 可选设备 API 

Tizen 通⽤用设备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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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配置⽂文件设备 API 
•  所有配置⽂文件均包含必选 API（除通⽤用外）。 
•  设备可能包含/不包含任意可选设备 API。 
•  ⽀支持的可选 API 必须通过“功能”机制报告。 
•  应⽤用商店客户端显⽰示与设备中⽀支持的功能相匹配的应⽤用 

移动设备  电视  可穿戴设备配置⽂文件 

Tizen 通⽤用设备 API 
 

内容 
电视 
显⽰示屏 

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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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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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 
 

下载 
 

Web 设置 
 

书签 
 

通知 
 

系统设置 
 

内容 
 

功耗 
 

⽇日历 
 

Tizen 通⽤用设备 API 
 

Tizen 通⽤用设备 API 
 

* 配置⽂文件要求尚未最终确定，将于发布平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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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 



基于多个配置⽂文件运⾏行的应⽤用：仅 Web 

上传⾄至 Tizen 商店前创建应⽤用描述⽂文件 (config.xml) 
•  确定应⽤用所需的配置⽂文件（⾄至少⼀一个） 
•  确定应⽤用运⾏行所需的设备功能（例如蓝⽛牙） 

•  如果设备不⽀支持所列配置⽂文件或运⾏行应⽤用所需的所有功能，应⽤用商店客户端将不显⽰示该
应⽤用。 

 

Tizen 商店 

Tizen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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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zen 认证机构 
(Certification 

Authority) 
认证 

Tizen 项⺫⽬目 
（基于 Linux） 

定义 TCS 和 TCT 

OEM 

① OEM 从 tizen.org 获取
Tizen 源代码、TCS、TCT 和 

品牌推⼲⼴广申请表 

③ 成功 

技术审
核请求 

Tizen 商店 

② 向 TCA 提交品牌
推⼲⼴广申请表和TCT 
结果 
 

设备认证与注册 

Tizen 合规性：流程 

③ 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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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zen 原⽣生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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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 TDS 的其他讨论会所述，还有⼀一种“新”原⽣生 API 
•  ⺫⽬目前，原⽣生 API 仅⽀支持 2.3 移动设备配置⽂文件 

•  正考虑⽀支持其他配置⽂文件 – 不是技术问题，由配置⽂文件团队决定。 

•  原⽣生具有不同的封装格式 (.tpk files) 和不同的配置⽂文档 
•  合规性考虑⼤大体相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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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http://source.tizen.org/compliance （⺫⽬目前仅列出 2.2.1 ） 
邮寄名单：http://lists.tizen.org/listinfo/compliance 



备⽤用⻚页 



Web 应⽤用封装 

•  封装 
•  W3C 封装 Web 应⽤用 (Widget) 规格 

•  配置⽂文档 config.xml 
•  应⽤用基本信息（ID、图标、名称…） 
•  本地化 
•  偏好 
•  功能与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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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必选功能，请测试： 

•  ⽰示例：⾯面向地理位置 API 的退回功能 

if  (‘geolocation’  in navigator) 
{ 
geolocation.getCurrentPosition = 
function(successCallback, errorCallback, options) 
} 
else 
{ 
// ask user to input current location manually 
// and use  google map service to  get  complete addr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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