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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的 话Editorial

边
缘计算聚焦于万物智能联接，满足行业数字化在联接、实时、智能、数据优化、安全与隐私保护等方面的关

键需求。随着物联网、5G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万物互联时代已经拉开大幕。边缘计算标准化与产业化的

进程正快速推进。参照Gartner技术成熟度曲线，边缘计算正处于创新触发之后的上升阶段，目前已掀起了产业化的浪

潮，各类产业和商业化组织正在积极发起并加速推进边缘计算的研究、标准和产业化活动。

根据CB Insights公司的市场规模量化工具，到2022年，全球边缘计算市场规模预计将达到67.2亿美元；根据

TrendForce公司预测，2018年至2022年全球边缘计算相关市场规模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将超过30%；国际数据公司

IDC统计数据显示，到2020年将有超过500亿个终端和设备接入网络，其中超过50%的数据需要在网络边缘侧分析、处

理与存储，边缘计算技术将为未来的百亿终端提供人工智能能力；市场研究公司Tractica预测，到2025年，人工智能边

缘设备的出货量将达到每年26亿个（边缘设备包括智能手机、智能家居扬声器、物联网 摄像头、无人机、自动驾驶汽

车和制造机器人等）。

随着移动网络向5G演进的速度进一步加快，边缘计算将在大流量业务的普及下发挥更多价值，将高带宽、低时

延、本地化的业务下沉到网络边缘，解决时延过长、汇聚流量过大等问题，从而为实时性和带宽密集型业务提供更好的

支持。随着可穿戴设备及附带传感器的智能设备数量呈爆发式增长，未来更多设备将被接入物联网，边缘侧分析计算能

力需求将倍增。边缘计算正在不断融合和完善运营、信息和通讯技术（OICT），并有效地推动产业的发展，这也标志

着边缘计算技术已经迈进了快速发展的道路。目前，智慧安防、工业互联网、智能车载等已成为当下边缘计算主要的应

用场景，各厂商在这些领域也都有了完整的解决方案。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随着5G商用的推进以及技术的成熟，边缘计

算的应用场景将越来越多，边缘计算技术将得到更大的发展。

2016年11月30日，边缘计算产业联盟（ECC）于首届边缘计算产业峰会上正式成立。旨在搭建边缘计算产业合作

平台，推动OT和ICT产业开放协作，孵化行业应用最佳实践，促进边缘计算产业健康与可持续发展。历经短短三年的

发展，现已拥有超过250家成员单位，包括来自运行商、智能制造、智慧城市、能源电力和ICT行业的领军企业，以及

相关领域研究院所和大专院校。成立以来，联盟采用水平工作组与垂直行业委员会并行的运作方式，以参考架构提供跨

产业的设计为参考，以客户需求、产业最佳实践、联盟的商业成功为导向，拉通“政产学研用”产业资源，促进技术架

构、标准、方案及应用的开放合作与协同。2019年，边缘计算产业联盟联合绿色计算产业联盟（GCC）与网络5.0产

业和技术创新联盟（N5A）先后成立边缘计算基础设施产业推进工作组（ECII）和边缘计算网络基础设施联合工作组

（ECNI），并成立智慧城市专委会，致力推动边缘计算在相关领域的关键技术突破和落地应用。

在边缘计算产业联盟成立三周年之际，《自动化博览》联合边缘计算产业联盟共同出版《边缘计算2019专辑》，从

产业、技术、应用三大角度展现边缘计算领域的最新进展，共同探讨探讨万物互联时代加速到来之际，如何把握边缘计

算产业未来方向和发展机遇，促进行业数字化转型，共同迈向快速增长之路。





产业动态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印发《工业互联网

综合标准化体系建设指南》………………………………… 2

《工业互联网平台白皮书（2019年）》正式发布… ……… 2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研究院发布《边缘云计算技术与标准化白

皮书》………………………………………………………… 3

绿色计算产业联盟和边缘计算产业联盟联合成立边缘计算基

础设施产业推进工作组……………………………………… 3

边缘计算产业联盟与网络5.0产业和技术创新联盟联合成立边

缘计算网络基础设施联合工作组…………………………… 3

中国信通院发布《离散制造业边缘计算解决方案白皮书（征

求意见稿）》………………………………………………… 4

2024年全球边缘计算市场接近百亿美元… ………………… 4

KubeEdge…v1.1发布：将Kubernetes…容器存储标准CSI带到

边缘…………………………………………………………… 4

StarlingX社区发布2.0版本…………………………………… 5

企业动态

自适应模块化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中国首发…沈自所联合SAP推

进中国“智”造……………………………………………… 5

GSMA、中国移动、华为三方联合智慧工厂边缘计算PoC项

目启动………………………………………………………… 6

中国移动和百度合作推出面向商业落地的边缘计算车联网

方案… ………………………………………………………… 6

江行智能在电网通道可视化图像识别技术上实现重大突破… 6

英特尔联合东土首推软件定义控制工业服务器…………… 7

风河推出全新边缘计算软件平台…………………………… 7

百度发布AI边缘计算行动计划… …………………………… 7

研华科技推出边缘控制器WISE-5000系列………………… 8

新松发布工业软件&控制平台………………………………… 8

联想发布首台ThinkSystem边缘服务器… ………………… 8

阿里云宣布上线物联网边缘计算服务，提供软硬一体解决

方案… ………………………………………………………… 8

华为联合腾讯、移动推出边缘计算游戏平台……………… 9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将打造面向边缘计算的AI芯片… …… 9

中国电科发布“海雀”处理器，可用于神经网络边缘计算… 9

产业解析

工业边缘——IT和OT融合交汇的关键点………… 彭　瑜　10

工业互联网边缘计算在离散制造业应用展望…………………

… ……王　哲　时晓光　罗　松　黄　颖 　汤立波 　于青民　15

面向用户体验的5G视频业务边云协同策略… …………………

… ……………………………… 刘秋妍　吕华章　李铭轩　张忠皓

                                     李佳俊　李福昌　冯　毅　朱常波　20

边缘计算和深度学习之间的交融

… ……………… 刘志成　韩溢文　沈仕浩　宋金铎　王晓飞　24

技术研究

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边缘计算模型与验证方法

… ……………… 宋纯贺　武婷婷　徐文想　于诗矛　曾　鹏　29

工业互联网边缘计算数据管控标准……………… 戴文斌　33

目 / 录
C o n t e n t s





目 / 录
C o n t e n t s

OPC…UA…over…TSN在边缘计算中的基础互联角色

… ………………………………………………………… 宋华振　36

基于MEC的智慧医疗方案分析

… ……………… 延凯悦　王玉婷　冯　毅　张忠皓　盛　煜　42

解决方案

基于ThingOrigin物源平台的可重构生产系统

… ………………………………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48

基干EC-IoT的低压配电物联网解决方案

…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51

浙江电信基于5G+MEC的面向现场级工业控制的低时延智能

化解决方案… 中国电信浙江公司　中国电信北京研究院　54

智慧农业解决方案………………… 英特尔中国有限公司　57

基于5G+CPE的智慧水务物联网监测解决方案

… ……………………………………… 软通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60

基于5G边缘计算的智慧单兵执法解决方案

… ……………………………… 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研究院　62

基于边缘计算的泛在电力物联网智慧能源终端

… …………………………… 深圳江行联加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65

基于边缘计算的AI表面无人质检系统解决方案

… ……………………………………… 网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8

基于边缘计算的M2M云平台…… 沈阳鸿宇科技有限公司　72

沐桦科技智能水电站边缘智能平台

… ……………………………………… 上海沐桦科技有限公司　74

EDSOC-工业互联网边缘安全管控解决方案

… ………………………………… 北京方研矩行科技有限公司　76

面向5G物联网的可自定义编程组网的边缘网络解决方案

… ………………………………… 北京视界云天科技有限公司　79

机加工行业边缘计算解决方案

… ………………………………… 北京天泽智云科技有限公司　82

NB-IoT智慧灯控解决方案

… …………………………… 上海顺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5

全新风自然冷却模块…… 苏州安瑞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88

Polar边缘IaaS平台… ……… 北京星际比特科技有限公司　90

工业互联网边缘计算平台………………… 国讯芯微科技　92

边缘智慧数字化水产养殖方案

… …………………………………… 九州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94

基于边缘计算的地质灾害专业监测系统解决方案

… ………………………………… 武汉智菱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96

5G…MEC入云专线解决方案…… 中国联通网络技术研究院　98

亚控能源管理MES解决方案

… ……………………………… 北京亚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00

测试床

城市安全边缘计算实验平台……………………………… 103

轨道交通线网运营管理：具备边缘监控网关的监控云… 107

高速公路自由流ETC门架边缘计算系统… ……………… 111

边缘计算科研模拟实验平台……………………………… 113

基础实施：污水处理检测设备边缘管理平台…………… 116

物联网边缘控制器“一键通”…………………………… 118

基于5G的工业智能制造视觉分析边缘计算平台… ……… 122

机器人自动焊接缺陷实时检测测试平台………………… 125

离散制造虚拟工厂边缘测试床…………………………… 128

物联网智能管理平台……………………………………… 131



边缘计算是实现OT与ICT深度融合的
关键技术，对各行业实现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发展意义重大，而5G、AI、AR/
VR、TSN、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到来加速
了边缘计算快速发展和落地。

Edge computing is a key technology 
to realize the deep  convergence of OT 
and IC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digitization, networking, and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of various industries. The 
arrival of 5G, AI, AR/VR, TSN, blockchain, 
and other emerging technologies have 
accelerated the rapid development and 
practice of edge computing.

为推动边缘计算技术产品的应用创
新、促进边缘计算高价值可复制创新解决
方案的快速孵化、加速边缘计算技术产品
在各应用领域的示范推广，边缘计算产业
联盟（ECC）现面向全球相关领域企业征
集2019年度边缘计算测试床。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innovation of edge computing technology 
products, promote the rapid incubation of 
high-value, replicable innovation solutions 
for edge computing, and accelerate the 
demonstration and promotion of edge 
computing technology products in various 
appl icat ion f ie lds,  Edge Comput ing 
Consortium (ECC) is now starting to call for 
2019 annual edge computing testbeds in 
related fields worldwide. 

ECC秘书处｜ECC Secretariat

E-mail：Testbed@ecconsortium.net   电    话：010-62669087

征集时间｜Time

全年滚动征集。

During the whole year.

征集范围｜Scope

边缘计算技术在工业制造、电力能源、智能交通、智慧城市、

教育医疗、智慧园区、游戏直播等各领域的应用解决方案，具有创

新性和示范性。

Application solutions of industrial manufacturing, power energy,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mart cities, education and medical 

treatment, intelligent campus, and live game streaming, in which 

innovative edge computing is applied and has exemplary significance.

· 能够解决行业应用的关键、瓶颈、迫切问题；

 It can solve the key, bottleneck and urgent problems in the 

industry application;

· 基于当前技术的，可以快速应用实施的创新解决方案；

 Innovative solutions based on current technologies can be 

rapidly applied; 

· 具有前瞻性，需进一步研究和探索的创新方案。

 Innovative solutions that are forward-looking and require 

further research and exploration.

全年滚动征集。

During the whole year.

边缘计算技术在工业制造、电力能源、智能交通、智慧城市、

教育医疗、智慧园区、游戏直播等各领域的应用解决方案，具有创

新性和示范性。

Application solutions of industrial manufacturing, power energy,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mart cities, education and medical 

treatment, intelligent campus, and live game streaming, in which 

innovative edge computing is applied and has exemplary significance.

· 能够解决行业应用的关键、瓶颈、迫切问题；

 It can solve the key, bottleneck and urgent problems in the 

industry application;

· 基于当前技术的，可以快速应用实施的创新解决方案；

 Innovative solutions based on current technologies can be 

rapidly applied; 

· 具有前瞻性，需进一步研究和探索的创新方案。

 Innovative solutions that are forward-looking and require 

further research and exploration.

优秀测试床将在边缘计算产业峰会、华为全联接大会、工业互

联网峰会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重点推广宣传。

Excellent test bed will be promoted in the Edge Computing 

Industry Summit, Huawei Connect, Industrial Internet Summit and 

China International Industry Fair.

宣传推广｜Promotion

优秀测试床将在边缘计算产业峰会、华为全联接大会、工业互

联网峰会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重点推广宣传。

Excellent test bed will be promoted in the Edge Computing 

Industry Summit, Huawei Connect, Industrial Internet Summit and 

China International Industry F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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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动态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印发《工业互联网综合标准化
体系建设指南》

《工业互联网平台白皮书（2019年）》正式发布

2019年3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标准化管理

委员会发布关于印发《工业互联网综合标准化体系建

设指南》的通知。通知明确到2020年，初步建立工

业互联网标准体系，重点研制工厂内网、网络资源管

理、边缘设备、异构标识互操作、工业大数据、工业

微服务、工业APP开发部署、安全能力评估等产业发

展急用标准。其中，研制“工业互联网体系架构”等

基础共性标准10项以上，研制“工业互联网时间敏

感网络技术要求”、“工业互联网IPv6地址分配技

术要求”、“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要求”、“工

2019年5月7日，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发布正式

《工业互联网平台白皮书（2019）》。白皮书指出，

当前，随着产业界对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实践的加

深，平台在技术、应用和商业模式等方面发生了明显

的改变。第一，更多新技术被集成到平台。第二，技

术功能更加完善，层次进一步细化。第三，平台应用

部署方式灵活可选。第四，不同平台间分工合作与能

力互补正在成为主流。第五，订阅、能力交易等商业

模式正在逐步兴起。第六，生态建设成为平台发展的

主线。

白皮书还从技术、产业、应用、商业模式四方

面阐释了工业互联网的发展情况。在技术方面，工业

互联网从支撑“建平台”走向支持“用平台”，有着

两条鲜明的技术发展主线。分别是通过工业模型沉淀

和场景化二次开发所带来的平台服务功能提升以及基

于IT技术的平台架构与应用开发技术创新。在产业

方面，平台企业更加聚焦优势领域，生态建设成为未

来发展的关键。在应用方面，平台应用广泛开展，国

业互联网平台功能架构”、“工业互联网工业APP要

求”、“工业互联网网络安全总体要求”等总体标准

30项以上，研制“工业互联网个性化定制分类指南”

等应用标准20项以上，推进标准在重点企业、重点行

业中的应用。到2025年，制定100项以上标准，重点

推进支撑行业应用的标准化工作，基本建成统一、综

合、开放的工业互联网标准体系，涵盖工业互联网关

键技术、产品、管理及应用需求。形成标准在企业中

得到广泛应用、与国际先进标准水平保持同步发展的

良好局面。

内外、大中小企业各有不同，垂直行业的行业特点不

同，关注的平台应用场景和路径各有侧重。国外企

业在已有信息化基础上，通过大数据分析挖掘新的

价值；国内企业补课、提升与模式创新并举。此外，

大企业聚焦增量应用；中小企业则聚焦存量补课和获

取资源。在商业模式方面，平台虽尚处于探索起步阶

段，但却在不断的向前推进发展。

白皮书还从五个方面展望了工业互联网的发展。

第一，平台创新与竞争的大幕刚刚拉开，将有更多主

体进入，但只有少数能最终构建起自己的“平台经

济”。第二，工业APP创新能力与应用交付能力将是

平台价值实现的关键，具有工业积淀的企业短期优势

更为明显。第三，生态建设将成为下一阶段平台产业

发展的主线。第四，平台应用短期内仍将以设备侧与

工厂侧为主，长期看消费侧将逐渐发力，并最终实现

汇聚打通。第五，平台治理将成为政府与企业必须面

对的重要问题，数据确权、数据流转与平台安全是关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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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子技术标准研究院发布《边缘云计算技术与标准化白皮书》

绿色计算产业联盟和边缘计算产业联盟联合成立边缘计算基础设施
产业推进工作组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阿里云等单位共同编

制并发布了一份《边缘云计算技术与标准化白皮书》，

定义了边缘云计算的概念和标准等。中心云和边缘云相

互配合，实现中心-边缘协同、全网算力调度、全网统

一管控等能力，真正实现“无处不在”的云。这也是国

2019年6月21日，绿色计算产业联盟（GCC）和边

缘计算产业联盟（ECC）联合成立的边缘计算基础设施

内首次对边缘云下定义。

白皮书的主要内容包括：定义边缘云计算的概念；

边缘云计算的典型应用场景；边缘云计算的技术特点；

边缘云计算标准化需求以及标准化建议。

产业推进工作组（Edge…Computing…IT…Infrastructure，

简称ECII）2019年第一次工作会议在北京成功召开，会

议选举了ECII工作组名誉主席，工作组主席和副主席等

多个重要岗位。…

ECII将在2019年发布基于绿色计算的边缘数据中心

硬件技术规范、建立ECII验证实验室进行技术验证、打

造边缘数据中心解决方案和示范工程、依托GCC和ECC

峰会开展产业营销。

边缘计算产业联盟与网络5.0产业和技术创新联盟联合成立边缘计算
网络基础设施联合工作组 

合工作组（ECNI），并召开工作组启动会。

边缘计算网络基础设施联合工作组（ECNI）由

中国电信联合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信通院及华为在

ECC与N5A联合发起打造，首批汇聚21家成员伙伴。

ECNI定位及工作目标：凝聚产业共识，并结合网

络5.0技术，构建边缘计算网络基础设施技术体系，推

进边缘计算产业健康持续发展。

ECNI场景范围：聚焦边缘计算三大网络融合场景

（FBB…&…MBB融合、运营商网络&行业园区网融合、

企业/工业现场网络IT/OT融合）。

2019年9月19日，边缘计算产业联盟与网络5.0产

业和技术创新联盟联合成立边缘计算网络基础设施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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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beEdge v1.1发布：将Kubernetes 容器存储标准CSI带到边缘

2019年9月，KubeEdge发布了新的特性版本

v1.1。在上个版本发布EdgeMesh、EdgeSite等特性

后，KubeEdge…持续保持高速的迭代开发，本次发布的

v1.1新版本包含了容器存储标准CSI集成、对象校验组

件Admission…Webhook、单机一键启动KubeEdge集

群工具、边缘节点支持DockerShim、升级Kubernetes

依赖到v1.15…Stable版本，以及25处问题修复。

KubeEdge架构上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云、

边、端三侧。云端负责云上应用和配置的校验、下

发，边缘侧则负责运行边缘应用和管理接入设备，设

备端运行各种边缘设备。KubeEdge完整地打通了边

缘计算中云、边、设备协同的场景。…

随着v1.1版本的发布，KubeEdge提供了更完备

的边缘应用生命周期管理以及设备管理能力。后续版

本将进一步提升云边协同的效率、可靠性，更多的边

缘设备协议支持。

中国信通院发布《离散制造业边缘计算解决方案白皮书（征求意
见稿）》

2024年全球边缘计算市场接近百亿美元

2019年10月31日，中国信通院联合工业互联网

产业联盟发布了《离散制造业边缘计算解决方案白皮

书》（征求意见稿）。白皮书内容主要围绕边缘计算

解决方案在离散制造业的应用来展开，涵盖机遇挑战

与应用价值、实施架构及技术体系、解决方案实践、

发展趋势及建议等多个方面。

数字化浪潮正席卷传统离散制造业，逐步优化

了生产车间的工艺条件和生产流程，在这个过程中，

边缘计算快速兴起并体现出特有优势。边缘计算是在

靠近物或数据源头的网络边缘侧，构建融合网络、计

算、存储、应用核心能力的分布式开放体系，就近提

供智能化服务，满足离散制造业在敏捷联接、实时业

务、数据优化、应用智能、安全与隐私保护等方面的

全球第二大市场研究机构MarketsandMarkets发

布了一则关于全球边缘计算的市场报告。报告预计，

2019年全球边缘计算市场规模预计为28亿美元。五年

后即2024年该市场规模将达到90亿美元，预测期内复

合年增长率（CAGR）为26.5%。

报告指出，促进全球边缘技术市场增长的主要驱动

关键需求，其为离散制造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转型提供了强大助力。

同时，针对离散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需求，其边

缘计算解决方案在不断发展成熟，相关生态构建和

产业布局也正在全球加速展开。在此关键时期，中

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联合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共同发

布《离散制造业边缘计算解决方案白皮书》（征求

意见稿），把握离散制造业目前发展面临的挑战及

边缘计算当前的应用现状，研判边缘计算为工业现

场带来的真正价值，提出离散制造业边缘计算实施

架构及技术体系，探索边缘计算解决方案实践，最

后结合当前现状给出了离散制造业边缘计算技术和

产业化发展建议。

力包括物联网技术（IoT）在各行各业的广泛使用、行

业对低延迟处理和实时自动化决策解决方案的需求不断

增长以及呈指数级增长的数据量和网络流量。报告还认

为，伴随着无人驾驶汽车和联网汽车基础设施的出现，

以及需要轻量级框架和系统来提高边缘计算解决方案的

效率，边缘计算厂商有望将迎来新的市场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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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适应模块化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中国首发	沈自所联合SAP推进中国
“智”造

2019年3月20日，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与SAP中国研究院正式发布自适应模块化智能制造解

决方案，基于该解决方案搭建的示范生产线同时亮

相。该方案采用世界领先的边缘计算与云平台协同制

造以及模块化生产概念，通过真正意义上的端到端全

程数字化智联，实现高度的柔性生产，进一步帮助中

国企业实现智能制造。

该解决方案极大地提高了大规模个性化产品定

制的生产效率。其最大的亮点是边缘计算与云平台的

协同制造，以及生产线的模块化自适应重构。当前的

大批量、刚性生产系统的机械结构、工业网络、IT管

理软件都是针对既定产品设计部署的，所以当产品设

计变更后，现有的生产系统无法快速地响应变化。车

间生产线的机械结构、网络、软件变更需要巨大的成

本、更多的人员和离线停产周期，因此现有的刚性生

产线无法支撑日益增长的大批量个性化定制需求。

为了解决上述难题，沈阳自动化所与SAP经过多

年合作共同探讨，将沈阳自动化所基于雄厚的工业互

联网技术而自主研发的、面向边缘计算的“物源”平

台，与SAP的云平台及针对制造行业的数字化供应链

与制造解决方案相互打通，打造了一套自适应模块化

智能制造解决方案示范生产线，来展示如何解决企业

个性化产品生产的痛点，实现柔性制造，以获取生产

效率和生产质量的极大提高。

企业动态

StarlingX社区发布2.0版本

StarlingX，一个专注于对低延迟和高性能应用

进行优化的开源边缘计算及物联网云平台，2019年9

月正式发布其2.0版本。2018年发布的StarlingX…1.0

在专用物理服务器上提供了强化的OpenStack平台，

StarlingX…2.0通过实现集成OpenStack和Kubernetes

强化平台的交付，为混合工作负载提供灵活性、稳健性

以及相关支持，进而利用构建块来构建开源基础设施。

StarlingX项目旨在为边缘计算重新配置经过验证

的云技术，在大规模分布式计算环境中提供成熟且稳

健的云平台。StarlingX是适用于裸机、虚拟机和容器

化部署环境的完整边缘云基础设施平台，适用于对高

可用性（HA）、服务质量（QoS）、性能和低延迟等

有严格要求的应用场景。

StarlingX通过利用Ceph,… Linux，…KVM，…

OpenStack和Kubernetes等其他开源项目的组件，

并通过添加配置和故障管理等服务对这些组件加以完

善，可同时满足运营商和行业应用对边缘计算的严格

要求。应用案例包括基于交通运输的物联网应用，工

业自动化，5G，智能建筑与智慧城市，自动驾驶，定

位零售业，虚拟化无线接入网络（vRAN），增强现实

和虚拟现实，高清媒体内容分发，监测，医疗成像、

诊断和监测，以及通用型客户终端设备（uCPE）等。

…StarlingX…2.0的主要特性：……

·… 在专用物理服务器上集成Kubernetes和

OpenStack的强化云原生平台；

·… 基于Stein版本的容器化OpenStack；

·… 容器化工作负载的边缘应用场景基于

Kubern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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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MA、中国移动、华为三方联合智慧工厂边缘计算PoC项目启动

GSMA、中国移动、华为三方联合智慧工厂边缘

计算PoC项目于2019年6月28日正式启动。该项目计划

于2019年三季度完成5G…MEC基础设施、分析平台及

园区摄像头的部署…，2019年四季度完成智慧工厂视觉

识别的验收，2020年一季度完成项目结果验收，并在

MWC2020上面向全球汇报项目成果。

中国移动和百度合作推出面向商业落地的边缘计算车联网方案

江行智能在电网通道可视化图像识别技术上实现重大突破

中国移动和百度合作的边缘计算车联网项目完

成外场勘察和技术方案评审，于4月初启动测试。中

国移动与百度合作的边缘计算车联网方案聚焦在车路

协同领域。车路协同是车联网的关键技术，一方面给

无人车在马路上建起“瞭望台”，通过车与路的沟通

机制，实现安全保障、交通疏导，道路资源的高效分

配，另一方面，可减轻自动驾驶车辆的感知、运算负

担，进而降低车的成本。该项目集成了中国移动自主

研发的边缘计算Sigma…PaaS平台和百度OTE平台，为

车联网业务应用提供运营环境和必要的能力开放。

2019年1月，江行智能与合作厂商参加了国家

电网设备部通道可视化图像识别技术验证，江行智

能提供的解决方案能耗低、响应时间短，再一次表

现出了领先行业的水准，加速了合作方在人工智能

领域的落地步伐。

电网通道中的故障隐患通常包括电网设备周围的

吊车、塔吊、施工机械和烟火异物等潜在危险。在电

网通道异常监控工作中，由于输电设备数量大、环境

复杂，现有的识别手段基本是通过有人直升机、无人

机、视频监控、图像监拍等，这些方法消耗了大量的

人力、物力、财力而且基本都是人工识别，遗漏的情

况严重且不能实时反馈，所以边缘设备具有较好的智

能识别功能成为现在的重中之重。

江行智能边缘计算平台拥有开放的人工智能组

件，用户可根据需要添加组件。平台提供的组件基于

最先进的深度学习算法，涉及到图像、视频识别的各

个方面。本次在国网设备部组织的图像识别技术测验

中，江行智能提供的方案结合了人工智能的组件，在

众多参赛方案中崭露头角。基于边缘计算的解决方案

可以实现多组件协同的电网全天候智能监控。小型边

缘设备集成轻量级识别模块，既可以实时拍照并进行

检测，也可以将异常结果回传到指定高性能边缘设备

进行进一步处理。高性能边缘设备配备计算能力较强

的计算单元，使用回传数据利用深度学习技术不断完

善模型。整个平台根据耗能、识别率、误报率等多项

性能指标，动态调整识别模型，增强异常检测能力。

江行智能边缘平台提供的解决方案综合考虑各类

电力通道场景，通过对设备待机、拍照回传和识别功

耗进行优化，可以满足充电后超长待机的性能指标，

同时做到识别图像速度快，误漏率低。总体而言，江

行边缘计算平台能够在低功耗状态下，有效监测电网

通道异常信息，从而实现监控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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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尔联合东土首推软件定义控制工业服务器

百度发布AI边缘计算行动计划

风河推出全新边缘计算软件平台

东土科技和英特尔在2019汉诺威工业博览会

上联合展出全球第一款的软件定义控制工业服务器

NEWPRE，为网络化智能制造提供高效、节能、省

钱、省空间、易维护的全新解决方案。

在英特尔展台，东土科技NEWPRE产品展示了基

于虚拟化技术的软件定义控制的实景演示，用一台工

2019年7月3日，百度AI开发者大会召开，会议主

题为“AI+5G”，会上，百度副总裁宣布百度AI边缘

计算行动计划正式成立。这项计划行动，由百度联合

中国移动、电信爱立信等合作伙伴，旨在凝聚行业资

源。推动产业合作，催生行业创新。在此行动计划指

导下，为了加速AI能力在边缘计算的场景应用，引导

在2019嵌入式世界（Embedded…World）大会

上，风河推出了最新产品，高度综合性的边缘计算

软件产品集——Wind…River…Helix™…Virtualization…

Platform（简称Helix…Platform）。…

借助Helix…Platform，嵌入式解决方案的开发工

作将大幅度简化，而复杂度正是当今关键基础设施物

联网的最大挑战。由于四个方面的原因，使得系统复

杂度大幅增加：

（1）网络边缘产生了更高智能化的需求，同时又

必须快速推进朝向自治系统的演进；

（2）传统既有系统需要向前演进并跟上时代发

业服务器虚拟出20个实时系统，完成AI视觉识别下的

运动控制。

NEWPRE工业服务器通过软件定义技术横向融合

边缘计算、过程控制、工业视觉、运动控制、协议转

换等实时和非实时控制系统，纵向打通端边网云的平

台，具备融合、智能、实时、灵活扩展的特点。

AI边缘计算技术发展，加深AI与5G、边缘计算相互赋

能，百度开启发布了AI边缘计算技术白皮书和边缘计

算Baidu…OTE平台，从构建AI边缘计算技术体系、目

标应用场景引导、边缘计算服务模型和关键技术等方

面，在产业共建、技术共享、商业模式探索上迈出产

业合作第一步。

展，同时还必须继续支持原有的应用软件；

（3）满足强制性安全法规要求所带来的成本和工

作量；

（4）必须跟上创新的节奏。

Helix…Platform将世界上最好的产品整合到同一

个边缘计算软件架构之中。它是一个基础，借助于虚

拟化技术，充分发挥VxWorks在业界得到广泛证明的

能力，兼容并蓄Linux的开放性，而且具备了极大的灵

活性，让用户可以根据需要添加其他操作系统，同时

还提供了可扩展性，支持将既有应用和新应用整合到

同一个系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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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华科技推出边缘控制器WISE-5000系列

研华科技推出工业物联网边缘控制器WISE-5000

系列产品，可同时实现设备运动控制、机器视觉、设

备预测维护、设备联网，数据分析和优化控制、数据

可直接连接至工业云平台，在边缘侧协同远程工业云

平台实现智能产线控制。

WISE-5000是业界最小、速度最快的开放式平台

之一。它结构紧凑，高度为10厘米，插片式I/O模块全

部安装在标准DIN导轨上，安装在设备控制柜中时无需

额外的钻孔或机械装置，不仅节省了空间，而且允许

工业设备跨越边界。

新松发布工业软件&控制平台

联想发布首台ThinkSystem边缘服务器

阿里云宣布上线物联网边缘计算服务，提供软硬一体解决方案

新松工业软件&控制平台由新松公司发起，新松

负责统筹顶层设计、整体架构、品牌运行、标准体系

建设，同时吸引了国内外各领域知名企业实力加盟，

融合全球资源协同创新。

平台将运动控制、PLC、可视化、机床加工技

术、机器人技术、机器视觉、安全技术、状态监测和

测量技术集成在同一个系统控制的工业软件平台上，

可提供具有良好开放性、高度灵活性、模块化和可升

级的、自主可控的互联网控制网络系统。整个平台包

括从操作系统、智能驱动、RC、CNC、PLC，到数

字孪生、MES、行业解决方案的软件体系，以及从定

制化芯片、模组及主板、码盘、伺服电机、伺服驱动

器到各类控制系统的硬件体系，打造了“端-边-云

协同”的智能制造解决方案，形成全体系自主可控的

“顶天立地”的广阔平台。

2019年8月20日，主题为“边缘计算…‘无线’可

能”的联想ThinkSystem边缘服务器新品发布会在北

京举行。本次发布会上，联想数据中心业务集团推出

专为边缘计算和AI量身定制的ThinkSystem边缘服务

器，凭借在外形、性能、连接、安全、管理等方面的

优势，助力客户高效应对智慧化转型过程中不断出现

2019年9月27日，阿里云宣布物联网边缘计算服

务正式上线，将帮助物联网用户低成本、更便捷地使

用边缘计算能力。

阿里云表示，物联网边缘计算服务不仅充分集

成了物联网边缘计算产品、视频边缘产品和边缘应用

的复杂挑战。

在应用层面，ThinkSystem…SE350适用于包括

VR/AR、智慧社区、智慧交通、智慧城市与智能制造

等在内的多种应用场景；并且，其支持多种垂直行业

解决方案，包括：制造、分销、电信、医疗、公共安

全、零售、教育、电力、物流和农业。

托管功能，还向用户提供了软硬一体的解决方案，帮

助用户快速落地复杂的边缘场景。例如在设备数据接

入的场景中，用户可以处理视频流的同时使用托管能

力，这样可以做到无缝横向扩展业务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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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联合腾讯、移动推出边缘计算游戏平台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将打造面向边缘计算的AI芯片

中国电科发布“海雀”处理器，可用于神经网络边缘计算

成都移动联合腾讯、中国移动（成都）产业研究

院、华为，将基于标准5G的边缘计算MEC平台应用于

王者荣耀游戏，全球首次实现5G边缘计算实际应用落

地，标志着5G边缘计算的规模商用取得显著进步。借

助5G边缘计算MEC平台，王者荣耀游戏时延从100ms

降至20ms，不仅满足职业竞赛时延要求，还提升了普

通游戏用户体验。

同时，MEC平台（MEP）基于CSP…Edge轻量

2019年3月21日，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南京人工

智能芯片创新研究院“普惠AI，芯向边缘”战略发布

会在北京举行。会上，AiRiA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程健

透露，该团队自主设计的量化神经处理器（QNPU）即

将于今年底流片，定名为“Watt…A1”，这将是世界

上首款主打低比特量化技术的人工智能芯片。

Watt…A1将采用台积电28nm制程工艺，峰值算

力达24Tops（表征每秒整数操作次数，单位为万亿

次每秒），支持1080P四路实时监测，帧效比可达

6Tops/W。

正如AiRiA研究院“芯向边缘”的主题，Watt的

定位是面向边缘计算的AI芯片。“量化神经处理器非

中国电科认知与智能技术重点实验室2019年8月

在北京发布了“海雀”神经网络认知处理器。据悉，

这款名为“海雀”的新型认知处理器，可用于神经网

络边缘计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低功耗、高加

速的特点，可满足遥感图像、视频图像等进行目标检

测、图像分类、特征抽取等边缘计算需求，在多个应

用领域实现智能加速，主要性能比肩国际主流产品。

级I/P层底座，支持虚拟机和容器的共部署，适应多

种形式的APP，MEP及相关组件MEPM/MEAO可对

应用进行生命周期管理，支持远程运维。下一步应用

中，MEP还将具备第三方服务开放能力以及用户位置

信息开放能力，提供DNS、NAT、防火墙等基础网络

服务，并且MEP将内置负载均衡器，能根据L34负载

均衡器策略，将用户的流量分发到不同的第三方APP

上，提升第三方APP的可用性和可靠性。

常适合在边缘端，它能够在功耗、成本等受限的情况

下保持高性能。”程健称，团队研发的QNPU甚至可以

做到在片上处理很大规模的神经网络，这避免了芯片

计算领域备受关注的“内存墙”的难题。

“内存墙”是指内存性能不及处理器性能的提升

速度，而严重限制处理器性能发挥的现象。程健说：

“数据计算在片内处理，不必反复访问外部存储器，

就不存在‘内存墙’的问题，这就可以极大减少芯片

自身的功耗，大幅提高推理速度。”

如此一来，程健表示，功耗和成本都保持很低，

计算能力依然保持较高，因此QNPU非常适合边缘计算

对“低功耗、低时延”的计算场景。

“海雀”处理器采用软硬一体的设计方式，可支

持多款主流深度学习库，支持Windows、Linux操作

系统，支持X86、ARM等多种架构CPU，尤其支持

国产自主可控操作系统与硬件架构。“海雀”处理器

面向低功耗、高运行的遥感与视频智能类边缘计算应

用，近阶段面向海面目标检测、识别，可以在极端外

部环境条件下高效地完成多种类别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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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边缘——IT和OT融合交汇的
关键点

摘要：从工业应用的视角展示，

边缘计算在工业过程操作运行中

起着IT和OT融合交汇的关键作

用，并以工业边缘应用的HMI虚

拟化为例，说明利用边缘计算技

术可在很大程度上克服IT/OT融合

的难点。还简述了边缘可编程工

业控制器的设计思想。

关键词：工业边缘；IT/OT融合；

HMI虚拟化；边缘可编程工业控

制器

1　背景

计算技术经历了大型机计算、PC计算、网

络计算、云计算等阶段之后，进入了边缘计算/

雾计算。图1示出了边缘计算的5大关键利益。

正是由于边缘计算呈现了它在工业互联网时代

的重要地位，所以这几年来赢得了工业界的特

殊关注。

…

图1  边缘计算的5大关键利益（来源：Altizon）

2　工业环境下的边缘计算

工业环境下的边缘计算通常以实时或者

以接近实时的方式获取正确的设备数据，以推

动更好的决策，必要时还可以进行工业过程控

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先行构建边缘设

备及嵌入其中的软件、边缘服务器以及云的基

础架构，并连续全天候地运行。

工业网络边缘可以扩展到工业设备、机械

制造、控制器和传感器。当下，边缘计算和分析

正在快速地向靠近机械装置和数据源的地点部

署。随着工业系统数字化转型已成定势，分析、

决策和控制这些以往都是集中完成的功能，正在

从物理上加速向边缘设备、边缘服务器、网络、

云及其联接系统分散。与此同时，自动化资产设

备正在提升其执行边缘计算的功能。

边缘计算支持IT/OT融合，在架构中的这

两个领域之间架起了桥梁。这特别明显地表现

在它不仅担任原有服务于现场数据的角色，同

时也为上一层的网络承担数据服务，而且正在

成为工业互联网架构中一个组成部分。

数据在接近产生数据的源头进行处理，

意味着边缘计算和分析可能不把所有的数据向

云端发送，而是将一些数据就地处理，诸如数

据过滤、数据集成等。边缘系统可自行决定哪

些数据要发送，向什么地方发送和什么时候发

送。让边缘具有智能有助于解决工业设施（如

采油井、采矿点、化工厂等）通常会遇到的问

题，如低带宽、低延迟、感知以任务为关键的

的数据等，以保证知识产权不致被人窃取。

当制造厂在实施将厂内的机械设备和装

置，以及生产系统与数字化企业相联接的解决

方案时，流程工业和离散工业的最终用户都乐

于看到在边缘执行实时智能。在现今的互联工

上海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院，PLCopen中国组织 彭瑜

Industrial Edge –  Key for Convergence of IT and 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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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中，边缘计算将提供下一代的智能联接设备和数字化

企业的基础。这些智能边缘设备可将传感器的数据和流

信息加以集结和分析，以支持预测性的分析平台。

利用边缘计算和云计算的混合方法将为每个流程

工业和离散工业的用户提供可执行的信息，用以支持实

时的业务决策、资产监测、数据分析过程报警、过程控

制，以及深度学习等等。而边缘计算和云计算的算力移

往网关和IIoT的边缘设备，这一趋势日驱明显。

许多终端用户期望在边缘实施数据分析，这并不出人

意料。如果工业向智能互联机械和生产系统的生态系统发

展和迁移，第一步就是建立数字化的环境，在这数字化的

环境中，实现了信息安全的工厂在生产过程中运用可以存

取、采集、集结和分析数据的智能设备，并提供可执行的

信息，使运行、维护以及工厂和产品的设计和工程部门都

能获得优化设计、制造和支持的能力和手段。

操作运行、资产管理和可靠性等的迫切需要，推动

终端用户去部署和利用边缘计算。但是随着机械装置和

设备以及生产系统的边缘计算和设备持续不断增加，首

先要关注的一定是网络和信息安全的问题。当边缘设备

可以联接工厂的生态系统、产品和现场的设备装置，甚

至制造供应链的时候，设备和联接必须保证网络和信息

的安全和可靠。

具有信息赋能运行操作的智能制造和边缘计算，实

际上为改善业务性能提供了无限的潜力。过去长期在机

械装置内和过程中未被利用的数据将被发掘利用，为快

速地辨识生产低效率的问题所在，针对制造条件来比较

产品质量，精确查明在安全、生产或环境等方面的潜在

问题，都会变成现实。边缘基础结构的远程管理将立即

与操作人员以及不在现场的专家发生联接，这样故障的

避免，及时处理可能导致停机事件的解决，或快速地进

行诊断或寻找故障点，都会很快实现。

总之，边缘计算和云计算的基础架构将加速IT和OT

的融合汇聚。于是，那些原来只关心自己责任范围内系

统的IT和OT的专业人员，就可以相互学习对方的技术。

IT的专业人员需要把他们的企业网络运行的经验和无处

不在的运用互联网协议进入制造应用的技巧向OT人员传

授；OT人员需要把过去的自动化孤岛向现在的全厂互联

互通和以信息为中心的边缘和云架构升级迁移。于是，

边缘计算就成为将IT与OT融合交汇的关键点。

3　工业边缘的两个视角

在考虑工业边缘环境时，我们可以从运行操作的

视角和网络基础架构的视角分别进行思考。工业互联

网IIoT把运行操作的边缘和网络基础架构的边缘联接在

一起，凝聚成为一个整体。为了实现业务的目标将它们

绑定在一起，形成整个IT/OT融合交汇的一个关键部

分。图2描绘了这一场景。在云端可以部署需求规划、

PDM、供应链、资产管理、ERP、MES等企业的应用软

件和功能；其下安排网络边缘的基础架构，而操作运行

的边缘资产包括传感器、变送器、控制阀、工艺阀门、

控制系统等自动化资产，以及固定资产、运载工具、驱

动装置等。

…

图2  工业边缘的两个视角（来源：ARC）

运行操作的工业边缘。运行操作的工业边缘是两

个边缘环境中最直接的，它是工业过程的逻辑运行操

作的始端和末端。不过不同的组织如企业、客户、运

行操作等，对边缘的定义或许是有所不同的。一个采

矿公司会把一个装有某个设备的地点视为其制造过程

的运行操作边缘；而石油天然气工业则会把钻井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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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钻井与其相关的设备如油泵或天然气泵、管线和火炬

设备视为边缘。对于制造业，工厂的操作运行边缘由一

些机械设备和装置组成，例如上料机器人、金属冲压机

等。对于发电工业，边缘会是汽轮机或燃气轮机或是风

力发电机的变速齿轮箱；对于输配电工业，边缘则是变

电站、变压器或移动供电站。从上述例子中可见，在一

个大型的操作运行过程内，边缘设备被用来执行关键操

作，但是这些操作是有限度的，有时是与其它设备相互

隔离的。

网络工业边缘。与上述经过提炼的过程相反，网络

的工业边缘对于工业操作人员来说不是那么明显符合预

期。许多含混不清源自操作人员通过存在已久、且经过

不断深化的视角去看待技术，其中包括分散过程控制、

可编程逻辑控制和其它自动化应用。这些模糊不清的看

法通常导致对IIoT过程的误解，以为其建设和价值与过

去几十年来自动化成功的做法相似。

从网络的视角看，开发工业互联网的过程是为了通

过数据共享、数据的分层管理和数据的系统使信息得以

传输、分析、提炼，上升为知识，为决策提供依据和选

择。在传统的OT领域，系统是在操作运行过程的范围内

被加以隔离，形成为信息孤岛，而IT则从超出这一视界

来考虑，通常是从克服壁垒，如何实现更有效率的运行

操作的设想来考虑的。

事实上网络边缘的定义是由IT人员完成的，但并不

止于此。IT人员描述利用云计算技术，建立开发互联网

赋能的数据共享的基础，同时建立智能的设备。于是云

变成了“集中的中心环境”，据此来识别和定义边缘。

这样，网络边缘就成了向云端提供数据的设备和系统

了。不过，对于现今的工业希冀达到的目的，这样的定

义过于简单化了。

与工业的操作运行相似，工业网络边缘发生在信息

技术网络的逻辑始端和末端。它由具有数据通信、数据

管理（例如信息安全、可视化、预处理和存贮）和计算

能力的装置和设备组成。网络基础架构的边缘可以包括

一系列的技术，同时这一生态系统的分散性往往又附加

了模糊点。它通常是传统的IT装置和设备以及有目的建

造的工业系统和技术（诸如新加的传感器和执行器）的

混合体。这许多技术作为各别的部件被导入工业环境或

者被导入一个网络。它们的功能性也可被嵌入在一个操

作运行的基础架构中（如嵌入在透平中、机器人中或运

载工具中）。

4　在工业边缘构建可靠的虚拟化和控制应用

对于几乎所有的应用，在工业边缘的虚拟化和控

制计算都是适用而有益的。大多数处于边缘的系统、设

备和工业物联网IIoT的传感器，正在向更智能、而且能

够提供大量数据的方向发展。在现场经过改善提高的

SCADA和HMI，其联接性也为存取这些大量的数据做好

了准备。

在生产层，在现场或操作人员需要查看大量数据的

时候，部署了更多的HMI功能一定会使工厂、成套装

置和产线的操作运行更有效率。这包括基本的流程或过

程监控和控制，在操作人员需要立即取得实时生产图表

和趋势变化时，所提供的精确而齐全的数据，再配以可

进行调整和改变的手段，再加上从现场设备中取得的大

数据，并依据这些实时数据所进行的更细化的分析，这

无异是如虎添翼，提高了操作人员即时深入了解生产状

况的可视化和决策指导的能力。数据分析还可以揭示长

期的趋势，使操作人员从中获得为改善效率而采取行动

的信息。这一般不可能从直接观察实时数据做到。除了

改善操作运行而外，在计划或项目的生命周期的其他阶

段，也可从工业边缘中获得利益。在设计和开发期间，

经过验证的边缘计算架构，为从一个项目到下一个项目

的复用和提高设计效率，提供了良好的结构化手段。边

缘计算的模块化性质意味着原始设备制造商OEM和系统

集成商SI可以在内部开发平台上进行编程和测试，并可

以在新的和现有的现场生产系统中利用这些结果。快速

的HMI的部署和HMI可移动的性能，还使得在新系统和

老系统的调试投运更为方便。运用可靠的瘦客户端使不

间断的维护更为简便，如有必要可以快速进行瘦客户端

的重新部署和替代。在调试投运期间利用移动可视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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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便携式电脑或台式电脑的计算客户端，可为维护团队

提供寻找故障问题的选项。

那么谁掌握工业边缘计算呢？这与谁掌握工业自动

化计算结构和如何来定义工业边缘和瘦客户端滚动显示

有关。传统的工业计算解决方案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商

用信息技术IT的基础结构之上。许多用于工业的计算技

术都是逐渐从商业应用转移过来的，例如PC机、服务

器、以太网线和Wi-Fi联网、虚拟机、瘦客户端和若干

冗余方案。不过制造业和流程工业总是紧紧围绕着操作

运行技术OT领域。而OT要求许多上述的IT基础架构的

同时，还要加上特定使命和特定要求的硬件、软件和通

信方法，例如PLC、HMI、智能化仪表装置，以及工业

以太网通信协议等等。

IT和OT业务单元的融合并非终局游戏，工业边缘

的部署必须产生于这两个团队成功协调的结果。一般地

讲，IT人员并不曾受过工业专用设备的培训。事实上，

工业网络通常必须与业务网络小心地用防火墙隔离。OT

依赖于虚拟机和瘦客户端技术，但OT人员通常不会具有

管理以IT为中心的广泛协调能力。

一个可供运用的中间平台把以IT为中心的硬软件部

署功能打包到以OT为中心的运行平台。这样OT人员便

可以方便地操作和维护IT技术。

传统的自动化计算架构包括分布式和集中式的部

件。纯OT设备如PLC和PAC安装在工业边缘可以与现场

设备如电动机、阀门和传感器等直接互动，采集信息，

并执行细化的控制。这些OT资产不断改进其性能，仍

然起着重要的作用。与IT范围横向连接的工业自动化

SCADA和HMI采集上述OT设备的数据，构成一个局部

的“核心”，并可通过与台式PC机联网，在所有有需要

的地方作为得心应手的工具。目前一个正在发展的趋势

是在工厂层外安装控制和虚拟化的计算资产，或者甚至

在传送带和机械装置上安装边缘设备，这有可能使问题

复杂化了。

一个更合适的解决方案是保持集中的冗余服务器硬

件作为核心，但将它作为与自动化有关的主虚拟机，而

在所需要的地方将HMI应用服务作为远程的瘦客户端。

冗余服务器可以采用传统的IT样式，也可以采用专为工

业任务而设计开发的经过OT优化的版本，即新推出的具

有冗余成对网络节点的边缘计算平台，如Stratus的ztC

边缘系统。

瘦客户端技术是可靠部署和管理分布式HMI和虚

拟机的优先方案，尤其是这种系统支持移动设备的客户

端。这意味着任意工业自动化的虚拟机或应用程序都可

以任意PC机、盘装式终端或连到公司内网的移动设备，

实现可视化和进行操作。瘦客户端的架构使OT人员在边

缘取得更好地体验，同时使承担工业自动化核心的OT人

员维护管理水平大幅提高。所得到的利益体现在：瘦客

户端可使用硬件资源要求不高因而相对便宜的设备，快

速替代和重新配置的成本较低。

单内核技术非常适合于开发运用于边缘的数据采

集、处理和分析设备，这是因为它是一种实现单一服务

部件（单元）轻量级的机制。它对硬件资源的要求较

低，易于快速配置和替代。它具有APP服务的灵活性，

像HMI这样的远程设备就可以利用单内核技术和有关

的APP，快速构成专用的有针对性的数据采集分析和显

示。它又易于开发，在工厂内的开发和测试活动可以在

虚拟机环境中进行，而不论主机在何地，因而对实际现

场部署的硬件设备要求不高。

上述这些特点对于OEM厂商和系统集成商很有

意义。运用虚拟化和瘦客户端可加速集成的进度，特

别是与多台服务器和PC机方案的组态相比，将开发

组态的过程转移到生产系统的瘦客户端，显然方便而

快速；运用虚拟化和瘦客户端大大简化了系统维护，

集中控制的虚拟机的维护远比分布式资产的维护来得

容易，尤其是在软件升级和为信息安全打补丁的时候

更是如此；以单内核为基础形成瘦客户端的架构，系

统可扩展性好，这得益于集中的标准化和良好的复用

性；另外，通过建立和部署以运用虚拟化和瘦客户端

为基础的设备，可为实现一致性、可靠性以及再现性

的最佳实践打下坚实基础。图3是采用Stratus虚拟操

作系统的瘦客户端架构的方案，易于用任务专用的虚

拟化和移动软件来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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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图3  用虚拟机和移动软件构成瘦客户端的架构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采用瘦客户端和虚拟

化的架构有利于提高工业边缘系统的易管理性、灵活性

和可靠性。

5　边缘可编程工业控制器

最近美国自动化市场上出现了一种所谓的“边缘

可编程工业控制器”（EPIC）。它所集成的硬件和软

件执行控制、监控、数据采集、操作员接口、边缘数据

处理和一定的数据分析功能。其设计的初衷是为了满足

在长期的运行过程中OT/IT融合所要求的扁平化结构，

以及资产间的无缝通信，同时还要运用开放的标准化的

通信协议和编程语言。这一简化现场-边缘-云端的层

次的方案，核心是提高工业边缘计算功能的效率；或者

称之为将IIoT的智能始于边缘。图4的上半部分是现有

的IIoT的复杂架构，由众多的传感器采集的数据经过

PLC、OPC…服务器、HMI/PC和防火墙传送至云端；

而下半部分是传感器通过边缘可编程工业控制器，直接

送往云端。

要求一个解决方案能实现OT和IT双方相互被理解，

需要具备以下的功能：就地将OT领域的物理量转换为能

被IT领域运用的信息安全的通信协议和语言所能处理的

数据；处理和过滤海量数据，仅向云发送必要的、供进

一步分析用的数据；提供通信接口，提供闭环实时控制

要求的处理能力；将上述要求打包成一种能在严酷工业

环境下可靠运行的设备，能经受振动、潮湿、环境温度

变化和各种频率的的电磁干扰。

满足IIoT的可互操作性应该在边缘设备中具备如

下的互联网技术，如MQTT/Sparkplug、TCP/IP、

HTTP/S和互联网的专用语言RESTful…的API；具备互联

网的信息安全技术，如SSL/TLS加密和认证。而云基系

统必须调用RESTful…API存取数据，或者使用publish-

subscribe通信模型（如MQTT/Sparkplug）从远程边

缘设备中获取数据，而无需像目前的工业应用中那样经

过较为复杂的层次和转换。

EPIC虽然不是PLC或PAC，但它提供可编程控制

器的标准编程语言：功能块图（FBD）、结构化文本

（ST）、顺序功能图（SFC）和梯形图（LD）。当然也

可以通过EPIC的开源OS，运用高级语言（如C/C++、

Java、Python或其它）存取和编写运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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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IIoT结构扁平化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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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网边缘计算
在离散制造业应用展望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王哲，时晓光，罗松，黄颖，汤立波，于青民

摘要：当前，全球范围内产业变革和工业数字化转型蓬勃兴起，工业互联网边缘

计算作为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产物，已经成为新工业革命的关键技术支

撑。在企业构建工业互联网技术体系过程中，如何在工业现场应用边缘计算是业

界关注的重要问题。针对上述挑战，本文以离散制造业为例，深入分析了离散制

造业发展需求，详细介绍了针对离散制造业特点的边缘计算实施架构，同时系统

阐述了离散制造业典型场景的边缘计算已有应用解决方案，为引导和促进离散制

造业边缘计算应用发展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工业互联网；边缘计算；离散制造业；实施架构

Abstract：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industri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re booming around the world. Industrial internet edge computing, as a 

product of deep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manufacturing, 

has become the key technical support of the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an industrial Internet technology system, applying 

edge computing in industrial fields has attracted a lot of attention. To 

meet the above challenges, this paper takes discrete manufacturing as 

an example,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discrete manufacturing, 

and introduces the implementation architecture of edge computing 

for discrete manufacturing. Moreover, this paper also expounds the 

existing application solutions of edge computing in typical scenarios of 

discrete manufacturing. The reference for guiding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discrete manufacturing edge computing applications is 

provided in this paper.

Keywords: Industrial internet; Edge computing; Discrete manufacturing; 

Implementation architecture 

Enabling Intelligence in Edge Computing from Software Perspective: 
Language, Tools and Informatics Framework

1　引言

近年来，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进步和相关政策的

支持，我国离散型制造业正积极地向数字化、智能化、

网络化方向转型，然而制约离散制造业转型的瓶颈仍有

很多，例如，工业现场存在众多“信息孤岛”；现有数

据资源的可利用率不高，降低了数字化的实用价值；工

业现场网络协议多样异构，设备互联互通困难等等，这

些因素都为离散制造业转型发展造成了巨大阻碍。

而工业互联网边缘计算通过在靠近工业现场执行

侧的网络边缘构建融合网络、计算、存储、应用等核心

能力为一体的一种分布式开放体系，提供智能边缘服务

并与云端协同工作，可以满足离散制造业在快速系统联

接、智能数据处理、实时业务分析、安全运营管理等方

面的关键需求，帮助离散制造业突破数字化和网络化的

局限，实现行业升级转型。本文首先深入分析了离散制

造业发展需求，详细阐述了离散制造业边缘计算发展的

重大意义及最新态势，系统介绍了适用于离散制造业的

边缘计算实施参考架构及针对离散制造业典型场景的已

有边缘计算解决方案，为引导和促进离散制造业边缘计

算应用发展提供了参考。

2　离散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面临的挑战

2.1　离散制造业发展现状及需求

离散制造的产品往往由多个零件经过一系列并不连

续的工序的加工最终装配而成，例如飞机制造、船舶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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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近年来，随着我国离散制造业的发展，其对业务时

延、隐私和安全等指标的要求也进一步升级，整体作业呈

现精细化，智能化和柔性化的发展趋势，在此过程中，我

国离散制造业自动化技术方面的发展现状及挑战如下：

工业现场数据类型异构混杂，缺少完整的数据集成

应用架构。目前离散制造业普遍存在低端产能过剩、高

端产能不足的情况。提高高端产能首先需要从装备入手

提高生产品质。一方面，行业生产经验还需要长期积累

来转化为设备工艺软件的进步；另一方面，数据驱动的

应用还需进一步加强来促进工艺参数的优化、生产调度

的优化、生产设备的实时监控诊断、预测性维护等。行

业内大部分设备和产线传感器数量不足，一些关键的物

理量尚缺乏有效的传感测量手段，一些自动化装备获取

的状态数据没有通过开放式接口提供给第三方，且原有

的自动化系统和架构都不能提供良好的支撑。

生产过程柔性化不足，单机设备缺少开放式接口，

设备间缺少统一的互联互通标准。因为离散制造业涉及

的行业众多，发展不均衡，整个离散制造业目前还未普

遍实现基于订单的柔性自动化生产。总体上，随着数控

机床、工业机器人以及PLC的广泛应用，各个行业的单

机自动化水平都有了较大提升，但离散制造业整体还处

于以单机自动化为主和刚性自动化产线为主的状况，柔

性自动化产线较少，真正实现基于订单的柔性自动化产

线更少，OT系统和IT系统难以实现互联互通。

产线自动化软件系统薄弱，生产自动化程度不足，

运营人员劳动强度大，效率低。在目前的发展阶段，各

个离散制造行业的自动化软件水平极不均衡，在国产装

备中还存在大量“黑盒子”，即缺少自主关键工艺控制

能力，大量采用第三方的专用控制器，既难以实现工艺

算法和软件的自主迭代升级，也影响了装备软件的统一

架构设计。同时，相对于流程行业，离散制造业的设备

产线操作人员、品质检测人员、生产管理人员、设备维

护人员工作内容更为繁琐，更容易出现疲劳状况。对于

生产规划人员来说，离散制造涉及的不确定性因素较

多，制定按需生产、有弹性的生产计划比较困难。一些

关键零件加工环节、装配环节不能完全依赖于自动化，

需要有经验的工人完成，目前尚缺乏有效的人机协作机

制来减轻操作工人的劳动强度。基于机器视觉等手段的

在线检测装置正获得广泛的应用，但在很多工厂，质量

检测仍是一个劳动力密集环节。

原有标准和解决方案不适应转型发展。原有的工厂

自动化和信息化架构的参考模型主要是ISA-95的L0到

L4金字塔模型，该模型定义了ERP、MOM、SCADA、

PLC／DCS之间的接口和数据交换标准。目前，一方面

在实际中该标准并没有得到很好地实现，广泛采用的是

主流厂家以数据库为中心的方案；另一方面，该标准也

需要进一步完善，适应离散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需求。

2.2　工业互联网边缘计算推动离散制造业转型升级

针对上述问题和挑战，可以看出，随着离散制造业

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深化，离散制造业发展将面临着深层

次的问题，包括生产效率与成本控制的提升接近极限，

无法有效应对灵活多变的市场需求等，同时对于生产现

场实时性、可靠性以及智能化能力的要求也不断提高。

而满足上述需求不仅需要云计算的整体运筹，更需要边

缘计算的本地实时决策职能。边缘计算提供了设备之间

互联互通机制、OT系统和IT系统互联互通机制，以及

部署于工业现场的实时数据采集、汇聚、存储、分析机

制，可以快速便捷的实现OT与IT的整合。因此，基于工

业互联网体系架构的边缘计算将在离散制造业的数字化

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有利于解决离散制造业当前和未

来所面临的如下问题：

边缘计算为离散制造业提供边缘侧的数据汇聚采

集和智能决策分析能力。当前大量离散制造系统受限于

数据的不完备性，整体设备效率等指标数据计算比较粗

放，难以用于效率优化。边缘计算平台基于设备信息模

型实现语义级别的制造系统横向通信和纵向通信；基于

容器化的边缘计算核心组件保证设备数据采集的完整性

和有效性；基于实时数据流处理机制汇聚和分析大量现

场实时数据，实现基于模型的生产线多数据源信息融

合，为离散制造系统的决策提供强大的数据支持；基于

边云协同的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和部署机制，将为离散制

造领域专家提供大量平台化、模块化的灵活易用工具，

不断提升工厂的精益制造能力。

边缘计算能有效解决离散制造业的设备间连接性问

题。离散制造领域行业众多，行业碎片化导致设备连接协

议众多，造成设备互联困难。边缘计算平台具有完善的连

接配置和管理能力，收集系统间实时通信需求和服务质量

要求，运行优化调度算法，转化为对TSN交换机和5G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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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的配置，支持多种实时数据流传输。在保证信息安全的

基础上，不仅可以把支持传统接口和协议的设备接入边缘

计算平台，而且通过引入数据抽象层，使得不能直接互联

互通的设备基于边缘计算平台实现互联互通，边缘计算平

台的低延迟性能可以保证设备间的实时横向通信。

边缘计算平台可以实现离散制造业自动化软件开发

的软硬件解耦。智能工厂的运行依赖于智能装备和智能

流程，需要大量的实时软件支持。目前很多装备实时应

用软件过度依赖于具体的控制系统硬件，难以迁移到不

同的系统。基于边缘计算平台的微服务架构，可以将大

量实时规划、优化排版、设备监控、故障诊断和分析、

AGV调度等功能封装在边缘应用程序上，实现了软件与

硬件平台的解耦，降低了开发难度，提高了软件质量，

通过边缘计算平台可进行边缘应用程序的灵活部署，实

现了领域知识的分享。

边缘计算具有丰富的抽象和粘合能力，针对老工

厂升级和新工厂建设的不同需求，能够提供具有一致性

的设计解决方案。目前大量老工厂都面临数字化转型问

题，边缘计算由于具有丰富的连接性和灵活的部署能

力，可以提供多种轻量级的解决方案，在不对自动化装

备进行大规模升级的情况下，通过增加边缘网关、边缘

计算平台和必要的边缘数据采集终端，可以有效提高制

造工厂的数字化水平，加强数据在制造系统各个环节间

的流动，实现各种基于数据的智能应用。

总体来说，基于边缘计算的解决方案可以有效解决

离散制造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设备连接、数据采集处理、

柔性生产等诸多问题，促进离散制造业实现全局协同，提

升生产效率，不断强化离散制造业生产现场的物联连接、

上云用云和数据分析能力，并带动一批离散制造业智能化

应用走向成熟商用，助力离散制造业升级转型。

3　离散制造业边缘计算解决方案实践

3.1　离散制造业边缘计算实施架构

离散制造业边缘计算实施架构包括现场设备层、边

缘计算平台以及实现边云协同的云平台层，如图1所示，

边缘计算平台负责从各现场设备采集数据，实现边缘侧

各类数据的统一接入、存储、边缘分析处理等，并通过

对现场设备的物联集成（如：生产设备、物流设备、检

测设备）采集设备运行参数，将数据传送至云平台，同

时实时接收云平台下发的控制指令，最终反馈至相应设

备，从而实现对现场设备的数字化管理，对离散制造业

的生产过程控制、工艺优化具有重要意义。

…

图1  离散制造业边缘计算实施参考架构

此外，随着边缘计算在离散制造业中的应用逐渐

广泛，云计算与边缘计算的协同效应也在快速增强，边

云协同成为离散制造业数字化改造的主要使能器。一方

面，边缘计算在工厂内部发挥重要作用。边缘侧数据分

散，本地应用系统多，需要大量的计算、存储资源。边

缘计算平台可以实现业务数据本地处理及生产现场的实

时控制反馈，同时，边缘计算平台通过东西向联接进行

数据和知识的交换，支持计算、存储资源的横向弹性扩

展，能够完成本地的实时决策和实时优化操作。另一方

面，边缘计算平台将与工厂外的云平台协同联动，边缘

侧聚焦实时、小数据的处理，而云平台侧聚焦长周期、

大数据的处理。边缘计算平台通过南北向链接与更上层

的工业云平台实现数据交换和应用管理协同，实现边缘

侧基础设施资源的统一管理、调度和运维，支撑边缘侧

应用的灵活部署和升级。

其中，边缘计算在离散制造业中的应用形式主要以

边缘计算平台为主，如图2所示，通用边缘计算平台一般

包含边缘控制器、边缘网关以及边缘云三层架构，基于

云原生的边云协同架构，采用轻量级容器管理、虚拟化

等技术构建统一的现场异构数据集成平台，实现边缘侧

人员、设备、物料、环境、业务管理等数据的接入、存

储、处理等功能。

边缘控制器是工业网络边缘侧连接各种现场设备，

进行工业协议的转换和适配，统一接入到边缘计算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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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并将设备能力以服务的形式进行封装，实现物理上

和逻辑上生产设备之间通信连接。边缘控制器硬件架构

设计采用分布式异构计算平台，一般采用CPU+GPU/

FPGA协同的异构计算体系结构，支持全分布式控制以及

多种控制器的协作运行和无缝集成，也是目前各种实时

嵌入式硬件平台实现的主流实现方案；在满足硬件实时

需求前提下，利用多物理内核结合虚拟化技术的支持，

实现在同一硬件平台上运行实时与非实时任务或操作系

统，并满足系统多样化与可移植性的需求，提高整体平

台体系的安全性、可靠性、灵活性以及资源的利用效

率；应用时空隔离的多任务和多线程调度机制与改造优

化调度算法相结合的方式，实现任务调度机制。

边缘网关是指具备边缘计算、过程控制、运动控

制、机器视觉、现场数据采集、工业协议解析能力的

边缘计算装置。边缘网关能适应工业现场复杂恶劣环

境，满足国内主流控制器、工业机器人、智能传感器

等工业设备的接入和数据解析的需求，支持边缘端数

据运算及通过互联网推送数据到工业互联网平台。边

缘网关可将现场各种工业设备、装置采用、应用系统

的标准或私有通信协议转化成标准OPC…UA及MQTT

通讯协议，使得上位系统及工业互联网平台可采用统

一的协议和信息模型与不同设备和系统互相通信，方

便系统集成，实现远程监控、故障诊断、配置下载、

远程管理等功能。

边缘云是边缘侧单个或者多个分布式协同的服务

器，通过本地部署的应用实现特定功能，提供弹性扩

展的网络、计算、存储能力，满足可靠性、实时性、

安全性等需求，是实现IT技术与OT技术深度融合的重

要纽带。一方面，将在云端基于机器学习离线训练好

的模型部署到边缘云，并通过定期更新模型算法来同

步边缘智能，可以使得紧急类故障能够在本地及时报

警，同时可以对一些相关参数指标进行实时修正；另

一方面，根据模型中输出与特征之间权重关系，优化

终端上传数据的过滤规则，以此减少流量成本和云端

存储成本。

3.2　离散制造业边缘计算解决方案实践

由于离散制造过程中每道工序中涉及的工艺参数

不一，而统合这些参数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时间。同

时，离散制造对于流程管控要求较高，在企业内部一般

将同一工序的设备按照空间和行政管理划分建成一些生

产组织（例如部门、工段或小组），这将势必会出现各

个小组之间的数据互通性和共享性间歇或断续的现象。

此外，离散制造业产品设计、处理需求和定货数量方面

变动较多，呈现少量多样化特征。

离散制造业具有以上特征，也决定了边缘计算需要

针对不同产品、产线具有不同的特征性部署，主要分为

少品种大批量离散制造业与多品种小批量离散制造业两

大类别。其中少品种大批量离散制造业以汽车生产制造

领域和电子制造领域为典型代表；多品种小批量离散制

造业以工程机械领域，船舶制造领域和定制家具领域为

典型代表。

在电子制造领域，和利时依照离散制造业边缘计算

实施参考架构搭建数字化车间建设和运行的核心支撑系

统，如图3所示。该解决方案以电子生产所要求的工艺

和设备为基础，以信息技术、自动化、测控技术等为手

段，用数据连接车间不同单元，对生产运行过程进行管

理、诊断和优化。解决方案集边缘计算、工业互联网、

工业机器人、工业视觉、RFID和二维码、AGV小车等先

进技术于一体，打通生产计划、电子生产车间制造、仓

储管理、质量管理、设备管理、工艺管理等相关业务模

块的数据流和信息流，实现数字化车间。

 图2  边缘计算平台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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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电子生产数字化车间解决方案架构

在船舶制造领域，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基

于离散制造业边缘计算实施参考架构，形成面向船舶舾

装件制造行业个性化定制和自组织生产系统解决方案，

如图4所示，将车间内的工业机器人智能控制器功能集中

部署在生产车间的边缘节点，根据舾装制造企业订单和

生产场景的变化，采用边缘局部优化和云端全局优化相

结合的方式，通过资源-资源、任务-资源的双向实时自

主通信、交互和决策，实现多智能体分布式的、自主、

协同解决（或提前避免）车间生产异常，自动灵活地调

配资源，进而形成一套个性化的智能生产制造的系统，

从而最大化提高舾装制造车间生产效率、优化制造资源

配置、保证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和能耗。

4　总结与展望

近年来，全球产业链积极推进边缘计算技术和应用

的发展,促进建成统一开放的平台，支持不同方案及产品

的集成融合，加快推进网络化标准化工作，这一趋势在

离散制造业转型中体现得尤其明显。尽管边缘计算在离

散制造业落地实施过程中上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在推进

过程中仍面临着一些问题。例如，边缘计算在离散制造

业中涉及从产线层边缘控制器协同，到工厂层内外网络

架构融通，再到企业层工业云部署等多个方面的解决方

案尚未完善，同时边缘计算也对传统离散制造业的运营

模式带来了挑战，这些都需要各界共同努力去解决。

随着边缘计算的不断发展，其与离散制造业在产业

链上下游的协同合作将变得更为紧密，使得未来将会有

一大批面向离散制造业的商用边缘计算解决方案落地，

从而推进离散制造业开启转型新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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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用户体验的
5G视频业务边云协同策略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网络技术研究院 刘秋妍，吕华章，李铭轩，张忠皓，李福昌，冯毅，朱常波  
中国联通华盛通信有限公司 李佳俊  

摘要：随着5G网络商用部署步

伐 的 加 快 ， 以 5 G 网 络 和 M E C

技 术 为 基 础 的 移 动 通 信 网 络

大带宽（enhanced Mobi le 

BroadBand，eMBB）、超高可

靠超低时延（ultra Reliable Low 

Latency Communications，

uRLLC）和海量连接（massive 

Machine Type Communication，

mMTC）成为牵引5G应用落地的

核心能力。在众多的垂直行业需求

中，以4K/8K高清视频、增强现实

/虚拟现实（Augmented Reality/

Virtual Reality，AR/VR）为代

表的视频业务无疑是5G+MEC

技术的“杀手锏”应用。本文以

MEC平台和云平台部署位置、部

署模式、部署条件、部署规模和

平台能力等差异为出发点，围绕

5G视频业务用户体验，分析5G

视频业务终端视频显示能力对视

频文件带宽需求的影响，提出基

于面向用户体验的5G视频业务边

云协同策略，可以在不降低用户

体验质量的条件下降低5G视频业

务对MEC平台存储容量和传输带

宽的需求，提高边云协同效率。

关 键 词 ： 无 线 通 信 ； 5 G ； 视

频 业 务 ； 边 云 协 同 ； 用 户 体 验

1　引言

边缘计算，从字面上理解，便是将计算

处理、数据存储、网络加速及智能分析等能力

迁移至网络边缘。因此，在边缘计算诞生之

前，便已经有了与之相对的概念——云计算。

传统的云计算平台采用集中式模式部署在核心

网络，终端设备如果要访问云计算平台，需要

通过接入网、承载网最终达到核心网，其中与

传输距离成正比的传输时延成为限制时延性能

的重要瓶颈。当云计算平台的计算、存储等

能力下沉至网络边缘时，由于传输距离的大大

缩减，边缘计算可以逾越集中式云化部署方案

中不可压缩的传输时延，以支持uRLLC业务

需求；其次，终端设备在边缘计算平台同样可

以获得数据清洗、融合、计算、存储能力，在

本地即可进行大带宽数据进行处理，而无需将

海量宽带数据上传至中心云平台，可极大降低

宽带业务对带宽的需求，显著节省后向带宽，

减少本地流量对核心网络的带宽压力，提升

eMBB业务性能；另外，在mMTC业务场景，

边缘计算平台可以卸载终端设备的智能数据处

理、图像渲染等能力，在降低终端设备成本，

提升计算处理性能的同时，并没有显著增加业

务时延。因此，边缘计算技术虽然不是因5G而

生，却因其对uRLLC、eMBB和MMTC业务都

有相辅相成的技术特色而伴随5G快速成长，成

为5G时代炙手可热的技术之一。

2　云计算与边缘计算

2.1　云计算定义与特征

ISO/IEC… JTC1和ITU-T联合工作组制

定的国际标准ISO/IEC… 17788《云计算词汇

与概述》（Information… technology-Cloud…

Computing-Overview…and…vocabulary）

中，对云计算给出了明确的定义：云计算是一

种将可伸缩、弹性、共享的物理和虚拟资源池

以按需自服务的方式供应和管理，并提供网络

访问的模式。ISO/IEC…17788《云计算词汇与

概述》定义云计算的关键特征，包括广泛接

入、服务可测、多租户、按需自服务、弹性扩

展和资源池化。

2.2　边缘计算/边缘云定义

边缘云即实现边缘计算的云化平台。而边

缘计算作为一个新生技术，不同领域对边缘计

算概念的理解也众说纷纭。从电信运营商的角

度出发，除了采用部署在区域数据中心的核心

云计算平台，其他部署在本地城域数据中心、

边缘数据中心、端局机房的计算平台都可以称

为边缘计算平台；从OTT公司角度出发，部署

在用户侧的计算平台则称为边缘计算平台；从

企业用户的角度出发，部署在厂房、操作间等

现场级的计算平台则称为边缘计算平台；对于

摄像头、物联网设备、车辆、机器手等终端设

备而言，具有计算存储和远程访问等智能设备

也被称为边缘计算平台。因此，边缘计算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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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理形式也千差万别，既可能是具有智能处理能力的

边缘终端，也可能是具备数据采集汇聚分流能力的边缘

网关，既可能是在几台通用服务器上采用虚拟化技术搭

建的一个IT级边缘云平台，也可能是包含计费、策略下

发等核心网功能的电信级边缘云平台。

ETSI从电信运营商的角度给出边缘计算的定义：

在靠近移动用户的移动网络边缘提供IT服务环境和计算

能力。

OpenStack从IT化的角度给出边缘计算的定义：边

缘计算是为开发者和服务提供商在网络管理域的边缘侧

提供云服务和IT环境服务。

ISO/IEC…JTC1/SC38从行业标准化的角度给出边缘

计算的定义：边缘计算是一种需要处理和数据存储放在

网络边缘节点的分布式计算模式。

边缘计算产业联盟（ECC）从产业界的角度给出边

缘计算的定义：在靠近物或者数据源头的网络边缘侧，

融合网络、计算、存储、应用核心能力的开放平台，就

近提供边缘智能服务，满足行业数字化在敏捷连接、实

时业务、数据优化、应用智能、安全与隐私保护等方面

的关键需求。

2.3　云与边缘云的异同

由于边缘计算脱胎于云计算技术，因此，边缘云与

云一样，都由计算资源、存储资源和网络资源构成，都

可以通过虚拟化和资源池化技术将底层资源抽象屏蔽，

实现多个用户和应用程序之间的资源共享，并支持基于

API来增强平台间的互操作性，具有广泛接入、服务可

测、多租户、按需自服务、弹性扩展和资源池化等特

点。但是，由于业务场景不同，边缘云还具有其独特的

属性。

（1）部署位置

云计算平台通常部署的位置较高，大多在核心网

区域数据中心。边缘云平台要依据边缘业务需求和覆盖

范围，可以下沉部署在本地城域数据中心、边缘数据中

心、接入局房甚至业务现场。

（2）部署模式

云计算平台大多采用集中式部署模式对云计算资源

进行统一管控。部署在不同地理位置的边缘云平台则采

用分布式分层多级部署模式，边缘云可以通过广域网与

中心云相连，或通过中心云调度动态加入边缘云共享资

源池，但是多个边缘云之间存在潜在的高延迟、网络不

可靠和低带宽风险。

（3）部署条件

部署在核心区域数据中心的云计算平台，具有良好

的物理空间、通风散热及供电环境，可以采用1米~1.2米

深，19英寸标准机柜部署通用机架式服务器。部署在本

地城域数据中心边缘云平台的部署条件与核心区域数据

中心的部署条件差异较小，可以采用1米~1.2米深，19英

寸标准机柜部署通用机架式服务器。如果边缘云平台部

署在环境较好的边缘数据中心，受场地物理空间限制，

可以选择1米深通用刀片服务器。在部署在条件较差边缘

数据中心或接入局房时，只能采用深度低于600mm的定

制化专用服务器。在部署条件极为恶劣的接入局房或者

业务现场，除了物理空间更加狭小之外，边缘云平台部

署可能面临直流供电的问题，因此，支持直流电源的小

型硬件设备成为搭载边缘云平台的首选。

（4）部署规模

部署在核心区域数据中心的云计算平台通常具有上

千台服务器的规模，资源相对较为充足。而部署越靠近

网络边缘的边缘云平台，面临的部署条件越苛刻，部署

规模也越小，极端情况下，只能部署在1U~2U的服务器

或者微型硬件平台，CPU、内存、硬盘等硬件性能十分

有限。

（5）平台能力

受部署条件和平台规模限制，云计算平台具有更

强大的计算存储能力。但是，边缘云平台更靠近数据源

和用户侧，能够获得更多的原始数据和对终端设备的控

制能力，因此，边缘云平台除了对eMBB、uRLLC、

mMTC边缘业务的增强能力之外，还可以提供面向大

数据应用的数据清洗、融合、脱敏等预处理能力，将已

脱敏的高质量数据提供给云计算平台执行高精度数据分

析。另外，面向机器学习、深度学习、人工智能类边缘

业务，云平台可以基于历史数据预先训练算法模型、优

化参数，边缘云平台则基于云平台推送下发的算法模型

执行现场推理，并将高质量数据在网络闲时上传至云计

算平台以支持算法模型的迭代优化。通过云边协同，充

分发挥边缘计算和云计算的互补优势。

3　5G视频业务带宽需求

3.1　5G视频文件传输带宽需求

视频业务对边缘云平台传输带宽的需求由与图像分

辨率、图像帧率、色彩深度、扫描模式及编码格式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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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分辨率是指单位英寸中所包含的像素点数，常见的图

像分辨率包括720P、1080P、2K、4K、8K等。由于5G网

络对大带宽业务的支撑能力特性，1080P、2K甚至更高清

晰度的4K/8K超高清视频已经成为5G时代的主流业务。

图像帧率是单位时间内显示的图帧数量，图像帧率越高画

质越好，基于ITU-R…Recommendation…BT.2020标准，

图像帧率可选取值包括120、60、60/1.001、50、30、

30/1.001、25、24、24/1.001FPS，图像帧率越高，传输

带宽需求越大，5G视频业务为了提供优质的用户体验，

通常采用50FPS以上的图像帧率，甚至在AR/VR沉浸式

交互业务中采用120FPS、180FPS、240FPS的超高频图

像帧率。色彩深度是存储介质在存储或缓存单位像素时

所需二进制数据位数，常用可选参数为8、10或12bpp，

5G视频业务通常采用至少10bpp的色彩深度。扫描模

式有逐行扫描p和隔行扫描i两种模式，由于隔行扫描只

传输一般的图像，其传输带宽也只有逐行扫描的一半，

5G超高清视频通常选用逐行扫描模式；编码方式是在保

证一定画质要求前提下，对视频文件进行压缩处理的方

式，以便提高传输和存储效率，5G视频业务通常采用

H.264、H.265等编码格式。目前典型5G视频业务传输带

宽需求如表格1所示。

表1  5G视频业务传输带宽需求

3.2　基于用户体验的5G视频文件传输带宽需求

在5G视频业务中，影响用户体验的因素除了视频源

视频文件大小还有视频接收终端屏幕分辨率。终端设备

屏幕分辨率的选择通常由终端设备屏幕大小、观看距离

和人眼分辨能力决定。人眼分辨能力理论极限是20"，视

力好的人对易于分辨的黄绿波的分辨能力通常为1'，而

普通人眼的分辨能力通常为3'~5'。因此，常见终端设备

分辨率配置通常如表格2所示。

表2  常见终端设备分辨率配置

由表格2可见，受人眼分辨能力、屏幕尺寸和观看距

离的约束，视频显示终端的屏幕分辨达到满足要求或性

能极限的配置提供最佳的用户体验质量，更高配置的屏

幕分辨率只会增加终端设备成本，因此终端设备厂商的

屏幕配置通常为表格2中的结果保持一致。同样，5G视频

业务同样可以依据终端分辨率需求由MEC平台提供相应

的视频文件。例如，对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40寸以

下的电视，传输带宽需求在30M以下的1080P视频业务

即可满足绝大多数用户的需求；对于采用100寸以下的终

端设备时，完全不需要传输4K以上视频文件，因此其5G

视频业务带宽需求通常小于50~100M；只有在200寸以

上的巨幕5G高清视频业务中才会需要100M以上带宽传

输8K以上的视频，而占用传输带宽和存储资源的高画质

视频文件在云端进行备份存储即可。

4　5G视频业务边云协同解决方案

面向用户体验的5G视频业务边云协同解决方案如图

1所示。本方案中，终端设备管理系统基于无线侧上报

IMEI号解析终端设备信息，或者通过手动配置、终端设

备类型信息爬取等方式采集通过5G基站或CPE设备接入

网络的终端设备信息。

当终端设备上传或下载视频文件时，基站首先将终

端设备视频业务需求发送到MEC平台。MEC平台基于终

端设备管理系统提供的终端类型信息，选择满足终端分

辨能力需求的格式对视频文件进行处理、本地存储或文

件下发，并将高画质视频文件在网络闲时上传至远端云

平台。

如果MEC平台本地存储的视频文件画质不能满足终

端类型需求，则将视频业务需求及终端类型信息转发至

业务

类型

图像

分辨率

编码

方式

图像

帧率

色彩

深度

带宽

需求

1080P 1920*1080

无编码 50Hz 10bpp 380M

MEPG-4 50Hz 10bpp 40~80M

H.264 50Hz 10bpp 11.4~26.6M

H.265 50Hz 10bpp 5.7~13.3M

4K

3840*2160

（电视）

4096*2160

（电影）

无编码 50Hz 10bpp 1.5~1.6G

H.264 50Hz 10bpp 50~120M

AVS2/H.265 50Hz 10bpp 25~60M

8K

7680*4320

（电视）

8192*2160

（电影）

无编码 50Hz 10bpp 3~3.2G

H.264 50Hz 10bpp 100~240M

AVS2/H.265 50Hz 10bpp 50~120M

设备

类型
观看距离 尺寸 显示能力 满足要求 性能极限

智能

手机
25~30cm

3.5寸 (862-1035)*(485-583) 480P 640P

6.1寸 (1502-1804)*(845-1016) 1080P 1080P

平板

电脑
40cm

10寸(4:3) (1360-1704)*(1020-1278) 1024*768 1080P

10寸(16:9) (1479-1853)*(833-1044) 1080P 1080P

电视 2m~4m

40寸 (731-1496)*(412-843) 720P 1080P

70寸 (1386-2773)*(780-1562) 1080P 2048*1536

100寸 (1828-3740)*(1030-2108) 2560*1440 3840*2160

电影

投屏

10m~15m 200寸 (3656-7480)*(2060-4216) 4K 8K

15m~30m 400寸 (7312-14960)*(4120-8432) 8K 1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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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端云平台，由云平台完成高画质视频业务处理与视频

下发。

…

图1  5G视频业务边云协同解决方案

该方案中，MEC平台分流决策模块基于终端设备类

型信息，为5G视频用户提供可满足其终端显示能力的视

频文件，而无需传输或存储远高于终端设备所需的高画

质视频文件，因此，本方案可以在不降低用户体验质量

的条件下降低5G视频业务对MEC平台存储容量和传输带

宽的需求，提高边云协同效率

5　结论

本文从5G网络新媒体行业技术需求出发，结合5G终

端能力、视频业务特性、MEC平台与云平台能力差异，

提出面向用户体验的5G视频业务边云协同策略。面向用

户体验的边云协同策略以MEC平台和云平台部署位置、

部署模式、部署条件、部署规模和平台能力等差异为出

发点，围绕5G视频业务用户体验，分析5G视频业务终端

视频显示能力对视频文件带宽需求的影响，提出基于面

向用户体验的5G视频业务边云协同策略，可以在不降低

用户体验质量的条件下降低5G视频业务对MEC平台存储

容量和传输带宽的需求，提高边云协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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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计算和深度学习之间的交融
天津大学 刘志成，韩溢文，沈仕浩，宋金铎，王晓飞

摘要：随着网络终端的不断普及与互联网应用的快速发展，当今网络不

仅要应对日益增长的传输流量，也要满足用户多样化的需求指标。云计

算在诸如服务延迟与传输开销等方面难以适应趋势，边缘计算（Edge 

Computing）则将运算资源从云下移到了网络边缘，并通过就近处理数

据的方式提升性能。作为人工智能的主要代表之一，深度学习一方面可以

被集成到边缘计算的框架中以构建智能边缘，另一方面也能以服务的形式

部署在边缘上从而实现边缘智能。本文从边缘计算与深度学习融合的趋势

出发，介绍 “边缘智能”与“智能边缘”的概念与应用场景，并说明典型

的使能技术及其相互联系。

关键词：边缘计算；深度学习；使能技术

Abstract: With the gradual popularization of network terminals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applications, network nowadays 

not only deals with ever-increasing transmission traffic, but 

also needs to meet diversified requirements from users. Cloud 

computing is difficult on such aspects as service latency and 

transmission cost to adapt to the trend, while edge computing 

moves computing resources from the cloud to the edge of the 

network, which can improve performance through processing 

data at the place close to users. As the main representativ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eep learning can be integrated into edge 

computing frameworks to build intelligent edge, on the other 

hand, it can be deployed as a service on the edge to realize 

edge intelligence. Based on the trend of the fusion between 

edge computing and deep learning,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cepts along with application scenarios of edge intelligence and 

intelligent edge, illustrates the typical enabling technologies and 

their interrelationships.

Keyword: Edge computing; Deep learning;  Enabling technologies

The Fusion of Edge Computing and Deep Learning: A Survey

1　引言

随着网络终端的不断普及与互联网应用的发展创新，当

今网络不仅要承载日益增长的传输流量，也要满足用户多样

化的需求指标。为了改进云计算在业务延迟与传输代价等方

面上的不足，边缘计算（Edge…Computing）[1]将运算资源从

云下推到网络边缘，并根据应用需求将数据就近处理。

在边缘计算这一概念的发展历程中，Cloudlet[2]、微数

据中心（MDC）[3]、雾计算[4]等概念都致力于在网络的边缘处

工作。而针对移动网络中的边缘计算，欧洲电信标准化协会

（ETSI）于2014年将其定义为“移动边缘计算”（Mobile…

Edge…Computing，MEC），并在2016年又将其重新命名为

“多接入边缘计算”（Multi-access…Edge…Computing，

MEC），以提高该概念在异构网络中的适用性。…

与此同时，作为风头正盛的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学习

（Deep…Learning，DL）受到工业界与学术界的大量关注，

并与边缘计算结下了不解之缘。一方面，DL可被集成至边

缘计算的框架中，实现网络边缘的自适应管理。另一方面，

边缘计算也将大量的模型计算从云下推到边缘端，达到低延

迟、高可靠的智能业务。边缘计算和深度学习相互促进，进

而衍生出了“边缘智能”与“智能边缘”这两个概念，如图1

所示。

…

图1  边缘智能与智能边缘



自动化博览 / 边缘计算2019专辑 / 25

2　边缘智能与智能边缘

依托边缘算力的增长与计算范式的革新，边缘计算

将多种资源下沉至距终端更近的网络边缘处。这不仅使

得更加智能的算法能够从云端走近终端用户，也能在网

络边缘执行各类业务的处理过程。

边缘智能的原理即是将DL的计算过程从云下放至边

缘，以支持低延迟、高可靠、分布式的智能服务，并具

有以下优点：（1）由于DL服务被部署在更接近请求源

的位置，而云仅仅在需要额外处理时才参与过程，因此

会显著地减少数据上传的延迟与开销；（2）DL服务涉

及的原始数据被限制在了“端-边”区域，因此增强了数

据的隐私性；（3）分层体系结构提供了更可靠的DL计

算；（4）依靠边缘环境中丰富的数据流动与多样的业务

场景，边缘计算能够促进DL在各种环境下的普遍应用。

（5）多样化与有价值的DL服务能够拓宽边缘计算的商

业价值，进而加速其部署与增长。

作为典型且热门的AI技术之一，DL在计算机视觉

（CV）和自然语言处理（NLP）领域展现出了强大的

性能优势[5]，相应的智能服务与应用也在改变着人们的

生活[6]。

智能边缘的目的即是将DL融入边缘以支持动态的、

自适应的资源分配与管理。这不仅有效整合了终端设

备、网络边缘与云数据中心的多种资源，也能支持更为

复杂的业务优化与任务协作。以往求解该类复杂问题的

传统方法依赖于固定的数学模型，难以精确地模拟快速

变化的边缘环境。相对地，DL则可以利用其强大的学习

与推理能力，从大量数据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进而实

现自适应的智能决策过程。

为了进一步叙述边缘智能和智能边缘之间的关系，

基于已有的研究工作[7]，本文归纳并简要介绍了五种典型

的使能技术：

（1）边缘上的深度学习应用（DL…on…Edge）；

（2）边缘中的深度学习推理（DL…in…Edge）；

（3）边缘处的深度学习训练（DL…at…Edge）；

（4）适用于深度学习的边缘计算（Edge…for…DL）；

（5）深度学习用于边缘计算优化（DL…for…Edge）。

其中，“DL…on…Edge”和“DL… for…Edge”分别

对应于边缘智能和智能边缘的理论目标，而“DL… in…

Edge”、“Edge…for…DL”与“DL…at…Edge”则展示了

边缘计算与深度学习对于DL推理、边缘计算架构与DL

训练的重要支持。边缘智能与智能边缘的概念关系如图

2所示。

图2  边缘智能与智能边缘的概念关系

3　典型使能技术

3.1　边缘上的深度学习应用（DL on Edge）

由于移动终端的计算资源较为有限，而DL又存在模

型复杂与计算量大的特点，因此“端-云”架构被提出以

实现模型的训练与推理，即：端（边缘设备）提供模型输

入，云（远程数据中心）执行计算过程。然而，随着求解

问题复杂度的不断增加，该架构逐渐难以满足用户对分析

实时性的需求。因此，有研究提出在网络边缘分配运算资

源来支持DL，从而降低传输时延、缓解带宽压力。

作为一种DL的典型业务，实时视频分析广泛应用于

自动驾驶、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智能监控等领域。具

体地，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案是将“端-云”架构扩展为

“端-边-云”架构：在终端层，智能手机和监控摄像

机等视频采集设备负责视频采集、数据压缩与图像预处

理[8]；在边缘层，众多分布式的边缘节点相互协作，向终

端节点提供视频处理与分析服务[9]；在云的层面上，由云

负责多个边缘层之间的DL模型集成，实现全局层面的知

识汇聚，并在边缘能力不足时提供支持与协作[10]。

3.2　边缘中的深度学习推理（DL in Edge）

前文已经说明将边缘计算引入DL业务中可以降低网

络时延。然而，由于边缘节点无法提供与云数据中心相

当的计算能力，如果在边缘设备中实现DL的推理过程，

就需要达到推理准确率和网络时延之间的有效权衡。具

体地，可以根据边缘节点的资源是否丰富将模型优化方

法分为两类。

在边缘节点计算能力足够的情况下，可以采取一般

性的优化方法改进推断过程，即在不改变模型本身结构的

情况下采用控制模型深度、实现参数共享等通用性的手段

实现优化[11~12]；反之，则要采取细粒度的优化方法，即从

模型的输入、结构与框架等方面深入优化，并根据特定硬

件设备与应用场景专门制定优化方案[13~14]。缩小搜索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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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现模型优化的样例如图3所示。

…

图3  缩小搜索空间以实现模型优化的样例

其次，分割DL模型并执行分布式计算能够实现更优

的延迟表现与能量效率。具体地，DL模型可被切分为多

个区块，并分配给终端上的异构处理器或者其它的边缘

节点中。其中，沿“端-边-云”层次区分的水平分割是

最常用的分割方法[15]，分为以下三个步骤：（1）对每个

层的资源成本与层间的中间数据大小进行测量与建模；

（2）根据层结构与网络带宽来预测总成本；（3）根据

时延、能量等指标选择划分方案。与水平分割相比，垂

直分割融合了多个不同的层，以网格的方式垂直划分它

们，从而形成可独立分配的计算任务[16]。

此外，我们可以为每个DL服务维护多个具有不同模

型性能和资源成本的模型，并通过智能地选择最佳模型

实现自适应推理。同时，也可以通过额外设置分支分类

器实现提前退出的机制[17]。当样本在分支处判断并且结

果符合场景的可信度要求时，就直接返回运算结果，从

而节省大量的推理时间。

3.3　边缘处的深度学习训练（DL at Edge）

相对于推理过程而言，以往研究中的DL训练主要

是在云数据中心中进行，终端或边缘只执行数据预处理

的步骤[18]。然而，该种方式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场景，特

别是对于位置相关和需要持续训练的DL模型。其中一个

原因是，在该种情况下将会有大量的数据从终端或边缘

持续地传输到云端，并消耗无线与骨干网络的带宽。此

外，数据合并的过程也往往会引发隐私相关的问题。

为了应对以上挑战，已有研究提出基于边缘计算

对数据进行处理和训练。具体地，研究者将以边缘作为

训练核心的架构称为“边缘处的深度学习训练”，并针

对分布式训练中的数据摘要与模型更新的过程展开了研

究。在边缘处的分布式训练避免了海量的训练数据直接

在网络中传输，却也引入了边缘设备之间模型交互的通

信过程，并同样受到网络状态的影响。

对此，已有研究指出大部分的梯度交换是冗余的，

因此在保持训练精度的前提下，更新后的梯度数据可以

被压缩以降低通信成本[19]。降低分布式训练中同步频率

也是可行的方法之一，例如：已有工作结合了两种优化

机制[20]：其一是考虑到训练梯度稀疏这一特点，训练

过程仅仅传输较为重要的梯度；其二是累积较小的梯度

值，并采用动量校正的方法优化运算过程，改进了忽略

细微梯度导致算法难以收敛的状况。

综合考虑非独立同分布（Non-IID）的训练数

据、有限的通信资源、不均衡的训练贡献、训练数据的

隐私性等诸多分布式训练中的关键挑战，联邦学习[21]

（Federated…Learning）实现了一种“端-边-云”之间

实用的DL训练机制，并在边缘计算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与拓展[22~23]。

3.4　适用于深度学习的边缘计算（Edge for DL）

DL服务的大规模部署需要边缘计算的支持，特别

是对于移动DL来说。这种支持不仅在于网络架构级别，

边缘软硬件的设计、改进与优化也同样重要。从整体来

看，边缘计算的体系结构能够卸载DL的计算负担；作为

其中的基础，面向边缘定制的软硬件能够更有效地执行

DL；在此之上，精心设计的边缘计算系统能够更好地运

维在边缘的DL服务；此外，用于公平地评估DL性能的测

试平台有助于进一步地改进以上工作。

根据分流程度与协作方式，可以将适用于深度学习

的边缘计算分为四种：第一种是整体卸载[24]，即将整个

任务在“端-边-云”三个层次中的任意一层中执行完

成，但这需要提前准备好具有不同精确度的多种模型，

再根据需求和条件执行计算任务。第二种是动态地拆分

计算任务至上述三个层次（部分卸载[25]），而这需要进

一步地考虑任务切分与执行顺序等问题。第三种是采用

垂直协作的模式[26]，三个层次均可以执行推理过程，

其中层次越高，问题求解的精确度也就越高。在这种方

式中可以将低层次的输出作为高层次的输入，从而降低

计算过程中的运算与传输开销。第四种是采用水平协作

的模式[27]，这种协作通过并行的、分布式地执行计算任

务，并可以有效降低单点的计算压力，节省系统中计算

时间的开销。DL计算的边缘计算模式如图4所示。

3.5　深度学习用于边缘计算优化（DL for Edge）

深度学习也能优化边缘计算这一模式中的各类决

策问题，进而实现边缘的智慧管理。例如：自适应的边

缘缓存策略、计算任务的分流优化、边缘节点的资源分

配。其中，通用的DL模型可以提取潜在的数据特征，而

DRL则能够通过与环境的交互来学习并制定决策。接下

来就以自适应的边缘缓存策略为例展示具体应用。



自动化博览 / 边缘计算2019专辑 / 27

以内容分发网络（Content…Delivery…Network,…

CDN）为典型的缓存技术，是传统网络中一种应对流量

增长的有效方法，多年来一直受到大量关注。而在移动

网络中，边缘缓存（Edge…caching）被认为是减少冗余

数据传输、缓解云数据中心压力与提高QoE的有效解决

方案，然而也存在着一些挑战与机遇。例如，由于传输

内容多种多样并随着时-空属性改变而变化，边缘覆盖范

围内的内容流行度实际上难以估计。此外，只有在已知

内容流行度分布的情况下，最优的边缘缓存策略才能被

求解得到。进一步地，又考虑到用户诸如移动性、连接

性与个人偏好等属性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用户对于内

容的实际选择是较难预测的，因此，传统的求解方法需

要通过大量的在线计算来确定具体实例的放置与交付，

因此通常具有相当高的计算复杂度。与之对应，通用的

DL模型能够利用离线训练-在线预测的方式，降低在线

过程的繁重计算[28]。进一步地，相比于通用的DL方法从

原始数据中学习关键特征，将RL和DL相结合的DRL方法

能够借助高维观测数据直接优化边缘计算网络中的缓存

管理策略[29]。

4　总结

作为当今人工智能领域最为火热的概念之一，深度

学习在解决复杂问题上展现出了强大的实力，并催生出

了多种多样的应用场景。然而，随着求解问题的逐渐复

杂，深度学习对计算能力与数据传输的要求不断提高，

传统的“端-云”计算架构逐渐难以满足业务需求。

作为一种新型的计算模式，边缘计算为深度学习开

辟了另一片广阔的天地。一方面，边缘计算能够优化配

置网络中的各类资源，从而改进深度学习的性能表现；

另一方面，深度学习也能够反向促进边缘计算的发展，

体现出超越传统方法的性能表现与应用前景。因此，本

文介绍了边缘计算与深度学习之间的关系与使能技术，

说明了边缘智能与智能边缘中的典型应用。总的来说，

深度学习与边缘计算的相互融合与彼此促进将会不断

地、广泛地、更加深刻地改变人类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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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边缘计算
模型与验证方法

中国科学院网络化控制系统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机器人与智能制造创新研究院，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宋纯贺，武婷婷，徐文想，
于诗矛，曾鹏

摘要：智能制造是先进制造过程、系统与模式的总称，边

缘计算是横跨通信、计算机、自动控制等多领域的综合性

技术，可以满足智能制造在敏捷联接、实时业务、数据优

化、应用智能、安全与隐私保护等方面的关键需求。文章

首先介绍了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的基本状况，其次介绍了

边缘计算的发展现状，之后详细描述了工业互联网智能制

造边缘计算模型，最后给出了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边缘计

算模型的测试方法。

关键词：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边缘计算；模型测试 

Abstract: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is the general 

term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process, system 

and mode. Edge computing is a comprehensive 

technology across communication, computer, 

automatic control and other fields. It can meet 

the key requirements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in agile connection, real-time business, data 

optimization, application intelligence, security and 

privacy protection. This paper first introduces 

the basic situation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of 

industrial Internet, then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edge computing, then describes the edge 

computing model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of 

industrial Internet in detail, and finally gives the test 

method of the edge computing model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of industrial Internet.

Key words:  Industr ia l  in ternet ;  In te l l igent 

manufacturing; Edge computing; Model test

1　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概述

智能制造是具有信息深度自感知、智慧优化自决策、精准控制自执行

等功能的先进制造过程、系统与模式的总称。智能制造可以追溯到1990年4

月日本发起的“智能制造IMS”国际合作研究计划。目前，基于物联网、大

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智能制造已经贯穿于设计、生产、管理、服务等

制造活动的各个环节。工业互联网是指在物联网的基础上，综合应用大数据

分析技术和远程控制技术，优化工业设施和机器的运行和维护，通过网络化

手段提升工业制造智能化水平。2012年，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首先提

出了工业互联网概念，此后工业互联网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发展。目

前工业互联网以德国“工业4.0平台”和美国“工业互联网联盟”为典型代

表，其分别发布了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参考架构RAMI…4.0和IIRA。同时，

工业互联网技术也迅速得到落地。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推出了Predix平台，

力图打造成能够智能适应任何设备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德国西门子推出了

Mindsphere，帮助智能工厂建立了近千个制造单元连接的互联网，实现无

人化的智能挑选和组装。

工业互联网指在物联网的基础上，综合应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和远程控制

技术，优化工业设施和机器的运行和维护，旨在通过网络化手段提升工业制

造智能化水平。工业互联网作为我国智能制造发展的重要支撑，“十三五”

规划、《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

展”等等重大战略都明确提出发展工业互联网。随着智能制造的发展，覆盖

工厂OT网络的大量生产/运行数据、控制数据与IT网络中的管理数据、设计/

工艺数据交换需求逐步增加，互联主体将从机器、控制系统、信息系统进一

步扩展到包含在制品、智能产品、协作企业和用户在内的制造全流程网络互

联与数据交互。在智能制造中，将互联网引入到工业领域是制造业普遍面临

的共性挑战，重点在IT网络与OT网络的融合，在工业互联网的应用层面向工

业智造需求实现覆盖IT与OT的低开销高实时的各类服务分发，在数据应用层

实现IT与OT中各类数据的动态互认，将大幅提升我国制造业智能化水平，符

合急用先行的原则。

Edge Computing Model and Verification Method of Industrial Internet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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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边缘计算概述

边缘计算融合了多个学科的内容，不同领域的组织

和学者对边缘计算有着不同的解读。边缘计算产业联盟

（Edge…Computing…Consortium，ECC）对边缘计算的

定义为：边缘计算是在靠近物或数据源头的网络边缘侧，

融合网络、计算、存储、应用核心能力的分布式开放平台

（架构），就近提供边缘智能服务，满足行业数字化在敏

捷联接、实时业务、数据优化、应用智能、安全与隐私保

护等方面的关键需求。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

的发展，智能终端设备不断普及，网络边缘侧数据的爆发

式增长推动了边缘计算的发展。2014年欧洲ETSI成立移

动边缘计算标准化工作组（MEC）；同年，AT&T、思

科（Cisco）、通用电气（GE）、IBM和英特尔（intel）

成立工业互联网联盟（Industrial…Internet…Consortium，

IIC）；2015年，ARM、思科、戴尔、英特尔、微软和普

林斯顿大学建立开放雾联盟（OpenFog…Consortium）；

2016年，国内工业、信息通信业、互联网等领域百余

家单位共同发起成立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同年，由华

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等单位

联合倡议发起的边缘计算产业联盟（Edge…Computing…

Consortium，ECC）正式成立。在学术科研方面，2016

年，IEEE和ACM共同发起了边缘计算研讨会IEEE/

ACM…Symposium…on…Edge…Computing；2017年，中

国自动化学会率先成立了边缘计算专业委员会。在IEEE…

COMMUNICATIONS…SURVEYS…&…TUTORIALS、

IEEE…COMMUNICATIONS…MAGAZINE、IEEE…

Internet…of…Things…Journal等著名学术期刊上都发表了大

量边缘计算综述性文章。在标准制定方面，ITU-T…SG20

发起了“边缘计算需求和能力要求”的国际标准立项，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CCSA也陆续开展多项边缘计算行业

标准立项。同时，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单位承担了一系

列云端融合相关的863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有力地

推动了边缘技术的发展。例如东南大学的宋爱国等人承担

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云计算和大数据重点专项“云端融合

的自然交互设备和工具”，目前已成功研发有源/无源器

件结合的小型可穿戴力触觉反馈装置，以及具有触觉反馈

的多通道三维书空笔式交互技术与装置。其中多通道教学

系统面向基础教育在“班班通”工程和“数字化校园”工

程中进行推广应用，产品应用于中小学教学班11,000多

个，学校用户超过100所。

3　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边缘计算模型

在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领域，边缘计算整体架构如

图1所示。

图1  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边缘计算整体架构

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边缘计算模型主要包括了边

缘资源感知和服务感知模型、边缘资源调度模型、边缘

任务划分模型、多视图模型库等模型。基于智能任务划

分，通过对边缘资源和服务状态的感知进行边缘资源调

度，实现云-边缘的协同计算，将计算任务根据最小化能

耗、最小化系统延迟以及负载均衡等目标，在云和边缘

处进行计算卸载，提升系统的整体性能。工业互联网智

能制造边缘计算模型的具体内容如图2所示。

图2  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边缘计算模型

（1）边缘资源与服务状态感知模型

边缘资源与服务状态感知模型主要用来感知每个边

缘计算节点的ICT资源状态（如网络联接的质量、CPU占

有率等）、性能规格（如实时性）、位置等物理信息等，

为计算负载在边缘侧的分配和调度提供了关键输入。

边缘资源与服务状态感知模型主要包括边缘计算节

点可靠性评估模型、边缘计算节点资源感知模型、边缘

网络状态评估模型、边缘节点安全性评估模型。

边缘计算节点资源与服务状态评估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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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边缘计算节点资源与服务状态评估

边缘计算节点可靠性模型：边缘计算节点可靠性指

在规定条件下和给定时间内边缘计算节点正确运行（计

算）的概率，包括可靠性、可用性和可维性。

边缘计算节点资源感知模型：对边缘计算节点的计

算资源和存储资源进行实时感知。计算资源感知标准包

括响应时间和CPU时间等。响应时间是指边缘计算节点

接收到计算任务直至给出计算结果所需的时间。其中包

括了访问外存储器、访问主存器时间、CPU运算时间、

I/O动作时间以及操作系统工作的时间开销等。

网络状态评估模型：网络状态评估模型主要评估指

标包括：速率、带宽、吞吐量、时延、往返时间RTT、

利用率。

安全性模型：安全性模型主要的内容包括：设备安

全、网络安全、控制安全、应用安全和数据安全。

（2）边缘任务调度模型

边缘任务调度模型支持主动的任务调度，能够根据

资源状态、服务感知、边缘计算节点间的联接带宽、计

算任务的时延要求等，自动地在将任务拆分成多个子任

务并分配到多个边缘计算节点上协同计算。也支持把计

算资源、服务资源等通过开放接口对业务开放，业务能

够主动地控制计算任务的调度过程，如图4所示。

…

图4  边缘计算边缘任务调度模型

边缘任务调度模型主要包括任务智能分割模型、计

算卸载决策模型、任务-边缘节点匹配模型、边缘深度计

算模型。

任务分割模型：任务分割的粒度有方法级别、模块级

别和线程级别。在任务分割时，移动应用将会被分为本地

执行代码和云端执行代码两个部分。其中涉及本地I/O、

涉及用户交互的代码必须在本地执行。而与本地设备交互

少、代码量少、计算量大的代码则可以上传到云端执行。

卸载决策模型：卸载决策是边缘计算任务调度的核

心问题。卸载决策主要关注是否进行计算卸载。卸载决

策分为静态决策和动态决策两种。对于静态决策，应用

在运行前就已经决定某个模块是否应该上传到服务器执

行。动态决策的运行时负载比较高，需要实时监控移动

设备的运行状况和网络状况。

任务-节点匹配模型：任务-节点匹配模型主要如

何解决根据计算任务和节点当前的状态，来决定计算任

务放置在哪个节点上运行的问题。针对于不同的卸载任

务，任务-节点匹配模型主要基于能量消耗模型，时间延

迟模型和负载均衡模型。

边缘轻量级学习模型：针对深度学习模型等计算密

集同时难以分布式优化的智能算法对边缘侧有限的计算

资源带来的调整，建立边缘设备计算资源评估方法，在

此基础上设计基于边缘设备计算资源的智能算法优化方

法，解决边缘智能系统的实时性和可靠性，降低能耗、

网络带宽需求，以及信息泄露的可能性。

（3）边缘数据协同模型

边缘数据协同模型研究边缘计算节点对南向的协议适

配，边缘计算节点之间的东西联接使用统一的数据联接协

议。通过数据协同，节点间可以相互交互数据、知识模型

等。边缘计算节点需要知道特定的数据需要在哪些节点间

共享，共享的方式包括简单的广播、Pub-Sub模式等。边

缘数据协同模型主要包括统一语义模型和语义网络模型。

数据统一语义模型：数据统一语义模型具有平台

无关、可兼容既有工业信息模型的通用数据语义描述框

架并进行建模，包括面向工业互联网控制数据、管理数

据、设计/工艺数据的关键属性分类与提取；针对智能制

造底层跨域、上层综合应用的需求，通过对制造流程多

层次数据关联关系的分析，按照人机物法环模型分别制

定内部及相互间关联关系数据字典标准化研究，实现基

于数据业务关联、时空关联的涵盖工厂采购、设计、生

产、制造以及物流等领域环节的数据关系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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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边缘计算模型验证方法

为了对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边缘计算模型进行验

证，在国内某钢铁生产企业的智能车间内，搭建了工业

互联网实验验证平台，其总体架构如图5所示。

…

图 5  工业互联网验证平台总体架构

在该平台中，各功能模块以生产任务、计划、物

料为管理对象，实现高效精细化管理，功能模块之间高

度整合，形成从订单录入到成品出厂合同结案的高实时

信息闭环处理。通过各类型设备接入管理模块完成传感

器与智能终端设备注册、设备鉴权、设备接入、网络拓

扑、网络调度与故障管理等功能。数据边缘处理过程，

各种传感器仪表的数据，处理方式主要是通过传感器、

智能终端、摄像头、网关主要是以消息方式实时上报给

试验验证平台。验证平台通过内部的边缘处理模块与实

时流引擎实现数据的处理。利用实时数据处理的UDF

能力可方便扩展支持私有数据的处理、或者复杂处理逻

辑；现有生产环境中的各类数据，这种数据是以文件或

者数据库形式体现，以定期同步方式同步给试验验证平

台。利用DI实现批数据（离线数据）的集成和预处理，

从而进行数据监控与展示。

基于该实验平台，表1给出了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边

缘计算模型的测试方法和测试结果。从实验结果可以看

到，本系统提供了较为全面的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边缘

计算模型测试环境和方法。

表1  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边缘计算模型的测试方法

和部分测试结果

测试对象 输入 测试结果

边缘资源与

服务状态感

知模型

边缘计算

节点资源

感知模型

边缘计算节点全部计

算和存储资源数据，

当前剩余的计算和存

储资源数据，需要特

定计算资源和存储资

源的计算任务。

加载了需要特定计算资源和存储

资源的计算任务之后，边缘计算

节点的实际剩余计算和存储资源

数据与边缘计算节点资源感知模

型预测的边缘计算节点的剩余计

算和存储资源数据误差小于5%。

网络状态

评估模型

当前网络状态数据，

需要特定网络资源的

通信任务。

加载了需要特定网络资源的通信

任务之后，网络实际性能与模型

预测的性能误差小于10%。

边缘任务调

度模型

任务分割

模型

完整计算任务，以及

根据不同的粒度人工

拆分成的任务组合。

任务分割模型在不同粒度下对完

整任务分割的结果与人工拆分的

结果匹配度大于等于95%。

卸载决策

模型

当前系统中各个边缘计

算节点的运行状态，任

务分割的结果，以及人

工卸载决策。

卸载决策模型的结果与人工决策

的结果匹配度大于等于95%。

边缘深度

学习模型

当前系统中多个边缘

计算节点的计算资源

和存储资源，以及完

整的深度学习模型。

适用于边缘计算的深度学习模

型，单个边缘计算节点上模型的

计算量压缩至完整深度学习模型

的10%以下。

边缘数据协

同模型

统一语义

模型

5个及以上的异构边

缘计算节点的实时运

行状态。

统一语义模型能够在5种以上硬

件平台上实现与平台无关、可兼

容既有工业信息模型的通用数据

语义描述框架并进行建模。

语义网络

模型

5个及以上的异构边

缘计算节点的实时运

行状态。

实现5种及以上异构数据源之间

信息的即时共享与处理，…为上

层用户提供统一高效的数据访问

模式。

5　结论

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对系统的确定性、实时性和安全

性有着很高的要求，边缘计算可以满足工业互联网智能制

造的相关需求。本文介绍了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边缘

计算的基本状况，设计了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边缘计算模

型，搭建了测试平台，设计了测试方案，并进行了模型测

试，希望为边缘计算模型和方法的测试提供参考。

★基金项目：本文受“智能制造综合标准化与新模

式应用项目 工业互联网应用协议及数据互认标准研究与

试验验证”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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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网边缘计算数据
管控标准

上海交通大学 戴文斌

摘要：在工业系统信息化与智

能化逐步推进的形势下，边缘

计算已变得越发重要。相比云

计算在大数据处理分析方面的

优势，边缘计算在低延时与高

可靠的场景中有着云计算无法

替代的优势。边-云协作已经

成为工业互联网、自动驾驶、

智慧城市等边缘计算重要场景

的新趋势。利用云的强大计

算与储存能力来处理历史数

据进行分析优化，而依靠边

缘计算的能力解决高实时性

任务。然而，现有的边-云协

作数据管控缺乏统一标准，造

成各个平台与设备兼容性差，

导致工业互联网无法互联互

通。因此，IEEE P2805边缘

计算节点系列标准的设立为自

主管理、数据清洗缓存、边-

云协同机器学习等方向提供了

标准化参考。

关键词：边缘计算；标准化；

数据清洗缓存；自主管理；数

据分析；边云协同；边缘机器

学习

Standard Development of Data Management Protocols for 
Industrial Internet and Edge Computing

1　引言

边缘计算利用日益提升的设备级计算、储

存、网络资源，协同完成高可靠、低延迟的实时

控制、数据处理、完全防护等任务。边缘计算在

工业互联网、自动驾驶、智慧城市等领域有着广

泛的应用前景。随着边缘计算的崛起，现有工业

自动化体系结构发生根本的改变，由原来基于

ISA-95的结构[1]逐渐向工业云+边缘计算系统的

形态转变。在新的体系下，工业软件从最上层的

ERP、PLM、CRM等系统一直到边缘侧的工控

软件都将发生模式上的根本转变。在ISA-95的

传统模式下[2]，信息交互往往只在相邻的层级之

间进行。例如ERP系统只与MES系统直接对接，

而MES也只与下层的SCADA系统以及上层的

ERP系统进行交互。当最底层新增的传感数据需

要与上层系统交互时，需要对数据链路上的每一

个系统进行修改，造成系统开发与维护的效率低

下。在系统规模日益庞大、交互功能复杂的情况

下，软件开发与测试的时间将成倍增长，逐步超

过项目硬件成本支出。

在工业互联网+边缘计算的模式下，工业软

件的开发模式将从传统的桌面应用向基于服务化

的工业App过渡。工业软件根据实时性、可靠性

与数据量的需求分为云端或者边缘端应用两类。

CAD、CAE、ERP、MES、PLM、CRM等传

统工业设计、运营管理类软件由于功能众多、体

积庞大、数据复杂、实时性要求低、扩展性要求

强，适合以工业云为载体进行服务化升级转型。

以ERP以及MES系统为例，此类系统由大量的

软件模块组成，包括销售、需求计划、供应链管

理、计划与执行、库存、财务会计、人力资源、

仓库管理、采购、品质管理等。由于工业系统具

有很强的行业特性，不同行业、不同生产模式的

企业对于此类系统的需求有着极大的差异，很难

找到两个企业拥有完全相同的运营方式。因此，

如将每个模块单独封装成为工业App部署在云

端，可以针对不同企业满足深度定制的需求，减

少用户由于频繁升级造成的不便。单独部署的模

块也可以减少企业在此类软件上的投入，避免造

成资源浪费。

而SCADA、HMI、PLC、DCS等生产控

制、装备嵌入式软件对实时性与可靠性要求极

高，因此一般功能较为单一。部分控制代码响应

时间甚至需要控制在1ms之内，而与云的通讯时

间则远远超过这个时间，以至于在一个通讯周期

内，控制代码已经运行了几百个周期，因此此类

工业App更适合以边缘计算系统为载体，以独立

设备资源运行确保实时性与可靠性不受影响。随

着芯片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储存价格的下降，目

前边缘计算节点的运算与储存资源已可承担多个

实时性要求较高的工业应用同时部署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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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的改变带来的是软件开发方式的改变，如图1

所示，以服务为基础的工业App的流程开发者可以使用

任意编程语言（比如IEC…61131-3…ST，LD[3]，C/C++,…

Java,甚至是JavaScript）编写的工业边缘计算App通过

打包为容器上传到工业云Edge…App商店中，而使用者则

无需开发任何代码，从工业Edge…App商店中选择所需的

应用并且配置部署模型下载或者更新工业Edge…App，通

过赋能的方式定义边缘计算节点的功能与职责范围，包

含实时控制、可视化、监控、数据采集、数据过滤、数

据在线分析等。基于IEC…61499[4]的高灵活性的部署带来

不单是用户的自由度，通过有效整合边缘资源，能够有

效降低成本，提升设备利用率。当然，受制于现有工业

总线以及设备物理位置的所限，部署的灵活性受到一定

的限制。当TSN[5]以及5G[6]在工业普及后，能给工业云+

边缘计算系统的构架带来更大的柔性。

…

图1  工业云+边缘计算软件开发流程

2　边缘计算节点管控体系

在新的工业云+边缘计算体系下，节点与节点间的

智能管控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部分。一个边缘计算节点

除了承担计算、储存、通讯功能外，还应该具备任务管

理、数据管理、数据分析等功能。此外，由于工业系统

对可靠性与安全性的特殊要求，不能完全依赖基于云计

算的决策机制。工业现场生产系统应即使在与工业云连

接断开的情况下也能保证正常生产，因此也更加凸显边

缘计算在工业互联网的重要性。在2018年边缘计算产业

联盟峰会上，边-云协同的概念被作为边缘计算参考构

架3.0的主要亮点提出[7]。在工业互联网边缘计算框架

下，工业系统可以选择边-云协同的模式，包括公有云+

边缘计算系统或者私有云+边缘计算系统，当然也可以

选择仅有边缘计算系统支撑。在任意一种模式下，都需

要对现有的设备节点进行管控。然而，目前的工业互联

网边缘计算则处于起步阶段，并未有标准协议与规范来

约束边缘计算节点的管理、边缘端数据的处理、边-云

协同机制。

因此，IEEE… P2805系列标准孕育而生。IEEE…

P2805系列标准由IEEE工业电子学会标准专委会推荐的

针对边缘计算相关的系列标准，目前已经获得IEEE标准

委员会批准立项的共有三个部分：分别是P2805.1边缘

计算节点自我管理协议[2]；P2805.2边缘计算节点数据采

集、过滤与缓存管理协议[2]；以及P2805.3边-云协作机

器学习协议[2]。如图2所示，三部分协议相辅相成，共同

形成完整的边缘计算智能管控体系。

图2  IEEE P2805边缘计算节点标准系列

2.1　IEEE P2805.1边缘计算节点自我管理协议

IEEE…P2805.1边缘计算节点自我管理协议主要面

向多个边缘计算节点之间的自组织、自配置、自恢复和

自发现等相互协作机制相关协议。随着边缘计算节点数

量的增长，边缘计算节点网络和分布式应用程序的管理

将成为巨大的挑战。此部分管理协议针对边缘计算节点

间分布式应用的部署，降低用户的部署复杂度，实现设

备的即插即用所建立。在更靠近数据源的边缘端作为决

策，可以减少由于通信延迟带来的实时性问题。边缘计

算节点根据反馈数据进行实时分析，依仗当前信息以及

知识做出决策，并且对执行进行实时干预，例如改变执

行的动作或者参数等。当前，边缘计算节点发现、标

识、协作等消息传递和安全性机制并无统一定义。因

此，此部分标准将制定对边缘计算节点软硬件的两部分

管理方法，硬件管理部分包括：

·… 如何在边缘计算节点上注册、更新、查找、删

除其他节点；

·… 如何查询其他节点的计算、储存以及通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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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情况；

·… 如何远程启动、停止节点。

软件管理部分则包括：

·… 如何在边缘计算节点上创建、更新、查询、删

除应用；

·… 如何分布式更新应用以及故障诊断；

·… 如何在边缘计算节点上设置数据的权限、隐

私、所有权；

·… 如何支撑边缘计算节点间的扩展性与负载平衡；

·… 如何在边缘计算节点间共享文件。

2.2　IEEE P2805.2边缘计算节点数据采集、过滤

与缓存管理协议

IEEE…P2805.2边缘计算节点数据采集、过滤与缓存

管理协议主要针对控制器（包括可编程逻辑控制器，计

算机数字控制器（CNC）和工业机器人控制器等不同设

备）进行数据采集的协议。当前的数据采集无法实现高

度定制化，因此必须引入可重配置的数据规则，例如定

制化的数据采集周期、频率，数据格式转换和过滤无效

数据等功能，并根据工业云或者其他边缘计算网络节点

下发的规则对通过不同接口获取的现场设备数据进行自

动缓存、过滤和计算。通过对数据预处理操作，可以实

现在将数据转发到工业云或者其他存储空间之前，对其

进行清洗与压缩，以便能够对历史数据进行高效分析，

优化生产工艺流程。这部分标准的主要内容包括：

·… 定制化数据采集（包括分组、周期、频率、质

量等）；

·… 数据过滤清洗；

·… 数据恢复；

·… 数据分区；

·… 数据缓存；

·… 数据预处理算法下发；

·… 数据完整性与来源检测；

·… 自定义数据类型。

2.3　IEEE P2805.3边-云协作机器学习协议

IEEE…P2805.3边-云协作机器学习协议制定了如何

使用边-云协同的方式在边缘计算节点上启用机器学习协

议。该标准为低功耗、低成本的嵌入式设备上实现机器

学习算法提供了实施参考。目前，尚未定义任何标准来

涵盖边-云协同的机器学习功能。例如，边缘计算基于机

器学习模型以及实时数据来判断是否更改节点控制流程

或者甚至向工业云、其他节点发送警报。此部分的标准

包含：

·… 提供边缘机器学习、边-云协同机器学习等模式；

·… 提供分布式机器学习模型参考；

·… 提供分布式机器学习训练方法参考；

·… 如何下发部署已训练好的机器学习模型；

·… 在线优化；

·… 边缘计算节点推理。

3　结语

综上所述，在工业网络化系统逐渐普及的情况下，

边缘计算系统的软件开发模型即将产生巨大的改变，边

缘计算节点相比以往能够提供大量全新智能管控方法。

然而，目前的边缘计算仍然处于早期研究阶段，相关标

准的制定已经落后于市场实际需求。因此，IEEE…P2805

边缘计算节点系列标准以解决边缘端智能数据与设备管

控为目标，通过定义自我管理协议、数据采集、过滤与

缓存管理协议以及边-云协作机器学习协议来实现设备赋

能。在边-云协作的模式下，边缘计算在工业互联网、智

慧城市、自动驾驶等领域一定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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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C UA over TSN在
边缘计算中的基础互联角色
贝加莱工业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 宋华振

边缘计算是实现工业物联网在工业领域应用的关

键方法与路径，通过实现基础的连接、数据的存储、

分析与优化来对制造业现场的规划与策略性问题进行

全局处理，进而提高生产制程的效率、成本与品质。

要实现边缘计算，制造业现场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即互

联互通问题，工业现场的复杂性使其对于统一的规范

与标准有着迫切的需求，因此，包括工业4.0组织、

IIC、中国智能制造体系规范等均聚焦于OPC…UA…over…

TSN，本文将阐述OPC…UA…over…TSN在其中所扮演的

核心角色问题。

1　边缘计算解决基于连接的价值融合

1.1　边缘计算为制造业数字化升级带来新方法

传统的制造业运营技术与方法需要升级，基于模

型驱动的控制以及服务往往需要非常专业的领域知识，

而基于数据驱动的则不依赖于此而由数据建模来实现预

测、分析与优化，各自有其优势，模型具有可解释性，

但门槛较高，而数据驱动方法则往往缺乏可解释性，

但随着ICT技术的发展，它为工业带来新的方法和思

路，两者的融合将发挥传统工业优势和现代数字化技

术的优势。

边缘计算可以在工业中解决以下问题：

（1）寻找最佳的机器间协同，这些协作包括在时间

上的最佳匹配，避免因为等待、不同步的过程而损耗机

器的能耗、使用效率，使得资产无法发挥最大的价值。

通过削减中间环节，消除了浪费环节，提升效率，简单

的如让柔性输送系统来降低不必要的搬运输送时间消

耗，提高生产的连续性，使得离散自动化系统迈向流程

工业那种连续的生产，从而提升效率，如图1所示。

…

图1  工业互联网连接底层设备与管理系统进而挖掘效率

提升空间

（2）通过动态的响应变化来寻找最优的控制，传统

的PID往往是以“安全值”设定静态的控制目标，这并非

是最优值，而通过设备协同来在更高级的动态协同，根

据变化，让机器来适应生产变化，包括负载端、…其 它 设

备的状态、工艺变化，以挖掘设备的最大效率。通过数

据驱动来实现优化，寻找在生产中的预测性，包括工艺

参数预测，适应于“变化”的需求，减少开机浪费的方

法、寻找在新的协同生产下的质量优化、能源计量、维

护成本下降的方法，各种方法都是因为连接带来了优化

的可能性空间。

（3）智能化，尽管很多任务如优化、策略在机理模

型已经可以实现最优，但当出现更为全局的非线性区域

时，机器学习等智能算法将会进一步来为生产系统提供

新的解决方法，进一步挖掘优化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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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资产管理类，确保透明的

数据，并在数据中对问题进行归结、

判定，以便提高设备的使用效率，这

些应用包括了排产、OEE、品质、

能源等采集与呈现场景。

（3）预测性维护：在维护阶

段，来自数字化的建模与运营中的数

据采集，共同为维护提供了透明的数

据呈现，以及分析的基础，如采用机

器学习来对生产运营中原来被忽视的信息进行挖掘，分

析质量、成本、设备状态等之间的关系，实现最佳的生

产系统运营，包括降低故障带来的停机风险、延长设备

的使用寿命。

1.2　边缘计算的连接需求分析

在解决边缘计算架构搭建与实施中，首先不讨论数

据获取后的智能分析与处理环节，我们先探讨第一步数

据的采集与传输问题，就目前的工业连接推进中，首先

会遇到以下问题。

（1）实时性需求

与离散制造中运动控制、机器人以及高速同步不同，

边缘计算的同步性在于大数据量、时间节拍下的同步，因

此，需要精确的时间同步、以及大负载下的传输中的实时

性，对于在线优化而言，100ms级的任务也需要在通信

领域10ms、1ms级的分支节点数据传输，考虑到路径消

耗、时间匹配，工业必须考虑容量，因此，使得通信也需

要达到ms甚至微秒级，同时，考虑控制与管理的兼容，

因此，选择了达到传统实时以太网所需的100us级。

（2）统一与规范的数据接口

对异构网络而言，不在于是否最优，而在于是否统

一，最低的标准在于统一，如果没有统一的规范，哪个

协议或标准效率更高、负载更小是没有意义的。

（3）同一网络传输的问题

表1反映了各种数据的周期性、带宽、丢包容忍度、

关键性、抖动的需求，而这些是一种复合型需求，依靠

传统的实时以太网和标准以太网都无法解决全部的问

题，而因此，TSN技术被开发以解决这些问题。

而另一方面，如果能够采用同一网络传输，那么将

会节省电缆、工程连接、测试等多方面的成本。

（4）安全传输问题

由于互联的产生，因此必须解决安全性问题，以

往的工业网络，由于采用了专用网络，并且控制系统如

PLC往往采用硬逻辑来实现，而操作系统没有或基于非

通用架构的RTOS，而且考虑到与标准网络的时间抢占问

题，通常是隔离的，而在边缘计算中，这些隔离的网络

将会被连接，为了全局数据打通，必须将底层与上层，

水平层间进行集成，这个集成过程开放了各自的壁垒，

使得安全成为了最大的潜在风险。

因此，在全新的工业网络中必须对上述问题予以

考虑。

2　OPC UA over TSN的角色扮演

2.1　为什么采用OPC UA

…

图2  使用OPC UA的原因

表1  更为复杂的制造现场数据传输需求

类型 周期性 周期
同步到网

络

数据传

输需求
抖动容忍 丢包容忍 应用数据大小

关键

程度

等时同步 Y 100μS~2mS Y 确定 0 不适用 20~100字节 高

周期性 Y 2-20mS N 延迟 <延迟 1~4帧 50~1000字节 高

事件 Y 不适用 N 延迟 不适用 Y 100~1500字节 高

网络控制 Y 不适用 N 带宽 不适用 Y 50~500字节 中

配置诊断 N 50mS~1S N 带宽 不适用 Y 500~1500字节 低

BE N 不适用 N 不适用 不适用 Y 30~1500字节 低

视频 N 不适用 N 延迟 不适用 Y 1000~1500字节 低

音频 N 不适用 N 延迟 不适用 Y 1000~1500字节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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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2所示，采用OPC…UA构建连接的原因有多个方

面，当然，比较核心的在于语义互操作和它所构建的信

息模型，这个被认为是采用OPC…UA的核心原因。

2.1.1　OPC…UA实现语义互操作规范

对于边缘计算或其它今天我们所讨论的工业物联网

架构而言，必须考虑在其底层所连接的设备、系统之间

的网络协议中的语义规范问题，不同的控制器、系统往

往采用了不同的数据对象、结构、单位等，这使得工业

物联网在全局数据采集时，无论是上行、下行的数据传

输都会出现需要开发、测试不同的驱动程序的问题，而

工业领域复杂多样的总线标准与规范，自定义了众多的

协议，这个局面造成了互联的难题。

因此，产业界一直在寻求一个统一的规范，在进行

多番比较后，制造业无论是OT端还是ICT端都将目光聚

焦在了OPC…UA上，包括了IIC、工业4.0组织、中国制造

等均将OPC…UA定义为统一的语义互操作规范。

OPC…UA作为统一的语义规范所扮演的角色在于

“经济性”，即无需每个企业、项目都重新编写自定义

的驱动程序，包括语义转换程序，这些程序不但消耗时

间，而且浪费工程师资源，因此，使得IT访问OT端缺乏

经济性。

2.1.2　OPC…UA的信息模型

图3是OPC…UA的信息模型结构，包括了基础、行

业、厂商自定义的信息模型三个层级。

…

图3  OPC UA通信、信息模型与安全连接

信息模型是整个OPC…UA也是工业互联网中的关键，

因为无论对于控制协同、数据拟合、机器学习，结构化

的数据额是非常必要的，否则，将会需要大量的编程与测

试，这会导致整个工业互联网在连接中缺乏经济性，而垂

直行业信息模型则反映了行业在如何进行数字化控制、与

ERP/MES长期连接中建立起来的知识，像EUROMAP，

如图4所示，其它则包括最新开发的AutoID，用于解决

资产的数字化输入，对RFID、QR码等的数据接口，确保

产线上的设备、在制品都可以被便利的集成。机器视觉

与机器人，在最新的OPC…UA集，由VDMA协同各个机

器人与视觉厂商共同开发了这一越来越重要的伴随模型，

因为今天的智能产线，机器人需要更多“眼睛”来识别在

制品，对其位置、几何尺寸等进行识别，以便进行各种捡

取、加工动作。

…

图4  EUROMAP连接注塑机与MES系统

2.2　TSN及其角色

TSN是另一个关注的焦点，早期应用于音视频同

步，而2015年IEEE成立了面向工业应用的TSN工作组，

在2016年成立整形器（Shaper）工作组，到2018年开始

包括华为、CISCO、贝加莱、Siemens、Mitsubshi等

各家自动化公司宣布推出TSN交换机、TSN终端设备，

TSN的发展速度较之以往的总线技术更为迅速。

2.2.1　TSN解决统一的连接标准问题

传统工业现场存在着复杂的网络环境，这些总线、

基于以太网的实时通信来自各个时期，以及始创企业自

身的技术应用场景、行业属性等，使得其具有较大的差

异，并且在这些总线上数据对象的定义也有着较大差

别，尤其是在数字化时代，IT数据的大负载与OT端的

实时性、高可靠性同时传输的需求更为迫切，来自于现

场的、管理级的数据要被纳入统一架构进行融合，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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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需要一个统一的底层网络来实现这一设计，因此，

TSN成为了聚焦的关键技术，目前包括IEEE、IEC等

均在制定基于TSN的工业应用网络的底层互操作性标

准与规范。

如图5所示，工业通信业的确朝着更为统一的方向发

展，这也是潮流所趋。

图5  工业通信技术逐渐向统一架构演变

2.2.2　TSN的构成要素

TSN事实上是由一系列IEEE标准构成，包括了图6

所示的几个方面标准构成：

（1）时钟同步，在IEEE…1588精确时钟同步协议基

础上，考虑工业的高可靠性开发了IEEE…802.1AS-Rev

的广义时钟同步标准，其主要负责最佳时钟选择、发送

同步时间给各个桥节点和终端节点、延时计算等工作。

图6  构成TSN的标准组

（2）低延时整形器（Shaper），根据应用不同，

定义了IEEE…802.1Qav-基于信用的整形器（Credit-

Based… Shaper），以及IEEE… 802.1Qbv-基于时间

感知整形器、以及为了提升带宽使用效率的IEEE…

802.1Qbu+IEEE…802.3br的可抢占式MAC方式，包括

IEEE…802.1Qch-周期性排队与转发整形器，以及IEEE…

802.1Qcr采用ATS异步数据整形器的方法，这些整形器

主要实现“数据调度”，以及如何在复杂的网络环境中

实现最高效的数据传输，而IEEE…802.1QCB则针对冗余

而设计，包括与5G融合的IEEE…802.1QCM等正在制定

中的标准。

（3）网络与用户配置标准：由于TSN能够将网络中

的周期性和非周期性数据统一传输，并且支持了桥接网

络（交换机网络），因此，网络中的设备、数据传输类

型、带宽需求等与传统网络更为复杂，需要一个统一的

调度，而中央网络与用户配置则是收集各个节点的数据

传输需求，并统一计算，统一下发，统一调度，当网络

出现动态变化的时候，可以自动优化网络的传输。

3　OPC UA over TSN在边缘计算中的
角色

对于OPC…UA常用的角色主要体现在信息模型，然

而，必须结合边缘计算的实际应用场景，我们才能更为

清晰地了解到OPC…UA将在其中扮演的角色，OPC…UA大

部分时间被讨论在于传输（支持Client/Server,Pub/Sub

机制的传输）、信息模型方面的能力，这里我们以数字

孪生场景、机器学习应用场景中的OPC…UA角色来阐述

其重要性。

3.1　OPC UA与数字孪生

在数字孪生的设计中，控制类设计软件如ATLAB/

Simulink可以为数字化模型提供OPC…UA的接口，那么

直接仿真的模型可以构建一个基于OPC…UA的信息传递

规范，可以通过OPC…UA接口与不同的控制器提供统一

规范的连接，这样就可以让数字化的软件与控制器进行

快速的模型交互，实现数字孪生的上下行信息交互。

图7显示了一个基于OPC…UA的连接，如B&R的

Automation…Studio可以与MATLAB/Simulink通过

OPC…UA进行信息交互—当然，这同样可以与其它第三

方的控制器实现这样的交互，对单个的控制器而言也许

它的价值在于高效的信息建模，但对一个工厂涵盖多家

控制器而言，则意味着快速的跨平台的连接。

在其它的数字化设计软件如PTC、Solidworks均已

提供了OPC…UA的接口，并且可以与多种控制器连接，

这样就会实现机理模型、学习模型与控制器的交互，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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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为每个不同的连接建立复杂的交互接口。

通过数字孪生，可以实现虚拟交付、虚拟调试等任

务，连接数字化设计、数字化运营以及数字化维护。

3.2　机器学习的结构化数据源

人工智能，包括机器学习被认为是制造业现场解决

非线性、聚合、关联性分析的有效途径，基于各种数学

算法与模型来实现对制造现场数据的分析，但是，对于

机器学习而言，其必须实现以下几个方面的条件：

（1）结构性数据：如果数据缺乏结构性，会产生

与学习算法模型无法对接的问题，或者会产生大量需

要进行手动的映射变量的工作，而OPC…UA提供了结

构性数据，并且，在OPC…UA的方法中对数据进行了

一些预处理，如积分运算等，另外，基于OPC…UA的

SoA特征也使得各种数据应用可以便利地访问现场设

备的数据。

（2）有效数据：如果采样大量无效数据，那么对于

机器学习而言同样是没有意义的，OPC…UA的各种行业

伴随模型充分体现了其在工业领域的深厚积累，例如注

塑机信息模型就包括了注塑机的模腔温度、压力、锁模

力、螺杆进给速度等各种与注塑机质量、运行相关的参

数，这些已经被验证完整反映注塑机加工过程的信息模

型为各种机器学习与数据分析平台提供了快速构建整个

过程的数据。

关于高效传输不再累述，这是OPC…UA众所周知的基

本功能，人工智能与现场连接同样需要高效传输机制。

…

图8  机器学习通过OPC UA获得有效的结构性数据

图8结合信息模型，进而分析机器学习中OPC…UA所

能提供的多个维度的支持。

3.3　TSN为边缘计算带来架构的柔性与便利

OPC…UA…over…TSN可以实现传感器到云的传输，

这件事情本身对整个工业应用场景是一个巨大的变革，

突破了传统网络的层层架构，赋予了新的应用潜在的可

能，使得整个运营管理更加透明、直接的数据实现奠定

了基础。

向边缘计算的扩展，目前来说，IT和OT端都延伸到

了边缘计算领域，各自发力，以解决原有问题，以及新

形势下的系统连接带来的数据连接需求。

…

图9  OPC UA over TSN实现完全集成

边缘计算对于数据的需求是多样的，而这正是TSN

网络所要应对的，也即TSN为这样的场景而生。

TSN实际上不仅是一项技术，它对于IT和OT融合的

格局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图7  基于OPC UA的数字孪生信息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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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SN使得新的计算架构得以实现：传统的

集中式控制架构、DCS分布式控制架构，但未来有了

TSN，新的架构可以实现任意形式的分布或集中，可

以说没有边界，数据可以直接通过TSN交换网络被发

送到云端，这构成了应用的云端化，也会产生新的业

务模式。

（2）TSN也将扩张到更多的领域，使得OT可以借

助于更多的技术来解决问题。包括机器视觉、AR/VR，

而解决问题不仅在控制，也在管理运营。

（3）TSN使得现场数据可以被有效地传输、分流，

自动化在其中扮演更为灵活的角色，数据采集、信号处

理本身就是自动化的优势，而借助于TSN能够让自动化

进入更为广泛的领域，包括进入楼宇、智慧城市、交

通、农业等领域。

图10  边缘计算层级

图10所示，为工业领域的边缘计算从嵌入式到云端

的整个层级过渡，这里必须依赖于OPC…UA…over…TSN从

底层到顶层的连接。IT与OT如何发挥各自效应，则关键

在于如何借助于OPC…UA…over…TSN的架构来实现融合，

如果各自为政，最终对于IT而言，则无法获得经济性，

对于OT同样如此，如果无法取得经济性、高效益，用户

最终也无法让整个架构推进。

4　OPC UA over TSN构建全新OICT融
合生态系统

技术的发展有一种自然而然的规则，非以人的意志

为转移，从IT与OT融合角度来看，的确需要一个新的

生态系统，这是自然发展的规律，从竞争到竞合，这是

一个必然的过程，而对于IT与OT都属于工程技术界，

那么本身的融合自然依靠于技术来作为生态系统的基

底，而能够扮演这个角色的，就目前来看，想要使得双

方都能够获得有效数据传输，则TSN可以在其中扮演这

个角色。

…

图11  OPC UA over TSN构建未来制造技术生态

图11为在OPC…UA基金会中对于FLC-Field…Level…

Communication的定义，将TSN与OPC…UA融合，构成

OPC…UA…over…TSN（注意这里的OPC…UA…over…TSN中

over是一个标准连接写法）。

对于IT与OT端而言，各自对如何推进制造有各自

的想法和主张，但是，必须明确的是“融合”是谁也无

法规避的，谁也不能自说自话，必须通过相互的配合，

但是，各自又有“边界”。对于OT而言，优势在于接近

现场，对现场物理对象与模型、控制、优化有直接的采

集、连接、应用经验和知识积累，而对于IT则在于交换

网络、软件、工具与方法等的积累。两者相互逾越都不

会专业，边界其实就在这个融合的标准与规范上，各自

继续发挥自身的优势，而又可以为用户带来基于转型需

求的价值提升。

至于这个生态系统所需的商业智慧，则需要来自IT

与OT业界的同仁们共同来构建，需要引入专业的生态系

统研究的管理学家参与其中，技术作为载体，价值作为

OT与IT各自有其发挥的领地，而如何平衡其中的关系与

利益，则是来自于“人”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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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MEC的智慧医疗方案分析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网络技术研究院 延凯悦，王玉婷，冯毅，张忠皓，盛煜

摘要： 医疗服务关乎国际民生，世界瞩目。但是

目前仍面临着医疗资源不均，健康、养老资源不

足的问题。基于MEC、物联网等基础技术实现

医疗信息化，可以大幅度提高医疗效率。本文首

先对面向5G的智慧医疗行业进行介绍和需求分

析，之后结合MEC，介绍了MEC的特性、部署

方案及面向智慧医疗的平台架构和关键技术；最

后详细介绍了三个典型的基于MEC的智慧医疗

解决方案，分别为远程会诊、移动查房和在线监

控、可穿戴设备健康管理解决方案。

关键词：5G；MEC；智慧医疗；远程会诊

Abstract：Medical services concern the 

international people's livelihood, attracting 

worldwide attention. However, it still faces 

the problems of uneven medical resources, 

insufficient health and pension resources. 

Medical informatization based on MEC, IoT 

and other basic technologies can greatly 

improve medical efficiency. This paper first 

introduces and analyzes the requirements 

of 5g-oriented smart medical industry, 

and then introduces the characteristics, 

deployment plan, platform architecture and 

key technologies of MEC. Finally, three 

typical intelligent medical solutions based 

on MEC are introduced in detail, including 

remote consultation, mobile room rounds 

and online monitoring, and wearable device 

health management solutions.

Key words: 5G; MEC; Intelligent medical; 

Remote consultation

1　引言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人口

老龄化快速发展阶段，生态环境和生活

方式不断变化，目前仍面临着医疗资源

不均，健康、养老资源不足的问题，难

以满足人民群众对健康、养老日益增长

的需求[1]。同时，传统的医疗设备、医疗

方式等在新时期已经落伍，信息技术应

用水平较低，智慧医疗成为人们关注的

核心领域。2016年10月25日,国务院印

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了

2030年实现人民健康目标,…随着智慧医

疗行业的日益发展，将不再局限机构信

息化或区域信息化，最终发展成面向家

庭或面向个体的智能化医疗体系[1]。智慧

医疗利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智

能硬件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品，能够实

现医院、个人、家庭、社区、机构与健

康资源的有效对接和优化配置，推动医

疗服务智慧化升级，提升医疗服务质量

效率水平[2]。

本文首先对面向5G的智慧医疗行业

进行介绍和需求分析，之后结合MEC，

介绍了MEC的特性、部署方案及面向智

慧医疗的平台架构和关键技术；最后详

细介绍了三个典型的基于MEC的智慧医

疗解决方案，分别为远程会诊、移动查

房和在线监控、可穿戴设备健康管理解

决方案，以期借助高速发展的无线通信

技术以及MEC强大平台能力，为医疗健

康产业的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实现优

质医疗资源下沉，让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飞入寻常百姓家。

2　智慧医疗业务分析

5G时代，传统医疗可以依托计算

机、可穿戴、物联网、无线通信和云计

算等技术，充分利用有限的医疗人力

和设备资源，发挥大医院的医疗技术优

势，在疾病诊断、监护和治疗等方面提

供信息化、移动化和远程化的智慧医疗

服务。目前产业界纷纷开展了智慧医疗

的应用场景分析、解决方案和产业化推

广等课题研究。结合医疗业务特征，可

以将智慧医疗应用场景总结为3大类：…

第一类：基于医疗设备数据无线采

集的医疗监测与护理类应用，如无线监

护、无线输液、移动护理和患者实时位

置采集与监测等。

第二类：基于视频与图像交互的医

疗诊断与指导类应用，如实时调阅患者

影像诊断信息的移动查房、采用医疗服

务机器人的远程查房、远程实时会诊、

应急救援指导、无线手术示教和无线专

科诊断等。

第三类：基于视频的远程操控类应

用，如远程机器人超声检查、远程机器

人内窥镜检查和远程机器人手术。

这三类无线应用场景对网络的带宽

和时延要求各有不同，具体要求如表1所

示。

2.1　医疗检测与护理类应用

（1）患者定位管理

为避免患者走失，对患者进行定

Intelligent Medical Application Analysis Based on M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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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管理是很重要的医疗应用。日常工作中，医护人员需

要定期巡视病房查看患者住院情况，当发现患者未经批

准离开病区时，启动应急程序，立即联系家属，查看监

控，请求安保人员在全院区范围搜寻，必要时还会采取

报警，请求警方帮助。因为患者走失是重大医疗事件，

一方面患者离开病区造成治疗延误致使病情加重，还可

能造成传播疾病，甚至遇到意外危险危及生命；另一方

面医院需花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搜寻患者，增加额外的

工作量，甚至承担赔偿责任。随着无线定位技术在医疗

中的应用，可以通过对患者佩戴可穿戴设备，实现医护

人员远程查看患者的实时位置，节省定期巡视的工作

量。

患者位置定位信息数据量很小，传输数据为坐标信

息（十几个字节大小），每1~2秒传输一次，并由接收

端在电子地图上实时标注患者位置。

对于意识不清、精神病和传染病患者等，医院需要

重点监控患者活动范围。当检测到患者活动超出预设活

动区域时（比如在病区出口外5~10米设置界线），触发

报警，启动应急程序。当出现患者离开医院住院楼，甚

至到达院外的情况时，医院也需要能定位到患者位置，

方便搜寻。

（2）患者监护

患者监护是指通过一些可穿戴设备对患者生命体征

进行实时、连续和持续的无活动束缚的监测，并将获取

的生命体征数据和危急报警信息及时传送给医护人员，

可以使医护人员实时获悉患者当前状态，做出及时的病

情判断和处理。通常会对两类患者进行监护：①术后患

者：术后病情变化风险大，医护人员需要持续对患者的

生命体征进行监护；②突发性疾病患者：如心脏病患

者，日常生活中也需要生命体征监护。

穿戴式健康服务设备的优势十分明显，比如体积

小、价格低、携带方便等，穿戴式移动用户健康信息感

知系统也会成为社会医疗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4]。通过一

些联网的可穿戴监护设备可以持续进行患者位置上报和

生命体征信息的采集、处理和计算，并传输到远端监控

中心。例如心跳、血压、呼吸以及患者位置等信息[5]。患

者位置信息为十几个字节大小的坐标信息，每1~2秒传输

一次。生命体征信息由心电、呼吸和血氧等生理信号采

样波形、参数值和报警信息组成，以心电为例需传输采

样波形、心率参数值和心律失常报警信息，通信速率约

为200Kbps[3]。

2.2　医疗诊断与指导类应用

（1）远程实时会诊

远程实时会诊通常发生在医疗联合体的医院之间，

或者医院总院和分院之间，可以有效解决医疗资源分配

不均的问题。远端医疗专家可以通过视频实时指导基层

医生对患者开展检查和诊断，不仅需要传输静态的医学

图像、诊断单、化验单、检测报告，还需要多路高清视

频传输，以远程实时超声会诊为例，医生不仅要看到超

声图像，还需要知道对应的超声探头在人体的位置和方

向，因此远端专家将同时看到双路高清视频，超声影像

视频和探头操作视频，扫查病灶并进行疾病诊断。远程

实时会诊包括视频交流和检查信息共享，视频交流一般

在医患两侧配置1080P高清视频，通信速率为5Mbps，

需要网络提供大带宽和低时延的通信保障[3]。

（2）AR/VR示教

AR/VR示教可以构建完整的虚拟现实手术场景，全

方位展示患者情况、手术创口、手术台画面和手术过程

内容。AR/VR示教可以帮助提升偏远区域医院的医疗技

术水平，教学医生可以通过视讯设备和远端医务人员或

者学员进行视频实时交流，远端医务人员或学员可以通

过佩戴AR/VR同步看到真实的手术环境和患者实时的医

疗信息。

AR/VR还可以进行在线实时采编录像和无线直播，

实现手术音像资料存档、远程观摩教学和专家指导。无

线手术示教需要传输多种视频和图像信息，以内窥镜手

术为例，手术环境、监护仪画面和内窥镜影像三类视频

都需要传输。这三类视频的主流分辨率为1080P，共需要

15Mbps的通信速率[3]。

2.3　远程操控类医疗应用

（1）远程机器人手术

机器人手术时一种可控交互式远程医疗服务，突破

地域限制，医生和专家可以远离手术台，坐在操作控制

表1  各类医疗业务对网络的不同需求[3]

业务类型 5G特性 通信时延 单设备带宽要求 网络部署要求

医疗检测与

护理类应用

mMTC

（~百万连

接）

无严格要求，

要求较高的定

位精度

≤3M
患者定位、患者监

护、无线输液

医疗诊断与

指导类应用

eMBB

（大带宽）
≤100ms 3~15M带宽

远程实时会诊、应急

救援、机器人查房、

AR/VR手术示教

远程操控类

医疗应用

uRLLC

（低时延）
≤20ms 大于15M带宽

远程机器人手术、远

程机器人内窥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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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根据高清视频回传的手术创口、手术台画面和患

者情况，并且通过操作手柄来远程控制患者体内的机械

臂、手术器械进行手术。远程机器人手术不仅需要大的

带宽、低时延，对定位的精度要求也特别高，尤其是在

一些微创手术中，切口可能只有5~8mm,…差之毫厘，谬

以千里。

（2）远程机器人内窥镜

远程机器人内窥镜是基于通信、传感器和机器人技

术，由医疗专家根据患者端的视频和力反馈信息，远程

操控机器人开展的内窥镜检查医疗服务。其中，视频交

流通过医生端和患者端的摄像头完成，力反馈信息通过

患者端机器人机械手传感器的采集和反馈来完成，远程

操控通过操作摇杆完成。

机器人内窥镜有两路视频信号、一路操作摇杆控制

信号和一路力反馈触觉信号。两路视频信号分别为患者

端摄像头视频（1080P）和超声影像视频，每路信号通

信速率各约5Mbps。操作摇杆控制信号和力反馈触觉信

号数据量都很小，经实测两路信号的传输速率都在K比

特级。

3　面向智慧医疗领域的MEC

3.1　智慧医疗对网络的需求

智慧医疗融合了多种通信技术，包括4G、物联网和

移动边缘计算（Mobile…Edge…Computing,…MEC）等

技术，并具备向5G平滑演进的能力，以崭新的网络架构

为医院构建基于蜂窝通信的医疗虚拟专网，不仅能满足

大带宽、低时延、大连接的网络通信要求，还降低了整

体投资和运维成本。

此外，安全是医疗领域对网络的特殊要求。医疗

信息关乎人身生命安全，且具有隐私性要求，网络需要

具备较高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如采用安全隧道协议IP-

Sec，在网络边缘节点部署电信级防火墙来确保其安全

性，采用无线网络协议中的握手信息以及定时器轮询等

方式确保协议的可靠性，并在核心节点通过冗余备份甚

至异地容灾方案确保系统的可靠性。

3.2　面向智慧医疗的MEC关键技术

MEC是ICT融合的产物，支持LTE、NR、Wi-Fi、

有线，以及ZigBee、LoRa、NB-IoT、工业以太总线

等多种接入技术，可以支持智慧医疗中多种多样的医疗

设备和可穿戴设备接入，此外MEC还具备低时延、大带

宽、本地化的特点[6]，可以有效满足未来高清视频、VR/

AR、远程控制等业务需求，基于MEC实现医疗信息

化，智能化，可以进一步提高医疗效率。

图1  MEC的部署位置

传统4G传输路径如图1中红线所示。智慧医疗中的

高清视频、实时监控等大视频大带宽业务，对实验要求

较高还需要占用大量的回传带宽。通过在基站与核心网

之间更加靠近用户终端的位置部署MEC服务器，用户可

以直接通过MEC服务器访问本地网络，MEC服务器可以

解析S1消息实现业务的分流，而不用经过接入、汇聚、

核心等多个传输环到达核心网，如图1中蓝色线所示，可

以实现流量卸载，从而减轻骨干网的压力，大大缩短了

传输路径，显著降低传输时延[7]。此外，MEC平台上可

以还搭载着一些视频预处理、实施编解码、视频分析功

能以及高效的AI算法，满足智慧医疗中高清视频等低时

延业务的需求。

MEC还可以保障网络的隐私性和安全性，因为

MEC的位置可以足够低，可以灵活部署在一个本地区域

范围。例如将MEC部署于某所医院，为接入用户选择性

的提供带有本地服务内容，流量并不经过公网，可以将

敏感信息或隐私数据控制在区域内部，更加隐私安全，

实现了业务隔离。…

3.3　面向智慧医疗的MEC架构

面向智慧医疗的MEC架构从逻辑上可以分为：无线

终端层、基础网络层、虚拟化层、平台能力层和应用使

能层，如图2、图3所示。

…

图2  MEC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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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面向智慧医疗的MEC架构

无线终端层主要包括普通手机或者无线医疗设备，

比如移动护理终端机、移动查房终端机、医疗服务机器

人、监护仪和超声等。MEC支持LTE、NR、Wi-Fi、

有线、以及ZigBee、LoRa、NB-IoT等多种接入制式，

对于一些已经集成有无线通信模组的移动护理终端（如

PDA、PAD）和医疗服务机器人，可直接接入到MEC…

网络。其它多数医疗设备如果没有直接集成无线通信模

组，初期阶段可采用外挂通信模组的形式接入MEC。

基础网络层。由于绝大多数的医疗业务发生在医院，

院内无线网络是最关键部分。本地部署MEC作为基础性

网络，实现室内和室外广域连续性传输和7×24小时实时

在线。硬件方面包括计算、存储、网络以及加速器资源，

可以采用通用的x86服务器架构实现软硬件解耦，不被硬

件设备商捆绑，同时硬件形态设计上会考虑边缘节点和边

缘机房特有的限制，例如位置、空间、供电以及特定的业

务场景需求等。虚拟化层（Cloud…OS）对各类硬件资源

进行虚拟化并高效地管理虚拟资源。可以使用OpenStack

或者基于开源OpenStack的增强VIM，将来还将支持容器

管理的Kubernetes技术，为了满足医疗业务数据传输的

安全性，可以采用智能路由、联接管理、能力开放和网络

QoS保障等技术，构建一张医疗业务本地化的虚拟专网。

平台能力层。基于边缘云的MEC提供平台开放能

力，服务平台上集成第三方应用或者在MEC上部署第

三方应用，如针对患者提供娱乐资源（比如视频和游戏

等），增添了患者的医院生活丰富性。能力开放是通过

公开API接口的方式为运行在MEC上第三方应用提供无

线网络信息和位置信息等多种服务。综合考虑第三方应

用在系统架构及业务逻辑方面的差异，实现网络能力简

单友好开放，同时随着网络功能进一步丰富，可向第三

方应用实现持续开放，而不必对网络进行复杂改动。例

如位置能力开放。无线医疗虚拟专网基于4G室内小站，

提供5~10米精度的定位能力，并且能够定位到病房。4G…

蜂窝定位技术可以实现特殊患者的位置管理、医院人流

统计和热力图分布。5G毫米波频段的室内小站可以获得

亚米级的定位精度，可以被用于护理终端、贵重药品和

医疗机器人的定位。

应用平台可以对各类医疗业务的应用系统连接打

通，如院内的EMR/HIS/PACS系统、远程医疗平台和应

急救援平台等。

4　面向智慧医疗的MEC的典型应用

MEC通过将应用层云平台下沉到网络边缘，可以为

移动终端提供本地大带宽和低时延业务[8]，接下来介绍3

种典型业务解决方案。

4.1　移动查房和在线远程监控查房

移动查房和在线远程监控查房以无线网络为依托，

将医生和护士工作站的业务功能通过手持终端延伸至患

者的床边，医生在查房时手持手机、IPAD接入医院信息

管理系统，可快速查询病人病历、医嘱、检验单、检查

报告、体温单、特别护理单等诊疗数据，还可以拍摄病

人临床的图像，在与病人谈话时可以录音等，为制定完

善的诊疗方案提供基础，大大降低了医疗成本，简化了

医疗工作流程，提高了工作效率，让医生更好地为患者

服务，护士通过移动查房实时查询病人的处方信息，用

药记录，体温、血压，历史检测数据，新入病人通知，

实时录入病人用药记录，每天例行检察情况，及突发状

况，提高护理质量和效率。…

该场景如图4所示，在病房内及院内安装摄像头时时

监控，视频信息通过公共LTE基站视频流本地旁路，医

生用手持终端通过无线网络进行查房，查看、输入及修

改医嘱，并可用手持终端随时查询病房情况，或将病房

内最新视频情况推送给医生。

该应用方案通过边缘云，可以实现本地多流视频推

送、本地画质管理等功能；通过MEC实现电子病历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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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医护人员可以随时随地查看患者的电子病历，及时

记录患者的治疗信息，保证诊疗信息的完整，并且给以

用户全新的高清、低时延体验；支持影像显示的自动播

放、测量、反色、放大缩小等功能，支持离线查看影像

资料，并可以与RIS系统高度集成，方便对照查看。网页

版PACS支持浏览器直接访问，无需装插件，随时调取

病人影像及病历资料，提升工作效率；边缘云的安全性

设计分别从物理网络层面、通讯数据层面、信息保存于

院外传输和安全证书这几个方面考虑，保证医院运营信

息、患者基本信息、病情信息等多项极度敏感、隐私数

据的安全。

4.2　可穿戴设备健康管理

随着数字时代的兴起，医疗行业正在发生变化。许

多可穿戴设备能追踪全天活动、锻炼、睡眠和体重，各

种telehealth工具[远程医疗（telehealth）是指通过电

信基础设施传递与医疗相关的服务或信息]和葡萄糖监测

仪等设备正在重塑医疗保健领域。这些设备上存储的数

据可用于更新患者的数字医疗记录；然而，现有的云基

础架构无法管理他们所生产的数据量。边缘计算（Edge…

Computing）将连接起来这些医疗设备，在紧急情况下

为医院和医生提供可靠和最新的患者信息[6]。

如图5所示，边缘计算能够实现患者生命危及时的实

时响应。可穿戴健康管理设备一般采用基站-传输设备-

核心网-上云这条数据传输链路，而边缘计算具有可以在

本地独立计算的功能，优化数据链路传输，经过基站-传

输设备-MEC-终端这条链路，无需经过核心网，在本

地就可以及时响应，对患者生命健康实现告警处理，能

够第一时间及时响应；边缘计算能够确保实时数据本地

存活。可穿戴设备健康管理各个设备联网管理上云很重

要，但与云的链路一旦中断，就需要边缘网关能够具备

处理本地事务的机制，将数据实时存在网关上，待网络

恢复后上传；边缘计算能够实现数据聚合。可穿戴健康

管理设备每天采集的信息量及其庞大，边缘计算能够确

保部分数据及时聚合处理，无需与云建立连接，上传云

端；边缘计算能够更好地实现业务监测和攻击防范。能

够更好地对本地和云端进行监测和防护，并对数据进行

加密。

图5  可穿戴设备健康管理+MEC网络拓扑

4.3　远程会诊

随着疾病医治程度的日益复杂，远程医疗技术的不

断完善发展，建立完善的远程医疗机制，对于目前国家

大力推进的分级诊疗普及，医疗资源的互联共享，偏远

地区的医疗水平提升，实现医疗公平与医疗体系数字化

已经成为从政府到医疗单位整个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

远程医疗已经成为实现分级诊疗的必备。通过MEC远程

智慧视频通讯系统的搭建，为医疗体系搭建远程医疗信

息化平台，实现未来医疗纵深扁平化[7]。

…

图6  远程会诊+MEC网络拓扑

如图6所示，以往的远程会诊，医生必须在会诊室

通过有线网络对分院疑难病患进行会诊，搭建MEC的

远程医疗视讯系统将各级医疗单位实现互联，对于医疗

单位，远程医疗解决方案实现高水平医护资源对接，专

家医生只需通过远程医疗视讯系统，即可实现远程高清

互动会诊，远程病患资料调用等多用途功能，也可以

使用移动终端通过MEC在任何地方参与会诊，降低成

本，提升医护水平，同时，MEC也可以保证病人医疗

图像数据本端轻松切换，高效解决患者病痛，自由连接

院内外专家，无损呈现医学影像，“面对面”临场高效

图4  移动查房和在线远程监控查房+MEC网络拓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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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治等功能。

5　总结

无线通信技术无疑是智慧医疗不可或缺的连接基

础，伴随5G网络建设，MEC的部署，以及核心网向

SDN/NFV方向演进，网络不仅仅只是作为流量管道，还

可以用关键技术为智慧医疗赋能，更深度到介入智慧医

疗的关键业务流程中，提升工作效率，下沉医疗资源。

目前，正处于信息产业、医疗产业融合发展的时

机，智慧医疗和无线技术融合趋势也日渐显现，从面向

5G的智慧医疗行业进行介绍和需求分析、医疗终端通信

能力、MEC关键技术能力等方面看，无线通信技术、

MEC与智慧医疗产业市场的融合也比较成熟，可以分阶

段实现智慧医疗无线化、远程化、智能化，最终跨越医

疗资源不均衡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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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技术在智慧医疗、智慧养老等行业应用研究工作。

冯　毅，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长期从事移动通信网络规

划、研发、设计等工作，现任中国联通5G创新中心主

任，目前主要负责中国联通的无线网络、5G业务应用、

发展战略方面等研究工作，项目成果获得国家级奖项11

个、省部级奖项37个。

张忠皓，工学博士，现任中国联通网络技术研究院无线技

术研究部室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北京邮电大学兼职

教授。主要从事移动网无线新技术相关课题研究、标准制

定、设备验证、网络部署等工作。

盛　煜，高级工程师，毕业于北京邮电大学，现任中国联

通网络技术研究院5G创新中心智慧医疗中心总监。长期

从事移动通信网络无线新技术及组网解决方案研究，同时

聚焦5G智能制造、5G医联网、泛低空通信、5G智慧校

园等方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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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ThingOrigin物源平台的
可重构生产系统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1　目标和概述

1.1　行业挑战

近年来，随着用户和消费者多样性需求的上升，个

性化定制产品的需求量飞速提升。在美国预测的“改变

未来的十大技术”中，“个性化定制”被排在首位，其

市场地位越来越被人们认可。

…

…传统刚性生产线

模块化生产系统

图1  传统刚性生产系统与模块化生产系统

但当前的大批量、刚性制造模式却难以满足这种需

求。其挑战是：批量化、刚性生产系统是针对已知的、

既有产品的工艺流程专门设计的，不具有灵活性，且停

产更新周期长。机械、钣金等装备以及电子产品的制造

都面临上述挑战。以个性化定制属性鲜明的电梯零部件

装配为例，电梯上坎门头部件共有20多个装配工序，一

旦产品设计变更，管理软件的装配工序模型需要增删、

修改，导致产线布局变化，工业网络组态需要重新配

置，20多个控制器的程序和机器人的工步、程序也需要

调整，整个系统需要1周以上的离线调整时间。很显然无

法满足个性化定制产品小批量甚至单件化定制。因此，

电梯行业的零部件装配环节只能依靠大量工人来保证生

产线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导致整个行业的个性化定制电

梯普遍交付周期都在15天以上，产能难以提高。

1.2　解决方案目标与总体概述

面向个性化定制产品规模化生产与传统大批量、刚

性制造模式之间的矛盾，针对电梯、航空航天等装备以

及电子产品等个性化定制属性鲜明的行业，重点突破传

统刚性、大批量生产系统灵活性差，随工艺变更的系统

停产调整周期长的难题，本项目基于中国科学院沈阳自

动化研究所在边缘计算层面的技术优势，创新性提出一

种面向个性化定制的自适应可重构、物联化智能制造技

术体系和原型系统。最终形成以“ThingOrigin物源”

边缘技术全栈为基础的自适应可重构的物联化智能制造

技术体系。

基于ThingOrigin物源平台的可重构生产系统如图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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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基于ThingOrigin物源平台的可重构生产系统

首先，在物理层，从原来的刚性流水线改变为由

可重构模块化加工装配单元、柔性智能物流系统组成的

模块化、可重构生产系统，从而使生产系统的机械结

构解耦，可以根据产品设计和工艺流程将所需的生产

单元快速重组为新的生产系统。为了实现模块化生产

单元的精确对接，需要研究室内定位、同步定位与建图

（SLAM）技术。

其次，在网络层，由于物理层从刚性生产线变成了

模块化生产单元，原来的有线网络不能够满足模块化生

产模式的需要，需要引入安全可靠的无线网络，并解决

有线、无线组成的工业异构网络融合及自适应重构与灵

活调度的问题。故需要在网络层研究可靠工业无线通信

技术和工业软件定义网络技术（SDN）。

最后，在信息层，为了应对产品设计的快速变化，

研究数字工厂建模技术，数字双胞胎以数字化方式创建

物理实体的虚拟模型，借助数据模拟物理实体在现实环

境中的行为，通过虚实交互反馈、数据融合分析、决策

迭代优化等手段，为物理实体增加或扩展新的能力，发

挥着物理世界和信息世界的桥梁与纽带作用。

2　解决方案介绍

针对上述挑战与目标，本解决方案实现了如下的系

统架构（如图3所示）与主要软硬件支撑技术。

…

图3  解决方案的系统架构

（1）…关键技术1：室内定位与SLAM导航

针对室内定位，研究基于UWB与惯导融合算法，对

其引入阵列定位算法，将基于EKF的UWB与惯导系统相

融合，形成优势互补；研究并改进现有的自适应蒙特卡

洛定位算法，并对该算法进行改进，解决其存在的全局

定位失效和绑架移动机器人问题，增强导航系统在复杂

环境下的适应性，实现对人员、物品位置信息进行定位

与跟踪，辅助生产单元重组。

针对移动机构现有导航方式灵活性差、精度低等问

题，研究SLAM导航技术，对比并改进现有的Hector、

Karto、Gmapping三种主流激光雷达SLAM方法，并结

合UWB与惯导融合后提供的位姿，提升选择的SLAM方

法的综合性能，实现移动机构的灵活、自主导航及毫米

级对接。

（2）关键技术2：可重构的工业网络

针对工业现场高温、强震动等恶劣环境，研究高

能效宽带频谱感知及数据驱动的信道迁移模型，提高工

业无线通信的可靠性；针对工业现场多点同时接入的需

求，研究新型接入机制、可靠MAC机制和跨层资源优化

方法，实现无线网络的可靠接入。

针对现有的工控网络架构无法针对变更业务在线调

整问题，研究基于SDN的可管控、可重构网络架构，解

决传统架构缺乏全局管控和优化手段的问题；研究基于

业务需求的按需资源动态分配技术，通过资源抽象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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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化技术对网络资源进行重构并统一管理，满足个性

化定制等业务的部署。

（3）关键技术3：工艺工序自适应重构

实现数字工厂中的设备模型、工艺流程数据统一

语义标准化框架，构建数字工厂双胞胎的虚拟设备库

和工艺库；研究语义化数字工厂建模，实现物理制造

控制系统在信息空间的无损映射，并对人类反馈提供

友好接口。

实现基于数据驱动的规则推理机制和基于模型匹配

的动态服务组合，实现工艺工序的动态重组。通过研究

多维异构数据流语义建模技术实现对海量多维数据异构

性的屏蔽，为数据跨层跨域综合应用提供支持；研究面

向工艺流程及生产调度可重构的时空数据流关联检索，

实现对生产过程数据的快速、智能检索；研究动态服务

合成技术，解决复杂任务调度中的响应实时性问题。

（4）关键技术4：预测性维护的智能数据处理

通过故障参数特征自学习，研究故障特征提取与设

备状态关联模型，实现故障参数的特征融合；研究面向

单一故障机理，实现故障参数的解耦。由于设备状态与

故障参数之间存在着非线性的关联关系，在故障特征提

取过程中考虑不同影响因素的影响，建立故障特征与设

备状态之间的关联模型。

研究智能工厂资产寿命预测维护规划模型，引入设

备的衰退性能因素，集成设备的故障诊断信息和预测信

息，以总维护成本和总维护时间为目标，研究在线监测

的动态预测维护规划建模方法，并基于实际运行系统的

在线状态监测数据不断更新最优预防维护策略，优化维

护成本。

（5）关键技术5：自适应生产原型系统、测试床及

离散制造业解决方案

为了测试、验证室内定位与SLAM导航、可靠工业

无线通信技术、工业SDN技术、数字工厂建模技术、工

艺工序可重构技术的性能和技术指标，并为面向个性化

定制的自适应模块化智能制造技术体系日后的应用与推

广提供参考实施范例，本项目拟研发面向个性化定制的

模块化原型系统，搭建测试床并研发电梯个性化定制解

决方案。

本解决方案的支撑技术体系和产品将为探索适应中

国现状的智能制造技术标准体系和解决方案，推动企业

数字化转型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3　代表性及推广价值

本项目共计形成面向电梯个性化定制生产系统、

面向钣金加工个性化定制生产系统两大类示范应用，在

2017~2019年间共计形成经济效益2.3亿元。

在社会发展方面，我国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发

展战略，到2025年，对我国的制造企业进行全面升级改

造，达到制造强国目标。物源平台将对我国制造业升级

提供工具平台支撑和技术保障，将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

智能制造解决方案，对于推动我国离散制造行业向批量

定制的生产方式升级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技术进步方面，物源平台是IT技术与OT技术的融

合，是基于物联网技术、语义化Web技术对传统制造业

信息化技术的全面升级。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基于互联网Web化开放服务模式，构建了新一

代服务与离散制造的工业互联网应用系统技术架构。通

过集成传感网，提高制造信息化系统对设备工况的精确

感知和精准管控；通过语义化Web服务集成，扩大了底

层生产硬件设备与PLM/ERP/MES系统的互联与集成程

度，实现系统全流程、全生命周期优化。

（2）为传统工业自动化系统与互联网的融合，提供

了新的技术方案，将引领工业物联网技术发展。

（3）初步形成了面向离散制造业的互联生产与智能

服务新模式，构建了面向离散装备制造行业的新型应用

系统，为智能工厂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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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干EC-IoT的
低压配电物联网解决方案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　目标和概述

传统配电网络由“配电自动化主站”，靠近居民的

“低压变压器（10kV/400V）”以及延伸到每家每户的

低压馈线网络组成，低压配电网络在整个国家电网中多

达480万个，连接着4亿多终端，网络拓扑复杂，对供电

质量影响大，当前仍处于较低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

难以快速应对分布式光伏、新能源汽车、能源流调度等

需求。

华为构建“云、管、边、端”方案架构跟传统配电

网结合，在“云”层采用物联网平台，用微服务架构解

耦业务和数据，同时引入大数据和AI框架；在“管”层

提供丰富的上下行通信方式，支持物联网协议实现设备

互联互通；在“边”层采用边缘计算平台，打造统一的

智能配变终端硬件平台，使业务APP化，软件可定义；

在“端”层引入物联网操作系统，为末端终端植入通信

与计算，使终端智能化。

2　解决方案介绍

2.1　方案架构

（1）在“云”层，我们采用物联网平台，用微服务

架构解耦业务和数据，解决异构系统架构和数据统一管

理，同时引入设备档案的管理理念，彻底解决了配电的

“点表”业务场景下设备部署和运维复杂的问题。

具体来说，物联网平台是云化主站重要的组件，采

用云和微服务架构的物联网平台能够支持资源按需弹性

伸缩、动态缩扩容，解决了接入容量有限、调试扩容周

期长、应用于数据耦合、应用更新慢、数据共享差等问

题。通过全云化的物联网和微服务化为导向，采用“物

联网平台+业务微服务+大数据+AI”的技术架构，实现

海量终端连接、系统灵活部署、弹性伸缩、应用和数据

解耦、应用快速上线，满足业务需求快速响应、应用弹

性扩展、资源动态分配、系统集约化运维等要求。

物联网平台北向通过开放的API接口和主站应用进

行对接。通过物联网平台实现了感知层的物联网设备和

上层应用之间的解耦，加快了上层应用的迭代速度。业

务功能软件微服务化后，多业务部门的微服务都可运行

在物联网平台上，可实现充分的信息共享，打破原有业

务系统的信息烟囱。

物联网平台南向通过物联网MQTT协议接入物联网

设备。MQTT协议使用发布/订阅消息模式，可以以极少

图1  低压配电物联网解决方案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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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码和有限的带宽，为远程设备提供实时可靠的消息

服务。物联网平台为每一类接入设备建立具备自描述功

能信息模型。信息模型采用了JSON格式，定义了TTU及

各类末端设备的属性、上报数据的格式及对终端控制命

令的格式。通过统一各类物联网设备的信息模型，配合

手持终端扫码、主站应用、PMS交互，实现智能配变终

端以及低压末端设备的即插即用。

物联网平台完成海量数据采集上报后，采集数据集

中存入大数据平台。该种模式下云主站的数据和应用解

耦，降低了应用升级更新的难度。

图2  物联网平台模式与传统模式对比  

随着物联网平台的建设将打破原来传统“烟囱式”

系统布局，实现业务与数据解耦，消除信息孤岛，解决

了数据随应用而分布的问题。同时大数据、AI分析功能

组件对数据价值的挖掘提供更加有效的手段，通过数据

的深度分析，可以更好地指导电网的生产运行和客户服

务的业务开展。

（2）在“管”层，具备丰富的远程网络通信和便

捷的本地网络通信能力，上行通信包括光纤有线接入，

无线4G等，下行通信包括PLC电力线载波通信，RF微功

率无线以及RS485串口通信等，其中PLC载波通信支持

IPv6协议，实现海量低压末端设备IP化通信，网络拓扑

可视化管理。

（3）在“边”层，采用边缘计算架构，打造硬件平

台化，软件APP化的新一代智能配变终端设备，设备功

能可定义，业务应用随需部署。同时采用国家电网指定

安全加密芯片实现设备安全接入。配电主站系统配套华

为AC控制器组件实现对设备、容器、APP的远程管理和

控制，保障智能配变终端可靠运行。

图3  “边”层部署架构

作为配电物联网核心节点的智能配变终端，基于边

缘计算物联网技术以及“硬件平台化，业务APP化”的

设计理念，实现软硬件功能解耦。同时通过国产操作系

统、国产双核工业级CPU、国网标准加密方案，从信息

安全，供应安全等多方位全面保证系统安全性。创新引

入虚拟化容器技术，实现APP与APP、APP与操作系统

的隔离，提高系统的可靠性。通过多厂家APP共存的技

术架构，适应电力系统从生产型向服务型转变、可承载

多业务部门业务的需求。

图4  智能配电终端硬件构成

华为提供的核心板整合了CPU、内存、存储等核心

硬件和边缘计算软件平台资源，提供丰富的本地接口，

包括RS485、RS232、FE、DI和PT100，可连接各种串

口设备，以太设备和PT100温度监测设备等。

通过边缘计算架构，软件定义智能配变终端功能，

以丰富的APP业务应用对低压配用电设备进行精准管

控、高效运维和运行指标分析等服务，同时依托云端协

同机制，满足海量设备接入和管控等需求，实现配电台

区的“数据全采集、状态全感知、业务全穿透”，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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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压配电网由被动管理向主动管理模式变革，大力提升

台区精益化管理水平。

（4）在“端”层，引入智能通信单元，为末端低

压设备植入通信和计算能力，支持协议转换，解决各

种协议适配问题，实现海量末端低压设备的统一接入

和管理。

图5  “端”层部署架构

作为整个系统数据源端的低压设备，类型众多，通

信方式与通信协议多样等特点，设备接入困难。华为提

供物联网智能通信单元是面向宽带电力线载波通信的产

品，基于国网HPLC规范，结合华为PLC-IoT宽带电力

线载波技术，实现数据在电力线上双向、高速、稳定的

传输。

物联网智能通信单元采用外接或内置的方式部署，

基于IPv6技术，支持低压设备即插即用、无扰台区识

别、单模停电事件上报等。通过SDK开发工具使能低压

设备厂商二次开发，将低压设备的“七国八制”协议统

一转换为物联网协议，通过远程方式对低压设备及载波

模块进行管理和升级，实现数据统一交互、海量设备的

低成本接入。在标准化、软件生态、可扩展性、互联互

通性等方面更匹配海量终端设备接入场景需求，作为配

电物联网发展的引擎，助力国家电网“泛在电力物联

网”战略执行。

该方案采用了华为Inside合作共赢模式，与电力行

业合作伙伴，强强联合，驱动低压配电网向低压配电物

联网升级换代。架构上采用软、硬件分离，合作共赢方

式。硬件方面，华为聚焦边缘计算核心板，提供给具有

生产能力的设备厂家生产整机，软件方面，华为聚焦平

台软件，业务软件由厂家或第三方提供，从而实现激活

生态圈中各个合作伙伴的活力，驱动电力行业升级换

代，实现多方共赢。

华为公司坚持方案演进和技术优化，在配电物联网

领域持续投入贡献，关注顶层设计和实用实效相结合，

构建智能化配电物联网，使能配电网精益化管理，持续

给客户带来价值，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

3　代表性及推广价值

配电物联网是泛在物联网在配电领域的关键应

用实践，是满足配电领域技术演进的必经之路，是推

进“三型两网”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环节。通过物

联网、边缘计算技术对传统配电自动化系统的升级改

造，以及云、管、边、端架构的全面落地，带动整个

配网领域的技术升级换代，是近十年来配网产业的重

大技术革命。

整个方案的价值主要体现在：

（1）弹性管理，支持百万级设备管理

基于开放架构的物联网管理平台，采用分布式架构

集群设计，根据台区终端规模按需扩容，平滑演进，支

撑海量设备管理。

（2）开放的软硬件平台架构，支持业务随需扩展

采用边缘计算架构，支持多容器关键技术，具备强

大的本地数据处理能力。硬件平台化、软件APP化满足

配网业务的灵活、快速发展和安全生产的需求。

（3）全方位安全保障

……通过硬件加密芯片、安全接入（线路数据加密、台

区白名单机制）、OS容器（业务隔离）、APP鉴权认证

等提供全方位的安全保障。

目前该方案已经在国家电网全国配电台区进行部

署，设备规模超过10万，在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等

地均建立了示范区进行推广工作。配电网由此发生了革

命性改变，智能配变终端具备边缘计算能力，数据实时

感知，末端传感设备即插即用，生产状态一览无余，业

务应用随需而动，预测性维护能力得到极大提升，供电

质量大大改善，配电台区实现智慧自治，精准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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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电信基于5G+MEC的
面向现场级工业控制的
低时延智能化解决方案
中国电信浙江公司、中国电信北京研究院

1　目标和概述

1.1　面临的挑战

我国工业面临着科技化转型的巨大挑战，人口红利

消失导致劳动力锐减，人力成本上升，倒逼制造业向智能

化、自动化方向升级。基于此，工业互联网成为了产业发

展的一大核心和重点，它通过新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

实现人、机、物的全面互联，构建起全要素、全产业链、

全价值链全面连接的新型工业生产制造和服务体系，成为

支撑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基础设施，对未来工业发展产生全

方位、深层次、革命性影响。

目前5G与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尚处于探索初期；目

前企业内5G网络部署架构及网络建设、运维、管理等模

式尚不清晰，国内5G和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标准及研发

验证体系尚未建立，工业企业和ICT企业的5G融合应用的

解决方案及设备的研发还没有相应研发网络验证环境的支

撑，大大延缓了融合应用的研发进度。另外，工业企业对

于5G的认识还处于较浅层次，对于5G网络能用在工业内

哪些环节，开展哪些应用尚不清晰，因此亟需建立5G网

络化推广平台，为中小企业5G应用的研发及部署提供技

术咨询及培训服务。

1.2　解决方案目标

针对工业制造企业内部复杂、多变的无线传输环

境，面对工业生产高可靠、高带宽、高安全、低时延的

技术挑战，克服5G和MEC关键技术在工业互联网中的

部署难题，浙江电信提出了5G+MEC的面向现场级工

业控制与仓储物流的低时延智能化解决方案，打造了

“5G+MEC”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和仓储物流系统，形成

一种具有示范推广价值和行业复制性的企业内5G网络部

署架构与网络建设、运维、管理新模式。当前已在桐庐红

狮水泥和杭叉集团落地。

1.3　解决方案总体概述

5G+MEC架构主要是基于通用硬件平台，可支持

MEC功能、业务应用快速部署。同时支持用户面业务下

沉、业务应用本地和网络切片部署，可以实现用户面及业

务的分布式、近距离、按需部署。在园区内部署专用基站

和MEC实现本地流量卸载以及大带宽、低时延、高可靠

的5G网络覆盖。

MEC上部署5G云化视觉技术，实现了工业产品生

产控制与仓储物流AGV的智能网联，在MEC边缘智能平

台上实现单设备基于视觉的工业产品质量检测、环境感

知、AGV导航路径规划、自适应避障与跨厂区多车协同

调度。边缘云与中心云对接，利用天翼云大算力集中训练

AI视觉算法，升级边缘平台的视觉分析能力。

2　解决方案实现功能

（1）“5G+MEC+supOS”工业互联网平台

浙江电信基于5G+MEC网络，携手浙江蓝卓，针对

工业制造企业内部复杂、多变的无线传输环境，面对工业

生产高可靠、高带宽、高安全、低时延的技术挑战，克服

5G和MEC关键技术在工业互联网中的部署难题，打造了

“5G+MEC+supOS”工业互联网平台，形成一种具有

示范推广价值和行业复制性的企业内5G网络部署架构与

网络建设、运维、管理新模式。

当前已在桐庐红狮水泥落地。具体应用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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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到端的5G切片+边缘计算智慧化工业现场级监控

产品：在现代化水泥生产过程中，需要通过水泥进料口

的视频分析保证水泥产出质量、预防安全生产事故并提

高生产效率。采用工业级相机对水泥生产进料口原料颜

色、颗粒度和拥堵状态等进行实时视频采集，将高速视

频流上传工业互联网视觉AI分析平台进行实时分析，为

生产流程提供分析、告警、判决、调整等决策建议，从

而提升工业生产的数字化水平。

（2）“5G+MEC+AGV叉车技术”的智能仓储物

流平台

浙江电信基于5G+MEC网络，携手杭叉集团和浙江

大学，利用5G、边缘/云计算、图像识别、机器学习等技

术，结合杭叉集团现有智能AGV叉车技术和系统以及浙

江大学在控制和视觉系统的计算技术，打造可视化、一

体化的远程叉车控制解决方案，以实现全场景下叉车的

远程控制和驾驶。

具体应用说明如下：

工业现场级超低时延叉车控制解决方案：为构建

一个自主导航系统，最重要的是获取无人叉车的位姿信

息，这是路径规划模块和跟踪模块等系统正常工作的先

决条件。位姿在形式上体现为包含了刚体姿态和位置信

息的矩阵，这里可理解为无人叉车的位置和朝向。该方

案在整体方案的基础之上，定制化地为客户提供基于视

觉里程计以及稀疏视觉地图的自定位等创新性精细化功

能，大大提升了客户的生产效率。

3　解决方案介绍

3.1　解决方案整体组网

本项目在省中心枢纽机房部署了一套基于SA的虚拟

化5G核心网。5G核心网实现了网络功能模块化以及控

制功能与转发功能的完全分离。控制面集中部署，对转

发资源进行全局调度；用户面按需集中或分布式灵活部

署，当用户面下沉靠近网络边缘部署时，可实现本地流

量分流，支持端到端毫秒级时延。

为了满足杭叉集团及蓝卓的业务需求，本项目在杭

叉园区及蓝卓园区分别部署了一套UPF及MEC。

3.2　解决方案系统架构

中心云部署：仓储管理系统与AI视觉算法部署在中

心云，利用天翼云的大算力集中训练算法，按需向边缘

升级赋能，实现边云协同。

边缘MEC平台部署：工业互联网平台、AI视觉分析

平台与AGV控制系统部署MEC边缘云，低时延响应工控

设备与AGV叉车行驶中所需的快速感知与反应。MEC下

沉科技园区实现企业内跨厂区多设备协同。

…3.3　解决方案系统平台

（1）硬件平台

·… MEC（包括UPF）硬件；

·… 终端侧：摄像头、5G…CPE。

（2）软件平台

·… MEC系统（包括Cloud…OS、UPF和MEP）；

·… 支持高性能增强型硬件或通用服务器；

·… 轻量级IaaS/PaaS适配边缘机房环境；

·… 支持第三方应用以容器和虚拟机形态部署；

·… AMS(AGV控制系统)，视觉识别应用，工业互

联网平台（SupOS）。

4　解决方案创新点

4.1　5G网络切片

（1）基于5G…SA组网的多种特性的独立专网切片：

工业应用场景众多，不同的应用有着不同移动性，安全、

时延、可靠性等要求。通过中国电信浙江公司的5G…SA独

立组网技术，为MEC边缘计算应用提供通物理上独立的

大带宽、低时延以及广覆盖型切片网络产品，用于eMBB

和URLLC的应用场景。

（2）按需快速开通的5G端到端切片：5G端到端网

络切片按网络资源灵活分配及网络能力按需组合，通过切

图1  5G MEC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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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商城，快速订购满足客户需求的切片服务，提供基于一

个5G网络虚拟出多个具备不同特性的逻辑子网。每个端

到端切片均由核心网、无线网、传输网子切片组合而成，

并通过端到端切片管理系统进行统一管理。

4.2　商业模式创新

传统的商业模式为2B…or…2C的模式，在本项目中，

通过B端客户——蓝卓工业互联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

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到B2B客户——桐庐红狮水泥有

限公司的工业生产中，形成B2B2B的创新商业模式。未

来可以基于此创新模式，向更多的行业提供网络切片及

MEC业务。

4.3　中心云统一智能算法训练支撑MEC多场景协

同创新

MEC部署在工业园区（青山湖科技园），使能跨厂

区叉车集群的并发调度，并对叉车回传的视觉影像做实时

分析，低时延响应叉车控制模块，赋能叉车自适应导航、

避障、路径重规划等。同时MEC上传各厂区叉车采集的

作业影像至中心云归档，集中训练视觉识别算法，持续提

升边缘智能平台的视觉分析能力。同时，中心云归档的大

量异厂区多场景数据，加速新厂区MEC按场景快速部署

的需求，对异厂区不场景的边缘智能平台（MEC）可做

到差异化按需赋能符合该厂区作业场景的视觉分析能力。

5　代表性及推广价值

本项目为基于多种5G端到端切片和边缘计算能力在

工业控制与仓储物流场景中提供超大上行带宽、低时延、

智能化能力的解决方案领域，在当前阶段提供了大量的实

践经验，为5G在工业领域的应用价值提供了宝贵的方案

参考。为基础设施运营商以及相关技术合作伙伴在后续

5G+边缘计算产品及方案的演进方向和优化提供了有效验

证和启发。

5.1　商业价值

（1）首先是对企业，据客户的测算，整体项目

的落地和实施后，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可以降低成本

30~40%，减少人力成本40~50%，提高效率20~40%，

间接增加效益20~30%。

（2）其次是对于行业，据不完全统计，应对不同行

业的实际需求，通过各行业内企业的升级改造后，能为行

业降低总成本达到千亿级。

（3）最后，将提升企业数字化和智能化，助力柔性

生产，促进工业互联网发展，形成企业效益十亿级别，行

业效益千亿级，社会效益万亿级。其中企业新增营收约

20亿元，国内市场占有率达30%，全球市场占有率10%；

运营成本降低千亿，运营效率提升30%，安全事故降低

95%；撬动智慧物流万亿产业，助力产业柔性制造，加速

全球物流转型。

5.2　社会价值

（1）中国电信作为国家战略的践行者，新兴领域的

开拓者、创新的领跑者，积极践行央企的责任，积极接

应国家5G+工业互联网的战略，牵头并深度研究《工业互

联网企业内5G网络化改造及推广服务平台项目》，通过

“产学研用”相结合加快5G建设步伐，进一步打造更具

活力的生态体系，积极探索和验证的企业内5G网络部署

及管理新模式方案。

（2）本项目开展以5G网络、切片、MEC等先进技

术，打造工业制造和智慧仓储物流典型商用案例，在获取

传统流量收入的同时，通过销售/租赁边缘IaaS/PaaS能力

和设备维护服务获取额外的收益，为ToB蓝海市场创建行

业模板，在该领域持续领先、持续收益。通过为行业客户

提供标准化网络和算力两种能力，制定多维度计费量纲，

按照原子能力为最小颗粒度体现商业价值。未来在工业制

造和智慧物流行业有数十亿元级的可参与市场空间。

（3）本项目研究成果有力地推动了国家领先的5G无

线网络技术在工业领域，特别是国家中小企业中的落地推

广，促进工业制造生产过程向自动化、智能化方向转型，

实现工厂信息数据全集成，包括：装备数据、工业数据、

智能管理、制造资源等，改善企业信息系统互通，加强企

业内部的协作性，积累企业生产经验，有效降低应用开

发成本，发挥企业用户行业经验。同时通过大数据DIY分

析，有助于扫除工厂的“数据雾霾”，让数据二次增值，

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质量。

本项目通过在工业制造和仓储物流中的不同行业企

业部署5G网络，并完成验证和运营，增强我国工业企业

部署5G网络的信心，并为中小型企业后续开展5G评估、

5G网络建设提供宝贵的参考。同时，智慧物流项目构建

的5G网络化推广平台，可以为中小企业5G应用的研发及

部署提供技术咨询及培训服务，并在大量的中小型企业中

推广应用。

因此，本项目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预期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非常显著，为我国智能制造的发展打好坚实的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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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农业解决方案
英特尔中国有限公司

1　目标和概述

中国由于人口基数庞大，耕地资源相对匮乏，社会

制度独特，因此中国农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一定是在高科

技含量基础上，提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并能够

确保主粮自给自足的“高效率农业”；同时，随着经济

的发展和市场化水平的提升，安全、绿色、有机、高品

质和高附加值的“高价值农业”也会有越来越广阔的市

场空间，并成为效率农业的补充。

目前各种“高价值农业”种植蓬勃发展，如蘑菇、

三红梨、无核梨、无核石榴、火星果、红香果、铁皮石

斛等。仅以蘑菇种植市场为例，据行业专家介绍2016年

总产值在2000亿元以上。在蘑菇种植中，温度、湿度、

二氧化碳、光照对蘑菇生长起着关键作用，需要精确的

控制。一个智能的生长控制系统不仅是热了就开空调，

冷了就开暖气那么简单。当启动风扇降低CO2浓度的时

候，在夏季将给生长房间带入热风，在冬季则带入冷

风。如何计算一项操作措施，会对多种因素产生的综合

变化？如何计算制冷/热的输出强度，能让温度的快速

达到目标，并降低震荡曲线？如何计算新风和内风的比

例？如何计算夏季室外温度对控制参数的影响？以上问

题，需要在网关上运行一个高智能的蘑菇生长环境控制

程序。

开发控制算法的主体一般是蘑菇种植行业的专家，

不是计算机技术的专家，他们需要一个更简单的开发环

境。Intel…Device…Resource…Management…Library网关

应用软件开发包支持合作伙伴快速开发行业应用程序，

又免于陷入管理各种类型的设备的细节。同时控制算法

又是一个不断迭代优化的过程。客户可以应用远程应用

管理系统，将改进的算法以一种低成本的方式更新到已

运行的设备上。

当蘑菇生长的过程数据不断被采集保存于云端，如

何有效利用大数据技术，克服人工经验的认知局限性，

持续的改进生长控制参数，提高生产的质量与品质，也

是本解决方案的一个重要目标。大数据对蘑菇生产企业

的商业机会：

·… 持续改进节能水平；

·… 持续改进生产过程与参数；

·… 提升生产的品质与产量；

·… 产品支持溯源，打造品牌与增加客户信任度。

2　解决方案详细介绍

2.1　总体方案（如图1所示）

2.2　物联网关CLOUDPEAK-GW-012

边缘计算物联网CLOUDPEAK-GW-012规格参数

见表1。

图1  多级智能决策控制系统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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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Intel… Device… Resource…Management…

Library（IDRML）中间件

如图3所示，IDRML网关软件有三大模块组成：

·… 应用软件管理系统（Application…Management…

Service）；

·… 资源管理系统…(iAgent)；

·… 智能业务运行环境。

Application…Management…Service（AMS）负责整

个网关上的所有软件组件的生命周期管理，包含IDRML

网关软件自身组成模块的升级，如iAgent，Runtime…

Engine软件的升级管理，同时也支持远程安装及管理用

户开发的网关应用程序。AMS提供远程配置管理，任何

应用程序需要的配置文件，可以从云端设定内容，然后通

过AMS下发到对应的设备，由应用程序来加载使用。

iAgent是整个网关的资源接入和调配中心，其核心

功能包含各种类型设备的接入与管理，内置的数据采集

引擎，和云端的交互，以及为用户开发的IoT应用提供访

问接口。iAgent是一个插件的容器和消息总线，可以加

载不同的插件来完成各种任务，如在工厂环境里，每一

种工业总线可以有一个专门的插件来处理。插件之间通

过iAgent消息总线通信。所有的插件可以运行在同一个

容器进程，也可以让某个插件运行在单独的进程。

智能业务运行环境是一个嵌入式的物联网应用运行

环境。用户开发的物联网应用可以运行于其上，通过使

用iAgent… IoT…SDK库，用户的IoT应用可以快速的监控

设备的状态变化，注册接收本网关内的任何数据更改事

件，以及直接访问连接到网关的执行装置。

2.4　蘑菇生长控制应用

蘑菇生长控制算法基于iAgent…IoT…SDK开发，极大

简化了程序复杂度。

图4  iAgent IoT SDK开发界面

图2  智慧农业解决方案总体架构

表1

图3  IDRML网关软件架构

工作电源

工作温度

无线传输

有线传输

双向I/O

Vout

开关输出

USB接口

温度传感器接口

本地接口

外形尺寸 169mm×117mm×20mm

2×0/3.3V RS232串口

3×USB2.0  Master 接口

2×继电器（3A/250VAC or 3A/30VDC）

8×5.0VDC
8×3.3VDC

16×3.3V

2×RS485  3.3V/5V 可配置

WIFI

0-40℃

9-12VDC

Zigbee
3G

外置天线
外置天线
外置天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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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K主要包含以下功能：

·… 设备查询与状态事件注册；

·… 资源目录查询与事件注册；

·… 资源访问(GET,…PUT,…POST)；

·… 配置下载更新；

·… 组管理。

2.5　蘑菇生长过程回溯与食品安全方案

当前的系统设计中，主要解决的问题是连接传感器

和控制单元，收集数据与反向控制。还不能将传感的数

据和客户真正关心的目标（如蘑菇本身，也可称为业务

实体）关联起来。如用户关心每个蘑菇批次的完整生长

过程以及与最终质量的关联关系，需要提供某一个时刻

在某个传感器上的数据对应到哪批蘑菇。

对于一批蘑菇的完整生长过程，需要能够建立各

个参数的记录与关联，便于过程控制与大数据分析。

参数可以包含种子来源批次、育种使用的菌料来源批

次、菌料的养分数据、培养过程中的温湿度参数、生

长房中的参数、消耗的能源、最终采摘质量、打包编

码等。

总之，考虑以下基本需求：

（1）每一批成品包装可以溯源整个生长过程，以及

过程中的各种参数，如温湿度、菌料成分数据等。

（2）基于批量的数据分析相关性，找到提升产品质

量，减少坏品率的优化过程。

（3）出厂批次二维码管理，用户微信扫描可得到生

产原产地。出现食品安全事故可快速定位产品批次，追

回问题批次产品和查找原因。

3　方案特点与价值

（1）优异的全方位扩展性

·… 系统部署：从单点平滑逐步扩展到整个厂房，

再到整个园区；

·… 软件应用开发部署：从数据收集展示功能平滑

升级到高级智能控制；

·… 新型设备投入：无缝连接系统以满足客户逐步

升级的需求；

·… 多种部署场景：无缝集成多种物理网络以快速

响应需求。

（2）通过数据分析增产增收

·… 通过云端/网关智能种植应用程序，将各种生长

参数精确的控制在预定的曲线；

·… 平台运营积累海量数据，后期可基于大数据分

析，完善参数曲线，持续增产增收。

（3）良好的成本控制

·… 每个房间所以部件均为无线连接为主，无需布

线施工；

·… 大部分的网关和终端器件均可从市场购买，最

优性价比；

·… 系统的扩展性大幅减少满足后期需求变化的成

本。

图5 蘑菇生长过程回溯与食品安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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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5G+CPE的智慧水务
物联网监测解决方案
软通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1　目标和概述

在新兴市场的拉动下，全球水利信息化产业将保持稳

定增长的态势，2015年中国水利信息化市场规模为18.83

亿元，到2017年达到23.71亿元，预计2018~2023年将以

12%左右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增长，到2023年将超过40亿

元。住建部数据显示，自2008年，有213个城市发生过不

同程度的积水内涝，内涝灾害一年超过3次以上的城市就

有137个，甚至扩大到干旱少雨的西安、沈阳等西部和北

部城市，2010~2016年期间，我国平均每年有185座城市

受到城市内涝的威胁。2018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出通

知，要求地方各级城市排水主管部门建立健全与气象、水

利、交通运输、公安等部门的信息共享机制，充分利用已

有的各类信息网络平台，获取城市雨情、涝情信息，做好

预警和应急调度；加强与气象部门联动，及时准确了解气

象趋势分析、强降雨预测和实时雨情等信息；加强与水利

部门联动，及时掌握流域洪涝情况、河道汛情、堤防设施

运行情况等信息；加强与公安、交通运输等部门联动，根

据雨情涝情提出城区交通组织调度疏导和应急疏散转移建

议；加强与教育、卫生、民政等部门联动，及时通报雨情

和涝情，共同落实应急举措。

智慧水务物联网主要由水务智能感知体系、水务

专题数据库、水务综合监管平台三个模块构成，主要涉

及河道断面、雨水管网、易涝点、入河排水口、河道断

面、返潮小区、下坪填埋场等水务要素的监测。

2　解决方案介绍

实现项目建设目标，在详细梳理水务业务需求的

基础上，结合目前最新的信息化技术，同时兼顾未来的

技术发展，保证技术的可持续演化，使得系统具备良好

的实用性、先进性、扩展性、移植性及开放性。总体架

构包括：智能感知、基础设施、水务大数据（数据汇

聚）、智慧应用和门户共6个层次、标准规范和信息安全

两大体系组成。智慧水务总体架构如图1所示。

（1）智能感知

智能感知包括水情、水质、工情和视频等采集内

容，其主要为智慧应用提供数据支撑，通过基于地表、

地下和遥感监测相结合，驻站监测和移动监测相结合的

空天地一体化立体监测技术，形成智慧水务智能感知体

系，实现对自然水循环过程和社会水循环过程的及时、

全面、准确、稳定的监测、监视和监控。本项目智能感

知体系将建设排水口、雨水管网、河流断面、填埋场、

易涝点的水情、水质、流量、视频监测站点。

（2）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包括云平台、网络工程、基础设施环境等

内容，其为智慧水务提供信息传输通道、安全基础设施

运行环境（包括网络环境），可根据前端业务需求按需

自动扩容，实现故障转移、运维自动监控等。

（3）水务大数据

水务大数据包括大数据平台、数据库、大数据服务

及分析和模型服务等内容，主要服务数据存储、管理和

使用，其在大数据平台基础上，构建基础数据库、监测

数据库和专题库等形成水务大数据；基于大数据分析技

术，结合关系型数据库和非结构化大数据两类数据管理

软件形成综合数据的存储、管理容器。

本项目将基于区智慧城市数据中心进行水务业务数

据库的建设，包括数据库表结构、数据字典设计、元数

据管理、数据共享等内容。

（4）平台支撑

平台支撑包括支撑智慧应用需要的基础中间件、物

联网平台、视频监控平台、融合指挥平台、AI智能平

台、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IAM/SSO、BIM平台等。

图1  总体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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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慧水务建设的网络、软件资源、硬件资源基础

上，将建设水务物联网感知平台，实现水务感知信息的

统一接入。

（5）智慧应用

智慧应用的业务覆盖了水资源、水生态、水安全、水

环境、水事务和水文化六大领域，分别按专题业务、政务

服务和工程管理等业务管理及职能业务等提供各类应用系

统，满足水务各业务部门及各业务维度的管理需求。

本项目将采用微服务架构进行水务综合监管平台的

建设，包括PC端应用系统和移动端的微信小程序。

（6）标准规范体系

标准规范是保障智慧水务的各个组成部分能够协

调一致地工作，是保障各类信息互联互通，是保障项

目建设过程和运维管理的规范、有序、高效的重要基

础。通过充分利用已有国标和行标、参考国际上的先

进标准、建设必要的标准规范，形成智慧水务标准规

范体系。

（7）信息安全体系

信息安全体系是保障系统安全、运行稳定可靠，其

在全面分析和评估智慧水务各要素的价值、风险、脆弱

性及所面临的威胁基础之上，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网

络安全法》和等级保护制度的要求，结合政府现有安全

体系，构建智慧水务信息安全体系。

3　推广价值

（1）加强水环境管理、保障河湖防洪安全

近年来水务投入呈持续增长态势，水务设施建设有

序推进，水务服务水平不断提高，但水安全防治问题、水

环境污染仍是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先进城市亟需解决的紧迫

问题。目前的城市水文、水环境、水安全信息采集覆盖

面、数据传输效率等方面的短板十分明显，目前河流水体

水质还是采用定期采样实验室分析的方式进行、检测频率

不足、难以对突发性污染事件进行快速反应，无法为科学

治水提供完善的数据支撑。通过本项目的建设补充城市水

文、水环境、水安全等方面感知系统，为社会各界及时、

准确、完整地提供城市水文、水环境相关信息，对各河

流、易涝点水位进行实时掌握和发展态势预警预测分析，

对水环境监管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才能实现城市人

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才能保障地区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实现建设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

（2）向科技要人力能力，提升巡查管理水平的需要

目前水务行政管理、水务信息采集、水务工程日常

巡检、运行生产指令实施跟踪，河湖岸线管理巡查、水

政执法调查取证等日常管理和服务工作投入了大量人力。

在水务管理部门、水管单位人事编制收紧，基层水务机

构、人员不稳定和管养经费不足的宏观形势下，迫切需要

优化以人工为主的管理模式，建设智能巡查系统，向科技

要人力能力，提高管理效能和标准化水平，推动日常管理

工作各环节、全链条向规范化、精细化转变提升。

水务管理的规范化、精细化是现代水务的必然要

求，带来日常管理工作量、工作质量的更高要求。迫切需

要通过智慧水务项目建设，以解决水务管理重复繁重但基

础性极强的此类工作的痛点为目标，向科技要人力，通过

完善水务信息自动采集体系，建设水务工程生产运行信息

化管理工具、基于业务需求的涉水管理对象精准信息数据

服务，减员增效，将以人工作业为主的管理模式转变为高

效能、低成本、标准化的日常管理能力和手段。

（3）提升水务公众服务品质，建设民生水务的重要

途径

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群众办事“最多跑一

趟”、“只进一扇门”，是数字政府建设的目标，是深化行

政体制改革、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的核心追求，通过智慧水务

建设推动城区管理智慧化以实现水务业务的智慧民生服务是

当然不让的内容。在行政服务体系方面，一是响应省政府提

出的“指尖计划”，全面对接统一的微信等互联网服务渠

道，实现水务信息社会众采和水务管理事项公众发布、社会

监督。二是需要全面梳理行政审批和政务公开事项，通过整

合共享生态环境、财政、规划国土、公安、民政、城管等各

部门的相关信息，进行全面流程再造、规范许可、人员培

训，提高各类行政许可效率，与其它部门联合实现水务行政

审批“最多跑一趟”、“只进一扇门”的全新政务服务模

式。三是挖掘水务信息、创新水务公众服务模式，水务是城

市治理的一部分，水务信息与社会民生息息相关，如城市内

涝信息影响市民出行计划，水质治理成果影响城市总体形

象，直接影响市民的政府满意度，供水保障安全更是关系国

计民生，城市水务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和基础支撑，

因此需要以智慧化的手段来提高水务公众服务水平。

智慧水务是基于统一的公众服务平台构建水务行业

的公众服务系统，通过系统可为政府提供电子化的行政

审批服务、接收公众上报信息、接受群众监督。通过城

市水文、水环境、水安全态势监测体系、水务综合监管

平台等系统的建设，可及时向市民发布城市水文信息。

通过水环境实时监测、水环境监管等提高水环境治理的

成效，可增加市民的幸福感和政府公众满意度。通过数

据共享和大数据决策分析，可为市民提供水务精准服

务，从而树立良好的政府服务形象，继续提升社会公众

和企业的水务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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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5G边缘计算的智慧单兵
执法解决方案
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研究院

1　目标和概述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我国

城市人口日趋密集，城市人口流动性大大增加，同时各

种犯罪活动也呈爆发式增长，犯罪手段日益丰富隐秘。

加之交通便利、人口流动性大，严重加大公安人员打击

抓捕犯罪嫌疑人的难度与力度。此时亟须引入先进而有

效的科技手段，全面提升案件侦查与犯罪预防的能力。

人口密集、人流量大的因素和重点场所的安防面

临严峻挑战。重点关注特殊时期上访人员，防不胜防。

高危人群的高危分子出现，猝不及防。敏感人群和特殊

人群，脱离掌控。目前，公安部正在大力推进基础信息

化、警务实战化、执法规范化、队伍正规化“四项建

设”，提出了下一步平安城市建设的具体目标。建立健

全视图信息研判应用机制，通过对海量视图信息的关联

分析、碰撞比对，加强对各类重大事件的预警分析，加

强对社会治安状况的监测评估，加强对各类重点人员

的动态研判，实现“大情报小行动”、“先情报后行

动”，努力使应急处置更具主动性、巡逻防控更具针对

性、侦查破案更具精确性、警务部署更具科学性，真正

把基础工作信息化建设成果转化为现实战斗力。

基于5G边缘计算的智慧单兵执法解决方案是以5G…

SA网络为承载基础，从公安实战业务出发，在中国移动

自研的Sigma边缘计算平台上集成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

术实现集人像管理、重点人员管控、案件分析研判于一

体的实战应用解决方案。提供针对人员的事前预警、事

中布控、事后侦查的全过程应用模式，为图侦、治安、

反恐等业务警种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全面提高公安机

关事件精准处置、精准打击的能力，实现公安快速破案

的目标。

解决方案依托5G网络高带宽、低时延的特性，将视

频数据云端处理部分部署到靠近执法人员的边缘计算节

点中，以减少视频流在网络中的传输时延，有效提高执

法的时效性，降低上行网络带宽占用率，解决当前单兵

执法解决方案中采用事后处理或基于标清视频数据处理

的诸多缺陷。现有单兵执法解决方案存在的问题如下：

（1）视频流处理不及时：基于传统计算和网络模型

下，将便携式摄像头或定点区域监控采集到的视频流发

送到云端，由云端的视频分析和处理系统对视频流做处

理，增加了处理时延，无法满足执法的时效性；

（2）网络带宽占用大：原有的计算能力放在云端，

视频流需要实时上传到云端，占用了大量的上行网络带

宽，浪费资源；

（3）不利于数据安全隐私：将摄像头采集的数据上

传到云端，线路过长，增加了数据泄露和信息被劫持的

风险。

基于5G边缘计算的智慧单兵执法解决方案的整体解

决方案网络架构如图1所示。

图1  基于5G边缘计算的智慧单兵执法解决方案的

整体解决方案网络架构

·… 端侧，通过执法人员随身佩戴的便携式高清摄

像头或定点区域的360度高清监控摄像头，实时采集人像

信息，并通过5G…SA网络将采集到的视频是实时传输到

靠近执法人员的边缘计算节点；

·… 网络侧，基于运营商部署的5G… SA网络，将

UPF下沉到靠近执法人员的边缘机房中，UPF根据提前

部署的分流策略将视频流分流到Sigma边缘计算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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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缘计算节点，基于中国移动自研边缘计算平

台Sigma，集成Aspire…vGI的AI能力和大数据处理能

力，实现图像的识别和分析后，将产生的告警信息推送

到执法者手机终端APP；

·… 云端，…Aspire…vGI根据告警信息，还可以向应

急指挥中心平台主动上报告警信息，从而实现端到端的

闭环处理。

本方案由数据采集、5G…SA接入及承载网络、边缘

计算、vGI的视频处理及分析能力、云端应急指挥中心几

个主要部分构成。其中，数据采集通过360度全景高清摄

像头完成，有效地保证了视频数据的清晰程度和采集范

围；5G…SA技术，可以实现网络侧的数据隔离，保护公

民隐私，保障数据安全，同时通过部署UPF分流设备可

以有效地将视频流分流到边缘计算平台，从而降低数据

传输时延，节省上行网络的带宽资源；中国移动自研的

边缘计算平台Sigma，经过不断的打磨和实战，集成了

大量的垂直行业能力，可以有效支撑上层应用；AI核心

能力采用边缘分布部署的方式，AI模型训练、数据库、

应用集中管理在中心云部署，优化了部署方式，实现了

边云的高效协同。

2　解决方案介绍

基于5G边缘计算的智慧单兵执法解决方案基于中

国移动自研的Sigma边缘计算平台，集成Aspire…vGI应

用，以公共安全人像识别作为核心业务特征，从采集、

5G…SA网络接入、边缘计算、AI和大数据分析几个主要

方面进行了系统性方案设计。

·… 采集：基于公安部认证的便携式360度全景高

清摄像头，支持灵活部署，支持4G无线通信模组，摄像

头目前还未做5G适配，方案实验阶段采用背包CPE的方

式实现与5G…SA网络的接入；

·… 5G…SA网络：通过CPE的方式接入5G…SA网

络，实现超低时延和超高带宽的业务传承载保障；

·… 边缘计算：基于中国移动自研Sigma平台，实

现业务路径最短，业务时效性最优的保障；

·… AI：作为最核心部分的AI能力，采用深度神

经网络算法，提供基于图片的识别能力。并通过场景培

训，准确完成异常场景的识别和标识。

单兵执法应用由人脸抓拍服务、数据采集、特征识

别分析、分布式存储、布控报警、大数据分析等组成，

与中国移动自研的边缘计算PAAS平台Sigma实现了深度

集成。基于5G边缘计算的智慧单兵执法解决方案整体系

统架构如图2所示：

…

图2  基于5G边缘计算的智慧单兵执法解决方案

系统架构图

方案总体架构说明：

（1）移动单兵应用：面向管理人员提供视频监视、

挂图作战、布控管理、分析统计、资源管理；面向高级

管理者、决策者提供统一的门户(Portal)和大屏。

（2）AI视频汇集分析

·… 视频服务：提供各类摄像头的接入服务、录像

服务；

·… 视频/图片分析服务：从视频服务抓拍人脸、全

景图展开、人脸检测、人脸识别、人脸检索、人员布控等

服务；

·… 位置服务：接收摄像头的位置更新、当接收不

到摄像头位置信息时，可从中国移动自研边缘计算平台

Sigma获取摄像头位置定位信息；

·… 鉴权服务：包括对接入的摄像设备、警用终

端、综合应用等的接入进行鉴权、授权、账户管理等；

·… 数据平台：包括人脸库、设备库、抓拍库、事

件库、布控室、人脸大数据等；

·… 能力开发服务：包括提供综合应用集成开发的

SDK…API、能力开放Restful…API、消息订阅发布服务、

离线视频、图片分析服务、配置管理等。

（3）边缘计算平台层

中国移动Sigma边缘计算平台为边缘应用提供PaaS

服务，降低业务开发上线，并支持应用的快速上线。能

够为用户提供容器、虚拟机、裸机等服务，其中虚拟机

支持Windows操作系统，极大地满足垂直行业的要求。…

Simga平台支持“智慧城市”、“智能制造”、“车联

网”、“医疗教育”、“游戏直播”等行业，提供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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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特有的无线能力和核心网能力包括位置服务、带宽管

理服务、无线网络信息服务等。

其中，边缘计算Sigma平台是产品应用运行的关键平

台环境，平台基于云原生的架构，支持不同功能模块的运

行，为应用提供管理、网络和行业特色API能力。面向边

缘应用开放的能力API需要支持统一管理，构建统一的能

力API注册、注销、激活、去激活、发布、订阅更新以及

更新通知等机制，方便应用调用并支持统一运营与维护。

（4）IAAS层设备

IAAS层设备可以选择基于X86的通用服务器，ARM

架构服务器，OTII服务器等，需要集成GPU处理能力。

基于5G边缘计算的智慧单兵执法解决方案系统整合

了云计算、大数据、分布式、Docker等系列先进技术。

使得整个系统具有快速响应能力、弹性处理能力和超强

的扩展性、稳定性、安全性、可维护性、兼容性，为大

数据分析挖掘提供有力的支撑。支持云平台部署，支持

原生系统部署、支持Docker容器部署、支持虚拟机部

署、支持和三方系统对接。

安全体系贯穿整个系统的各个层级，自下而上，

实现通信网络安全、区域边界安全、计算环境安全和管

理安全等信息安全保障。按照国家和省市（州）有关规

范和要求，建立网络体系、网络监控体系，采取网络隔

离、数据备份等措施，实行安全等级保护制度，建立授

权访问机制和安全管理制度，确保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

性。在系统安全设计方面，遵照GB/T20271-2006《信

息安全技术…-…信息系统通用安全技术要求》，主要包含

物理安全、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

系统的高效稳定运行，是系统应具备的基本能力，

也是保障业务应用的基础条件。通过系统自身的智能运

维运维机制，保障业务应用的高可靠、高效率运行，及

时发现、推送系统运行中的异常事件，是系统必备的能

力之一。系统的各种监控工具，采集存储系统和设备海

量监控数据，通过异常检测、异常定位、原因诊断等手

段，实现系统全面的性能管理、统一的资源管理、及时

故障预警/告警管理以及信息集中展现管理。

基于5G边缘计算的智慧单兵执法解决方案系统可以

全天候工作。工作方式分为三种：

（1）离线前端比对，在没有网络情况下也可以全天

候进行人脸比对和识别。

（2）前端比对+人脸数据动态更新，人脸库通过安

全通道进行更新。无网络也可以比对。

（3）5G…SA网络+边缘计算及后端比对方式，利用

中国移动5G…SA+边缘计算，实时比对、动态更新比对库

和识别算法，识别结果实时推送。

3　代表性及推广价值

基于5G边缘计算的智慧单兵执法解决方案集打、防、

管、控于一体，集成了AI和大数据分析能力，实现执法流

程的端到端闭环处理，有效地提高了公共安全能力，提高

了紧急情况的出警和处理效率，此方案具有如下优势：

（1）多手段综合打击：有效提升打击犯罪的质量与

水平。从加强打击方式和机制两方面研究，采用人脸识

别技术和大数据分析引擎科技手段辅助精准打击。

（2）技术手段精准预防：通过人像系统，结合通过

边缘计算平台为上层应用提供的5G网络中的定位技术，

能有效帮助用户实现一站式地图轨迹追踪检索，有效防

止和预防社会治安案件的发生。

（3）理得清，管得住：实时监测掌握辖区的人员结

构、变化趋势等多维统计，对各类重点关注人员进行标

签化建库，动态掌握关注人员的活动信息，实时分析行

为规律、掌握活动态势。同时，通过布控、预警预测等

实战功能，实现重点人员的精准管控。

（4）提升技术监控手段：增加监控网络设施，通过

“系统+人脑”的结合，提升区域管控力度。让坏分子无

可乘之机。

（5）基于最先进的无线网络传输技术：5G技术是

唯一能够兼顾超低时延、海量连接和超高带宽的网络形

式，同时，边缘计算又能够在确保通过快速处理设备信

息最大化实时性的同时，具备应用灵活分布部署并集中

可控的需求。依托中国移动的自研边缘计算平台，能充

分利用5G网络优势，为单兵执法提供最佳的网络连接条

件及最优的平台计算能力。

基于5G边缘计算的智慧单兵执法解决方案是一套针

对公安实战业务的解决方案。通过5G+边缘计算技术改善

目前执法中面临的依赖人工检查离线视频、搜索慢、不及

时等诸多问题，充分利用现在通信技术提升执法、救援、

现场勘查、应急指挥的及时性、准确性和便捷性。

在视图汇聚分析基础上，结合情报系统、无线定

位、警务通平台等，以人像为中心，从公安实际业务出

发，集实时监控、轨迹检索、人像检索，布控告警、离

线视频分析、技战法等于一体的大数据系统。通过该系

统，可实时掌握目标人物行踪，预判目标人物时空范围

等，为图侦、治安、情报等业务警种提供有力的技术支

持，全面提高公安机关事件精准处置、犯罪精准打击的

能力，具备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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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边缘计算的泛在电力
物联网智慧能源终端
深圳江行联加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　目标和概述

随着《中国制造2025》和智能制造战略的推进实

施，物联网在推动制造企业转型中发挥了愈加重要的作

用，尤其为电力工业场景下的深化应用提供了强大的技

术支持。作为下一代通信技术核心，边缘计算正成为计

算机通信行业新热点，移动边缘计算也被视为未来科技

发展重要趋势。泛在电力物联网作为未来可能接入设备

最多的物联网生态圈，是边缘计算的一个精准的应用场

景，具有巨大的产业发展空间。边缘计算能够在电力终

端设备一侧就近提供端服务，在边缘侧进行本地业务的

实时处理与执行，有效解决时延过长与云端汇集流量过

大的问题，实现电力设备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目前，泛在物联网的整体建设与应用存在诸多痛

点：电网运行数据壁垒突出；对外开放共享合作不充

分；统一物联管理不足；电网业务场景复杂。

江行智能作为首批泛在物联网产业生态联盟成员，

致力于为“三型两网”的建设提供边缘计算技术设施与

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公司目前已与包括国家电网、南方

电网、中国联通等在内的多家客户达成合作。江行智能

利用边缘计算技术，协助企业连接即管理物联网装置，

快速处理物联网装置所采集的数据，提供智能物联网解

决方案与产品，通过对海量物联网设备和数据进行管

理，进行数据精准预测与挖掘。

2　解决方案介绍

江行智能提出的“基于边缘计算的泛在电力物联

网智慧能源终端”解决方案遵循国家电网提出的建设坚

强输电网与输电泛在物联网深度融合的智慧输电线路指

导方针，充分应用移动互联、边缘计算、人工智能等现

代化信息、通讯技术，深度融合输电线路中各种设备终

端，打造泛在智慧输电线路。泛在智慧输电线路整体解

决方案建立了泛在智慧输电线路“云管边端”协同标准

体系，实现输电线路数据管理全景化、运行状态透明

化、诊断决策智慧化及设备修复高效化。

方案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系统架构、硬件

架构、管理平台、系统安全。

2.1　系统架构

通过输电线路设备间的全面互联、互通、互操作和

基于微传感器的全域全时空监测，将终端、传感器汇集

到末端融合容器化服务核心板，能改变原有一种终端一

套通信一个主站的局面，打造泛在智慧输电线路“云管

边端”架构，实现输电网络的全面感知、全息展示和智

能应用，为输电网提供物联网级的深度感知解决方案，

满足电网精益化管理需求，支撑泛在电网的快速建设。

云：由物联平台以及主站系统组成。物联平台能够

远程监控边缘设备的运行状态，对边缘设备及其所管理

的终端设备进行管理，同时能够远程更迭设备功能。应

用后台为泛在智慧输电线路展示平台，能够直观地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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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电线路全景状态。

管：即云边之间的通信网络层。可通过4G/5G等无

线通讯方式，经过专网加密通道与专网内网相连接。

边：即边缘计算层，由边缘设备以及边缘服务所组

成。重新定义输电线路终端设备，赋予设备以及传感器

智能大脑。能够无延时就地对所采集到的数据进行边缘

侧运算，并将处理后的数据由通讯“管”道上传到云边

协同应用平台。

端：即采集终端层。在各类能源场景中安装各种传

感器，实现全面感知。

云管边端架构具有以下优势：

（1）更稳定：在弱网环境下，仍能提供高可用性

服务；

（2）更实时：毫秒级响应时间，支持实时服务，对

异常现象识别更迅速；

（3）更经济：边缘侧对数据进行计算和分析，减少

数据传输量与网络带宽；

（4）更安全：数据本地化存储，边缘侧进行加密，

保障用户的数据隐私。

2.2　硬件架构

图1  系统硬件架构

针对智慧能源解决方案的要求和环境，通过应用

图像视频、微气象、测温、故障快速诊断、光传感覆冰

等监测手段，提升输电线路设备状况感知和环境灾害监

测水平，使智慧输电线路具备全状态实时感知和辨别能

力。泛在智慧输电线路建设的核心设备为具有边缘计算

能力的江行边缘核心板，该核心板是一款高端核心板，

具备强大的边缘计算能力同时支持HPLC,…433MHZ，

Zigbee,…RS485等通讯接入以及常用协议转换，具备强

大的终端融合能力边缘计算能力。该核心板由江行智能

自主研发设计，采用8层板工艺设计，稳定可靠。可用

于监控设备、网关设备、电子设备等产品中，给产品赋

予强大的处理能力和AI能力。可被广泛应用于能源互联

网、工业控制、安防、金融、消费电子、车载、AR/VR

等领域。

基于该核心板，江行智能推出智慧能源终端泛在智

慧眼。泛在智慧眼为适用于包括输电通道可视化、变电站

设备巡检可视化、基建现场安监可视化、仓储物资供应链

可视化等多种场景的泛工业安监类产品。泛在智慧眼基于

领先的物联网、人工智能技术和融合边缘计算架构的核心

主板，搭载江行智能边缘计算中间件JX…Core，实现图像

可视化数据与其他传感器数据在统一平台上的数据融合与

智能分析，具有在工业现场部署、扩充、更新人工智能算

法和容器应用的灵活调度能力和软硬件生命周期管理能

力。泛在智慧眼能够作为物联代理平台，接入杆塔上各种

终端传感设备，实现输电线路状态全面感知。核心板支持

视频装置、图像装置，微气象装置、导线测温装置、拉力

传感装置、杆塔倾斜检测装置、故障定位装置、导线舞动

检测装置等设备数据接入。现有设备能够满足工业级温度

范围及电磁兼容性等要求，适用于现场恶劣工业环境。能

稳定地工作在恶劣的野外环境中，耐受12级风力，防护等

级…IP66，耐低温零下-25℃，耐高温70℃；采用超低功耗

设计，优化电源管理设计，设备待机时间长，支持30日

无有效光照条件下正常工作。

2.3　管理平台

管理平台分为两部分：边缘计算物联平台以及主站

系统。

（1）边缘计算物联平台主要用来管理架构内的边缘

设备，了解边缘设备的运行状况，并且可以批量对设备

功能进行在线更迭。借助边缘计算物联平台，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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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意义上的“云管边端”。物联平台能够与线路上的

泛在智慧眼远程互动，实现云边协同。实时监测线路上

所有边缘设备的运行状态，批量管理整条线路上的边缘

设备，可对设备功能、搭载算法进行远程更迭，大大提

高了输电线路的扩展能力，降低输电线路更新成本。

（2）主站系统为泛在智慧输电线路云端管理平台，

界面以概括、简洁、清晰的方式，采用高分辨率界面显

示的方式，在监控中心电视墙大屏上、移动终端设备上

进行展示通过输电线路设备间的全面互联、互通、互操

作和基于微传感器的全域全时空监测，能够实现线路异

常、故障、缺陷和隐患的自主预警，大大提高线路运行

安全。主站系统采用模块化结构，能够根据客户的需求

增减所需要的模块。常用模块主要包括：输电状态监

测、环境状态监测、杆塔状态监测、图像在线监测、杆

塔设备管理、告警事件管理及用户分级管理。

2.4　系统安全 

智慧能源终端解决方案通过移动公网APN/VPN接入

能源场景现有网络架构中的安全接入区，在安全接入区

增多台核心交换机，分别部署于安全接入区边界防火墙

与通信前置服务器、通信服务前置服务器与应用区边界

防火墙之间，形成两个独立虚拟网络，延长终端设备接

入内网主站的路径，以便分段进行安全防护。边界区域

利用原有防火墙，防火墙正确配置安全策略。设置专用

通信前置设备实现通信转发功能，在安全接入区边界防

火墙前新增通信前置服务器，通信前置服务器需配置双

网卡，不同网卡处于独立的虚拟网络中，通过过滤转发

控制出入内网的数据不含网络通信协议。

在安全接入区与信息内网边界部署安全加密隔离网

关进行网络隔离，实现终端身份鉴别、协议报文过滤、

基于安全隔离工程阻断网络攻击、断开TCP/IP连接实现

内网地址隐藏，安全加密隔离网关定义传输协议，采用

纵向加密认证措施，安全加密隔离网关和可视化装置内

置安全模块配合建立安全加密链路，因此在安全接入区

与应用区边界配置安全加密隔离网关，作为实现信息内

网的与第三方网络的纵向网络隔离设备。

解决方案中的设备硬件安全通过假装额外的安全传

感器实现，高灵敏度和可靠性保障硬件产品出现异常有

据可查，且能通过安全的数据传输网络及时反馈至管控

平台。此外，通过专用硬件加密芯片，保障内置软件安

全可靠，防止被篡改、入侵和破解。数据传输和存储安

全通过自研加密协议、动态加密算法、双向身份认证等

协议进行多维度的安全保证。

3　代表性及推广价值

江行智能边缘计算技术，在能源互联网、工业安

监、智能仓储等工业场景都提供了可靠、智能的解决方

案。包括电力线路智能监控，提供基于边缘计算的高压

输电线环境异常的智能识别设备，将AI模型与计算力防

止靠近服务端的一侧，只将需要进行预警的信息回传至

服务器，从而大幅降低通信开销与计算延迟，该解决方

案对于危险场景识别的准确率达到90%以上；工业园区

安全监控，提供基于人工智能的24小时实时监控与异常

情况实时识别，有效解决了施工成本高、布线难、供电

难等实际问题，并对监控图像在边缘端进行实时分析，

极大降低了带宽成本；储能设备智能运维，提供准确预

测电池寿命的边缘计算设备，在通信基站、变电站、光

伏电站、新能源汽车电池等储能设备运维领域提供新的

预测性运维解决方案；电锅炉智能调度系统，提供包括

电网能耗削峰平谷、异常用电行为监控、电锅炉故障远

程预警等功能在内的智能能耗调度与健康监控服务。

此外，在电力智能维护方面，公司基于高性价比的

边缘计算设备及深度学习图像识别算法，构建高压输电

线路在线监控系统，将人工智能识别能力赋予边缘计算

设备，在靠近服务端进行计算工作，并向服务器回传预

警信息，能够实现电力场景下的塔吊识别、人员识别、

失火及烟雾识别、施工车辆识别、安全帽识别等功能，

大幅度降低通信开销和计算延迟。并且提供从监测控

制、数据采集与分析、周边接口整合、系统运行环境优

化，到定制化的多平台的江行能源管理系统全流程、全

周期的智能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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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边缘计算的
AI表面无人质检系统解决方案
网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　目标和概述

随着工业制造水平的不断提高，用户和生产企业对

产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除要求满足使用性能外，还

要有良好的外观，即良好的表面质量。但是，在制造产

品的过程中，表面缺陷的产生往往是不可避免的。表面

缺陷是产品表面局部物理或化学性质不均匀的区域，如

表面的划痕、斑点、孔洞、褶皱等。表面缺陷不仅影响

产品的美观和舒适度，而且一般也会对其使用性能带来

不良影响，所以生产企业对产品的表面缺陷检测非常重

视，以便及时发现，从而有效控制产品质量，还可以根

据检测结果分析生产工艺中存在的某些问题，从而杜绝

或减少缺陷品的产生，同时防止潜在的贸易纠份，维护

企业荣誉。

传统检测产品表面缺陷的主要方法是人工检测，该

方法抽检率低、准确性不高、实时性差、效率低、劳动

强度大、受人工经验和主观因素的影响大，而基于机器

视觉的检测方法可以很大程度上克服上述弊端。

利用机器视觉代替人工完成产品的表面缺陷检测。

机器视觉是一种无接触、无损伤的自动检测技术，能在

无需对产线设备和生产工艺进行改造的前提下，完成产

品表面缺陷的自动化检测，是一种低投入、高回报的自

动化技术。本解决方案是一套基于机器视觉的表面无人

质检系统，包括：数据采集、数据标注、模型训练及优

化等功能。该系统通过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边缘计算

等前沿技术不断提高对产品表面质量缺陷识别与定位的

精度和速度，加速设备自动化、智能化改造，代替人工

在恶劣环境下进行不间断工作，提高生产效率，最终实

现无人值守生产的目标。

AI表面无人质检系统是一套基于边缘计算的机器视

觉识别系统，它通过深度学习和图像处理算法，自动识

别视频流中产品的瑕疵，以达到大幅节省人力，提高产

品生产效率及产品质量的效果。AI表面无人质检系统部

署将AI应用下沉到生产车间，在靠近设备的地方进行AI

视觉分析，减轻视频传输对带宽压力，缩短了应用响应

时间，提高了业务实时性，解决生成成本；同时，检测

结果无需上传云平台，仅需要把少量无法识别图片上传

训练库进行模型训练，降低了数据泄露风险，保障了数

据的安全。

2　解决方案介绍

2.1　业务流程

AI表面无人质检系统业务流程如图1所示。

图1  AI表面无人质检系统业务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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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摄像机实时采集待检产品视频数据，智能网关

设备拉取视频流，抽取其中图像清晰的关键帧图片进行

产品表面缺陷识别，如果存在缺陷，那么进行缺陷的位

置定位，并通知质检员进行缺陷处理。当存在缺陷不能

被识别的时候，质检员通过数据标注工具对缺陷进行标

注后将图片上传到训练库中，通过训练引擎进行模型训

练，最后将模型训练生成的模型更新到智能网关中，持

续提升缺陷识别的准确性。

2.2　系统架构

AI表面无人质检系统的系统架构图如图2所示。

图2  AI表面无人质检系统的系统架构图

AI表面缺陷无人质检系统包括平台层、存储层、边

缘层和设备层。平台层主要提供模型训练功能和应用管

理功能，包括：数据标注模块、训练引擎模块和模型下

沉模块。存储层主要提供视频图片数据的存储功能，包

括：生产库和训练库。边缘层主要提供便面缺陷识别与

定位功能，包括缺陷识别引擎、视频流拉取模块、关键

图像抽取模块、结果展示&通知模块。设备层主要用于

采集待检产品的视频流，摄像机可以包括：IP摄像机、

工业摄像机。

2.3　机器视觉表面缺陷检测实现

机器视觉是一种无接触、无损伤的自动检测技术，

具有安全可靠、光谱响应范围宽、可在恶劣环境下长时

间工作和生产效率高等突出优点。机器视觉检测系统通

过适当的光源和图像传感器（CCD摄像机）获取产品的

表面图像，利用相应的图像处理算法提取图像的特征信

息，然后根据特征信息进行表面缺陷的定位、识别、分

级等判别和统计、存储、查询等操作。

2.3.1　照明系统

照明系统由工业摄像机、光学镜头、光源及其夹持

装置等组成。在光源的照明下，通过光学镜头将产品表

面成像于相机传感器上，光信号先转换成电信号，进而

转换成计算机能处理的数字信号，完成产品表面图像的

采集。

工业摄像机采用CCD线阵工业摄像机。

光源采用LED光源，其体积小、功耗低、响应速度

快、发光单色性好、可靠性高、光均匀稳定。

现场采用暗场照明，将相机与光源部署在同侧，

使间接接收光源在目标上的散射光，获得高对比度的

图像。

2.3.2　基于算法仓的缺陷识别系统

为了提高表面缺陷的识别成功率，实现了一种基于

算法仓的缺陷识别系统。该系统根据算法融合策略预测

出最终结果，其特征在于多算法融合策略包括：投票融

合算法、线性加权融合算法、瀑布融合算法、预测融合

算法。

（1）投票融合算法是将多个算法的模型预测结果中

多数相同的结果作为最终结果。

（2）线性加权融合拳法是为每个算法的预测模型

设置一个权重，将算法SDK的模型预测结果进行加权

平均。

（3）瀑布融合算法是将前一个算法的模型预测结果

作为下一个算法SDK模型预测结果的候选集合输入，层

层递进，最后筛选出最优的结果。

（4）预测融合算法是对所有的算法的模型预测结果

进行二次模型训练，然后使用训练后得到的模型进行模

型预测，并生成最终模型预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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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数字图像处理算法

数字图像处理算法处理流程包括图片预处理，特征

提取，分类器缺陷分类。

由于工业现场采集的图像通常包含噪声，图像预处

理主要目的是减少噪声，改善图像的质量，使之更适合

人眼的观察或机器的处理。图像的预处理通常包括空域

方法和频域方法，其算法有灰度变换、直方图均衡、基

于空域和频域的各种滤波算法等。

图像的特征提取是从高维图像空间到低维特征空间

的映射，其基本思想是使目标在得到的子空间中具有较

小的类内聚散度和较大的类间聚散度。主要采用纹理特

征、颜色特征、形状特征等。

最后通过分类器进行缺陷类型分类，分类器算法包

括：SVM（支持向量机），MLP（多层感知器）。

（6）神经网络算法

·… 卷积神经网络

该方法首先进行图像的分割，把图像阵列分解成

若干个互不交迭的区域，每一个区域内部的某种特性或

特征相同或接近，而不同区域间的图像特征则有明显差

别，主要采用基于阈值的分割方法、基于区域的分割方

法、基于边缘的分割方法以及基于特定理论的分割方

法；然后进行卷积神经网络算法识别缺陷，主要使用

的卷积神经网络算法包括：Vggnet算法、ResNet算

法等。

·… 目标检测

该方法是找出图像中所有感兴趣的目标（物体），

确定它们的位置和大小，主要使用的算法有ssd_

mobilenet算法，faster_rcnn算法。

（7）无监督学习

工业现场在某些场景下难以获得足够数量的缺陷样

本进行学习，而无论是数字图像处理方法还是神经网络

方法都严重依赖于足够的样本数。无监督缺陷检测的方

法具有不需要标签数据也可预测缺陷能力。

首先，结合GAN和Autoencoder算法进行图像样本

修复（重建），然后，利用LBP算法比较恢复后的图像

和原始输入图像，从而更准确的找到缺陷的位置。

2.4　产品功能

（1）缺陷识别&定位

通过对视频流进行分析，系统识别出视频图像中产

品的缺陷类型的预测结果，并用矩形框标注出缺陷所在

的位置。

（2）缺陷库管理

支持通过向缺陷库导入产品缺陷图片完成对产品缺

陷特征的提取，可持续进行模型训练，提升预测模型。

（3）抓拍库管理

系统支持自动识别视频流中的产品及产品缺陷，并

从视频流中抽取包含这些产品和产品缺陷的图片存放到

抓拍库中。

（4）结果通知

系统支持在识别产品缺陷或者出现未能识别的新缺

陷的时候通知质检员进行相关处理。结果通知可以包括

声光报警、系统消息推送、短信通知、邮件通知等。

（5）数据标注

质检员可以通过数据标注小工具对抓拍库中的产品

进行复检，并标记出未能识别的新缺陷或者遗漏识别的

缺陷。

（6）生产经营报表

系统提供产品缺陷统计分析报表，包括：产品次品

率报表，产品缺陷分析报表，缺陷类型分析报表等

2.5　部署方案

AI表面质量检查系统基于边缘计算进行部署，将AI

表面缺陷识别模型应用部署在车间现场的智能网关设备

中，直接拉取通过车间现场的摄像机的视频流进行图像

识别和智能分析，现场声光报警告知。

将模型训练部署于拥有强大计算资源的云计算中

心，接收智能网关上传的缺陷图片进行模型训练，最后

将训练后的预测模型自动部署到智能网关中。AI表面质

量检查系统架构图如图3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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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代表性及推广价值

当前制造业产品表面缺陷检测主要有人工质检和机

器视觉质检两种方式，其中人工质检占90%，机器视觉质

检只占10%。人工质检成本高、误操作多、生产数据无法

有效留存。在线钢生产过程中，质检员基于传统作业方式

采用手电筒作为光源，对线钢进行挨个抽样检查。这种方

式对经验依赖程度较高，人工质检存在较大的主观因素，

长期作业导致的视觉疲劳也会影响质检精度与效率，漏

报、漏检的情况屡见不鲜。且线钢余温烫伤质检员的事故

屡有发生。由于职业因素，质检行业人员流动性较高，带

来较重的培训和用工成本。AI表面无人质检系统可以帮

助成千上万的一线质检工人，减轻大量高重复性、高频次

的工作，提升效率，解放更多劳动力。

与传统人工质检相比，AI表面无人质检系统具有如

下优势：

（1）节省人力

传统人工检测方式，如果对产品依次进行检查，工

作强度大，需要大量的人力投入，通过机器视觉智能诊

断，可以将人力从大量的重复质检工作中解脱出来，大

幅度节省人力成本。

（2）提高质量保障

传统质检全靠人工一个一个检查

产品瑕疵或者采用抽检的方式进行，

但是这会受到人工的经验、个人情绪

等主观因素和抽检概率的影响，导致

质量控制无法保障。机器视觉通过大

量数据训练后算法识别精度可以非常

稳定，持续为产品质量保驾护航。

（3）提高生产效率

传统质检方式识别缺陷效率低，

往往成为生产瓶颈，影响生产线的自

动化。机器视觉可以实现7×24小时

持续检测，减少生产线的人工干预，

提高生产效率。

（4）识别精准&持续优化

AI表面无人质检系统基于网宿多年在人工智能技术

上的积累，赋能工业质检领域。通过深度学习技术和图

像处理算法，预测准确率高达97%以上，且准确率随着

数据量提升可持续优化。

（5）实时响应

相对于传统云计算技术，依赖于云计算中心资源，

工业现场视频数据需要全部上传云计算中心进行计算，

这不仅会带来带宽成本增加，而且网络延迟也不能适应

实时生产控制的需求。AI表面无人质检系统采用先进的

边缘计算技术，将AI应用下沉到生产车间，在靠近设备

的地方进行机器视觉分析，降低视频传输对带宽需求，

缩短了应用响应时间，提高了业务实时性。

（6）信息安全

基于边缘计算的AI表面无人质检系统，在本地进行

缺陷识别，检测结果也无需上传云计算中心，仅需要把

少量无法识别缺陷图片上传位于云计算中心的训练库进

行模型训练，从而降低了企业生产数据泄露风险，保障

了数据的安全。

未来，AI表面无人质检系统可在钢铁、汽车、纺

织、家居等各个领域进行推广应用，可以有效地实现企

业生产自动化、提升检测和生产效率，增强市场竞争

力，具有良好的行业复制性。

图3 AI表面质量检查系统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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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边缘计算的M2M云平台
沈阳鸿宇科技有限公司

1　目标和概述

企业提高生产力、缩短产品上市时间、采取更灵活

的生产模式以及提高资源和能源利用率，是全球工业面

临的挑战，也是“中国制造2025”提出的未来制造业的

目标。基于制造环节的信息化、自动化、物联网、大数

据、边缘计算，通过柔性制造、智能制造这种先进的生

产模式，实现数字化工厂的理念将是大势所趋。智能制

造不仅能够帮助制造型企业实现降本增效，也赋予企业

重新思考价值和重构商业模式的契机。

鸿宇科技建设基于边缘计算的M2M云平台，主要实

现需求为：企业需要对设备的运行状态进行实时监测和数

据采集，同时将设备的运行状况，通过边缘计算等技术进

行统计分析并得出报表，让车间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掌握生

产任务和实时的工作完成情况，激发工作积极性；以及让

企业管理者在第一时间了解设备的利用情况、生产实时进

展情况等，以便管理人员通过精益生产理念，并基于现场

生产数据及时进行生产管理的优化调整；采集的信息通过

平台将做系统性分析、优化存储，改善企业各部分生产状

况同步性差的状况，并配合企业现有的报完工体系以提高

企业的生产节拍，真正实现降本增效。

图1  边缘计算M2M云平台架构

鸿宇科技打造的基于边缘计算的M2M云平台，是基

于企业云、面向行业应用的M2M服务平台。它主要面向

远程数据采集的行业应用，可用于M2M终端的大范围组

网和管理。平台通过M2M数据采集监控终端，以无线通

信等方式作为接入手段，为客户提供综合的信息化解决方

案，以满足客户对数据监控、智能调度、数据采集和测量

等方面的信息化需求。平台涵盖功能包括设备接入、设备

管理、数据转发、消息推送、数据存储、数据展现、数据

挖掘、运营计费、报警服务、远程诊断等功能。

2　解决方案介绍

基于边缘计算的M2M平台涵盖功能包括设备接

入、设备管理、数据转发、消息推送、数据存储、数据

展现、数据挖掘、运营计费、报警服务、远程诊断等几

部分。

·… 云端架构扁平化，提升防灾效益与反应效率；

·… 安装轻松简单化，兼顾小型案场与大型项目；

·… 资源共享一致化，确保成本优势与系统弹性；

·… 集中管理专业化，保证资料正确与及时反应；

·… 地图即时监视与地理资讯区域展示；

·… 提供看板即时监视；

·… 支援时间记录与查询功能；

·… 提供警报发布与主动提醒；

·… 支援使用者群组功能；

·… 简化开发周期：企业只需专注擅长的，其他的

交给鸿宇云平台，简化企业项目开发周期；

·… 提高运营效率：可视化工具来管理用户、设备

和数据，更快解决问题，更好细微控制，提高运营效率；

·… 定制化服务：定制化的产品，以企业的需求为

出发点；

·… 微信支持：通过微信平台实现对设备的连接控

制管理，完成设备、人、服务的连接；

·… 安全措施：系统提供有效的安全保密机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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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各单位之间的信息能够安全发送与接收。系统应提供

口令验证、加密、权限控制等安全机制。系统需提供完

善坚实权限管理手段，具有良好的安全保密机制。采用

操作权限控制、用户钥匙、密码控制、系统日志监督、

数据更新严格凭证等多种手段。采用三层结构设计，所

有对数据库的访问操作行为全部封装。

3　代表性及推广价值

3.1　应用情况及效果

基于边缘计算的M2M平台是鸿宇科技打造的开放

的工业互联网设备接入平台，致力于帮助工业领域各行

各业的设备快速接入互联网，实现设备的网络化和智能

化。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对接云端数据存储、数据分

析和智能服务平台，帮助用户实现商业模式创新。

已有众多生产企业和零件制造商加入到鸿宇云平台

中，目前接入到云平台的设备总量已达到数百台之多。

通过云平台可实时监控设备运行状态，各设备运行参数

达标情况，以及设备数据存储和数据分析功能。

3.2　技术的示范效应

（1）设备信息一览，实现可视化管理

通过平台的设备信息模块，可以实现设备信息一

览，显示当前和历史数据图表。海量的数据信息及图形

化界面清晰易懂，系统监控一目了然。从而，技术人员

可以随时了解设备运行状态，避免了以往的盲人摸象，

实现透明化可视化管理。

（2）及时触发告警，自动维护修复

以往设备生产的废品率居高不下，很大程度上设备

运转异常但尚未到达中断生产的程度。人工管理缺乏各

种运行参数与数据分析，误以为设备正常。本系统通过

全天候的设备监控，故障管理模块可以自动创建和跟踪

故障事件，事件数据可自动与故障案例关联，跟踪并统

计解决故障的事件，作出精确告警并实现故障问题的自

动修复。

（3）生成数据报表，精准制定维修计划

系统可以自动生成各类数据报表，节约技术人员的

工作时间，也为其工作决策提供可靠依据。本系统具备

设备预防性维护模块，可以获取设备的历史维护数据，

制定精确的维护周期与维护计划，主动性维护随时保障

设备健康。

（4）远程诊断修复，降低维修成本

远程管理不但可以监控设备信息，还可以实现诊断

和修复功能。维修人员不必亲临现场，远程即可维修管

理，从而降低设备维护维修成本，减少人员差旅开支。

3.3　商业价值

主要是为智能控制系统的研发制造企业和设备制造

企业提供一个远端监控自己所售出的设备运营状况，解

决其对设备的远程监控和维修维护问题。通过本系统，

对所售出的设备进行全面有效的信息采集、监控、维护

和升级，即时发现、诊断和修复设备故障，确保各设备

及子系统处于最佳运行状态。从传统的被动售后服务改

为主动服务，提升自己的服务质量及产品竞争力。

3.4　社会价值

该项目的全面实施，可进一步提高制造业乃至我国各

大制造行业智能控制技术的发展，将信息化优势转化为技术

优势，用信息化带动产业化，奠定中国装备制造领域的优势

地位，壮大必然面临着新增大量的就业岗位，这对缓解就业

压力，增强应对经济危机的能力也提供了有力保障。同时,

还可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为政府和社

会排忧解难，因此本项目具有较好的社会效益。

3.5　未来的发展模式

对于平台采集到的数据，能通过云业务实现数据

存储、数据挖掘和本地化智能分析，提升客户项目数

据价值。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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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桦科技智能水电站边缘智能平台
上海沐桦科技有限公司

1　目标和概述

随着小型水电站对发电机组运行效率和售电收入提

升的需求和相关自动化控制技术的逐渐成熟，边缘智能在

小型水电站的应用需求日益迫切。在小型水电站已备数据

本地化处理和边缘网关部署的条件基础上，鉴于目前大量

离线数据未被合理存储以待日后在更高商业和社会价值的

挖掘和利用，沐桦科技与力得联合研发搭建的智能水电站

边缘智能平台，通过雾计算、边缘计算等技术赋能小型水

电站自动化控制智能化，挖掘和创造水电站生产运营实时

产生海量数据的经济效益、商业及社会价值，成为电力领

域的边云协同落地应用场景示范案例。

2　解决方案介绍

2.1　设计思路

在低压水轮发电机组智能控制柜的业务场景边缘侧

部署智能节点，采集传感器和仪表日志并进行过滤、合并

与分析，通过部署在云端的边缘智能平台访问边缘智能节

点的应用接口获取实时和历史数据，从数据中实时捕获信

息，将现网工况运行生成的曲线图建模，与水电站设计方

案中的水轮机功率计算模型进行比对拟合，通过调整水电

站各项工作参数使现网运行工况无限趋近于理想运行工况

中的最高效率点，并依据此功率稳态值生成非线性控制策

略用于运行条件匹配，调度机组高效运转从而提高发电效

率，最终达到为业主创效增收的目的。

2.2　平台解决方案组成

（1）平台系统架构

边缘智能节点硬件模块在ARM架构下运行Armbian…

Linux系统，物理层面上在靠近自动控制设备一侧增加

了边缘网关模块，集成了网络、计算、存储、应用核心

能力为一体，设计上将原始数据和网络传输分为两个平

面，在数据平面上先进行一次数据处理，然后只需将少

量的处理结果数据通过网络传输到云端。

…

图1  沐桦科技智能水电站边缘智能平台系统架构示意图

（2）数据可视化

数据可视化是商业智能的有力工具，将相对晦涩的

的数据通过可视的、交互的方式进行展示，从而形象、…

直观地表达数据蕴含的信息和规律。边缘智能平台基于

Grafana的数据可视化能力在边缘智能硬件对数据做过预

处理和分析之后，通过Web实时展示出待处理数据的分

布和维度，并结合业务逻辑和可视化目标，对数据进行

标准化、拟合/平滑、抽样采样以及数据集降维等处理。

（3）基于数据进行深度学习的更多应用可能

深度学习主要特点是通过多层次的学习而得到对于

原始数据的不同抽象层度的表示，进而提高分类和预测

等任务的准确性。深度学习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不需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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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输入或标注特征(标签)，而是通过海量数据自动学习特

征，也就是无监督学习，所以深度学习常和大数据联系

在一起。

深度学习具有强大的搜索计算能力，为提高水力

发电效率模型计算的准确性增加了一种可行的方法。目

前深度学习已在电力系统的静、动态安全评估、故障诊

断、负荷预测、线损计算、经济调度控制策略等方面开

展应用。

与传统前馈人工神经网络相比，深度学习使用多个

隐含层，前一层可使用无监督学习算法获得数据特征，

输入到下一个隐含层，从而通过多个隐含层逐步抽象出

数据特征。所以深度学习算法有强大的处理非线性问题

和特征提取的能力，适合处理具有非线性和非平稳特征

的水电功率时间序列。

大数据是深度学习应用的基本条件。大量数据在理

论上可以对全时空数据集合内关联关系进行有效识别和

提取，一定程度上弥补物理因果关系分析的不足，边缘

智能平台的数据采集和处理能力完全能够满足深度学习

的应用需求，边缘节点可以采集获取各类传感器和仪表

的高质量的全时空数据集，为深度技术的应用开启了新

的入口。

基于数据的故障预测技术以数据为基础，通过数据

分析处理方法挖掘隐含信息进行预测，是为一种实用的

故障预测技术。随着机器学习与深度学习理论的发展，

基于机器学习的方法成为装备故障预测技术的发展趋

势。在复合故障的情况下，各个故障对系统存在交互作

用，无法利用模式特征对复合故障进行故障建模与理论

分析。深度学习不依赖前期假设，能够自动检测相互作

用。常规的预测结果好坏取决于特征工程准备数据的能

力，需要专业知识和技能。深度学习无需对数据正确分

布做假设，无需处理原始数据，能够自动学习预测性的

特征。

结合基于数值天气预报（Numerical…Weather…

Prediction，NWT）能够制定水电站高精度的数值天气预

报的物理模型，依据雨量作为预测模型的参考输入变量，

采用数值计算方法预测降雨量绘制库容水位增长曲线，并

换算成水头高度，提前优化调度计划和机组组合，减少水

资源浪费，使发电机组尽可能多的并网发电。

2.3　数据通讯和安全措施

该平台基于数据产生洞见以“反哺”方式智能操控

边缘设备端，同时作为实现更多潜在价值应用的“基础

燃料”，是真正意义上物联网时代下在电力领域的边云

协同的落地应用场景。

沐桦科技的泛载雾计算解决方案，基于丰富的业务

经验和技术实力，考虑了不同层面和层次的安全要求，所

提供的相应技术方案，可供不同用户根据实际场景选用。

3　代表性及推广价值

（1）提高小型水电站的运营效率和经济效益

通过本地采集传感器和仪表日志数据、雾计算层

对数据进行过滤和分析、云端运用深度学习技术开展如

静、动态安全评估、故障诊断、负荷预测、线损计算、

经济调度控制策略等方面的应用，有效地推动现网运行

工况无限趋近于理想运行工况中的最高效率点，丰富决

策依据，提高操作精确度，智能地调度机组高效运转，

最终达到为业主创效增收的目的。

（2）与政府部门展开合作，推动基于电力大数据的

公共服务

沐桦科技智能水电站边缘智能平台多层架构的合

理分工规划，使得从水电站采集到的海量数据能够被有

效地存储、过滤、处理和整合，从而形成巨大价值和使

用潜力的多元数据库，通过与政府部门合作的方式开放

向相关部门提供基于水电站运行大数据的价值信息，与

政策、经济、人口、地理、气象、能源和环境等外部数

据进行了融合利用，实现和优化对政府部门相关政策效

果、经济趋势、产业发展、用户特性的预判和分析，助

力政府、企业和社会机构的智能决策提供，从而将公司

数据转化为社会公共价值并造福于人民。

（3）赋能多领域多行业，发挥物联网更大价值

平台的搭建将云计算、边缘计算、虚拟化、深度学

习、数据可视化等前沿技术和应用深度结合，聚合未被

深度应用和整合的数据，在未来可基于现有的或深度充

分挖掘基于此类数据的利用价值，通过开放接口合作方

式灵活接入，实现数据互联互通，探索研发和落地更多

有商业和社会价值的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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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SOC-工业互联网边缘
安全管控解决方案
北京方研矩行科技有限公司

1　目标和概述

工业互联网的特点，决定了其各环节、各组成部

分之间需要信息的互联互通，信息技术的高度渗透融

合，尤其是工业生产过程和控制网络、互联网的紧密结

合，使得工业生产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面临着较为严

重的信息安全风险隐患。近些年来，全球针对工业控制

系统的信息安全事件频发，遍布诸多工业行业，且多为

水利、能源、交通等事关国民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工业行

业，直接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青莲云安全团队基于多年的行业项目经验积累，通

过分析和总结，得出以下共性需求：

（1）传统工业厂商普遍已经实现业务功能，缺乏安

全能力；

（2）工业互联网边缘设备安全十分重要，企业缺乏

安全防护能力；

（3）在保证工业互联网边缘设备安全的前提下，也

要保证工业互联网云平台边缘安全。

青莲云基于以上情况，在产品研发过程中注重产品

通用性和成本控制，将产品包装为可重复部署、具备行

业通用性的软件产品，同时支持部分功能私有化定制，

使得客户在满足自身需求的同时可降低成本，实现高效

快速的设备安全管控。

2　解决方案介绍

2.1　技术架构和功能

青莲云工业互联网云平台边缘安全管理平台共包含

三个模块：边缘设备系统安全管理模块、边缘设备安全

通信模块以及安全态势感知模块。不同的模块通过不同

的技术架构实现工业物联网边缘安全不同维度的管控，

从而实现针对响应安全维度的安全管理功能。

（1）边缘设备系统安全管理…

边缘设备系统安全管理模块是终端检测与响应技术

（EDR）在物联网的实际应用。本模块包含终端Agent…

和云安全平台两个部分。终端Agent是部署在网关类边

缘设备中的轻量级进程，适配多种终端嵌入式系统，消

耗少量的计算、存储和网络资源。终端Agent在设备本

地采集信息并且进行初步安全分析处理，以及对安全策

略进行及时响应。云安全平台是安全处理和响应的大

脑，基于数据进行深度的安全分析并且生成对应的安全

策略。

…

图1 边缘设备系统安全管理架构图

系统基线安全作为边缘设备安全管理模块的基本安

全能力，保护了边缘设备的系统运行时安全基线。边缘

设备安全管理模块监控设备系统资源实时使用情况并且

做出响应。运行时安全作为边缘设备安全管理模块重要

的能力，主要包括登录行为检测、异常操作行为检测、

IoT僵尸网络检测、恶意进程检测隔离、核心敏感数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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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非法服务检测等。安全响应行为有两种触发机制，

设备本地检测异常时触发，以及云安全平台下发动态安

全策略时触发。

流量安全作为工业互联网边缘设备安全的重要部

分，边缘设备安全管理模块基于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的技

术，提出多维度的异常流量检测模型，从而解决物联网…

DDos安全威胁。边缘设备安全管理模块基于深度的分析

学习，能够为每台终端设备生成对应的动态安全策略并

且实时下发给设备。动态安全策略能够为安全事件发生

前、发生中、发生后三个不同阶段提供相应的策略。

（2）边缘设备通信安全管理

青莲云边缘设备云安全接入网关是云访问安全代

理技术（CASB）在物联网的实际应用。安全接入网关

作为代理服务，对接设备和业务云平台，提供两者之间

的双向安全通道。安全接入网关提供的安全能力，主要

包括链路、通信、数据、身份、鉴权、加密、合规等方

面。安全接入网关作为分布式云服务，具备快速部署和

扩容能力。…

图2  边缘设备通信安全管理架构图

边缘设备云安全接入网关为设备端提供了兼容多

种芯片和模组的嵌入式SDK，设备使用SDK能够安全

快速的接入安全网关服务。设备SDK仅占用少量的系

统资源。同时，设备SDK提供丰富的安全芯片和ARM…

TrustZone兼容能力，支持软/硬件加解密两种方式。安

全网关提供丰富的安全API，确保第三方业务平台能够

“低成本”的接入到网关。安全API采用强身份鉴权，

提供防重放攻击和防数据篡改能力。

边缘设备云安全接入网关采用双向身份认证机制，

并且设备在每次接入时都需要经过新的安全协商过程。

设备接入采用动态会话密钥技术，确保设备通信的逻辑

分离。丰富的密钥管理能力和安全会话技术，将安全级

别进一步的提升，确保不同设备每次接入的会话密钥都

是独立唯一的。OTA安全作为物联网重要的话题，云安

全网关基于有穷状态机的保护机制，解决OTA数据源不

合法、OTA数据被篡改、OTA非法指令等安全问题。

边缘设备云安全接入网关数据传输基于安全长连接

链路，提供数据加密、数据签名、数据序列化等安全能

力，来解决不同级别的数据安全问题。通过二进制私有

协议，确保传输数据的有效负载率，同时提供了数据合

规性检查能力，合规策略可定制化，结合大数据实时安

全分析技术，通过数据可视化能力让安全可见。

（3）安全态势感知

一个完整的工业互联网行业应用会产生非常碎片化

的多维海量数据，如设备传感器数据、设备行为数据、

设备地理位置数据、云主机系统数据、中间件系统数

据、API接口数据、用户行为数据、用户画像数据等。

而来自网络的黑客攻击行为就隐藏在这些海量数据中。

如何通过云端的统一数据采集和集中化数据分析，有效

的将多维海量数据整合降噪，从而通过基于机器学习的

大数据安全分析能够发现来自物联网世界的未知安全威

胁，是企业持续建设安全体系必不可少的一环。

图3  安全态势感知架构图

工业互联网安全态势感知模块已经在青莲云平台中

全面应用，实时分析硬件设备网络流量中潜在的异常行为

和黑客攻击行为。先后识别并捕获了针对物联网设备的

Mirai蠕虫病毒（美国断网事件的主因）攻击行为以及后

续的变种病毒satori，青莲云安全团队第一时间针对蠕虫

病毒样本进行源代码分析，并将完整分析报告递交工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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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备，也是国内物联网厂商中唯一一家针对Mirai蠕虫病

毒进行源代码级分析的企业。本模块可以为企业提供持

续、自学习的工业互联网安全态势感知能力，保障设备的

安全稳定运行，深度挖掘大数据背后的安全价值。

3　代表性及推广价值

3.1　核心优势

在边缘设备系统安全维度的核心优势：青莲云边缘

设备安全管理模块以安全策略为核心，通过多维度的统

计和分析进行安全检测。使系统从传统的静态防护转化

为动态防护，为终端操作系统的快速响应提供了强大依

据。支持客户根据自身设备的情况及业务逻辑的需求，

灵活更改安全配置信息，更加准确的判断异常行为，提

供多维度的可视化效果，直观的展示设备异常趋势，有

效还原攻击路径，减少运维人员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等环节中投入的时间。边缘设备通过与安全管理平台的

联动，可以针对异常攻击行为进行主动防御，实现精确

到每台设备的实时安全管控，最终形成智能化的终端安

全防御体系：

（1）兼容多款嵌入式操作系统；

（2）支持定制化/二次开发；

（3）实时流分析：网络行为分析、出/入流量分

析、设备日志分析；

（4）主动防御：实时阻断、热补丁、自动加固；

（5）集中管理：智能扫描、黑白名单、远程命令

控制；

（6）支持私有化独立部署。

极低的资源占用、快速灵活的部署方式。使得企业

在部署前期可以完全忽略针对终端设备在资源和功耗上

的担忧。在产品应用过程中，近源防护能力有效保护终

端设备安全的同时，更提供可视化管理平台，全面感知

威胁的情报和态势，真正帮助企业进行安全管理和安全

运维。

在边缘设备通信安全维度的核心优势：青莲云边

缘设备云安全接入网关是国内首创的物联网安全接入网

关系统，网关SDK在不影响安全防护能力的前提下具备

了体积小，占用资源少等特点。无缝对接华大电子、万

协通、宏思电子等安全芯片，支持私有化独立部署，无

缝对接企业自身云平台，保障整个通信链路的安全和数

据完整性。通过美的集团、TCL工业研究院、万和新电

器、派洛奇新风等国内外家电厂商的测试，核心安全技

术荣获中国家用电器协会颁发的“AWE2017艾普兰奖…

智能创新奖”。基于会话管理的动态密钥机制，保证设

备会话的唯一性、时效性，基于补丁分发机制的OTA

升级引擎，确保OTA升级过程安全可控，兼容MQTT/

HTTP/Websocket/NB-IOT等多种通信协议，兼容国内

外主流芯片、通信模组及嵌入式操作系统，可根据企业

自身需求灵活调整安全防护等级，满足定制化需求。提

供会话、加密等多组安全数据可视化展示能力，可帮助

客户直观、快速管理设备，提高企业运维人员效率。

在安全态势感知维度的核心优势：物联网应用产生

多维数据，黑客攻击行为就隐藏其中，青莲云安全态势

感知模块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建立不同业务场景的安全基

线模型和人机行为识别引擎，依据青莲云安全团队多年

攻防经验沉淀下来的恶意攻击行为规则库，实时检测工

业互联网云平台的所有网络通信行为，可在第一时间发

现针对云平台的网络攻击并报警，协助企业客户及时发

现并修复隐患，进一步提升工业互联网云平台的整体安

全性，实现“知业务，更懂安全”。

3.2　推广价值

青莲云“EDSOC工业互联网边缘安全管理平台”

是为工业互联网客户打造的边缘设备安全防护与管理平

台，本方案具有很强的适用性、通用性及兼容性，可以

基于工业互联网边缘安全场景和各家服务厂商方案完美

结合，实现融合互通。方案以纯软件的方式解决工业互

联网边缘设备、通信链路及云端安全问题，支持私有化

部署。这套完整的工业互联网安全解决方案能够广泛应

用在社区/楼宇/动环、视频监控、梯联网、数控机床等

领域中，为工业互联网安全运行保驾护航。

目前该工业互联网安全解决方案已在行业实施落

地，产品从质量到性能均获得了客户的充分肯定。目前，

已同中国电信、美的、松下、万和、微软（中国）、中国

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乐融集团、优点科技等知

名企业达成合作，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全威胁防御、提升

业务连续性，从而推动物联网安全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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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5G物联网的可自定义编程
组网的边缘网络解决方案
北京视界云天科技有限公司

1　目标和概述

1.1　挑战

5G时代边缘计算网络服务，面临大量新的挑战，

包括：

（1）网络延迟仍待解决

5G只解决网络接入的问题，未解决城域网络和骨

干网络带宽和延迟问题，因此节点间的通信仍旧面临阻

塞、抖动等网络问题。

（2）过多物联网设备抢占带宽资源

大量5G智能终端和物联网终端的连接势必造成带宽

资源的抢夺。

（3）跨基站/设备通信质量有待提升

5G只解决一个基站下物联网设备间的网络通信，而

跨基站物联网设备间、与边缘计算节点间、与云计算节

点间的网络通信质量没有保障。

（4）传输安全性有待加强

5G和物联网应用更多的是机器设备的数据传输，其

中包括采集隐私数据的传输、应用控制指令传输等，因

此5G和边缘计算都没有解决安全传输问题。

（5）设备/节点通信管理模式有待优化

5G网络下物联网终端和边缘计算节点将出现几十倍

的增长，无论对设备和节点的管理还是其网络通信的管

理必须通过云化管理方式。

（6）全球化能力仍不足

中国5G技术处全球领先水平，因此中国的5G应用也

将全球化，作为5G和边缘计算产业链中的企业，尤其是

网络服务企业需要具备全球网络服务能力。

1.2　方案概述

视界云边缘网络服务（VDN-ENaaS），继承了

云计算中“网络即服务”的理念，以边缘网络节点为核

心，通过边缘网络系统软件与边缘节点的计算资源、存

储资源和网络资源结合，构建了一个承载在物理互联网

络上的，跨域跨运营商的全球虚拟网络，可以支持客户

在任意多个接入网络的终端之间进行安全、高速、低延

迟的数据传输，所有服务即买即用、按需使用、按实际

使用量付费。

图1  系统架构图

1.3　功能实现

（1）全应用层协议支持

支持所有TCP/IP层以上通信协议，常见应用层协

议有：

·… 文件传输……HTTP/FTP/HTTPS；

·… 视频… …RTMP/HDL/HLS；

·… 邮件… …SMTP/POP3；

·… 域名解析… …DNS/DHCP；

·… 数据库连接。

（2）支持各种类型终端接入

支持所有基于Linux内核的终端接入，接入形式包

括：SDK/软件集成/硬件集成。

（3）支持数据完整性校验

通过MD5对传输两端数据文件进行校验，保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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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

（4）支持安全传输

建立私有安全传输通道，保证通道安全性；利用多

网穿透特性，可保证传输两端隐藏在内网，避免成为网

络攻击目标。

（5）支持多网穿透

支持NAT穿透，可在多网环境下穿透一切网络域限

制进行通信。

（6）支持P2P&P2N

支持点到点数据传输，同时支持一点到多点广播式

数据传输。

（7）支持智能路由

当传输两端连接链路收到阻塞时，可自动根据

VDN-ENaaS网络内边缘节点构成的最优路径生成新路

由表，保证传输质量。

2　解决方案介绍

2.1　产品架构

VDN-ENa a S的产品架构主要包括业务系统

（VDN-ENBS）和传输系统（VDN-ENDS）两大组

成部分，其中业务系统主要面向客户业务应用，可支持

客户或技术运维通过云化控制台，远程管理控制VDN-

ENaaS网络，支持包括添加文件源服务器、目标服务

器，配置传输任务，查看任务状态等功能。

传输系统由终端、边缘节点及部署运行的软件系统

组成，管理维护各个URoute服务器，以及路由表，需要

针对大宽带的传输做优化，而不是优化rtt。传输系统支

持选择空闲时间，进行大数据传输，以复用带宽；支持

根据客户配置，选择合适的中转服务器；支持一对多的

场景中，中间缓存服务器的设置，提高传输效率；支持

对大文件进行切片，并在目标端再组合，进行MD5验证

保证数据一致性。

VDN-ENaaS的其他系统组件还有：

（1）TransTunNat：端到端高速传输组件，支持

NAT穿透、集成了URoute等；

（2）URoute：应用层路由系统；

（3）UFileTransfer：超大文件缓存系统，为支持

一到多传输基本组件；

（4）UFileCache：文件传输缓存系统，为支持一

到多传输基本组件；

（5）任务管理：任务|消息通信组件；

（6）控制台：客户界面控制Portal系统。

2.2　方案优势

（1）从点、线进化到面的新一代网络技术

传统网络技术，包括IDC、CDN、MPLS、IP-

SEC、SD-WAN等，都是依赖网络中“节点技术”和

“专线技术”解决互联网络中的数据传输问题，不可避

免的会过度依赖单点、地域网络、骨干网络、运营商网

络管控、地域网络管控的基础服务能力。视界云VDN-

ENaaS采用边缘计算技术，通过软件系统与边缘节点的

结合，构建了一个基于“面”的一体化网络，它承载在

物理互联网络上，能够跨域跨运营商进行对等通信，能

够解决传统网络技术无法解决的问题，是最新一代网络

技术的代表。

（2）具备无限的扩展空间

VDN-ENaaS是基于边缘计算网络侧构建的“柔

性网络”，网络架构具有极强的延展性，在任意级别的

边缘节点（例如国内省级、地市级、区县级、社区级、

基站级），只要进行设备初始化和自动化部署，获得

接入授权后，即可接入VDN-ENaaS。该特性使VDN-

ENaaS可以随时随地根据业务需要扩展边缘网络空间，

从而使VDN-ENaaS能够更靠近用户边缘，更可靠更安

全，同时能够让客户自定义接入边缘网络，并在应用场

景内自定义组网。

（3）服务模式灵活、结构可靠、质量稳定

VDN-ENaaS可支持多种类型终端接入和使用，只

需获得授权码即可“即插即用”，服务模式灵活可以适

应在多种应用场景下的需求变化，可以说只要接入公共

互联网络的环境下，VDN-ENaaS可以支持任意类型的

应用接入和使用。

此外，VDN-ENaaS采用的柔性网络技术和智能

路由技术，可以使整个边缘网络具有极强的可靠性，

任意边缘节点和网络链路出现故障或者被攻击，VDN-

ENaaS都能够自动摘除相关“点与线”，并在边缘网络

内全网播报，使其他边缘网络服务不受影响，保持稳定

的服务质量。

（4）支持几乎所有模式的网络通信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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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DN-ENaaS的数据通信组件构建在TCP/IP层，与

应用层通信无关，因此可以支持任意应用层协议。该特性

使VDN-ENaaS可以支持几乎所有模式的网络通信应用，

包括流媒体直播、动态编码、视频会议、HTTP传输等。

（5）通信信令与数据传输具备极高的安全等级

VDN-ENaaS通过特殊加密的通信协议和安全的授

权接入机制，构建了整个边缘网络，使整个边缘网络内

的通信信令和数据传输具有极高的安全性，无法被直接

拦截和破解。

传统数据传输安全方案需要对即将传输的数据进行

加密，接收方接到文件后再进行解密，该方案仅解决了

数据储存的安全问题，但数据传输的安全问题未解决，

同时还会引发发送接收端加解密时间和算力损耗问题，

以及密匙传输的安全问题。VDN-ENaaS在传统数据传

输安全方案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加密通信协议的方式，

在数据传输的数据包上进行加解密，最大程度提升了在

公共互联网进行数据通信的安全性。

3　代表性和推广价值

3.1　应用情况及效果

2018年10月视界云开始着手研发，目前已经攻克了

包括边缘云管理系统、边缘网络传输系统、终端SDK、

智能路由系统以及企业安全网络传输系统和跨域大数据

高速传输系统的关键技术组件的研发。2019年第三季度

实现商业化和营销，目前前期主要面向“互联网+”类企

业客户，主要客户类型包括影视版权分发、电梯安防监

控以及IDC大数据传输。

3.2　技术的示范效应

（1）网络虚拟化技术

内容：通过软件技术，将多级边缘网络节点进行虚

拟化管理，易于调用、管理，易于实现跨域网络穿透；

效果：实现任意层边缘节点组网传输。

（2）智能应用路由技术

内容：通过应用层实现路由转发，借鉴了SDN技术

框架但不受SDN技术限制，可以十分方便的加载/卸载网

络节点，并根据路由情况进行智能数据包转发；

效果：增加网络QoS，减少运维复杂度。

（3）混合网络穿透技术

内容：基于网络虚拟化技术实现，针对混合网络穿

透特性进行了优化，可以穿透内网、公网、跨运营商网

络、跨国网络，将任意两个网络节点直接打通；

效果：实现混合网络100%穿透和无缝连接。

（4）自定义传输协议技术

内容：不用传统的tcp传输控制技术，而是根据当前

应用接入的网络状况，自定义传输控制方式，实现减少

RTT增加传输速度的效果；

效果：在综合网络情况下，平均提升50%以上网络

传输性能，包括减少80%RTT和增加100%传输速度。

（5）网络数据包自适应冗余加载技术

内容：在通信中增加了冗余包技术，可根据网络

状况和应用，自适应调整冗余包比率，从而提升传输

效率；

效果：在综合网络情况下，平均提升50%传输效

率，网络资源消耗与不使用该技术相比平均减少40%。

3.3　商业价值

（1）方案技术壁垒

视界云既有独立的边缘计算物理网络节点，又有

成体系的网络云平台。此外，视界云具备了完整边缘

计算技术拼图实现能力，以边缘计算网络技术作为突

破口，建立全网边缘云平台和云管平台，具备了平台

级服务能力。

（2）方案产品化和变现能力

VDN-ENaaS方案始终围绕市场需求为导向进行产

品化，每一次技术升级和研发突破都被赋予产品和解决

方案变现能力。

（3）5G蓝海市场赢得巨大市场空间

视界云在边缘计算网络云服务领域已拥有完整的技

术拼图，伴随着5G边缘计算产业的发展，视界云将赢得

巨大的市场空间。

（4）万亿5G市场助力边缘计算

5G时代云计算需要升级为边缘计算才能满足传输需

求，覆盖5G上游-中游-下游总投资规模约为1.1万亿，

其中归属边缘计算的网络规划运维市场投资规模约为

130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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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加工行业边缘计算解决方案
北京天泽智云科技有限公司

1　目标和概述

在离散制造业的机加工企业中，普遍存在：机床数

量庞大、机床部件多样、现场工况复杂、数据多源异构

且协同管理困难、数据应用需求经常变化的情况，因此

亟需一种平台能力强、配置灵活、稳定可靠的边缘计算

解决方案解决企业的上述问题。为解决某汽车零部件制

造企业的某类卧式加工中心的电主轴、换刀机构的故障

预测性维护需求，本方案采用CNC+Sensor+Client+…

Server模式的软硬件一体的边缘架构，对其高频的电机

电流数据和低频的CNC控制信号数据进行协议解析和采

集，通过边缘Client功能进行实时的高低频数据融合、

工况切割、特征提取，最终数据通过4G网络上传Server

层，通过Server功能实现边缘设备远程配置、状态实时

监控、数据历史回放，整个过程基本无定制软件开发，

完全依赖边缘计算平台的软件功能实现。

2　解决方案介绍

2.1　边缘计算技术的应用

本方案通过边缘计算设备直接和设备控制器通讯

采集加工设备已有数据（如主轴转速），并通过加装

传感器方式采集加工设备原本没有的数据（如主轴电

机电流），这些数据前者属于低频数据，后者属于高

频数据。

其中低频数据由边缘计算设备简单处理后直接通过

4G网关传输到公有云端，高频数据由边缘计算设备进行

数据分析建模提取数据特征值后上传云端。

2.2　系统架构（如图1所示）

2.3　硬件平台

边缘计算设备采用天泽iEC系列边缘智能硬件，是

面向关键设备、高价值资产工业智能应用的边缘计算单

元，基于高性能ARM或Intel处理器平台，可在边缘端一

站式实现数据采集、协议解析、信号处理、特征提取、

机器学习等多种功能。结合天泽智云在工业智能应用算

法领域的十多年积累，为用户打造软硬算一体化的整体

解决方案，可实现设备的状态监测、异常检测、健康管

理、寿命预测等功能。

本方案中使用的iEC-1001产品特性及应用场景：

（1）四通道51.2kS/s同步采样，能够兼容包括振

动、转速、电流等多种信号的高速数据采集；

（2）内置64位四核ARM…Cortex-A53…CPU，兼容

Python模型的快速部署；

（3）内部存储空间为4GB，支持大容量高频振动数

图1  系统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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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存储；

（4）支持以太网口、串口、USB等端口，可以快速

完成多终端的互联组网。

（5）面向智能工厂设备批量部署应用等。

2.4　软件平台

边缘计算解决方案中的软件平台采用了天泽智云

自主研发的产品EdgePro，EdgePro是一款支持快速

实现工业数据采集和边缘计算的工业物联网与边缘智

能系统，通过将物联网、边缘计算、特征工程与机器

学习等技术融于一体，可直接将机器学习模型与特征

工程算法一键部署到边缘硬件，真正打通工业互联网

与边缘智能的最后一公里，实现工业边缘计算、边缘

智能与边缘决策。EdgePro的核心服务如图2所示。

…

图2  EdgePro核心服务

（1）EdgePro核心价值

·… 加速实现工业多源混合数据采集、特征提取及

边缘计算

EdgePro创新性地将工业数据采集、硬件配置下

发、状态监控与模型部署四类功能标准化，通过开放接

口可满足大部分工业设备数字化与智能化的多样化需

求。不论是实时获取原始波形亦或是获取特征数据，均

可通过配置轻松实现设备数字化映射与特征信息提取。

目前EdgePro可接入、配置和管理各类嵌入式状态监测

系统(CMS)、工控机(IPC)、工业网关、PLC与嵌入式系

统等，助力企业实现全面智能化改造、大规模关键资产

与辅助资产统一监控。

·… 支持快速规模化设备接入

EdgePro可为用户提供诸如轴承、齿轮箱、泵、电机

等现成可用的数据采集和传感器参数模板。并可针对设备

工况设置进入/退出机制，灵活地实现按需采集、灵活触

发、采样率可调和波形长短可配的监控策略，以解决客户

在制定设备监测方案、传感器选型和信号处理等方面碰到

的挑战。同时，还可支持批量化的设备添加和配置。

·… 轻松打通机器学习模型云端到边缘端一键部署

EdgePro可为旋转机械类设备、电气设备、结构

监测等相关应用场景提供现成可用的特征参数列表以

及自定义特征接口，通过不断丰富特征列表大大降低

工业设备在健康管理、能耗优化以及其他智能应用场

景特征提取的需求门槛。同时可提供云端机器学习模

型部署到边缘智能终端的接口，有机实现云端与边缘

端的协同配合。

（2）EdgePro关键特性（如图3所示）

…

图3  EdgePro关键特性

2.4　数据通信

由于边缘计算应用在边缘侧，有着天生的优势，

使得数据在数据的源头直接进行处理，降低数据处理的

时延性；同时，边缘计算对原始的信号数据进行特征提

取、信号处理等数据加工，使数据降维，去除无效数

据，有效地降低数据包的数据量大小。

（1）低延时

相比传统的云计算，因为云计算架构中的数据链路

通常都比较长，会经过本地控制网、本地管理网、互联

网、云机房、云服务器，若实时性要求很高的计算放在

云平台进行，由于数据传输的链路过程，通常延迟会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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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达到至少上百ms级乃至秒级以上的延迟，这样的情

况通常满足不了实时性的要求。而边缘计算天生就在数

据的源头，不需要经过庞大的数据链路，直接进行运算

和分析，大大降低数据处理的时延性。

（2）减少数据传输

在设备预测性维护与健康管理的解决方案中，通常

需要采集高采样率的振动信号，常用的采样率有12.8k、

25.6k、51.2k等，这时每个设备产生的数据是庞大的，通

常1秒能产生4~5MB的振动信号数据，这样的数据量基

本就占用了百兆级网络的50%的带宽，而通常一个网络

内会有几十台乃至上百台的设备需要监控和管理，这时

数据的传输就会是瓶颈，即使是采用光纤网络也满足不

了要求。所以采用边缘计算方案可以有效地解决数据传

输所需的带宽问题，边缘计算通过信号处理与特征提取

技术，对数据进行降维处理，提取有效数据，通过边缘

计算可以将原始数据的大小压缩几十倍，甚至几百倍，

从MB级别的数据压缩至KB级别的数据，大大压缩了数

据传输量，降低了数据传输的带宽需求。

（3）数据压缩传输

在数据传输过程中，使用数据压缩技术对数据进行

压缩后传输，这样降低数据包体的大小。采用数据压缩

技术，通常可以将数据压缩到3~5倍，这样加速数据的传

输，提升传输效率。

2.5　安全措施

EdgePro提供健全的安全管理机制实现系统安全，

主要安全机制如下：

（1）身份认证与鉴权

因为边缘计算是一个多实体的计算范式，其中包

含了很多功能实体，其复杂的异构特征带来了很多的挑

战，所以边缘计算中不仅每个实体都需要经过身份认

证，而且实体之间都需要进行身份相互验证。同时，系

统能对每个身份进行权限的鉴别与分配。

（2）访问控制

对边缘技术模型和策略对资源的访问过程进行实时

控制，提升边缘计算中系统安全性和保护用户隐私，系

统提供基于属性的访问控制和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

（3）数据传输安全

根据实际环境的需要，可以提升数据传输的安全级

别，对数据进行加密传输，保护边缘实体的数据隐私。

（4）数据存储安全

对关键敏感数据进行加密存储，对数据提取需经过

身份认证，保护数据的存储安全。

（5）运行安全

平台整体以及边缘计算模型都运行在独立的容器

之中，让系统及模型运行在沙盒之中，保护系统和模型

在运行时中不受入侵的威胁，保护系统及模型的运行安

全。

（6）协议安全

平台提供多种主流的工业协议的集成配置，支持

Modbus、OPC-UA、HTTP、MQTT、AMQP等主流

协议，屏蔽其他非主流协议，提升系统集成的安全。

（7）安全审计

平台提供用户的操作日志记录，让用户在平台上的

操作步步留痕，行为可追溯，提供安全审计数据，提升

系统安全。

（8）容灾和恢复

平台提供分布式部署能力，依托于分布式架构天生

的特性，避免出现单点故障，提升系统稳定性。同时，

系统支持主备式部署，当主服务器发生异常时，系统可

实时切换至备用服务器，使服务无间断运行，提升系统

稳定性。

3　代表性及推广价值

面向卧式加工中心的边缘计算软硬件解决方案，

实现了数据稳定、合规、协同、灵活的采集、融合、预

处理、传输和持久化。在Client端进行数据融合工况切

割，只让有效数据到达Server层，减少4G流量消耗的同

时有效降低了服务器性能的需求，对多源异构数据的管

理和对不同类型数采设备的远程配置减低了开发部署和

管理维护的难度，“零开发”的部署模式能够大幅度降

低工业智能落地的门槛。

这套解决方案能够有效地针对机加工行业的特

点，在技术成熟度和经济成本方面具备业内领先水

平。在如今大规模离散制造业进行下一代工业物联与

智能制造的升级过程中，此方案短期具有面向产线、

车间、厂区推广的价值，长期具有推广至同行业其他

企业的基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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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IoT智慧灯控解决方案
上海顺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　目标和概述

顺舟智能基于边缘计算网关的NB-IoT智慧灯控解决

方案包括顺舟自主研发的智慧控制器、功能强大的边缘计

算物联网网关——聚盒及CCIoT…3D…BIM可视化监管平台

等部分，以智慧路灯杆为载体来实现灯光的明暗、色温控

制，同时可设置多种策略，保障智慧路灯的远程云端控制

和本地的自动处理功能；CCIoT…3D…BIM可视化监管平台

包括路灯控制、能耗分析、策略管理等多种常用功能，不

仅实现对路灯全面的管控，还可进行数据分析和归纳管

理，在解决传统路灯运维困难的基础上，减少了人工和能

耗成本。

针对城市照明目前存在的能耗高、管控难等问题，

该方案有效提升了城市照明综合管理强度，对市政亮化建

设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作为方案的核心产品，聚盒网关具有稳定的全网通

极速体验，可以同时连接串口设备、以太网设备和WIFI…

设备，为物联网的应用搭建了完美的平台；SZ10-NB-

IoT路灯控制器具有稳定可靠、传输能力强、便于监管等

突出优点，在各个城市照明改造项目中表现出极佳的功能

特性。

基于边缘计算网关的NB-IoT智慧灯控解决方案是智

慧城市亮化照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现了远程单灯开

关、调光、检测等管控功能的同时，也充分体现了经济节

能的改造升级理念，全力打造更加节能、便民、可控的灯

光管理体系，开辟了城市照明“管理节能”的新篇章。

2　解决方案介绍

基于边缘计算网关的NB-IoT智慧灯控解决方案是顺

舟智能推出的一体化城市照明方案，以优良的性能致力于

城市NB亮化技术的落地，结合顺舟NB-IoT智能照明控

制系统平台——CCIoT…3D…BIM可视化平台，为客户带来

全新的智慧照明体验。

2.1　硬件部分

SZ10-NB-IoT…路灯控制器是顺舟智能为适应市场需

求开发的新型控制器，采用中国移动高水准NB-IoT无线

通信模块，配合专业的硬件和软件设计，使产品具有功能

强大、体积小、易实施、免布线、工作可靠、易于维护等

优点，是专门为智能路灯照明而研发出来的高性能路灯节

能产品。…

SZ10-NB-…IoT路灯控制器符合LTE制式NB-…IoT…

窄带通讯标准，控制器内部包含电流与电压计量电路，它

可以实时采集路灯控制器的负载工作情况，大大减少路灯

管理部门的工作压力，提高工作效率，从而显著提高社会

节能效益，如图1所示。…

       图1  SZ10-NB-IoT 路灯控制器

作为智慧照明灯控解决方案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

分，SZ11-GW-3聚盒边缘计算网关是一种物联网无线

通信网关，利用公网无线网络+小无线网络为用户提供

了免去现场布线以及无线长距离数据传输的功能。该产

品采用高性能的工业级32位处理器以及工业级的无线通

信模块，同时提供1个串口（RS232/RS485），4个以太

网LAN口，1个以太网WAN口，并且支持WIFI做AP/

Repeater/STA，所以可以同时连接串口设备、以太网设

备和…WIFI…设备，为物联网的应用搭建了完美的平台，如

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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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软件部分

顺舟智能CCIoT…3D…BIM可视化平台集中了国内目前

监控、广播、无线覆盖、路灯、亮化灯等智慧城市监控

系统的优秀设计思想，综合应用计算机信息管理技术、

GPRS移动通信技术、网络组建技术、嵌入式自动化等

先进技术，迎合我国目前市政建设的远程监控与管理现

状，是由其自行研发的一种高效、成熟、稳定的具有远

程控制、远程监控、远程管理、环境监测等功能的数字

式集中测控系统，在技术应用、技术实现、系统结构方

面均有创新。该系统主要由监控管理软件、远程控制终

端、GPRS无线通信终端、监控中心构成…。

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预留了各种接入方式，可进

一步打造智慧城市“云”系统。

（1）CCIoT…3D…BIM可视化平台主要功能

路灯控制：实时查看现场所有设备的运行情况，并

准确调取所有设备的实时数据。平台可以设置不同的场

景策略进行灯具的定时开关、定时调光、定时读取等。

此外，该控制系统还可实现如下功能：

地图监控：在地图上准确显示每一个现场设备的运

行情况，并实时操作。

能耗分析：设置各种能耗阀值，准确显示耗能情况

并进行对比。

策略管理：制定各种自动控制方式，实现无人化

运行。

报表管理：准确查询现场设备的历史记录，实现数

据可追溯。

基础信息：管理平台中的各种设备，设置设备的参

数阀值。

（2）CCIoT…3D…BIM可视化平台突出特点

·… 依据道路上光照亮度控制灯具的开/关和亮度，

从而可以显著延长灯具的有效寿命，减少灯具更换次数，

节约资源，减少有害气体污染环境。可以远程设置节点控

制参数，实现节点的灵活控制。也大幅降低了电耗，节约

用电，同时还可以延长灯源寿命；

·… 根据天气情况和实际光的照度，自动控制灯具

的开/关和灯具的亮度，如在不好的天气时及时打开路

灯，对于安装在桥下或道路的路灯，路据实测光强，来自

动以最佳的亮度打开路灯，提高公众满意度，在灾害天气

使路灯更人性化；

·… 通过微机、集中器设置，防止非授权人操作，

确保断路器安全可靠。依据用电情况，可判断无人值守的

用电设备运行情况。所有运行参数（自动通断电时间，区

域划分）可在管理终端随时设置，随时启用，管理方便。

平台主页如图3所示。

图2  SZ11-GW-3聚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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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智慧照明系统控制APP展示图

顺舟智能配置智慧照明应用APP如图4所示，权限可

分配，功能齐全，操作便捷，进一步完善了情景随时随地

可视化管理的优越功能性。

3　代表性及推广价值

3.1　社会价值

边缘计算物联网网关——聚盒接口丰富，功能强

大，可广泛用于如自助终端行业、智能电网、智能交

通、供应链自动化、工业自动化、智能建筑、消防、环

境保护、智慧医疗、智能照明、智能农业和煤矿、石油

等场合。

NB-IoT智慧灯控所面向的灯光源均采用LED照明，

夜间照射出来的是柔和的暖白光，并且可以根据车流量和

天气状况自动调光，做到按需照明，比常规路灯节能60%

以上。而对于路灯运维检修人员来说，这些路灯每个单体

灯都可以实现单独监测和监控，可在电脑上实时监测到每

盏路灯的运行情况，省去了人工夜间巡检的环节，大大节

省了他们的工作量。

搭载了边缘计算网关聚盒的智慧路灯将作为智慧城

市建设采集数据的智能终端，并在平安城市建设、城市信

息发布、突发事件预警、便民通讯服务、环境污染监测、

应急电能供应等方面为市民提供服务。有专家评价道，智

慧路灯避免了智慧城市建设中基础设施的不同步与重复建

设，在大规模推广后可以带来极大的经济效益。

3.2　商业价值

NB-IoT智慧照明灯控解决方案是通过NB路灯控制

器、路灯集中管理器实现对整个城市的分组、分区域远程

智能化管理，改善以往管理混乱的弊病。在实现基础照明

功能的前提下，还可根据实际光照、经纬度、定时策略等

多种形式实现差异化的调光、开关灯等，同时具有故障自

动告警功能，全面提升城市照明便利性和安全性，同时具

有显著的城市照明节能效益。

常用分时段调节策略如下：

19… …00~20… …00功率50%；

20… …01~22… …00功率100%；

22… …01~24… …00功率75%；

00… …01~06… …00功率30%。

来车检测策略如下：

无车时功率30%；有车时功率100%。

除了功率的下降，电费开支的节省，还可以避免电

能浪费，主要通过以下两方面实现：

首先，主要通过自动跟踪本地日出日落来合理设置

开关灯时间，避免电能浪费；其次，通过LED路灯的集中

管控平台，可以根据照度及各处电路供电情况自动调整照

明电压，实现节电节能。

采用智能控制，实现可观的二次节能：以3000盏

100W…LED路灯为例计算节能比，没有控制，全亮12小时

有智能控制，其中6小时全亮，3小时50%，3小时25%。

考虑维护系数及亮度，可节能更多。

低能耗、高性能是顺舟智能智慧照明方案的不懈追

求。平台系统的高度集成性不仅实现了多种感知端的信息

交互、对智慧路灯的能耗实时管控调节，更增加了城市的

便利性和安全性，社会经济效益显著。

3.3　应用情况

目前该解决方案已成功应用于以下项目：

（1）江西南昌新建城NB-IoT智慧灯杆项目，规模

768套智慧路灯和平台；

（2）新疆特克斯县NB-IoT智慧路灯杆项目，规模

90套智慧路灯和平台；

（3）上海奉贤区青村智慧灯杆项目，规模60套智慧

路灯和平台。

图3 平台主页展示图



Solution 解决方案

88 / 自动化博览 / 边缘计算2019专辑

全新风自然冷却模块
苏州安瑞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　目标和概述

传统数据中心存在局部热点难以消除、传热效率

低、制冷系统能耗大等缺点，带来了大量的温室气体排

放，消耗了大量的水资源。随着云计算、大数据、5G等

新兴技术的落地，数据中心流量急剧增长，IDC的发展从

服务器机房向大型超大规模部署演进。然而，我国已建成

运行的数据中心能耗普遍较高，年耗电量约占全社会用电

量的2%。因此，发展绿色数据中心，努力实现能源效率

最大化和环境影响最小化迫在眉睫。

建设绿色数据中心是构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的重

要任务，是保障资源环境可持续的基本要求。如何提供更

高效的资源使用效率和高质量的算力，“全新风自然冷却

模块”是安瑞可给出的解决方案。

…“全新风自然冷却模块”聚焦绿色节能技术，采用

新风+蒸发制冷模式，直接将室外温度适宜的冷空气引入

室内，使得室外冷风与室内热风进行换热从而带走数据中

心的热量，降低其温度。冷热气流双遏制，出色的制冷效

率可使全年平均PUE降至1.1以下，不仅可以节省电能成

本、建筑成本和水系统成本，也提升了环境效益。

2　解决方案介绍

2.1　系统架构

（1）进风阀

通过PLC控制的高可靠性电动阀门，在外界空气温湿

度及空气质量符合进风要求时，开启进风阀，直接引入外

部自然冷源给模块降温。

（2）过滤器

G2级别的初效过滤器，可以滤除空气中的粉尘等杂

质，F8级别的中效过滤器，则可以有效过滤空气中的化

学污染物，有效保护IT设备，免受硫化物和氮氧化物的侵

蚀。过滤器前后的压差传感器，则可以对过滤器的更换做

出预警。

（3）蒸发冷却系统

模块配置4级蒸发冷却装置，当纯新风无法满足制冷

需求时，自动根据需要开启适当级别的湿膜加湿器，在保

证设备运行湿度的前提下，通过水的蒸发带走多余热量。

（4）风机

12个EC风机，每小时最高可产生117600立方米的风

量，用最小的能耗，把满负荷运行时产生的350kW热量

迅速持续的带出模块。

（5）混风阀

当外界空气湿度升高超过限定时，可打开混风阀，

将排出的热空气与外界空气混合，以降低湿度。

（6）机柜

既可以使用完整的52U…19英寸IT机柜，保留传统机

房的观感，也可以直接使用更简单的开放式机架，在模块

的层级来管理设备。

（7）排风阀

需要时可以完全关闭排风阀，隔绝模块内外的空气。

（8）配电系统

模块支持2N配电，通过两端的配电柜，将关键电

力，输出到母线，继而分配到各个机柜。机柜后部配置两

个智能PDU（可选开关型），实现对用电的精细化管理。

2.2　直接新风加蒸发制冷技术介绍

直接新风，是指直接把机房设计成开放式环境，利

用外界环境空气带走热量，这是解决服务器热量的全新

方式。

外界的环境温度都是不固定的，所以在一些特殊环

境温湿度情况下，采用新风加蒸发制冷的方式进行降温或

者增湿。

当然这个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新风，自然风进入机房

将热量带出的同时也需要考虑外界环境的温度与湿度。在

温度过高或过低、湿度过高或过低的情况下如何在不同环

境的工况下能保障不结露，并保障服务器在厂商提供的允

许工作工况下进行工作。

此技术根据外界环境和负载情况有三种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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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新风模式

（1）…新风模式（如图1所示）

·… 外界环境空气的温湿度在允许范围内，不需要

做任何控制，外界环境空气进风服务器直接把热带走，

热直接排入外界环境中。…如果是模块放室内，需要把热

排到室外。

·… 外界温度过高，使用蒸发制冷降温，使温度降

到允许范围内，同时湿度升高但也在允许范围内。…

·… 外界湿度过低，使用蒸发制冷加湿，但温度减

低的同时也可以控制在允许范围内。

图2  混风模式

（2）混风模式（如图2所示）

·… 利用热回风做升温

·… 利用热回风做除湿

…

图3  纯内循环模式

（3）纯内循环模式（如图3所示）

外界温度比较冷，并且负载不大的情况下，所有进

风、排风阀关闭。全部内循环模式。

另外，此三种模式具有以下特点：

·… 均可添加辅助机械制冷（水冷和DX），在一些

特定工况下，可以单独使用机械制冷；

·… 均使用冷热通道全部封闭模式，有很好的气流

管理模式，并且气密性非常好；

·… 全国大部分地区可以50%以上时间可以使用新

风模式，PUE可以做到1.15左右。

数据中心直接新风制冷技术是国内全新的一种技

术，利用绿色的自然风带走服务器的热量，同时可以根据

不同地带的气候条件通过利用蒸发制冷或者机械制冷来控

制服务器进风端的温湿度。

该技术经过两年多测试，在一些项目的应用效果表

现优良，希望以后能在更多的数据中心和IT机房应用，为

边缘计算解决方案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3　代表性及推广价值

（1）应用情况

“全新风自然冷却模块”目前已应用的案例：蒙大

拿大学（美国）、ABC联邦大学（巴西圣保罗）、欧洲

核子研究组织（芬兰卡亚尼）、GIGA数据中心（美国夏

洛特）、法国气象局。模块化数据中心获得了Tier…Ready…

Ⅲ认证。

（2）经济效益

传统数据中心的PUE通常在1.6左右，全新风自然冷

却模块利用直接新风+蒸发冷却技术，可将PUE降至1.1以

下。对于1kW的有效IT负载，总耗电量可以从1.6kW降

至1.1kW，非IT耗电从0.6kW降至0.1kW，大幅降低了电

能消耗。通过减少80%的能源损耗，降低碳排放。

（3）商业价值

工厂预制化出货，现场只需简单组装即可投入使

用，有效缩短数据中心建设周期，简化数据中心运维，

提升工程质量，相对于传统数据中心可节省约30%运营

成本。模块化设计，可根据实际需求增减模块，可扩展

性强。单机柜可实现5kW~35kW，释放更多算力，可将

100kW的电用到IT负载上，相比传统产品的电能利用率

可提高4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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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ar边缘IaaS平台
北京星际比特科技有限公司

1　目标和概述

随着5G、物联网、无人驾驶、AR/VR、车联网、AI…

等众多新兴业务应用的快速涌现，对网络的传输容量、数

据分发处理能力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同时，5G应用

服务的进一步发展使网络流量呈现出爆炸式的增长态势。

根据Cisco最新发布的预测报告，到2021年全球IP流量将

达到3.3ZB，IP视频流量将占消费者互联网的82%。传统

的中心化云计算技术已经无法满足终端侧“大连接，低时

延，大带宽”的需求，此时便产生了边缘计算。

星际比特推出的边缘操作系统是一款基于Linux定制

精简和强化的操作系统，基于Polar…OS系统可以提供边缘

云服务。

相比传统云计算，边缘计算主要具有以下优势:

（1）降低时延，扩展带宽:边缘计算利用本地部署

的优势，在边缘网络进行数据的处理和储存，分散化布局

对网络带宽的要求更低，加之距离用户终端较近，因此时

延得到有效缩短；

（2）位置感知，用户识别:当终端接入无线网络

时，本地计算节点可以确定设备的地理位置，识别用户的

网络需求，提供基于位置和用户的分析;…

（3）本地化:在本地进行部署的边缘计算平台相对独

立，可以更加轻松地利用本地资源，发展本地服务和应用;…

（4）支持设备异构性:边缘计算平台提供新的入

口，支持多样化的异构软件设备;…

（5）提高资源利用率:很多智能终端在非工作状态

下处于闲置状态，边缘计算可以在无线网络中对其加以利

用，实现物理资源共享。

2　解决方案介绍

边缘计算云Polar…OS系统的整体框架如图1所示，实

现原理如图2所示。

…

图1  Polar OS框架图

 

图2  Polar OS实现原理

（1）Polar…OS使用libp2p作为p2p工程的底层协议

构建了p2p网络，以确保可以轻松应对各种复杂的网络

环境。libp2p作为整个网络层，可以实现发现节点、连

接节点、发现数据、传输数据的功能。利用js-libp2p，

千千万万的节点被连接起来，只要通过浏览器即可实现节

点之间的通信。而libp2p在边缘计算领域的最大优势是，

它可以支持不同传输层之间的通信，不必担心其它的因

素。通过DHT及MDNS，libp2p可以进行节点发现，并

通过pubsub进行信息传输，十分符合边缘设备所处的应

用场景。

（2）Polar…OS采用虚拟化技术，使用场景主要用于

物联网和一些边缘节点，边缘节点一般资源有限。Po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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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选择了轻量级的容器技术，增加了业务的安全性，并

且对业务进行了隔离。

（3）Polar…OS自带OTA技术，OTA（Over-the-

Air…Technology）是一种升级服务，具有漏洞补丁自动

更新功能，能确保所有的问题，包括安全问题得到快速

的解决。

3　应用场景及推广价值

Polar…OS是目前国内领先的IaaS平台，边缘计算能

够助力CDN更智能、高效、稳定，与传统CDN服务形成

完美互补。

3.1 应用场景

（1）视频加速

智能视频加速业务主要是通过缩短内容的开始时间

和减少视频停止时间，提升用户的体验质量（QoE），

并保证无线网络资源的最大利用，如图3所示。

图3  智能视频加速应用场景

（2）物联网

物联网智能设备上的I/O接口可以轻松连接传统工业

系统和Polar…OS网络，Polar…OS可以对连接的终端进行边

缘分析，将决策转移到边缘，提供实时操作，还可以帮

助管理网络问题，通过决定数据是否移动到边缘来解决

网络宽带问题，服务场景如图4所示。

…

图4  物联网网关服务场景

（3）CDN

Polar…OS通过将CDN服务扩展到移动边缘来提供分

布式缓存，可以增加用户的QoE,并减少回程网和核心网

的使用，分布工缓存技术如图5所示。

…

图5  边缘计算分布式缓存技术

3.2　商业价值

边缘计算平台是指在靠近物或数据源头的网络边缘

侧，融合网络、计算、存储、应用核心能力的开放平台，

充分利用整个路径上各种设备的处理能力，就地存储处理

隐私和冗余数据，降低网络带宽占用，提高系统实时性和

可用性。

2012~2016年CDN承载流量在全球互联网流量中的

占比从33.7%上升到52.0%，预计到2021年，CDN承载流

量将累积至70%以上。

随着在线直播、短视频、AR及AI等各类互联网服务

的兴起，CDN将迎来更大的市场，中国CDN市场规模将

接近250亿元，增长率将保持在39%左右。

深圳市和上海市已经公布将在2019年普及5G网络，

随着5G的到来，边缘计算将会迎来更大的商机。

3.3　社会价值

5G商用的加速落地，需要处理的信息也在与日俱

增，对网络速度和网络安全的要求持续加大，边缘计算的

出现，本质上就是提高网络传输速度和质量，同时让网络

传输更安全。

具体表现如下：

（1）公共信息、公共资源的利用率得到提高，网络

信息流不畅的问题将基本解决。

（2）网络信息的传输更加安全，无需再为网络泄密

而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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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网边缘计算平台
国讯芯微科技

1　目标和概述

工业互联网生产当中，面临着响应不及时、断网

无法继续工作、敏感数据易泄露、通讯规范多样化等问

题。

国讯芯微的边缘计算平台为资源能力受限的边缘设

备（网关、PLC等），提供实时的采集、建模、计算、

控制、存储、加密等能力。减少了传输和云反馈再做回

应的时间，从而实现了实时高效、真实的数据采集计算

控制的闭环，减轻云端负载，形成边云协同。可以充分

满足工业现场OT数据的融合及深度建模需求，确保工业

控制的时间片精度，提升工厂良品率。

平台在数据处理上，可以进行实时采集，并且在采

集的同时对无用数据直接进行过滤，这样一方面大大的

节约了存储资源，另外一方面直接缩短后期计算、数字

建模等需要的时间。

在整个智能制造中的层次架构来看，通过数字建

模将整个制造的物理系统在数字世界建立对应的模型，

然后通过边缘层进行实时的数据采集，将生产的现状

反馈给信息系统，在测试验证、运行、维护的各个阶

段，都可以在虚拟系统中对制造的工艺、参数、策略

进行优化。

数字在产生的时候，就利用边缘计算加密算法进行

加密支持，除非得到授权，否则从源头开始，数据就将

得到最强有力的安全防护。

具备视觉深度计算能力，深度学习是算法的催化

剂，为人工智能带来了质的飞跃。而视觉深度计算，更

是将这种智能化完善到工业生产当中。利用此算力，可

以确保所生产的产品达到非常高的质量水平。无论是验

证日期/批代码的存在性，还是外观检测、瑕疵检测等，

利用视觉深度算法都能够解决。

数百种通讯协议支持、易扩展、部署更灵活，可以

进行实时控制、实时故障处理、预测性维护。

2　解决方案介绍

利用边缘计算平台NECRO，能够让边缘端能力受

限设备获得边缘计算能力，从而实现多网融合、安全存

储、多协议解析等功能。平台包含边缘计算实时操作系

统NECRO、边缘计算全栈模块NOM。在此，以智能制

造解决方案为例做详细介绍，如图1所示。…

图1  智能制造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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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能制造当中，包含众多系统，如监控、数据处

理、安全系统等，系统当中又包含了众多设备，它们共

同配合，完成着整个智能制造过程。

传统工业生产制造当中，各系统之间相互分隔，或

即便有联系，程度化也不高，非常不利于生产进行，特

别是后期无法对生产所有环节数据进行存储分析，无法

有效提升良品率。

边缘计算平台NECRO，具有强大融合与处理性，能

够迅速融入这些系统设备当中。而且能够将工业生产中

的物料、生产等功能系统平台统一进行管理，并覆盖主

流工业控制器与工业协议解析，支持工业设备一站式快

速接入，提供开放便捷的设备接入方案，极大的节省了

资源。

边缘计算平台NECRO考虑到了工业生产的复杂性以

及设备的多样性，集成了开发平台，可以让用户二次开

发，从而适应工业生产，强化生产利用率。

3　代表性及推广价值

（1）代表性

边缘计算平台NECRO在工业互联网、智慧工厂、泛

在电力物联网等领域拥有丰富全面的边缘计算整体解决

方案。

以高端芯片制造为例，芯片制造产线面临的最关键

的问题就是如何提升良率，保证产能。所以工厂需要对

近5000道工序中产生的海量数据进行采集、分析。如蚀

刻液流量的监控、机床设备转速数据，甚至微尘颗粒的

精准测量等。

传统模式中网关等设备仅扮演数据透传角色，数据

分析计算都在工厂私有云端进行，此过程网络带宽压力

大，云端负载重，且不具备实时性。等云端发现问题，

很多不良品都已流出。

引入NECRO边缘计算平台之后，NOM边缘计算

全栈模块为边缘能力受限设备，提供边缘计算的硬件

算力支撑。NECRO边缘计算实时操作系统赋予设备边

缘计算软件能力，使得传统硬件升级为带边缘计算能

力硬件。可以在更靠近设备的边缘端提供实时的采集、

建模、计算、控制、存储、加密等服务。在边缘端对各

种关键性生产数据做实时分析处理，实现边缘端良品率

分析检查，真正实现芯片智能制造。

（2）推广价值

本项目方案的推广实行，针对经济、灵活、利益等

方面进行，具体如下：

传统商业模式方案，对接流程繁杂，项目周期漫

长，且对资源的损耗异常巨大。更重要的是，一旦出现

问题，需要配合处理解决的不只是一家而是好几家甚至

几十家，客户粘性较差，而且责任难以鉴定，不利于项

目推广实行。

而本项目中，灵活多变，容易部署成功，以客户

利益最大化作为己任，客户对其粘性也异常高。软硬

件设备的供给，直接降低了成本，其推广可行性异常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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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智慧数字化水产养殖方案
九州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　目标和概述

1.1　挑战

传统水产养殖在数字化转化中，遇到以下挑战：

（1）养殖的质量高度依赖于专家养殖者的经验，缺

乏成体系的养殖方法论和科学指标；

（2）养殖人工依赖高，整体养殖过程缺乏有效的

监控和及时的响应机制，主要针对虾的性状表现进行识

别，达到预诊断和总结知识库的目的，需要视频在地的

处理和预警能力；

（3）上游供种公司缺乏对育苗、养殖户的监管，

导致养殖户以次充好，养殖质量下降、产量低、药品滥

用等现象层出，特别是苗场到养殖户的防掺假苗，预计

需要对人行为进行识别，需要视频在地的处理和预警能

力。物流跟踪涵盖整个运输过程中，从苗场全程追溯到

餐馆，并防止中途掺假虾；

（4）乡村地区监控网络建设成本高，视频传输水塘

和养殖户的占地面积较大，分布不一定集中，铺设专线

的成本较为昂贵和不便；

（5）投毒检测和告警，缺乏针对偷盗、投毒、异常

情况的智能监控系统；

（6）物联网接入复杂，缺乏模型化算法，对需要监

测的含氧、水质、水温、光线、土壤熵情、光照、气压

雨量等监测设备，需要根据模型，实时调节和控制水塘

调节系统，实现自动水塘环境的调节。…

1.2　解决方案概述

该解决方案整合新一代数字化智能技术，结合

4G/5G、边缘技术、IoT技术和AI养殖算法，实现整个产

业链上下游的升级整合，建立各品种的产业链数据库，覆

盖从“种质”到“苗”到“养殖户”到“终端市场”全产

业链环节，提升产业效率，实现绿色渔业、智慧渔业。如

图1所示。

2　解决方案介绍

基于云+边两级架构上，构建以下数字化水产养殖

平台，依托IoT传感器、视频摄像头等采集终端，结合

4G/5G传输管道，集成边缘MEC平台，部署养殖业务

管理、养殖专家知识库和AI病害预警系统，实现覆盖

“育”、“繁”、“养”全生命周期的智能水产养殖解

决方案，整体架构如图2所示。

…

图2 智慧水产品养殖平台整体架构

（1）通过边缘计算，实现云边两级部署架构，如

图3所示，实现IoT数据的数字化建模、视频预处理和提

炼、AI病害响应下沉以及养殖环境智能调节的能力。

图1 水产品养殖生命周期中的万物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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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云边两级部署架构

（2）低功耗无线数据传输网络子系统等：主要是对

采集的数据进行稳定的传输，有棚内和棚外两种方式。

数据化管理平台如图4所示。

图4  数据化管理平台

（3）环境监测子系统：通过模型化方式，对需要监

测的水质、水温、光线等在线实时监控与分析，环境监

测设备如图5所示。

…

图5  环境监测设备

（4）水下虾类行为监视与识别子系统：主要是对

虾的性状表现进行识别，达到预诊断和总结知识库的目

的利用AI+边缘云技术架构，对苗场以及养殖户在生产

养殖过程中各种不科学操作、病害潜在风险进行线上线

下实时监控预警，实现线上实时咨询问诊，降低生产风

险、药害残留和水质污染，为实现渔业的全流程溯源和

打造高标准水产品牌打好基础。

（5）生物信息追溯子系统：在水缸上印二维码，信

息同步上传系统，在整个运输过程中，从苗场全程追溯

到餐馆，并防止中途掺假虾。

（6）品控监管系统：包括种虾、苗场和养殖户三

方，特别是苗场到养殖户的防掺假苗，预计需要对人行

为进行识别。

（7）可视化预警子系统：通过建模方式，对培育车

间及种虾养殖区进行视频监控，并对关键指标进行可视

化和预警。

整体方案整合了新一代数字化智能技术，结合

4G/5G、边缘技术、IoT技术和AI养殖算法，实现整个

产业链上下游的升级整合，建立各品种的产业链数据库,

覆盖从“种质”到“苗”到“养殖户”到“终端市场”

全产业链环节的解决方案。提升产业效率，实现绿色渔

业、智慧渔业。

3　应用效果及推广价值

（1）应用效果

·… 通过从“种质”到“苗”到“养殖户”到“终

端市场”全产业链环节数字化系统，降低人工干预，提

升效率；

·… 通过4G/5G无线部署方式和边缘技术，实现整

体养殖场监控网络和物联网建设成本降低20%；

·… 通过基于IoT传感数据构建的虾类病害预诊断

能力，有效提升病害发现和预警效率，提升30%~50%；

·… 通过“育”、“繁”、“养”全程物流溯源监

控系统，有效降低防掺假苗率50%。

（2）边缘计算在水产养殖中的价值（如图6所示）

…

图6  边缘计算在水产养殖中的价值 

（3）推广价值

在所有水产养殖业中，都存在类似“育”、

“繁”、“养”全程，在水质检测、气象检测、产品溯

源、防假防病、助农惠农等领域，具备广泛通用性和可

复制性，只需要在病害诊断的AI模型上针对不同养殖类

型进行修正，即可从虾类养殖移植到其他类型的水产智

慧养殖，具备广泛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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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边缘计算的
地质灾害专业监测系统解决方案
武汉智菱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1　地质灾害监测面临的挑战

地质灾害是指在自然或者人为因素的作用下形成

的，对人类生命财产、环境造成破坏和损失的地质现

象。如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与沉降、地裂

缝、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及沼泽化、土壤盐碱化，以

及地震、火山、地热害等。…

湖北省地质条件复杂，特别是在经历了数次地震

后，滑坡、崩塌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正随着工程建设和

资源开发而日益严重，每年由此造成的损失数亿元。…

地质灾害监测系统建设涉及要素多、范围广、环境

复杂、投资规模较大，同时，地质环境监测和事故应急处

理需要跨区域、部门的多方协作，合理布局、统筹规划尤

为重要。当前地灾监测系统主要形态为一体化监测站，通

过标准RTU设备连接各类传感器，分别将数据通过运营

商网络发送至数据中心，完成数据分析及预警等处理，如

图1所示。

………………………………………………………

图1  地质灾害一体化监测站

一体化监测站主要通过集成单一传感器结合数据采

集与传输终端，通过公共传输网络实现数据的收发。在

传输网络稳定可靠的情况下，可实现系统的正常运行。

现有专业监测系统通讯方式如图2所示。但是在考虑系统

建设成本，以及通信环境恶劣等情况下，无法实现最佳

的效费比。…

（1）成本高：由于一体化监测站基本采用标准终端

设备搭建，除监测传感器外，设备形态基本一致，总体

成本难以降下来；此外，每个监测站独立地通过运营商

网络进行数据传输，整体通信费用较高；

（2）实时性不强：所有一体化站的监测数据都需

要上传至数据平台，在平台上进行数据分析、建模，而

后将预警信息下发至监测站。在通信网络不可靠的情况

下，预警信息不能保证实时下发…；

（3）缺乏扩展性：一体化站的数据采集与传输终端

接入的传感器数量和类型有限，当需要进行传感信息的

调整或扩展监测数量和范围时，一体化站难以满足此要

求，需要重新建立新的监测站，增加较高成本…；

（3）不智能：每个一体化站主要接入单一传感器，

需要通过平台汇聚所有传感信息进行逻辑判断，从而进行

准确的预警发布；而在一体化站本地端，终端设备只能通

过单一的传感信息进行简单判决，缺乏科学合理性。

2　基于边缘计算的超级站监测技术

随着物联网、边缘计算、通讯技术、超低功耗技术

图2  现有专业监测系统通讯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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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地质灾害专业监测系统将朝着系统成本更低、

预警更有效及时、系统组网更灵活、系统扩展能力更

强、系统运维更便捷的方向发展。

智菱物联基于边缘计算技术、超低功耗技术、多网

融合技术推出了基于边缘计算的地质灾害超级站监测系

统方案。超级站监测系统主要由超级站、监测子站并连

接各类传感器组成。监测子站与超级站间形成无线自组

网络，并负责各类地质环境数据采集并发送至超级站，

超级站将数据汇聚并进行解析处理后统一经公共网络传

输至数据中心。…

超级站充分运用边缘计算技术思路，首先具备边缘

组网协调功能，实现地灾现场超低功耗监测以及灵活扩

展；再次，融合光纤、4G、NB-IoT、卫星通讯网络，

实现强自然灾害情况下，不增加总体造价情况下，具备

更强网络通讯能力；最后通过超级站的容器化软件结构

实现复杂地灾预测算法，不依赖云平台的前提下实现地

灾准确预测和报警信息发出。

3　边缘超级站优势

相对于传统一体化监测站，超级站监测系统通过

在前端感知部分进行了组网方式的延伸，通过自组网

络的构建，可实现监测点终端设备更具性价比的灵活

配置；同时，在公共网络不可用的情况下，超级站仍

可通过边缘计算实现本地预警装置的控制，保证实时

性与可靠性。…

（1）低成本：通过构建超级站与监测子站自组网的

形式，可大幅降低监测子站终端设备成本以及整体通信

费用；…

（2）高可靠性：超级站具有IP65防护、抗UV、本

安级防爆、防浪涌等特性，并通过远程网络运维方式，

具备很强的户外部署及智能修复能力；…

（3）本地决策：超级站可汇聚监测子站采集的各类

传感数据，直接在本地进行复杂的逻辑判断，完成快速准

确的现场声光等预警，形成高效的自我闭环反馈机制；…

（4）灵活扩展：超级站具备丰富的传感器接口以及

强大的自组网能力（可支持至少80个子站组网），部署

便捷、扩展性强、灵活性高。…

4　基于边缘计算地灾监测物联网系统价值

该方案能够充分发挥边缘计算架构的优点，很好地

解决了目前常规地质灾害专业监测系统建设成本高、稳

定性差、维护难度大、预测效果差等缺陷。该解决方案

系统成本降低了30%，节点在网率提高了23.5%，运维成

本降低65%，在该行业率先实现了地质灾害断网监测、

断网分析与断网报警，大幅提升了系统综合效能，大幅

减小因预测不及时带来的人民群众生命与财产损失。该

解决方案已在四川眉山、四川九寨沟商业运行，获得较

好地验证，具备较高推广价值。

对于整套地灾监测系统而言，系统价值更为突出：

多地信息实时监测：所有地质环境信息纳入监测网

络后，现场信息数据实时汇总至云端数据库，后台可实

现远程统一监看，可做到全省地质环境状态可知。…

实现全面的数字化监管：全面的数字化、网络化管

理，为地质环境安全监测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技术手段。…

云存储实现历史可追溯：利用云存储的海量空间，

实现了历史数据的随时查看。实现事件数据的历史追溯

能力。…

危险预警防患于未然：在数字化与网络化的基础

上，可通过数学模型的建立，实现部分危险情况的提前

预警和联动处置能力，做到防患于未然。…

…

5　推广价值

每年全国地质灾害专业监测投入约300亿元，每年建

设约20万监测点。该技术产品的推广应用将具备良好的

商业前景。目前，公司已完成四川眉山、四川九寨沟地

质灾害专业监测系统建设，与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共同开

展项目技术标准化工作，与湖北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达

成推广合作意向，明年将会有更多地灾点部署和安装该

系统。



Solution 解决方案

98 / 自动化博览 / 边缘计算2019专辑

5G MEC入云专线解决方案
中国联通网络技术研究院

1　目标和概述

随着数字化转型需求和成本压力，政企客户业务上

云渐成趋势，且根据场景需求差异呈现出多触点、多样

化特征。

作为“云网融合”战略的重要一环，“入云专线”

是运营商政企业务拓展的关键抓手，但在实际业务开展

中，常常面临末端布线协调成本高、灵活性欠佳、时效

性差等痛点，且同时面临OTT厂商的跨界竞争压力。云

专线业务的痛点，就在最后一公里的施工接入。

随着5G时代来临，利用5G网络在带宽、时延上的性

能优势及无线灵活接入优势，通过5G实现专线末端承载

成为可能的选择。

2　解决方案介绍

2.1　项目方案及目标

基于5G网络在带宽、时延上的性能优势和5G末端无

线接入优势，打造…“5G云专线”产品，实现业务服务的

快速提供，将首次业务提供时间从3~6周缩短为3~6天。…

产品初期定位为有线接入专线的补充手段。

整体设计思想为：传统的访问是经过联通IP…RAN和

骨干承载网，然后达到远端OTT接入点；现在采用MEC

分流技术，对业务流量进行目的地址分析，从IP…RAN侧

分流至本地的OTT云POP点，直接访问，大大减少了业

务时延。

产品目标场景：配合云联网（DCI），实现企业站

点/私有云、公有云之间的跨域专线组网；企业站点/私

有云、公有云之间的本地专线组网，如图1所示。

图1  产品目标场景

整体项目上看，将要实现和完成的功能包括：

（1）5G预覆盖、联通IP…RAN实现SDN化；

（2）云商POP点接入联通IP…RAN/联通骨干云联网；

（3）通过…5G…+…IPRAN（VPWS）方式，快速开通

入云专线。

2.2　场景分类

（1）场景1…本地一点入云…

（2）场景2…跨域一点入云…

（3）场景3…本地组网及入云

·… 场景3a.客户office分别通过无线+无线接入…

·… 场景3b.客户office分别通过无线+有线接入

（4）场景4…跨域组网及入云

2.3　产品设计原则

（1）用户侧CPE终端通过5G网络接入；

（2）兼容4G及固定以太口MSTP接入方式，支持

IPRAN…PW固定接入方式；…

（3）本地入云及组网，本地承载依托本地IPRAN

网络；

（4）跨域入云及组网，跨域骨干承载依托DCI；

（5）终端要求、设备部署位置，在多方案下能够兼

容（标注化、统一化）。

2.4　设计方案

（1）方案一：满足场景2和场景4的4G、5G…NSA下

的MEC分类方案，如图2所示。

图2 满足场景2和场景4的4G、5G NSA下的MEC分类方案

在这一方案下，物联网/VPDN接入路由器与A网PE

对接，采用子接口VRF+BGP/静态路由的方式；终端

CPE设备与接入路由器通过GRE/IPsec隧道封装Office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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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GRE/IPsec配置数据根据区域规划通过控制器自动

下发。

（2）方案二：满足场景2和场景4的5G… SA下的

MEC分类方案。该方案为后续演进方案，如图3所示。

…

图3  满足场景2和场景4的5G SA下的MEC分类方案

MEC作为5G业务锚点，可基于用户、位置、RAT、

五元组、域名等策略进行业务分流，云商POP通过有线专

线接入到IPRAN；客户接入路由器与A网PE对接，采用子

接口VRF+静态路由的方式；5G…UPF下沉到MEC，可以

通过核心网SMF下发策略，针对指定CPE/UE设备确定锚

点是MEC上的UPF还是核心网上的UPF，实现业务分流。

2.5　CPE终端管控（如图4所示）

图4  CPE终端管控

（1）管控方案一：双通道管控方案

终端CPE设备SIM卡签约两个APN：一个是云专线

业务APN，一个是互联网APN，通过互联网实现CPE终

端管控，流量分离；

难点与风险点——互联网APN通道是否一直开启：

若互联网通道一直开启，会有流量和安全风险；若只

是在CPE管控时开启，则需要对终端SIM卡签约进行修

改。目前物联网终端可通过API接口实现SIM卡签约修

改，行业终端开户在CBSS平台，若不能打通相关接口，

则可能需要人工修改。

（2）管控方案二：单通道（共用）管控方案

终端CPE设备SIM卡只签约一个APN：云专线业务

流量通过隧道传输至大客户路由器，CPE终端管控流量

不经隧道传输。

·… CPE终端固定IP地址访问控制器：灵活性差，

一旦控制器IP地址更改，全部终端都需要更改；

·… CPE终端访问控制器域名：终端配置域名，

APN的DNS服务器IP配置为控制器IP，由控制器来实现

控制器域名解析。

2.6　现网测试及验证结果

基于功能验证成果，本次重庆外场设计客户站点单

点入云、客户站点多点间组网两个测试场景进行业务仿

真测试。

（1）客户单点入云（如图5所示）

…

图5  客户单点入云组网

客户重庆站点通过5G网络接入，专线流量分流至联

通“云联网”，与阿里云北京大区内的客户公有云实现

专线互通。

经测试，该组网拓扑下私网网络可达（Ping包成

功率100%）；云侧端口限速100M，实侧重庆站点上

下行流量均达100M；网络平均时延45ms，网络抖动

4.37ms~2.93ms。

（2）客户站点多点间组网（如图6所示）

客户重庆、北京多站点通过5G网络接入，站点间专

线组网。

图6  客户站点多点间组网

经测试，该组网拓扑下私网网络可达（Ping包成功

率100%）；端口限速500M，实侧各站点上下行流量均

达50M；本地站点网络平均时延36ms，跨域站点网络平

均时延47ms。

3 代表性及推广价值

在5G时代，采用underlay的5G+IPRAN（SDN化）…

方案，面向价值客户，打造…“5G云专线”产品通过5G

实现最后一公里的快速接入（3~6天），通过IPRAN边

缘分流并打通二层VPWS线路，实现underlay的入云专

线承载。

中国联通基于5G网络在带宽、时延上的性能优势及

无线灵活接入优势，通过5G承载配合SDN技术，预期能

够将入云专线首次业务提供时间从当前的2~6周缩短为

2~6天。经外场测试验证，“5G云专线”实现全部预期

功能、且性能指标良好，既能够满足当前绝大多数5G行

业应用要求，也能够作为传统专线接入方式的有效补充

手段，同时还可满足用户站点或站点内终端有移动性需

求的特殊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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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控能源管理MES解决方案
北京亚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　目标和概述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国际社会对节能减排的重视程

度越来越大。我们作为能源消耗大国，并且资源不足，

以及粗放型的经济模式，能源利用效率低，能耗高，造

成能源严重浪费。在我国的能源消耗中，工业是我国能

源消耗的大户，能源消耗量占全国能源消耗总量的70%

左右，而不同类型工业企业的工艺流程、设备情况、产

品类型、能源管理水平对能源消耗都会产生不同的影

响。因此在国家节能减排政策号召影响下，企业提升能

源管理水平、节能增效势在必行。

对于制造企业而言，能源质量对产品优劣有着直接

的关系，同时能源消耗直接影响到高耗能产品的成本，

进而影响到一个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因此制造型企业迫

切希望能够通过先进的自动化、信息化技术建立能源管

理系统，实现从能源数据采集——能源消耗监控——能

源消耗分析——能源优化等全过程的自动化、高效化、

科学化管理，从而使能源采购、能源生产以及能源使用

的全过程有机结合起来，优化能源介质平衡，最大限度

地高效利用能源，提高环保质量，降低能源消耗，达到

节能降耗和提升整体能源管理水平。

目前，市场上有很多能源管理系统，涵盖了能源数

据采集、能耗实时监控、能耗统计分析等一系列比较全

面的功能，对大部分企业能源管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现有大部分能源管理系统都停留在监控层，缺乏

有效的能源实时数据存储，以及能源消耗预警报警等功

能。另外，缺乏有效地能耗分析、节能降耗分析、预测

算法，只是为企业提供了能源消耗数据，并没有帮助企

业节能降耗。因此，亚控科技基于自身在数据采集、系

统集成、算法设计等方面的优势，以及在智能制造信息

化系统方面多年的经验，开发一套可复用的基于能耗优

化的能源管理系统是非常必要的。

亚控科技的能源管理系统平台是基于模型的，不同

的客户根据自己工厂的实际情况实例化对象并通过简单

配置即可完成系统搭建；另外，亚控科技能源管理系统

从实时数据采集、能耗监控、能耗统计、能耗分析到节

能优化，实时了解企业的能源需求和消耗状况，有效地

分析出节能环节，提高能源的利用率。

本解决方案产品适用于以电子原材料、电子组装、

半导体、电器、锂电等生产制造行业的能源管理系统。

下面将从电子组装行业与覆铜板行业举例说明本解决方

案产品的适用性。

2　解决方案介绍

2.1　技术架构

（1）系统架构

…

图1  系统总体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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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架构分为三层，数据采集监控层、能源管理层

和企业管理层，如图1所示。

·… 数据采集监控层：负责用能设备、产能设备、

计量仪表数据的采集和传输，以及能源子系统的监控、

设备运行状态监控、设备控制等。

·… 能源管理层：包括能源管理系统的各功能模

块，以及系统开发态和运行态的配置管理、数据存储

等。在该层进行数据的汇总、分析、展示。

·… 企业管理层：与能源管理系统进行数据交互，

获取能耗数据支撑，为企业提供建议、决策。

……（2）方案部署架构

…

图2  系统部署架构图

EMS系统包括设备端、中心端、客户端。设备端是

EMS系统基础设备数据、能耗数据、工艺数据的来源，

包括设备本身具备的数据和人工录入数据；中心端是系

统主要数据及业务计算的中心，包括数据采集、数据存

储、业务逻辑计算、系统建模、实时数据库、历史数据

库、计划数据库、采集引擎、计算引擎等；用户端主要

是客户与服务中心交互的方式，可通过web、移动端等

方式进行查看，系统架构如图2所示。

2.2　系统功能

（1）能源计划

能源计划是对企业能源消耗、分配及其平衡所作的

部署和安排，主要包括计划的制定、下发以及实绩统计

分析。

（2）能源计划能耗实时监控

能耗实时统计在于对工厂各地理空间位置、时间粒

度下的能源实时消耗情况进行实时计算汇总，便于管理

人员实时掌握工厂实时的用能情况。具体主要包括：能

源流向图、能耗实时统计、能耗异常报警、负荷监控、

网络状态监测。

（3）能耗历史统计

能耗历史统计是企业制定能源计划、节能分析的主

要数据依据，为企业提高经济效益、降低能源消耗等提

供数据支撑。能耗历史统计包括以下几点：能耗历史记

录、能耗对比排名、参数历史记录。利用以上历史记录

数据，并以报表、曲线、饼状图等形式进行展示。

（4）能耗数据分析

能耗数据分析是在已有的能耗历史数据基础上根据

需求按照不同的分析方式和算法进行分析处理，挖掘出

其中的某种规律并给出节能优化建议，提供给管理人员

作为参考决策，是能源管理中最重要的一个分支。能耗

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内容：能效分析、重点用能设备状态

能耗分析、能源平衡分析、能耗对标分析、能耗预测、

能源审计、产品类型/工单能耗分析、基于影响能源消耗

的关键参数分析。

2.3　实施方案

系统硬件主要由二台主机、多台显示器和一个交换

机组成，并连接在一个局域网内。系统软件部署：在一

台主机上部署KingFusion3.5工程服务、库服务；第二

台主机上部署KingFusion3.5数据计算引擎、采集引擎

以及WEB服务；系统看板数量若干个，KingSCADA

负责产线生产监控，KingIOServer负责采集工厂产线

数据。…

2.4　核心优势

（1）组态式管控一体化平台（软件架构如图3所示）

·… 系统快速在线配置、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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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采集、工程服务、数据计算等分布式部署；

·… 基于模型开发，解决方案产品可复用；

·… 可视化组态界面，web端全组态；

·… 功能模块化，按需配置、授权，可直接复用；

·… 与第三方系统的配置化集成；

·… web端方便嵌入第三方系统界面、开源图

表等。

（2）闭环能源管理系统

从能耗数据实时采集—能耗预测—能耗实时

监控—能耗统计—能耗分析，实现能源的闭环优

化分析，通过能耗数据分析不断优化能耗预测，挖掘

出企业节能机会。

3　代表性及推广价值

目前，市场上其他厂家的能源管理系统面向的对象

大体上可以分为流程行业类、楼宇/园区/市政类、设备

配套类。流程行业类能源管理系统主要面向的是大型生

产和制造类企业，比如石油、化工、钢铁制造、卷烟厂

等，这一类企业能源管理系统相对比较成熟，行业专属

特性比较突出；楼宇/园区/市政类能源管理系统主要偏

向于监控、统计对比，功能相对比较简单；设备配套类

主要面向于配电、空调等各类监控子系统，功能模块相

对单一。

另外，市场上目前也有一些针对轻工行业的能源管

理系统供应商，但是这类厂商的能源管理系统都要定制

开发，效率低，并且需求变动时需要专业开发人员进行

修改，维护难度大。

而亚控科技的解决方案产品采用KingFusion3.5…

WebClient进行开发，具有实时数据采集和存储的优

势，最主要的是针对行业能耗特性，提取并建立能耗模

型，针对不同的客户只需要实例化不同的能耗对象，灵

活配置及扩展，无需开发人员参与，可以在运行态下通

过简单配置，零脚本实现功能模块复用，大大减少工程

开发量。另外，我们的解决方案产品包含了从能源数据

采集、能源计划制定、能耗实时监控报警、能耗统计、

能耗分析、节能机会挖掘、能源预测等全过程的能源管

理模块。

基于能源管理解决方案将为企业在生产监控、

生产管理方面提供了便捷的管理服务，打通企业生产

监控层数据通道，在生产管理各个生产单元之间建立

协同关系，通过高级排产将企业资源、物料库存、产

线、设备、人员进行资源整合，有效改善企业协同生

产能力，可以快速响应客户要求，大大提高客户产品

定制化能力。将为多个行业内制造企业创建示范数字

化改造标杆，为行业技术的提升与应用做出贡献，对

推动国内相关工业互联网应用于制造业数字化改造研

究具有积极作用。

图3  软件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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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安全边缘计算实验平台

1　实验平台目标和概述 

图1  360安全大脑架构图

为了应对大安全时代的挑战和威胁，360…安全大脑

应运而生。如图1所示，360安全大脑主要包括国家安全

大脑、城市安全大脑、家庭安全大脑三大层级，分别应

用于国家、城市、家庭安全层面。城市安全大脑旨在保

障城市安全，社区作为社会和城市综合治理的最小细胞

单元，社区安全是影响城市安全和稳定的的重要环节。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社区居民对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要求快速提高，不仅要满足基本的居住问题，还要给社

区居民带来安全感、满意度和获得感，深化社区安防措

施已成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入室

盗窃、电动车盗窃、独居老人、重点人员管控等一系列

问题在大多数小区都普遍存在，社区不仅涉及诸多领

域，而且事杂而碎、细又小，由于社区在物防、技防、

人防等方面非常薄弱，随着城市精细化管理推进，一些

事情单靠人力已“力不从心”，很难做到面面俱到，让

各方满意。

为提升社区管理效率和服务水平，需要建立联动的

信息采集、数据共享和服务应用系统，为社区减负，减

少社区安全管理成本。城市安全大脑综合运用物联网、

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以“数据”作

为联通各领域安全的“神经单元”，让城市的安全管理

更加系统化和智慧化，实现城市的安全可见、安全可

查、安全可管。城市安全边缘计算平台在社区安全方

面，通过大数据分析和AI引擎，进行安全态势分析，为

社区智能化平安管理提供最强的人工智能手段。通过边

缘计算，对社区安全态势做智能化决策，方便社区管理

人员对安全事件迅速做出研判和分析。

2　应用场景介绍 

城市安全边缘计算实验平台目前以社区安全为重

点，围绕居民痛点、物业保障、社区职能等关系到百姓日

常生活、各级政府关心以及重视的社区安全工作进行技术

创新，打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赋能的社区安全项目。

智能平安社区面向治安管理、小区秩序、社区消

防、意外事件以及环境卫生等场景。

（1）解决居民的主要痛点和问题（如图2所示）

·… 小区管理便捷性不足：半夜回家忘带门禁卡；

故障报修麻烦，处理不及时；车位被各种临时车辆占据。

·… 小区安全感缺失，问题多：陌生人随便出入小

区；电动车频繁被盗；疑似群租房、夜间聚赌。

·… 新的安全诉求：痴呆老人、宠物走失；独居老

人看护；儿童防意外。

·… 解决物业的痛点和问题

发起单位

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

合作公司

天地伟业技术有限公司

ECC2019年度测试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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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物业的主要痛点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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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预期成果

城市安全边缘计算实验平台作为城市安全大脑在边

缘的延伸，承担数据采集、本地数据存储、本地数据分

析、安全防护的职责。

解决社区终端接入和数据实时采集问题：对接多种

物联网终端，支持多种方式接入，实现终端数据实时采

集，及时进行数据的识别，进行结构化和脱敏处理。

解决数据的本地存储问题：数据本地存储，数据

预处理，针对文字、音频、视频、图片等各类数据进行

高效的融合，形成有效的综合信息，减少上传云端数据

量，并进行加密，防止数据篡改。

实时分析提升效率：本地实时处理，减少试验，针

对小区终端采集信息经过智能分析后进行识别分析，结

合云端的大数据分析，进行图像特征分析、轨迹可视化

分析、关系图谱分析，对社区安全态势进行实时决策。

解决网络安全问题：综合利用360相关安全技术，屏

蔽物联网设备与网络的通信，统一对网络数据进行加密

和安全防护，保障系统及数据安全。

2.2　技术的示范效应

360打造的社区安全边缘计算平台，依托360城市安

全大脑多种核心技术，集成IMABCDE（IoT、Mobile、

AI、Blockchain、Cloud、Data、Edge…Computing）

能力，不仅完成智能平安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还基于

360的核心价值体系即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系统等能

力，基于不同社区业务场景规划相应社区安全业务模型，

从统计、时空洞察以及行为分析等各种维度定义小区的安

全模型，并且更加注重项目的后续可运营性，为项目的持

续发展与运营提供良好的支撑，构建全场景、全在线、全

实时、全智能、全防护的社区安全平台。

…

城市安全边缘计算实验平台接入智能车闸和人闸、

楼宇智能门禁系统、社区视频监控系统、智能门铃和智

能门锁以及其他智能终端设备（如烟感雾感火感、燃气

传感器、水压传感器等），构建家庭、单元楼、社区公

共区域、社区外围4位一体的社区安防体系。可以有效管

理社区陌生人员、访客等，通过采集社区视频数据、传

感器数据，为社区居民提供全方位安全服务。系统架构

如图5所示。

…

图5  城市安全实验平台系统架构图

2.3　商业价值

·… 2017年我国智慧城市市场规模达到6.0万亿元，

未来五年(2017~2021)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32.64%，

2021年市场规模将达到18.7万亿元，智慧城市IT领域投

资将超1.2万亿元。

·… 2017年我国智慧社区行业市场规模1736亿元，

预计2020年达到4000亿元。

·… 截至2017年底，全国共有30万个小区，且每年

以2000~4000个建设速度在快速增长，其中老旧小区约

16万个，市场前景广阔。

·… AI+安防市场快速增长，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2.4　社会价值

城市安全大脑实现对城市安全风险的集中管理和维

护，提升社区居民的安全感和满意度，方便政府、物业

对小区管理，提升社区管理效率和服务水平，减少单独

管理和维护的成本。避免重复建设、重复购买IoT传感设

备和软件系统以及由此造成的接口复杂、管理困难、维

护成本高等问题。

3　实验平台技术可行性

3.1　物理平台

名称 形式 厂商

车闸 硬件 合作伙伴

人闸 硬件 合作伙伴

人脸抓拍摄像机 硬件 天地伟业

全景摄像头 硬件 合作伙伴

单元门禁 硬件 合作伙伴

智能门铃 硬件 360

边缘计算盒子 硬件 360

服务器（带GPU） 硬件 外购

图3  城市安全边缘计算实验平台功能

表1

图4  360城市安全大脑核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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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软件平台

基础软件和智能算法由360开发。

操作系统：Linux、Windows、RTOS、iOS、

Android；

中间件：emqx、kafka、cJSON、pahomqtt、

libcoap、AMapLocat ion、AFNetworking、

okhttp、glide、butterknife、eventbus、Spring、

Quar tz、Fl ink、Hive、HDFS、Kafka、S3、

libmp4、openssl、libcurl、libiconv、librpc、

libxml2、libjpeg、libpcap、libhash、libmsmtp、

libsqlite3；

应用软件：ng inx、浏览器、f l a sh播放器、

Mysql、Redis、MongoDB

3.3　配置和控制接口

360社区卫士APP：包括设备的控制、状态查看等功

能，有Android、iOS、微信小程序版本，如图7所示。

城市安全功能管理：数据展示、大屏监控等功能。

边缘计算平台管理：包括音视频设置、网络设置、

存储设置、告警设置等功能。

终端设备管理：包括设备的车闸、人闸、单元门

禁、NVR配置管理。

3.4　数据通讯接口

无线协议：WiFi、2G、4G

通讯协议：MQTT、HTTPS

流媒体协议：relay协议（360公司自研）。

3.5　安全措施

360依托于多年的安全经验积累，分别对设备端、云

端、移动端进行了安全防护，如图8所示。同时我们也提

出了“360…IoT安全生态守护计划”，将IoT安全防御方面

的能力和经验向生态厂商开放，携手多方共同打造IoT安

全生态，为用户提供安心的产品和畅享万物互联的体验。

…

3.5.1　设备端

（1）身份认证：硬件芯片、一机一密、一型一密。

（2）通讯安全：采用TLS数据传输通道，保证MQTT

协议数据的保密性和完整性。

（3）访问权限：设备只能对其Topic列表中的Topic

进行发布订阅消息。

（4）网络安全：关闭telnet、…ftp、…ssh等与正常使

用无关的功能，减少攻击面。对于网络程序，需根据使

用场景限制其绑定的接口，并在编译时加上stack…canary

保护。

（5）系统安全：删除可用作后门的程序及账号，涉

及开源程序需保持最新版本。

（6）硬件安全：串口：产品及各部件（WiFi、蓝

牙等）的串口需要关闭，或添加复杂密码认证。WiFi、

蓝牙、…Zigbee：不使用存在历史漏洞的版本。

（7）软件安全：软件篡改检测、异常登录、网络监

控、漏洞扫描、进程监控、中间人攻击检测、DNS攻击

检测。

（8）补丁升级：对于业界爆出的重大系统或产品安

全漏洞时，厂商可以使用OTA系统及时修复。…

3.5.2　云端

（1）云安全管理平台

云安全管理平台是可以全面解决云安全问题的一站

式综合性解决方案。由原来“防范”为中心的，基于边

界防御的传统网络安全，升级为由“监测——发现——

防御”一体的解决思路，深入云计算内部，覆盖了云环

境中的网络层、宿主机层、虚拟化层、云主机层、应用

层、数据层等多层防护。

图6  软件平台架构图

图8  360安全防护架构图

图7  360社区卫士APP功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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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智能入侵感知系统

智能入侵感知系统是一个基于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

技术的入侵感知系统，能实时精准对成功入侵的安全事件

进行告警，是网络安全防御体系的一道重要保障，它抛弃

了传统入侵检测告警式的运营模式，改为以真实漏洞利用

动作为基础告警，建立以攻击事件为单位的运营模式。

（3）业务风控平台

业务风控通过多渠道的数据收集，进行数据清洗和

数据分析，通过大数据分析获得用户画像，对风险进行

实时决策。同时针对业务的个体情况，及其变化快的特

性，用户能够自主对风控策略做调整或新增风险场景。

平台具有风险管理、风险运营、风险溯源、行为分析等

功能模块。

（4）主机安全管理平台

主机安全管理平台是一款服务器安全运维管理平

台，提供行为监控、网络监控、账号监控、性能监控、

后门监控等功能，可以及时发现服务器异常，提高实时

感知入侵事件的响应能力。并结合多方面的数据，通过

机器学习，提高事件告警的准确性，利用数据分析，及

时的提供有效的溯源内容。同时通过任务下发和脚本下

发功能，提高批量管理服务器的能力。它打通了从防御

到响应的整个流程，保障了服务器的整体安全。

3.5.3　移动端

（1）Android应用加固

基于360核心加密技术，给Android应用进行深度加

密和加壳，可保护应用远离恶意破解、反编译、二次打

包、内存抓取等威胁。

（2）iOS应用加固

为iOS应用源代码提供加密保护，通过代码加密、指

令混淆等技术手段在编译阶段对源代码进行常量加密、

逻辑混淆、结构混排等保护，增加反编译、篡改和注入

的难度，提高核心代码及数据的安全性。

（3）SDK加固

采用具有国家专利的源代码保护技术，可有效防止

SDK文件被静态破解、动态攻击、非法调用和恶意植入

等行为。

（4）安全扫描

安全扫描依据APP应用安全需求，为应用提供完善

的APP检测解决方案。安全扫描提供了完整的APP应用

上线前安全评估，能发现开发过程中的源代码缺陷及安

全功能设计缺陷。…

3.5.4　数据隐私保护

（1）数据脱敏与匿名化：降低数据敏感性、匿名化

敏感数据以及对数据进行假名处理，增强数据安全。

（2）业务数据隔离：对不同的业务、应用，制定不

同等级的安全防护要求，采取不同防护及管控策略。

3.6　软件开发和模拟环境

开发工具：idea、vscode、GCC、xcode、android…

studio、Sketch、Vscode；

操作系统：Windows、Linux、Android、iOS；

硬件设备：服务器、手机（Android和iPhone）；

模拟环境：试点小区。

4　和ECC技术及测试台的关系

360城市安全大脑匹配ECC边缘计算总体架构，如图

9所示。

…

5　交付件…

软件：360社区卫士应用（Android、iOS、微信小

程序）、城市安全后台管理系统。

硬件：车闸、人闸、人脸抓拍摄像机、全景摄像

头、单元门禁、智能门铃。

6　实验平台使用者

社区物业和相关政府机构可以使用平台相关服务，

对社区进行管理，并为小区居民提供服务。

7　知识产权说明

实验平台的产权归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所有。

图9  360城市安全大脑匹配ECC边缘计算总体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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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线网运营管理：
具备边缘监控网关的监控云

1　实验平台目标和概述 

此测试床由软件与硬件两部分构成，形成了基于设

备层、边缘层、云层、APP层四层架构的全网络运维系

统。其中设备的采集接口、边缘层的南北向接口、云端

的存储与展示将成为测试床的主要测试达成目标。

1.1　现实中的问题

（1）旧的网络管理系统架构已无法适应新的监控

需求

工业场景中，基于以太网的网络连接逐渐被广泛采

用，监控网络连接设备（工业以太网交换机）是保障网络

链路稳定、安全运行的重要手段。伴随工业网络规模的高速

增长，大范围、规模化的网络运维平台的需求凸显出来。

以往的小规模的网络管理系统已经无法适应和满足上述

需求，此外，工业场景中的分布式控制系统架构也决定

了网络运维平台架构从二层的设备、管理端逐步向四层（设

备层、边缘层、云、App层）的架构转变，如图1所示。

（2）边缘层的架构如何搭建及其南北向接口如何

定义

在规模化的监控场景中，一个监控云平台由多个边

缘监控节点提供采集数据，每个边缘节点为一个完整的

子系统，实现了监控数据的采集、存储、上传和本地的

展示。采用何种技术架构才能实现上述需求，并且同时

满足实时性、安全性、稳定、开放和跨平台的需求，成

为边缘采集网关的设计重点。

（3）海量的、异构的设备监控需求需要标准化的解

决方案

伴随工业网络监控规模的扩大，不同厂家、不同类

型的网络设备都将纳入网络监控平台的采集资源库中，

由此产生的接口不相通、标准不统一的问题，成为规模

化运维的重要问题和阻碍。如何通过标准对异构网络的

不同设备进行规范，使得网络监控平台能够快速地与设

备实现对接，是构建此测试床的首要先决条件。

发起单位

北京长河朗锐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华飞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三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卓越信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博瀛通信科技有限公

合作公司

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宽域工业网络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唯栎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Moxa(摩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CC2019年度测试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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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测试目标

（1）设备采集接口

为了实现规模化的网络运维系统，大量的异构的设

备将接入运维管理平台。由于设备接口的差异化，使得

设备与运维系统的对接变得异常困难。如何将设备的管

理接口标准化、规范化是设备采集层的主要测试目标。

（2）边缘网关的南北接口

边缘采集网关南向从设备采集数据进行监控，北向

将采集数据或经过分析、统计（边缘计算）的数据以主

动/被动的方式提供给远端的监控云。

南向接口与设备采集接口（见上）相互呼应，边缘

网关对设备的采集过程也是对设备的北向接口的测试过

程。同步与异步的采集流程，以及多线程的采集流程也

可以作为设备接口采集能力的压力测试。

边缘网关的北向接口为远端云提供了实时和历史

的采集数据和分析、统计数据。全新定义的边缘网关北

向接口，用于验证边缘网关的采集能力和边缘计算能

力。边缘网关的北向接口通讯协议包含了WS/Restful/

MQTT等协议,…通过对不同协议的优劣性，加深对不同

场景中应用不同通讯协议的理解，从而构建出最适合应

用场景的通讯架构，也是此测试床的测试目标之一。

（3）APP层的展示

基于HTML5的Web页面展示成为工业互联网的工

业APP展示层的主流发展方向。此测试床作为工业网络

运维云平台，包含了网络拓扑的展示。拓扑图形在Web

页面中的展示是最近几年Web图形展示技术发展的真实

展现。此测试床将运用基于矢量图Web图形展示技术以

全自动的方式构建拓扑图形，探索利用新技术在展示层

的最佳实现。

…

      

图1  物联网系统4层结构图

2　应用场景介绍 

此测试床将联合多家交换机厂商，模拟工业以太网

络应用的网络组网场景，搭建具有环网和聚合特征的工

业以太网络环境，搭建具有边缘计算能力的采集网关和

中央监控云，实现从设备中采集设备运行状态，通过边

缘采集网关汇聚到中央监控云，并提供给最终用户基于

Web的监控界面。全网络运维监控系统如图2所示。

…

图2  全网络运维监控系统

智慧城轨云

智慧城轨云是近两年依据国家“互联网＋”战略，

强力推进两化深度融合，充分利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轨道交通智能化，以智慧城轨

建设为载体，促进城轨行业高速度向高质量发展，成为城

市级轨道交通新一代的运营管理系统。通过具体实践，解

决了轨道交通信息化建设中的建设分散、资源浪费、数据

孤岛、运维运营及安全管控等难题，大幅提升城轨的智能

化水平，更好地发挥城轨作为现代城市交通骨干的重要职

能。城轨云数据通信网络监控系统如图3所示。

工业以太网交换机，作为轨道交通网络系统的重

要构建设备，是承担着信号传输、监控和控制、信息

通讯等控制领域的重要载体，即是安全生产的重要保

障。为此，监控工业以太网络的健康状态，成为生产

安全的重要措施之一。本测试床，即是通过边缘采集

网关对局部网络实施运维监控，通过多个采集网关对

多个控制系统网络进行远程监控，通过边缘采集网关

和中央云的协同运作实现大范围、规模化的分布式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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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统一管理的监控云。

图3  城轨云数据通信网络监控系统

2.1　预期成果

（1）统一和规范工业以太网交换机的管理接口标准；

（2）边缘采集网关的异构系统的采集能力和性能；

（3）边缘采集网关的北向接口的实时数据传输

能力；

（4）边缘采集网关的北向接口的统计、分析（边缘

计算）能力；

（5）基于Restful…WS/MQTT…的边云协同；

（6）基于SVG的Web图形展示。

2.2　技术的示范效应

边缘监控云是监控系统的一次升级换代，从传统

局域网络的内部监控向具有互联互通能力的兼顾内部监

控和外部联通双重能力的监控系统转变，实现大规模复

杂系统的解耦。边缘监控云通过Web技术实现了监控

数据的Web展示，通过面向服务架构（SOA）的Web…

Service… (Restful)…/MQTT通信协议实现了监控数据和边

缘计算的结果（分析与统计数据）的本地发布，从而解

决了信息孤岛和互联互通的难题。

2.3　商业价值

（1）降低运营成本，以自动化的方式实现设备、网

络的稳定、安全、可靠的运行。

（2）实现规模化的运维监控，减少生产中断时间，

提升应用服务质量。

（3）利用平台的大数据分析能力，进行运营优化和

预测性维护，产生更大效益。

2.4　社会价值

从局部运维优化发展为大规模的运维优化，将很大

程度地提升工业网络的运行效率，预测性维护在不久的

未来将愈加凸显工业物联网中少数的“杀手级”应用的

优势。从内部来看，预测性维护用于优化生产操作，将

会带来20~30%的效率增益。从外部来看，设备制造商如

果引入预测性维护服务，则有可能“一劳永逸”地扭转

当前竞争业态。

3　实验平台技术可行性

·… 基于SNMP/ICMP/Syslog/JMX等的数据采集；

·… 基于JEE/Spring架构的边缘网关；

·… 基于SOAP/REST…Web…Service/MQTT协议的

边云通信；

·… 基于JEE/Spring…的中央云。

3.1　物理平台

均为带CPU系统的智能硬件设备：

（1）3家及以上的12个及以上类型工业以太网交换机；

（2）工业环网和聚合网络，构成异构的网络组态；

（3）2台及以上边缘监控网关；

（4）1台中央监控平台（云）。

3.2　软件平台

（1）边缘监控平台；

（2）中央监控运维平台（对接多个边缘监控平台）。

3.3　配置和控制接口

（1）基于SNMP/ICMP/Syslog/JMX协议的物边通

信接口；

（2）基于SOAP/REST…Web…Service/MQTT协议

的边云通信接口。

3.4　数据通讯接口

（1）基于IEEE…802.3/TSN… IEEE802.1的数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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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协议；

（2）基于SOAP/REST…Web…Service/MQTT协议

的边云通信。

3.5　安全措施

基于安全协议的网络通信解决方案，包括SNMv3、…

HTTPs/TSL、REST/TSL、MQTT/TSL、提供用户角

色授权和登录认证等基本安全保障功能，另外还附加了

MAC-IP地址比对、登录白名单授权、用户登录记录和

用户操作记录等功能。

3.6　软件开发和模拟环境

Ecl ipse … 开发工具，在JEE服务器和HTTP＋

Tomcat…Web平台上运行。

…

4　和ECC技术及测试台的关系

4.1　ECC总体架构

本测试床涉及了AII总体架构中的数据采集、边缘计

算、平台和工业APP相关的内容。

（1）底层物理系统对应的是工业以太网交换机设

备，交换机组成工业环网。

（2）边缘层是测试床的边缘网关，负责采集交换

机的运行数据，将数据在边缘侧存储、分析和展示。同

时，经过分析处理的优化数据上传给中央云，实现边云

协同。

（3）再上层是中央监控云系统，优化过的监控数据

从边缘网关传输给中心云，存储在云中。

（4）最上层是APP层，通过浏览器访问云，实现大

范围监控的应用。

4.2　ECC实验平台

该测试床项目与之前已经审批的测试床项目无任何

关联。

通过标准化边缘网关的接口功能，可以与其它DCS

系统对接。

5　交付件

交付内容 验证标准

工业以太网交换机SNMP管

理标准规范

边缘云使用说明
对接多家设备厂商，展示边

缘监控网关

中央监控云的使用说明
边云协同，中央监控和分布

式监控的演示

6　实验平台使用者

非发起方的平台参与者可以使用验证示范平台的所

有操作功能，但仅限于功能的操作使用，禁止泄露给同

行业的第三方。

7　知识产权说明

本测试参与各方本着互相尊重、互为合作、保护对

方利益为前提的原则进行合作，对包括但不限于任何专

利权、专有技术、版权、商标权以及商业秘密等所产生

的任何侵权和赔偿，双方应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协调

解决。

图4  测试床系统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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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自由流ETC门架
边缘计算系统

1　实验平台目标和概述 

省界收费站取消，车辆不停车收费，达到分段计

费、管理、运营等指标要求。

2　应用场景介绍 

湖南省高速公路全省建设高速自由流行车，不停车

收费。每16-18公里建设一个ETC门架系统，部署边缘计

算节点，实现分段计费功能、稽查运维功能、AI图像识

别功能、区块链公信系统。

图1  俯视平面图

门架前后有重力感应线；门架机柜中有电源、门架

服务器（工控机）、交换机等必要设备，后期放置在门架

上；门架上有高清摄像机、补光灯、车道控制器、车牌图

形识别设备等。

…

图2  门架系统架构图

门架系统需同时支持双片式OBU、单片式OBU和

CPC卡交易处理；自动识别所有通行车辆（ETC车辆与

MTC车辆）；实现ETC车辆分段计费、扣费，形成交易

流水；实现MTC车辆分段计费；具备去重机制，当前门

架有且仅有一条有效通行记录；具备自检、程序和应用在

线更新功能；接受并更新省中心下发最新门架系统相关参

数；RSU与车牌识别等关键设备进行冗余设计，确保24

小时不间断工作；支持离线操作，连线后自动传输本地滞

留数据到省中心系统；具备防雷击和防浪涌冲击的能力，

确保人与设备的安全。

系统工作流程：

（1）车辆进入感应区域，RSU,天线开始发射信号

发起单位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公司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ECC2019年度测试床

图3  硬件展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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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车载单元OBU或CPC卡；

（2）与①同时高清摄像头开始抓拍、录制视频；

（3）根据车辆实际情况(OBU或者CPC)与RSU的对

应发射信号进行建权，车辆返回随机数(确认唯一通行记

录)…给RSU和车道控制器；

（4）边缘计算节点对车牌识别系统与AI图像识别

所对应同一张图片返回的车牌号进行对比分析，RSU与

OBU（或CPC卡）返回的信息进行车牌信息进行交互确

认，形成消费记录，并写入OBU(或CPC卡)、服务器，服

务器保存的数据定时发给省中心。

  图4  软件展开图

即时服务区:…边缘计算端实时计算返回数据；

缓时服务区:…数据应用隔离，采用redis实现数据持

久化；

数据交换域:…数据去重，链路保障，数据交换，车辆

路径还原。

2.1　预期成果

（1）增加高速公路营业额：传统高速公路收费方式

是以两点最短路径进行计费标准来收费，建设自有流和

ETC门架系统后，所有车辆都按照实际路径进行计费。会

增加高速公路的营业额。

（2）AI稽查：基于通行流水与交易流水大数据分析

嫌疑车辆，进行后续稽查或黑名单处理。

（3）车路协同：基于5G构建车路协同场景。

2.2　技术的示范效应

利用边缘计算特性，完成了高速公路分段计费、运

营要求。

2.3　商业价值

提升高速公路管理局的收入。

2.4　社会价值

车主在通行高速公路会变得更加便捷。

3　实验平台技术可行性

3.1　物理平台

车道控制器、RSU、高清车牌图像识别设备、…车

辆检测器（含补光设备）、高清摄像机、门架服务器

（智能）、气象检测设备、防雷接地设施、通信设

备、供电设备、温控设备、网络安全设备，断面称重

检测设备。

3.2　软件平台

操作系统：欧拉、CentOS7；

边缘节点内软件系统：docker、k8s、MEC、边缘

及时响应服务、中间数据域、缓时服务、AI图像识别与

推理系统。

3.3　配置和控制接口

车牌图形识别接口；

OBU、CPC卡通讯接口；

RSU通讯接口；

车道控制器接口；

北斗授时接口。

3.4　数据通讯接口

边缘计算节点与车道控制器或传感器的通信接口采

用以太网方式。

通信协议采用TCP/IP。

主要由两种数据规约构成，一种是16进制字节流，

一种是ASCII码。

3.5　软件开发和模拟环境

本地开发，华为云上运行模拟环境。

4　交付件

服务器和其中的软件，及前端展示界面。

5　实验平台使用者

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

6　知识产权说明

承建商：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产权：湖南高速公路管理局。

7　部署、运营和访问使用

门架服务器及内嵌软件部署在本地模拟环境，其他

部署在华为云上，访问通过公网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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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计算科研模拟实验平台

1　实验平台目标和概述 

在传统云计算模式下，大量的计算任务需要交付

到云端进行处理，这无疑给网络传输能力和云端计算能

力提出了严峻的考验。目前出现的云端功耗过大、业务

响应延迟过高等一系列问题已经逐渐成为诸多技术的发

展瓶颈，特别在工业制造、车联网这类延迟敏感的场景

中。边缘计算作为云计算的补充，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

方面：（1）分布式边缘计算节点可以处理大量的计算任

务，缓解了网络的传输压力；（2）边缘节点本地处理数

据，省去了传输的时延，提升了服务响应速度；（3）规

避了数据传输带来的数据风险。在精度需求较高的实际

生产场景中部署边缘计算架构会面临诸多实际问题，如

部署环境复杂、端设备通信方式异构、边缘节点算力差

异等。由于现实场景的复杂性，上述问题往往无法在实

际部署之前得到有效的解决。

针对海量异构的边缘计算场景，边缘计算科研模拟

试验平台采用边云协同架构，根据用户场景，提供灵活

制定边缘设备、端设备的能力，以实现实际部署前的测

试、验证等。除此之外，接口化编程和场景组件的模块

化封装，保证了算法和框架的快速部署，具备极强的科

研价值。

…

图1  边云协同架构

2　应用场景介绍

边缘计算科研模拟实验平台适用于诸多海量异构的

边缘计算场景，例如：

（1）工业制造。在工业制造场景中有大量的计算

任务，如部件监测、异常报警等，无论是从安全还是成

本角度，计算精度和传输时延都对工业生产有着极大的

影响。边缘计算架构可以大幅度提高工业制造的生产效

率，除此之外，工业数据可以实现本地存储、避免了远

程传输带来的数据风险。

（2）缓存加速。边缘侧的缓存可以有效地降低数据

传输带来的通信时延，节省流量传输，从而大幅度提高

响应速度。

发起单位

天津大学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ECC2019年度测试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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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车联网。车联网是典型的延迟敏感场景，边

缘节点配合摄像头以及周边车辆信息，可以计算碰撞风

险，低延迟的特性注定了边缘计算架构将为V2V技术带

来新的突破。

2.1　预期成果

通过自定义设备模型、自定义场景功能，实现多场

景、海量异构的边缘计算实验，如位置静态的工业制造

场景、实时动态的车联网场景等。用户在边缘计算科研

模拟实验平台中通过创建场景、创建设备模型、部署边

缘节点、导入函数和数据等操作，快速实现边缘计算架

构下的场景仿真。

…

图2  系统架构

（1）选择实验场景。平台提供典型的业务场景，

如工业制造、车联网、智慧城市等，也提供自定义场景

功能；

（2）自定义设备模型。用户可以在实验中添加静

止或移动的端设备模型，如摄像头、车辆、传感器等，

每种设备模型的重要参数都可以自定义配置，如通信协

议、业务类型、经纬度、发射功率和移动模型等；

（3）部署边缘节点。可以直接在实验场景中部署

Atlas系列的边缘设备，也可以自定义边缘节点，如经纬

度、功率、CPU工作频率、内存、缓存等；

（4）函数/模型下放。通过模拟实验平台的“云端

界面”向边缘节点中部署函数和模型，以使边缘节点具

备计算或推理的能力；

（5）路径配置。通过模拟实验平台的“云端界面”

调控整个边缘计算架构的路由规则，以实现让消息或数

据按特定规则的路径转发，满足特定场景的需要；

（6）实时统计。系统运行开始，前端实时显示所有

端设备、边缘节点的计算和存储状态，并统计记录整个

场景系统的流量、延迟和能耗等信息。

2.2　技术的示范效应

对于目前对边缘计算架构持观望态度的消费群体

而言，模拟实验平台可以提供最逼近真实场景的虚拟环

境，通过对实验过程、结果的量化分析、动态展示，最

大化消费者对部署IEF流程和优势的了解。

2.3　商业价值

据IDC统计数据显示，到2020年将有超过500亿的终

端和设备联网，其中超过50%的数据需要在网络边缘侧

分析、处理与存储，预计到2025年，边缘计算市场的价

值将达到32.4亿美元。针对海量异构的边缘计算场景的模

拟实验平台配合华为IEF平台、Atlas智能计算平台，可

以实现一站式体验和部署。

（1）所有厂商可以在模拟实验平台中搭建场景、

创建设备和边缘节点、部署业务、导入数据等一系列操

作，通过仿真结果以快速、直观的了解IEF平台对其生产

生活的巨大价值，有助于IEF平台和Atlas的推广；

（2）在正式接入IEF之前，厂家可以根据其实际场

景灵活调整边缘节点、端设备的计算能力、通信方式等

属性，通过仿真实验以寻求最优的部署方案，直接扩充

了IEF的服务能力。

2.4　社会价值

边缘计算科研模拟实验平台支持进行海量异构场景

的边缘计算实验，不仅可以作为实际生产部署前的可行

性验证工具，还可以进行边缘计算架构的设计和研究，

从而在生产、科研两方面实现对边缘计算产业发展的强

力推动。

3　实验平台技术可行性

边缘计算科研模拟实验平台采用前后端分离的开发

模式，即通过前端的AJAX加上后端的RestfulAPI实现

整体架构。

后端基于JavaEE，采用Spring…+…Spring…MVC…+…

Hibernate框架，采用面向对象编程，将云、边、设备

三层模块化，通过向前端开放API接口实现场景创建、

设备和边缘节点的配置和部署、数据导入等操作。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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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采用Bootstrap…+…JQuery框架，配合Google…Maps…

API模拟实验场景。通过HTML、CSS和Boostrap技术

设计前端页面，实现边缘节点和端设备的放置、移动模

型导入、函数部署等操作。jQuery实现前端逻辑，包

括控制页面的逻辑和与后端交互逻辑，Ajax以GET、

POST、PUT、DELETE等HTTP请求控制整个实验环境

的配置。

…

图3  前后端分离的开发模式

3.1　软件平台

系统软件：Ubuntu…16.04、Mysql、MongoDB、

Redis

中间件：apche、tomcat、nginx

3.2　配置和控制接口

端设备、边缘节点模型和输入数据均存储在数据库

中，前端通过访问RESTfulApi接口进行模型配置。在实

验运行之初，后端创建所有实例和独立进程，配合存储

在Redis中的路由规则模拟整个实验过程。除此之外，后

端向前端发送长连接请求，并通过Threading创建推送线

程，实时地向前端推送最新的运行数据。

3.3　数据通讯接口

前后端采用的应用层协议主要包括H t t p、

WebSocket等。

3.4　安全措施

（1）后端采取面向切面编程，通过对API的验证约

束访问权限，保证了系统接口的访问安全。

（2）登陆时，采用token验证+md5加密相结合的

方式严格控制平台入口，并且所有的登陆行为均会以系

统日志的形式保存在MongoDB中。

（3）所有定义的设备模型、设备、场景、输入数据

均由全球唯一的32UUID标识。

3.5　软件开发和模拟环境

·… 开放环境：Intellij…IDEA；

·… JDK：1.8；

·… WEB容器：tomcat9。

4　和ECC技术及测试台的关系

4.1　ECC总体架构

边缘计算科研模拟实验平台是融合了云、边、端三

层计算架构的仿真实验平台。将现实场景中的计算、存

储和通信过程量化，提供丰富的设备模型和移动模型接

口，以实现多场景下海量异构的边缘计算仿真。…

5　交付件

交付边缘计算科研模拟实验平台源码以及接口文

档。

6　实验平台使用者

所有对边缘计算架构有科研、生产需求的公司或个

人均可以使用该平台。

…

7　知识产权说明

平台的参与方天津大学、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拥有对

实验平台的建设、运营和使用产权。

8　部署、运营和访问使用

边缘计算科研模拟实验平台可以部署在华为云中，

作为智能边缘平台IEF的扩展分支运营。用户可以在IEF

产品介绍中实现快速仿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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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实施：
污水处理检测设备边缘管理平台

1　实验平台目标和概述 

在污水处理厂中仪表是整个系统的眼睛。但是因为

仪表监测的污水中杂质多，环境差，经常容易导致在线

仪表测量产生误差较大，或者损坏率高，极大地影响了

污水处理厂在线监控的力度和自动化控制水平。

现在污水处理厂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建立一套详细的

维护与操作规程，定期对分析仪器进行标定和校正，定

期清洗管道和预处理单元，以及更换消耗件和易损件。

这种处理方式会产生两个问题：

（1）如果缩短检测周期，有利于及时发现仪表的问

题，但是会增加工作量。放长检测周期，虽然起到了降

低工作量，但不利于及时发现仪表的问题。

（2）仪表的损坏是和其测量次数、测量对象的浓度

与环境状态息息相关。所以检测周期不是一个固定的值。

为了解决以上两个问题点，上海上实龙创智慧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和江南大学共同合作。依托原有的仪表数

据检测系统，采集各种数据，依托云平台结合江南大学

的AI智能算法对数据进行算法分析，对仪表测量的准确

度进行预测。确保了在确保仪表的准确性的同时，降低

了仪表校对的次数，达到人工成本的降低，完成了仪表

使用寿命最大化的目标。

2　应用场景介绍 

该平台主要用于污水处理厂的仪表自动化校准，和

仪表失效型预测。

2.1　预期成果

（1）快速判断仪表是否损坏，并自动报警。

（2）快速判断仪表测量值的准确性是否超过规定。

（3）合理的安排仪表的精度校验时间计划。

（4）合理安排仪表耗材的更换时间。

2.2　商业价值

（1）降低了仪表校对的人力成本。

（2）降低了仪表耗材更换的成本。

（3）延长了仪表的使用寿命。

2.3　社会价值

降低了因仪表问题而产生的污水二次污染环境的

问题。

3　实验平台技术可行性

3.1　物理平台

（1）污水处理厂原有仪表系统；

（2）仪表校对平台；

（3）仪表联网系统；

发起单位

上海上实龙创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公司

西门子中国科技有限公司

江南大学  

ECC2019年度测试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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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indspere系统。

3.2　软件平台

（1）PAAS应用层：龙创水务管理平台；

（2）江南大学污水处理数据分析引擎；

（3）SAAS应用层：西门子…Mindsphere…工业数据

云平台。

3.3　配置和控制接口

龙创边缘网关配置平台。

3.4　数据通讯接口

（1）设备端与边缘网关；

（2）云端与边缘网关；

（3）SAAS与PAAS层接口。

4　交付件

编号 交付件

1 智慧水务平台 设备管理模块

2 综合报表模块

3 水务服务模块

4 印刷管理模块

5 能耗分析模块

6 移动APP

5　实验平台使用者

平台使用者：上海复旦水务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复旦水务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投资、建

设及运营污水处理、固废发电、污泥处理等项目为一体

的环保综合服务商，目前在经济发达的长三角（上海、

江苏和浙江）、广东、湖北、河南、山东等地区投资并

运营9个污水处理厂项目、2个固废发电项目、2个污泥处

理项目。污水处理项目总规划处理规模为202.3万吨/日；

固废发电项目总规划处理规模为1800吨/日；污泥处理项

目总规划处理规模为700吨/日。

6　知识产权说明

该项目会产生2~3个专利和4~5个实用新型，涉及算

法、设备、系统组网类。

7　部署、运营和访问使用

该项目第一期以杭州湾污水处理厂作为试点。

第二期设计平湖污水处理厂和小曹娥污水处理厂，

作为数据算法的二次验证。

第三期在复旦水务的余下六家水厂进行全面的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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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边缘控制器“一键通”

1　实验平台目标和概述 

针对异地现场物联设备的数据采集、协议计算、远

程管控和资源文件授权分发要求，特别对于网络传输速

率和安全性都有很高要求的局域网工业软件系统，通过

万联E2E/全通虚拟专网服务CMP和ADN调度，使授权

访问端可敏捷安全的通过设备边缘控制器节点接入设备

现场网络，访问现场物联设备、应用软件系统和连接部

署在企业内部/私有云的边缘云资源管理器，构建“一键

通”数据采集、资源分发及工业边缘云桌面，满足设备

数据云网传输、远程诊断、远程控制、协议边缘计算、

移动运维等需求。

结合万联物云CMP连接管理平台构建的物联网边缘

控制器“一键通”，是一款全新的物联设备数据采集、

协议边缘计算、资源私有云分发和远程诊断云管控作业

平台。通过ID身份鉴权技术、应用分布式管理技术，P2P

隧道技术等，“一键通”能够为用户提供真正安全、私

密、敏捷连接的工业互联网物联数字平台。

2　应用场景介绍 

基于万联物云CMP连接管理平台的“一键通”云业

务，采用ADN架构的虚拟专网组网，实现授权访问端与

边缘控制器节点之间的应用分发、远程部署、云桌面操

作、数据云网传输“一键通”。

场景一：应急网络-搭建敏捷高效安全的虚拟专网

在现有互联网通路上的L3层叠加物云安全加密专

网，通过包含Server端M控件、Edge边缘云网路由器实

现“透聚节点”网内的安全加密专网通信，实现在应急

管理平台上对所有应急设备及相关应用的数据进行加密

专网组网传输。

应急网络可以带来成本上面的节省、敏捷性和安全

的连接。这项服务能够支持至少一个对等网络云到本地

侧的连接服务，从而实现边缘到云端的连接，并能支持

管控本地端的数据包转发和智能化路由决定，还能直接

为SaaS云应用服务平台提供专用的数据连接通道。

…

发起单位

常州万联网络数据信息安全股份有限公司

ECC2019年度测试床

图1  系统架构图 图2  应急网络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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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二：工业互联-工业设备连接应用场景

工业互联的本质和核心是通过工业互联网平台把设

备、生产线、工厂、供应商、产品和客户紧密地连接融

合起来。可以帮助制造业拉长产业链，形成跨设备、跨

系统、跨厂区、跨地区的互联互通，从而提高效率，推

动整个制造服务体系智能化。还有利于推动制造业融通

发展，实现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跨越发展，使工业经

济各种要素资源能够高效共享。

工业现场设备众多，协议多样性，所以使工业现场

设备数据协议实现边缘的快速解析、智能数据过滤策略

显得尤为重要，边缘协议网关和综合运维管理系统对数

据的采集加以策略计算通过物云专网最终实现数据的可

视化展示。

…

场景三：工业设备上云-“一键通”安全上云场景

对于大部分的工业企业来说，原来的工业设备应用

部署模式，都是竖井式的，不同的应用都由不同的产品

开发商提供的，并且统一厂家的不同型号的产品所用的

软件也不经相同，系统之间还有网络安全隔离，各系统

间还有协同关系，对于这些工业设备的联网管理，企业

内部早已存在完整的管理方案，而且工业软件对网络的

时延、抖动要求很高，网络、应用拓扑很复杂，采用重

新开发、构建云架构体系软件既费时、费力，又难以到

达预期效果。

“一键通”使用工业边缘云桌面和边缘云资源管理

器为基础，结合边缘控制器和隧道加密技术的一款全新

分布式云存储和云连接工作台，实现为企业用户提供真

正安全、私密、敏捷的云桌面一键连接解决方案。

2.1　预期成果

通过可信安全高效的物云工业连接产品为切入点，

将众多厂商的设备和信息节点通过现有的互联网固/移

基础网络，安全…、可信、高效地互联互通起来，将不同

厂商、不同设备、不同网络系统、隔离的信息节点等通

过边缘协议计算实现规约统一化并使得应用数据通过ID

身份鉴权技术互相认证联网打通，实现真正的可信、安

全、高效的工业物联生态，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智能制

造解决方案。

2.2　商业价值

随着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深度融合，信息技术渗透

到了工业企业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推动了以“智能化生

产、个性化定制、网络化协同和服务化延伸”为代表的

新兴智能制造模式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智能装备工业设

备被生产出来，销售从出售向租售模式转变，售后从上

门维修到远程维护转变，管理调度从电话到网络平台、

APP转变，大量需要真正可信安全高效的连接网络。

2.3　社会价值

边缘计算主要能提供三个价值：（1）减少低价值

流量或者超大流量对网络的消耗；（2）随着工业…4.0…的

兴起，大量工业控制其低时延依赖于边缘计算；（3）网

络设备将走向开放，很多能力，如定位、标签、人流分

析、推送等能力将被开放以及用来变现，能力要开放使

得相关计算能力要下沉到边缘。

3　实验平台技术可行性

主要实现工业互联网云架构下为不同应用场景打开

图3  工业互联应用场景

图4  工业设备上云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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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私有通信通道，解决设备互信联网问题，使可信设备

在互联网环境下实现overlay三层叠加网络的ADN授权访

问，将不同地区的内网设备由云端统一管理平台控制并相

互连接组成一个跨互联网的可信互联物联虚拟专网。

边缘控制器节点可灵活接入企业应用网络，访问工

控系统和资源分发私有云服务器，实现数据采集及协议

边缘计算，满足设备数据云网传输、远程诊断、远程控

制、协议边缘计算、移动运维等需求。

3.1　物理平台

边缘控制器-EC30…：用于对现场工业设备进行云桌

面方式管理，对现场工业设备协议实现边缘计算，可支

持现场的网络设备、串口设备和USB设备的连接，支持

对网络链路具备苛刻要求的局域网设备（如PLC）实现

私有云的软件更新及统一化授权远程管控。

设备配置：主芯片J1800/内存DDR3…2G/硬盘30G。

3.2　软件平台

（1）CMP连接系统-物云MACnets：用于万联…

E2E/全通虚拟专网服务，配套windows端、Linux端、

Android端控件，构建ADN架构的虚拟专网组网。

（2）边缘计算系统-Assetview：用于对现场设备

数据协议进行解析、数据过滤、数据内容设定、报警策

略设定等。

（3）文件系统-MACloud：用于初始化用户登

入，支持多用户分发，支持公有云私有化部署和企业本

地私有云部署。

（4）桌面系统-Deck…Manager:…用于新软件的安

装和程序文件的下载更新。

（5）操作系统Windows。

3.3　配置和控制接口

平台的控制接口支持串口以及USB，可应用于绝大

多数行业的业务场景。

3.4　数据通讯接口

网络连接方式有：有线连接（1000M-LAN）和移

动通信连接（全网通4G）。同时，边缘云网接入设备的

联网支持链路主备自动切换，支持普通sim卡及运营商专

用物联网卡。

3.5　安全措施

（1）设备互联去IP化，采用自定义（随机）ID实现

网内设备的管理与身份识别。

（2）设备访问精准控制，采用本地IP+自定义端

口的方式访问授权的软件应用，防止网络安全事件的发

生，提高服务安全能力等级。

（3）设备入网认证采用ID+密钥双因素认证，一个设

备一个ID一个密钥，保障设备入网的安全可信和可追溯。

（4）数据加密去中心化，每条虚拟隧道均使用P2P

对等加密方式进行密钥协商，在保证数据传输安全性的

情况下大大降低了认证服务器的系统压力。

（5）集中管理弹性组网，可通过统一的云认证管理

平台实现快速构建云网接入弹性网络。

（6）软硬件多模式结合，除了采用隧道控件支持常

见的操作系统（windows、Linux、Android等）配套

的PC端、移动端设备外，还可以采用专用边缘云网接入

设备对各种不具备联网功能及无法搭建组网环境的现场

设备实现云网数据加密接入。

（7）管理平台具备等保三级要求规范。

3.6　软件开发和模拟环境

Windows，linux。

4　和ECC技术及测试台的关系

4.1 ECC总体架构

设备认证平台实现建立虚拟隧道的过程中需涉及到

设备的身份识别，设备的虚拟隧道访问授权，数据传输

图5  总体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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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的信息加密，数据流转发及面向用户的平台化统

一管理，所以整套产品方案需具备设备认证服务器（用

于设备的身份识别及虚拟隧道授权）、网关设备管理服

务器（用于海量EDGE边缘云网网关设备的ID统一分发

及管理）、转发服务器（用于设备间隧道的构建及隧道

带宽的管控）、Web统一管理平台服务器（构建面向用

户的统一管理界面，使用户能够自主完成构建数百上千

节点的设备物联专网）。同时为支持现场各种设备的实

时组网，配套Windows…PC客户端、云虚拟主机（支持

windows及linux）、Android客户端（提供SDK包），

甚至考虑到非操作系统设备及非IP化设备的联网，还配

套有专用的EDGE边缘云网网关设备。

…

图6  物联设备组网流程图

…

图7  E2E隧道建立结构图

5　交付件

硬件部分：边缘控制器-Edge…C30…；

软件部分：CMP连接系统-物云MACnets，边缘

计算系统-Assetview，文件系统-MACloud，桌面系

统-Deck…Manager。

6　实验平台使用者

本平台应用场景广泛，为城市电力配电、电力调

度、互联网数据云、机场枢纽、城市轨道站、大型综合医

院、行业数据中心等重要场景关键基础设施故障应急处理

提供一站式敏捷解决方案是本方案的主要目的。其技术可

以实现低成本敏捷地部署应用于数字工厂、智慧农业、移

动基站的数据采集、智能设备控制、智能楼宇、安防监

控、分布式智能家居、数据中心管控、智慧交通、智慧水

务、智慧能源，乃至整个智慧城市建设等场景。

7　知识产权说明

常州万联网络数据信息安全股份有限公司对实验平

台的建设、运营以及使用拥有自主产权。

8　部署、运营和访问使用

平台可信混合云提供两种部署方式：

一是基于NaaS网络即服务，并由MACnets物云可

信鉴权服务进行管理，简单易行，兼具备成本效益，有

助于快速有效地桥接连通本地侧部署和多云世界；

二是基于ADN软件形态的自我域管理、可扩展的应

用交付解决方案，敏捷部署于数据中心或云端。换句话

说，用户根据具体业务和应用需求进行选择。

平台的可信混合云解决方案通过ADN交付管理+可

信控制+可视化接入分析+安全四大能力，提供了集中的

智能应用交付和流控调度；可信域和节点管理；全面的

安全分析防御；灵活的应用上云发布，真正让用户轻松

过渡并跨越到多云平台的敏捷应用管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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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5G的工业智能制造
视觉分析边缘计算平台

1　实验平台目标和概述 

中国制造业目前正处于工业转型关键时期。目前在

中国的工业制造领域，存在着大量的人工监督和人工操

作。随着我国制造业逐步从大众化、批量化的粗放型生

产阶段向小众化、个性化的阶段的转变，传统刚性生产

系统已经无法满足需求。5G技术作为新一代蜂窝通信技

术，在带宽、时延、设备连接上有了长足的进步，是制

造业柔性生产的重要元素。智能机器视觉技术作为工业

自动化系统的重要组成之一，其技术与应用也随着智能

制造的发展而日益成熟。具体体现在：软件硬件在深度

学习处理能力不断增强、对图像处理的各种领域模型的

建立、芯片技术的成熟稳定以及各类标准的逐渐统一以

及价格的相对降低。随着5G高带宽通信技术标准的确立

和技术的发展，机器视觉应用也推向各个领域，机器视

觉这一相对独立的技术无缝融入各个行业遇到了前所未

有的挑战。机器视觉需要各个领域从集中式控制向分散

式增强型控制的模式转变，目标是建立一个高度灵活的

个性化和数字化的产品与服务的生产模式。创造新价值

的过程正在发生改变，产业链分工将被重组。德国学术

界和产业界认为，“工业4.0”概念即是以智能制造为主

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或革命性的生产方法。该战略旨

在通过充分利用信息通讯技术和网络空间虚拟系统——

信息物理融合系统相结合的手段，将制造业向智能化转

型。本实验平台主要解决以下问题：

（1）工业数据采集，supEdge具备多种链路、多种

协议。具体表现在实现了WIFI、Ethenet、4G和5G等物

理接口的接入，在工业协议上支持OPC…UA、Modbus、

MQTT等协议接入，同时支持外挂supEdgeW小型物联

设备的级联方案，达到支持OPC协议的目的。

（2）工业音视频数据的接入，主要支持海康、大

华等主流的IP摄像头数据接入与采集，支持rtsp连接方

式，支持h264、MPEG-4、mpeg4等编码。

（3）软硬件的适配，基于工厂的具体应用，

supEdge边缘计算平台可以对是否需要深度学习，是否

需要宽温环境，是否需要工业三防条件等各种需求提供

多种软硬件配置方案。为用户提供广泛兼容硬件平台，

极大降低了选型、组网难度。

（4）数据处理，supEdge不仅局限于数据的接

入，而且提供了对数据处理的能力。用户可以根据具

体业务的需要，定制化场景业务，并下发到对应的…

supEdge边缘计算节点,…实现远程的在线管理和维护。

（5）视觉分析，supEdge可以管理视觉分析算

法，实现对算法的配置和运行生命周期的管理，实现检

测的输出和处理后的标签视频输出。

（6）数据共享，supEdge对外提供了丰富的数据

接口和管理接口，具体有RestAPI、WebserviceAPI、

MQTT、OPC…UA、gRPC等接口。能够实现supEdge

的级联架构，并实现和工业操作系统supOS和工业数据

采集器的数据交换。

…

发起单位

浙江蓝卓工业互联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CC2019年度测试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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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边缘计算在 5G网络拓扑结构上的架构图

supEdge平台实现了全面的工业数据、工业监控的

数据采集需求，致力于提供分散式、轻量化、低成本的

数据采集产品和解决方案。本平台通过在设备侧构建软

件定义的自适应可重构智能管控系统，对设备信息、生

产过程信息进行采集、分析、计算，对工艺和设备任务

进行优化调度，较大幅度地提升计算效率、提升设备和

系统响应速度。以个性化定制的零部件装配为背景，通

过系统构型规划、模块的接口标准化、功能模块的精确

定位及移动对接技术，解决了生产系统机械结构的模块

化、可重构问题模块化的生产模式。通过工业5G和WIFI

等技术，实现了通信资源自适应分配，解决了工业网络

无线化问题，实现柔性工厂。supEdge的软件架构如图2

所示。

   图2  supEdge软件架构图

2　应用场景介绍 

本平台主要面向智能制造领域，为中小企业建设数

据采集、数据监测、数据分析（包括机器视觉）和预警的

管理平台，利用平台的实时监测能力，有效加强企业的工

业互联网安全水平，为企业的智能制造提供基础。

2.1　预期成果

实现工业设备和工业监控的连接，实时准确地将

生产、环境数据收集到边缘计算单元。减轻工业云平

台计算压力，提前将海量数据进行解析、逻辑判断、

筛选，实现边缘计算。同时对于多路音视频数据做机

器视觉分析，分析的结果上传到云端，并可以对设备

进行控制。

2.2　技术的示范效应

数据采集领域的一次跨越性尝试，为网关的功能设

定、软硬件配合方式勾画了更为广阔的技术前景，一方面

极大丰富了工业网关的协议支持种类，另一方面树立了一

个软件与多种不同边缘硬件适配的典范，为边缘计算在

软、硬件选择的灵活性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技术探索。

2.3　商业价值

为云平台、大数据、人工智能厂家提供所需的运

算、训练资源，通过数据接入的便利化，带动IT技术与

OT的融合，形成更加轻量化、高效的工厂数字化、工业

物联网落地方案，加速工业物联网与生产实际的对接，

为新商业模式的诞生创造可能。

2.4　社会价值

平台的成熟和推广，必然极大降低工业数据采集的

技术难度、实施成本，将为工厂、农业、生活构建一个

便捷高效的与云端交互的边缘节点，促进生产运维、行

业监管、城市服务等多方面的转型，使得现实世界、边

缘节点、云端的连接更加紧密，提升行业生产力、管理

效率、生活品质。

3　实验平台技术可行性

数据解析、授权管理、数据处理、数据转发、数据

存储、API接口、图像处理，视频编解码、深度学习和

Linux系统兼容技术等。

3.1　物理平台

图3  supEdge的一种部署硬件

3.2　软件平台

平台软件采用使用开源软件和自研软件结合的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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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 基于Linux的裁剪系统

中间件 Docker,…Docker-compose,…edgeXFoundy…

edinburgh,…edgeX_go_ui,…RabbitMQ,…

ffmpeg,…ngix-rtmp等

开发软件 VS…Code,…Java,…GoLang,…Python和OpenCV2等

3.3　配置和控制接口

边缘计算硬件单元，根据业务场景需要选配GPU，

网关内存大于8M，具备网口、USB、4G,…5G中的一种

或多种接口。

3.4　数据通讯接口

设备以多种协议、多种形式接入supEdge平台。具

体有南向MQTT、Modbus、OPC…UA、RTSP等，北向有

MQTT、gRPC、OPCUA等。支持的工业数据类型有：

BIT、BYTE、SHORT、USHORT、LONG、FLOAT、

STRING、DOUBLE、INT64。…对于音视频数据支持RTSP

数据的接入和H264、mpeg4、MPEG-4的媒体数据。

3.5　安全措施

基于5G的边缘计算和分析平台是工业级别的安全产

品，能够连接工控防火墙、工业安全审计、工业主机防

病毒软件、工控交换机等设备，统一管理安全事件。在

数据接入方面可以依托5G的安全规范。

3.6　软件开发和模拟环境

开发环境为GO语言的环境，开发工业数据接入、处

理和发布，使用Python为主体作为机器视觉方面的处理。

4　和ECC技术及测试台的关系

4.1　ECC总体架构

…

图4  边缘计算参考架构3.0

边缘计算参考架构3.0在每层均提供了模型化的开放

接口，实现了架构的全层次开放；边缘计算参考架构3.0

通过纵向管理服务、数据全生命周期服务、安全服务，

实现业务的全流程、全生命周期的智能服务。

基于5G的边缘计算和视觉分析平台的架构和ECC的

边缘计算参考架构3.0完全相符，本项目重点在边缘侧，

实现了工业数据的采集，包括企业的设备运行数据、企

业的音视频监控数据，平台具有数据采集、数据存储的

功能，具有对设备数据的分析能力，进而控制边缘端设

备。同时对于企业的音视频数据，边缘计算也具有机器

视觉的分析能力，分析的结果以MASK图的形式或计算

结果的形式返回到边缘计算节点中。

4.2　ECC实验平台

参考边缘计算产业联盟成果发布的ECC边缘计算架

构3.0，实现了此实验平台。目前主要应用在水泥生产流

水线的石灰石下料口的堵塞检测、水泥生产线的传送带

断裂检测，水泥生产线的传送带跑偏检测、水泥生产线

炉火熄灭的安全检测、生产企业安全帽佩戴以及在离散

制造行业的轴承5G自动质量检测等方面。

5　交付件

平台本身是一个软件系统，提供数据采集功能、数

据的计算和数据的发布功能。同时对工业音视频数据采

集后，能做定向的视觉计算功能。整个平台有对应的驱

动管理和算法管理功能。并提供了强大的级联工业操作

系统平台的功能。

6　实验平台使用者

浙江蓝卓工业互联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7　知识产权说明

全部知识产权归属浙江蓝卓工业互联网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8　部署、运营和访问使用

实验平台基于Docker和Docker…Compose的灵活的

微服务部署。针对工业应用提供模块化的开发工具并提

供了远程运营和维护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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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自动焊接缺陷实时
检测测试平台

1　目标和概述
…

随着世界制造业的迅速发展，焊接技术的应用也越

来越广泛，焊接智能化技术水平也越来越高。焊接机器

人广泛应用于汽车、工程机械、通用机械、金属加工和

兵器工业等行业。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在役的工业机

器人中大约有一半用于各种形式的焊接加工领域。焊接

机器人具有焊接质量稳定、改善工人劳动条件、提高劳

动生产率等特点。在焊接机器人快速普及的同时，机器

人焊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越发明显，严重影响到机器

人焊接的质量及效率。

焊接机器人加工常见问题有：偏焊、熔深不足、送

丝不畅、焊接气孔、零点丢失、数据难以采集、关键工序

难以监控等一系列问题。针对机器人自动焊接等领域经常

遇到的问题，展湾提供有针对性的场景化算法应用，结合

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和边缘计算等技术，可有效地监控

和预测加工过程中的异常，提升产品的合格率和加工效

率。展湾数据分析内核（SMART-DAC）的人工智能计

算模块（AM），可快速地配置和训练相应的场景化算法

模型，并将训练成熟健康的算法模型下发到边缘计算网

关，采用边缘计算的方式让人工智能算法服务更接近设备

或数据源头，减少延迟，实现实时监测。当前已在工程机

械、汽车零部件等行业成功应用，效果显著。

2　应用场景

主要应用场景包括：偏焊检测、焊接气孔检测、熔

深不足检测、送丝不畅检测、零点丢失检测。如下以偏

焊为例，对测试平台的具体应用场景进行说明：

偏焊是指机器人执行焊接工作时实际焊接轨迹脱离

焊接接头位置导致所焊焊缝连接不良甚至无法连接的现

象。偏焊形成的两种主要原因：（1）寻位误差造成的焊

缝纠正偏差；（2）电弧追踪故障造成的追踪轨迹偏差。

通常情况下：①寻位+电弧追踪工况，即使起弧点存在轻

微偏差（小于4mm），后续的电弧追踪也会很快纠正焊

接轨迹。因此焊偏经常发生在电弧追踪使用段；②对于

不能使用电弧追踪的工况，焊接轨迹完全受寻位精度的

影响，如果寻位过程发生异常，受其相关赋值修正的焊

接轨迹均会产生偏焊。

展湾边缘计算网关实时采集焊接机器人焊缝轨迹，

通过正常焊接机器人的三维空间焊接轨迹数据，来对机

器人的焊接轨迹进行训练学习，得到焊接轨迹的分布规

律。以此来实时的分析预测未来焊接轨迹中出现的异常

点的分布位置并预警。焊接之前机器人会进行一系列的

焊缝坐标寻位工作，寻位的坐标数据将会作为训练模型

的输入数据，然后采集数据上传到数据平台训练偏焊算

法，最终算法下发到边缘计算网关，偏焊告警推送。

 图1  机器人偏焊应用场景

2.1　预期成果

实验平台通过对工业机器人的数据采集、算法训

练和边缘计算，实现对机器人自动焊接的实时检测和预

警，效果如下：

（1）偏焊：未使用偏焊检测之前，偏焊事故发生频

率高，大部分由于偏焊导致的不合格产品需人工打磨并

发起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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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工，严重制约生产效率和产品的一次加工合格率。使

用展湾偏焊检测算法模块之后，偏焊导致的质量事故降

低至5%以内，偏焊导致的二次维修次数降低90%以上。

（2）焊接气孔：未使用展湾焊接气孔检测时，焊接

气孔导致质量事故频率高。在使用展湾焊接气孔检测算

法模型之后，焊接气孔质量事故降低60%，焊接气孔导

致的二次维修次数降低90%以上。

（3）熔深不足：未使用展湾送丝不畅检测算法模型

时，送丝不畅占设备停机率70%左右，且经常导致焊缝

缺陷。在使用展湾送丝不畅检测算法模型之后，焊接机

器人故障停机率降低35%以上，送丝不畅导致的焊缝质

量偏差减少85%以上。

（4）送丝不畅：未使用展湾送丝不畅检测算法模型

时，送丝不畅占设备停机率70%左右，且经常导致焊缝

缺陷。在使用展湾送丝不畅检测算法模型之后，焊接机

器人故障停机率降低35%以上，送丝不畅导致的焊缝质

量偏差减少85%以上。

（5）零点丢失：使用展湾智慧通零点丢失检测算法

模型后，减少机器人零点校准时间80%以上，100%杜绝因

零点校正误差导致的机器人坐标整体偏移情况；同时，减

少专业零点校准工具（如KUKA…EMD等）的采购维护。

2.2　商业价值

根据统计数据预计，焊接机器人市场规模将保持平

缓增长，到2020年市场规模有望达到146.8亿元。考虑

到目前中国汽车行业机器人密度仅在100左右，相较于

美国、德国和日本超过1000的汽车行业机器人密度，焊

接机器人在中国汽车行业仍有较大的增长空间。预计到…

2020…年其市场销量有望达到…5.18…万台。

展湾智慧通机器人自动焊接缺陷实时检测系统能够

切实地帮助企业解决大环境下人工成本上升的问题，并减

少昂贵检测设备的成本投入，以可控的支出换取固定资产

的高投资回报率，同时大幅提高设备利用率及生产质量。

2.3　社会价值

（1）自主创新能力提升

通过对本技术的研究、吸收、不断加大对自主创新

的投入，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搭建尖端人工智能算法团

队，加快构建技术创新体系，着力突破关键技术，加强

高端创新人才培养与引进，造就高素质创新人才队伍，

不断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2）促进就业

工业在我国经济体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智

能工厂更是传统工业制造业升级转型的必要方向；一方

面，工业互联网平台包括AI场景算法、大数据分析、云

计算等；边缘计算网关包括终端部署、边缘计算技术、

设备通讯等；另一方面，展湾智慧通工业互联网平台的

应用可以帮助工业制造业企业降低技术招工难度，降低

准入门槛，优化流程，促进当地就业。

（3）环境改善

本系统高度集成，极大降低能耗；节省生产原料，

提高设备生产效率；进行非计划停机原因分析，降低非

计划停机时间。改进工艺质量，辅助企业决策，提高工

件良品率，减少报废，减少能源资源消耗。

（4）社会资源消耗少

利用本产品可极大的提高车间报表效率，自动生成

报表，减少因数据冗杂繁复带来的重复枯燥劳动，优化

工作流程，减少非必要的加班工作时间。

（5）综合国力增强

目前，中国工业智能化已从探索阶段进入实际开发

和应用落地阶段。将边缘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型信息技

术应用于工业互联网平台业务中，以此为基础打造一个

便捷、高效、实用、智能的AI场景化数据分析应用体

系，其主要目标是把人类的知识赋能生产设备，让设备

智能化，为企业决策提供数据支撑，实现工厂从管人到

管设备的飞跃。…

3　实验平台技术可行性

3.1　系统架构

展湾智慧通机器人焊接质量预测及实时监测解决方

案由边缘层、平台层、应用层组成，同时以焊接场景化

算法贯穿始终。

图2  展湾智慧通机器人焊接质量预测及

实时监测解决系统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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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层：边缘计算网关SMART-EDGE实现对各种

生产设备（如焊接机器人、焊机、传感器）的对接，完

成协议转换、数据采集、缓存和边缘计算。

平台层：数据分析平台SMART-DAC实现采集数据

的汇聚、存储、深度挖掘及人工智能算法应用。

应用层：数据可视化应用SMART-iWORK提供管

理、统计、分析、告警以及可视化展现，为企业解决焊

接场景相关痛点，为企业运营决策提供数据支撑和科学

依据。

焊接场景化算法SMART-AI为针对机器人自动焊接

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提供有针对性的场景化应用算法。

3.2　硬件平台

展湾智慧通采用焊接场景AI边缘计算网关，采集焊

接场景下的机器人的设备信息、工艺参数，结合实时运

行数据和下发到网关的算法模型，实时执行边缘计算，

并输出反馈结果，及时告知现场工程师，进行更正，或

采取急停或纠偏等响应措施。

焊接场景AI边缘计算网关有以下特点：

（1）边缘计算网关集成数十种不同的数据采集协

议，如Modbus、Siemens…S7-NET等通用工业现场总

线协议，针对工业机器人，数控系统的定制化数据采集

协议。优良的软件架构使得不用更换硬件和软件即可兼

容不同设备（如PLC、传感器、工业机器人和数控系统

等）的数据采集；

（2）强大的边缘计算功能。工业控制对稳定性和实

时性的要求极高，展湾智慧通不仅仅采集工业数据，而

且需要用数据去做人工智能算法应用，如对设备参数的

阈值监测，对加工过程的质量监控，在异常情况时对设

备的反控（如设备紧急停机），这些都要求边缘计算网

关的高速数据采集和快速数据分析，及时响应的能力。

展湾边缘计算网关内置强大的边缘计算功能，如在边缘

侧进行告警解析，结合实时采集的数据进行人工智能算

法检测并及时输出结果；

（3）场景化算法：基于边缘计算网关高速采集的数

据，结合对场景和工艺的深入理解，展湾利用大数据和人

工智能算法，针对性的解决不同场景下的各种问题，如机

器人焊接领域的偏焊检测算法、焊接气孔检测算法；

（4）边云协同机制：展湾的场景化算法在平台层

（数据分析内核）进行大数据分析和算法模型训练，训练

健康成熟的算法模型下发到对应的边缘计算网关，边缘计

算网关结合实时采集的数据，执行对应的算法并输出分析

结果。边缘侧和平台侧的边云协同机制，保证了算法模型

的高效训练，同时满足算法判定的实时性要求。

3.3　软件平台

数据分析平台由基础组件和功能模块构成。各个组

件通过容器相互隔离和扩展，形成一个高弹性可伸缩的

平台，以应对工业场景复杂的环境和巨大的数据量。

其中算法管理模块提供从算法订阅、在线训练到算

法模型下发的人工智能算法应用流程，将复杂的数学模

型与实际场景结合，完成应用落地。

以焊偏算法为例，造成焊偏的主要原因有：

（1）寻位误差造成的焊缝纠正偏差；

（2）电弧追踪故障造成的追踪轨迹偏差。

展湾智慧通是通过连接在工业生产现场的展湾边缘

计算网关，实时监测焊接机器人的焊缝轨迹，以此建立

起基于神经网络的深度学习数学模型。

根据参数配置，对算法模型进行训练，完成后，模

型下发至展湾边缘计算网关进行实时监测，当出现超出

置信区间的异常点时，即时发出偏焊预测告警推送。

根据数据显示，目前已实现2mm以内焊接轨迹偏离

的实时报警，刀板焊偏控制在5%以内。

除了焊接场景算法之外，数据分析平台还提供历史

数据、秒级刷新的看板和统计报表，用户只需要登录页

面，即可在办公室内获得当前生产情况、数据峰谷值及

优化效率等在内的一系列状况，帮助企业提质增效。

3.4　安全措施

（1）平台安全：平台支持集群部署，负载均衡，

7x24小时性能监测，具备DDOS攻击防护、WAF防火墙等

多种安全防护能力，保障核心数据安全和业务稳定可用。

（2）数据安全：网关对设备的数据采集为单向读

取操作，防止对生产设备进行任何控制操作，保障设备

和控制安全。网关通过身份认证后接入，同时遵从标准…

MQTT/OPC…UA协议架构保障数据安全传输。支持网络

中断时将数据临时本地存储，网络可用时自动将离线数

据上传，防止因网络抖动引起的数据丢失。

（3）网络安全：生产网和办公管理网严格划分网络

边界。通过防火墙或VLAN进行隔离，保障生产网的数

据和运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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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散制造虚拟工厂边缘测试床

1　实验平台目标和概述 

目前离散制造企业的生产模式正在发生变化，从大

规模制造向大规模个性化定制转变，要实现该模式的转

变，必然要探索工厂的智能化、数字化。

物联网时代，数字化工厂通过工业数据总线技术，

作为现场数字通信网络的基础，让现场所有设备实现网

络接入。生产数据、设备数据得以实时采集。但随着设

备数量的不断增加，海量数据的不断汇集，传统的云计

算机构无法及时有效的处理，将部分计算置于边缘节点

则会极大缩短响应时间，减轻网络负载，提高数字化工

厂效率。

实验平台基于工业互联网，配置常见的工业设备和

信息系统，搭建工业网络环境，通过数字双胞胎技术，

叠加各类传感器、板卡，采集设备数据，打造工业互联

网、信息物理系统和边缘计算综合解决方案试验验证平

台，…测试多种总线间高效互联互通。满足数字化工厂在

敏捷制造、数据优化、实时响应及安全保护等方面的关

键需求。

2　应用场景介绍 

结合离散制造实际工厂各模块，搭建全流程智能

制造虚拟化工厂场景，包含人脸识别下单体验、智能仓

储、智能装配、个性化定制及视觉检测、智慧物流、

COSMOPlat云平台、虚实融合、工业大数据采集及边缘

网关处理。

2.1　预期成果

（1）输出新模式、实施方法论：如大规模定制、数

字双胞胎、智能检测等新模式实施路径。…

（2）输出相关解决方案和产品：如产品个性化定

制解决方案，复杂网络互联互通解决方案，边云协同制

造，基于边缘计算的数据处理等。…

（3）输出人才培训平台：如开展示范教育、人才实

训、联合创新等。…

（4）应用试点推广：面向家电、电子、等离散制造

行业，加速数字化工厂升级改造，边缘计算等技术研发

与应用落地，形成合作试点项目。

2.2　技术的示范效应

（1）多网络通讯协议融合技术：基于Profinet主

网，连通不同设备网络，如Modbus…TCP，OPC…UA，

发起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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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P/IP，5G等，实现各设备间网络互联互通。

（2）虚拟仿真技术：基于采集设备数据，驱动仿真

模型的运行，验证生产工艺流程。

（3）物联网技术：所有设备可联网，监控状态及性

能，同时基于RFid，物料可全流程追溯。

（4）基于边缘计算的数据处理及边云协同的智能

优化。

2.3　商业价值

通过测试床关键技术方案验证，降低数字化工厂升

级改造成本，提高设备利用率，提高企业运营管理水平。…

2.4　社会价值

测试床作为数字化工厂的一个缩影，实现了与终端

用户需求的无缝对接，并通过开放平台整合硬件资源，

迅速响应用户个性化需求，从而完成大规模定制。作为

智能制造模式的创新，打造示范样板和行业标杆，为离

散制造行业升级转型提供典型示范作用，并在行业中推

广应用。

3　实验平台技术可行性

3.1　物理平台

…主要包括原材料立库单元，柔性总装单元，个性化

定制&视觉检测单元，智能包装单元，仓储&成品输出单

元，AGV，人脸识别系统，COSMO平台，虚实融合系

统等。

原材料立体库主要由立体式货架和一台固定落地安

装的机器人，以及智能相机等组成。立体式货架用于存

放冰箱和洗衣机的原材料，每个库位配置检测传感器和

库位状态指示灯。传感器反馈库位信息，库位状态指示

灯用于增强用户体验感和订单信息的可视化。

柔性总装单元主要由两台双臂协作机器人+视觉引

导智能相机，以及定位和辅助装配机构等组成。通过

两台双臂协作机器人协助完成冰箱和洗衣机的混线装

配任务。

个性化定制&视觉检测单元主要由紫外激光雕刻

机、协作机器人和智能相机等组成，主要完成个性化定

制签名和头像的打印及智能检测任务。

智能包装单元主要由协作机器人、包装机构、纸盒

仓等组成，主要完成成品的智能包装任务。

仓储&成品输出单元主要由协作机器人和小型立

体式成品仓储货架组成，主要完成成品的存储和输出

任务。

3.2　软件平台

软件平台基于海尔COSMOPlate工业互联网平台。

COSMOPlate是全球首家引入用户全流程参与体验的

工艺互联网平台，是人单合一的落地承载平台，也是

物联网范式下以用户为中心的共创共赢的多边平台。

COSMOPlate以用户体验为中心，为企业提供了面向智

能制造转型升级的大规模定制整体解决方案，从用户交

互到体验迭代再到终身用户，全流程、全体系地颠覆可

传统的大规模制造模式，实现向大规模定制模式转型并

让定制不断优化升级，最终构建涵盖企业、用户、资源

等全要素的共创、共赢的新型工业生态体系。

图1  物理平台

图2  软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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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软件开发和模拟环境

软件开发平台是CentoS7.5、Win…sever2012。开发

语言是C#、Java相结合的方式。

4　和ECC技术及测试台的关系

4.1　ECC总体架构

测试床基于海尔COSMOPlate工业互联网平台总体

架构，相关测试技术与ECC总体架构匹配。

4.2　ECC实验平台

测试床与已审批的实验平台侧重点不同，本测试床

侧重整体工厂云、边、管、端一体化的测试验证，融入

虚实融合系统，包含较为全面的硬件设备，可以获取更

为完整底层数据。

5　交付件

测试床的交付件包括：…

（1）项目计划任务书；…

（2）解决方案设计书；

（3）验证报告；…

（4）测试床结题报告。

6　实验平台使用者

相关行业公司可以测试验证测试床的所有操作功

能，相关技术由海尔推广应用。

7　知识产权说明

知识产权归海尔数字科技（南京）有限公司所有。

8　部署、运营和访问使用

测试床计划部署于海尔内部，运营及访问申请由海

尔负责。

………

在该测试床中：

现场边缘层，测试床接入多种设备，通过实时工业

太网通信技术将PLC、I/O、机器人、交换机、智能相

机、阀岛、RFID、变频器等设备联网。

控制层，PLC、边缘网关、交换机连接各边缘层设

备，融合PROFINET、OPC…UA、Modbus…TCP、TCP/

IP、5G等多种复杂现场总线，实现控制层的互联互通，

同时与COSMOPlat云平台实现信息的交互。

对于部分实时动作性控制数据放于边缘侧进行实时

处理。

3.3　配置和控制接口

测试床通过Profinet主网进行边缘设备的分布式配置

和控制，通过HTTP方式实现云端和边缘层的互联互通。

3.4　数据通讯接口

基于工业总线的OPC通信接口。

3.5　安全措施

信息安全：采用工业防护墙，保证工业控制系统信

息安全。

功能安全：安全模块符合IEC…61508、ISO…13849、

IEC…62061认证标准，具备使用在有安全等级需求的工业

应用和系统中。安全逻辑可编程，系统配置快速，布线

简单、操作简便。

物理安全：每个物理单元都配有安全急停开关，测

试床系统配有安全门开关，AGV配备安全避障传感器。

平台安全：数据可控以及数据隔离，综合考虑数

据中心软硬件部署，建立安全的远程管理机制，动态密

钥、及时打安全补丁。

图3  系统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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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智能管理平台

1　实验平台目标和概述

1.1　行业背景

依据应急管理部相关政策和标准，在企业园区建设

安全预警监测系统，采集风险隐患感知数据；地方应急

管理部门按照相关采集规范，建设数据采集系统，汇集

重大危险源的感知数据；上级应急指挥管理部门通过危

险源监测预警平台，梳理安全风险指标和风险预警分析

模型，整合企业安全生产风险预警与管控相关的监测监

控数据，实现风险分级管控与预警监测管理，为安全生

产应急管理和事故救援提供科学的技术支撑。

1.2　建设目标

在企业园区建设安全预警监测系统，采集风险隐患

感知数据；在地方应急管理部门，建设数据采集系统，

汇集重大危险源的感知数据；上级应急指挥管理部门通

过危险源监测预警平台，梳理安全风险指标和风险预警

分析模型，整合企业安全生产风险预警与管控相关的监

测监控数据，实现风险分级管控与预警监测管理，为安

全生产应急管理和事故救援提供科学的技术支撑。

对危险化学品储罐区、仓库、生产装置等重大危险

源以及关键部位等的安全风险进行实时监控监测，构建

园区级、地市级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与动

态监测预警系统，实现重大事故风险预警、综合分析、

风险态势动态研判等功能。

1.3　系统概述

北京捷诺自主研发的物联网综合管理平台是以

危险化学品企业和园区风险管控为核心，运用计算机

接口技术、物联网感知技术、图像智能分析技术、大

数据分析技术、信息安全技术等，对危险化学品储罐

区、仓库、生产装置等重大危险源以及关键部位等的

安全风险进行实时监控监测，构建园区级、地市级危

险化学品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与动态监测预警系

统，实现视频、物联网设备等信息的集中采集和管

理，实现日常视频巡查、重大危险源监管、GIS地理信

息等功能，建立安全生产“一张图”和危险化学品企

业风险预警与管控平台，实现系统数据互联互通、资

源共享。系统按照相关规范预留数据接口，支持县区

工业园区数据接入，支持对接省市应急管理部等各级

应急管理大数据应用平台和省应急管理感知网综合应

用平台，形成从企业、园区、地方应急管理部门到应

急管理部的分级管控与动态监测预警体系。

1.4　系统功能

1.4.1　园区或地方应急管理部门物联网管理平台功能

（1）强大的数据管理能力

支持多种传感器类型数据的统一管理，能对数据按

照来源、位置、类型等分类完成存储、查询、调用、截取

等多种管理，具备自动完成数据单位转换，具备利用逻辑

算法和分析模型分析数据，支持存储分析结果和结果数据

的查询和调用；具备10万以上个数据点的处理能力。

（2）强大的图像管理能力

支持多路图像的并发连接与转发，支持多级流媒体

转发，具备强大的视频接口和控制信号转发功能，支持

对单路视频的远程控制，兼容国标GB28181、ONVIF

协议及各视频厂商的产品、平台等私有协议，支持客户

端、浏览器等多种设备浏览图像，提供视频访问接口供

二次开发，具备有图像管理平台的全套功能。

（3）高效的数据管理策略

采用双因子的矩阵式数据管理策略的管理方式，通

过有效地数据校验，能有效保证数据存储的有效性，并

有效提高了数据检索和调用的效率。

（4）系统支持级联组网

系统支持多级部署，形成从企业、园区、地方应急

管理部门到应急管理部的分级管控与动态监测预警。

ECC2019年度测试床

发起单位

北京捷诺视讯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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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数据关联分析

系统根据现实场景和业务逻辑，构建数据分析算

法，对不同传感器之间的数据进行关联分析，提供数据

辅助决策分析支持；通过数据参数因果分析，构建辅助

决策知识库。

（6）视频质量诊断

对视频图像出现的雪花、滚屏、模糊、偏色、画面

冻结、增益失衡、云台失控、视频信号丢失等多种摄像

头故障、视频信号干扰、视频质量下降进行准确分析、

判断和报警。

（7）报警智能分析

采用数据挖掘技术，通过警情数据预处理、聚类

分析、关联分析和孤立点分析等技术手段，对警情数据

进行多个维度的分析挖掘。建立警情数据立方，采用上

卷、下钻、切片和转轴等分析方法，分析各类警情，建

立警情关联的警情树模型。

（8）系统智能运维

主动检测设备（传感器、网关、视频等）状态，主

动发现并分析设备故障，主动上传告警信息。

（9）数据统计分析

可以对数据进行多维度分析系统计算。提供各类图

表、报表、分析报告，归档数据。

（10）风险态势研判

系统通过动态数据分析、趋势分析，形成风险态势

动态研判，为事故应急支持、动态预警提供支撑。

1.4.2　企业端功能

物联网主机用于解决各种物联网传感数据接入及边

缘计算分析，实现数据采集、协议转换、超限报警、故

障报警、数据缓存、数据统计分析、视频采集（视频设

备和视频平台的接入）、视频存储、视频智能分析（具

备火点火苗、烟雾、安全帽、防护服检测能力）、网闸

隔离等功能。

主要功能包括：

（1）丰富的接入能力

包括4~20mA传感器数据、工业总线数据、网络仪

表数据、报警数据、模拟视频监控图像，可直接连接工

业控制系统采集数据并支持Modbus协议和OPC协议，

可直接采集数字视频并支持GB28181、ONVIF协议和视

频各厂商的私有协议。

（2）数据上传能力

将采集的各类数据及异常报警数据上传至物联网智

能管理平台，支持同时向多个物联网智能管理平台传输

数据。

（3）超限报警功能

设置采集每项数据的报警阈值，可设置高位报警和

低位报警阈值，超过阈值自动向物联网智能管理平台发

送报警信息。

（4）数据关联分析

能建立接入的多个数据之间的关联关系和逻辑算

法，对数据进行关联分析，实现对数据异常排除、多数据

关联组合报警等功能，能实现有效避免数据误报警、建立

数据耦合处理策略、建立通过计算而新增的数据项等。

（5）视频智能分析

具有视频丢失分析、视频质量诊断分析、烟雾火焰

识别、安全帽识别功能，分析结果异常自动报警，报警

时自动完成视频频录像和截图。

（6）视频叠加数据

支持将各类传感器数据叠加在视频上显示，数据与

视频叠加后以视频方式上传。

（7）安全隔离网闸

内置网闸，提供网络安全隔离策略，对工业控制系

统、视频监控系统、管理办公系统、监管系统进行互相

隔离，禁止这几个系统之间直接通讯。

其它功能包括：

数据存储功能、视频存储功能、视频录像和抓图、

历史数据调取、参数设置管理、支持级联组网、远程配

置浏览、日志管理功能等。

1.5　应用架构

图1  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系统总体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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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用场景介绍

新建或改造升级生产安全感知网络，汇集接入企业

的相关感知数据汇聚到上级管理平台：

（1）煤矿的安全监测类数据、视频类数据以及人员

定位感知信息；

（2）尾矿库安全监测类数据、视频类感知数据；

（3）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存储单元（储罐区和库

区）安全监测类数据、视频类感知数据；

（4）烟花爆竹企业生产、存储环节的安全监测类数

据、视频类感知数据；

（5）其他重点监管企业感知数据。…

2.1　预期目标

系统通过在企业端部署物联网主机采集受控设备设

施压力、液位、温度、视频信号、明火、有毒可燃气体浓

度等安全技术参数，对各类工业传感器数据、物联网传感

器数据，实现统一的数据汇聚、数据分析与数据呈现；对

各类视频监控图像，实现统一的接视频接入、视频转发、

视频诊断、视频存储与视频调用；同时，系统结合危险化

学品知识库、专家预案等对企业危险源数据进行风险分

析、分级管控与动态监测预警，实现风险管控。

2.2　技术的示范效应

在安徽省某化工园区重大危险源在线监测项目中采用

了这套物联网智能管理平台及物联网主机，目前接入了30

余家企业危险源数据，平台接入数据采集点共2000多个。

实现了为上层平台提供接入采集点的实时数据、实时报警

数据、PC端实时视频预览、手机端实时视频预览等功能。

同时在此项目中物联网管理平台改善了报警机制，减少了

平台误报。通过该项目，进一步提升了物联网管理平台作

为物联网中间件的数据处理能力以及数据管理能力。

2.3　商业价值

通过物联网技术、智能分析技术进行传统行业升

级改造，提升生产和经营效率，提供产品质量、技术含

量和附加值，促进精细化管理，强化安全保障能力。提

升重大基础设施的监测管理和安全保障能力，提升对重

大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同时向社会管理和民生服

务，提升人民生活质量和社会公共管理水平。

2.4　社会价值

系统具有先进、安全、可靠、实用、经济的特点，

具备科学预警预防、监管监督、及时应急处置的功能，

应急部门可以在第一时间迅速知道下级各企业预警状

况；并判断事故原因和发展态势，指导采取相应措施，

使安全监管工作从事后处理变为事前预防与控制，把事

故消灭在萌芽状态。使用该系统，对提高危化企业生产

安全，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3　实验平台技术可行性

3.1　物联接入信号或协议

支持接入4-20mA模拟量信号，标准I/O开关量信

号，模拟/数字视频信号；

支持标准RS232/485接口信号，接入Modbus-

RTU、Modbus-ASCII协议；

支持标准RJ-45接口，支持TCP/IP、Modbus-

TCP、OPC协议；

支持光模块接入；

支持视频国标GB/T28181协议，Onvif协议接入。

3.2　物理平台

（1）物联网平台（平台管理）

硬件IT服务器基线配置：

配置参数

CPU
处理器型号Intel®…Xeon®E5-2620V4系列

处理器

内存 2×16GB…ECC…DDR3

硬盘 6×4TB…SATA…3.5”硬盘

网卡 2个RJ45，千兆

Raid模式 支持Raid0,1,5,10

电源类型 1+1冗余电源，AC220V

光驱 DVD

尺寸 19英寸标准机箱，2U

操作系统 Windows…Server…2012…R2…64bit

（2）物联网主机配置（智能）

配置参数

CPU Xeon…E3-1220…3.1GHz

内存 8GB…ECC…DDR3

硬盘 SATA……1TB硬盘

性能指标

数据采集模式
支持直连DCS、PLC，支持OPC、

Modbus等协议

网关管理数量 8个/16个/32个

关联分析个数 100个/300个/500个

数据接入点数 1000个/3000个/5000个

模拟视频接入路数 0路/8路

数字视频接入路数 8路/16路/32路

视频转发路数 8路/16路/24路/40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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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分析路数 8路/16路/24路/40路

视频叠加数据显示

路数
8路/16路/24路/40路

安全加密 支持DES、RSA加密算法

智能运维管理数量
网关8个/16个，视频8路/16路24路

/40路

数据存储
数据：8个月/16个月/12个月

视频：7天（标清），3天（高清）

接口

传感器模拟接口 16路

串行总线接口 8路/10路

DI接口 16个

DO接口 8个

模拟视频（BNC） 8个

网络接口 6个

光纤接口 2个

其他

电源 AC220V

功率 200W

3.3　软件平台

物联网智能管理平台，所用设备的操作系统是

Windows…7/10，Microsoft…SQL…Server…2012…x64bit。

3.4　配置和控制接口

Modbus-TCP，OPC，Modbus，SDK，GB/

T28181,4~20mA接口，RS-485,RS-232,Onvif、

TCP/IP协议。

3.5　数据通讯接口

GB/T28181,4~20mA接口，RS-485,RS-

232,Onvif，TCP/IP,…RTSP协议。

3.6　安全措施

物联网主机具备行为审计程序模块和防火墙，对不

合规的命令进行过滤，并对攻击进行防护。采用了串口

单向通讯、串口双向通讯和网络UDP单向通讯等手段，

避开了迄今为止所知的所有攻击方式。

物联网主机具有网闸功能和网络安全隔离策略，对

工业控制系统、视频监控系统、管理办公系统、监管系

统进行互相隔离，禁止这几个系统之间直接通讯。

4　和ECC技术及测试台的关系

4.1　ECC总体架构

前端数据采集类型：

（1）各类传感器类型：比如气体浓度、温度、压

力、液位、流量、可燃气体浓度、有毒气体浓度等；

（2）工业控制系统：PLC、DCS、SCADA、MES

等系统采集数据对接；

（3）视频监控系统：监控编码设备与监控平台的视

频信号的采集。

5　交付件

硬件部分：物联网主机、物联网网关、数据采集传

感器；

软件部分：物联网智能管理平台。

6　实验平台使用者

广泛应用于各地各级安监管理部门及辖区危险化学

品企业、煤矿、尾矿库、烟花爆竹生产或存储企业、制

药企业、酿酒企业等。

7　知识产权说明

该平台所有权归：北京捷诺视讯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8　部署、运营和访问使用

平台部署网络环境：平台可支持局域网部署与云化

部署；

平台服务部署方式：支持单点部署与分布式部署；

平台访问方式：支持C/S应用访问与B/S浏览器或移

动手机APP多种访问方式。

图2  网络总体架构图



  新松工业软件平台包含系统层、算法层、应用层和开发

环境，构成完整的工业软件技术体系。以此为基础形成工

业软件系列化产品，包括码盘、电机、驱动器等核心部件

，PLC、RC、CNC等各类控制器，以及调式软件、HMI、孪生

系统等配套软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