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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边缘计算产业峰会在京盛大召开
2019年11月28日，由边缘计算产业联盟主办的2019边缘计算产

业峰会在京正式召开。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边缘计算产业盛会，

本届峰会以“智联5G，绽放边缘”为主题，汇聚逾1000名政府高

层、协会领袖、顶级行业专家、学术带头人、行业媒体和分析师以

及广大的产业生态伙伴，探讨前沿技术、发布创新成果、分享应用

实践、聚合产业生态，共同推动边缘计算产业快速发展。工业和信

息化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巡视员李颖，科学技术部高新技术司

调研员孙权，边缘计算产业联盟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天然，边缘计算产业联盟理事长、中国科学

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所长于海斌出席大会并致辞。

本届峰会包括主题演讲，运营商边缘计算、工业互联网边缘计算、绿色边缘计算技术三大分论坛，及中国自动

化学会边缘计算专业委员会2019年度会议暨第十三期智能自动化学科前沿讲习班、边缘云产业圆桌等主题活动，

60余场主题发言和技术分享从产业、技术和商业实践等角度探讨了边缘计算产业的未来发展趋势和机遇。本届峰会

上，中国移动、中国联通、GSMA阐述在5G发展的大背景下，运营商如何快速部署边缘计算业务；信通院、国网信

通、招商银行从各自的实践出发向产业界展示边缘计算如何帮助工业、电力、银行实现数字化转型。

本届峰会边缘计算行业创新应用与体验展厅面积超过700平米，华为、中科院沈自所、中国移动、国网信通、

NI、软通智慧、东北大学、三思电子、新松机器人、上海交通大学、ARM、信通院、蓝卓工业互联网、上实龙创、

山东电工电气集团、金山云、霍尼韦尔、九州云、神州数码等ECC联盟成员打造的解决方案全方位展示了边缘计算

在运营商、智能制造、智慧能源、智慧城市、智能交通等领域的应用实践，通过直观演示和现场互动向参观者展现

边缘计算在各行业的应用场景和商用价值。

ECC正式发布《边缘计算IT基础设施白皮
书1.0》、《运营商边缘计算网络技术白皮
书》、《边缘计算安全白皮书》三大白皮书

《边缘计算IT基础设施白皮书1.0》由ECC与绿色计算产业联盟（Green Computing Consortium，GCC）联合发

布 ，阐述了当前边缘计算浪潮下，边缘计算IT基础设施的3大主要硬件形态（边缘服务器、智能边缘一体机、边缘

网关），重点定义了边缘服务器的需求、技术方案和产业生态，旨在构建边缘计算IT基础设施规范。《运营商边缘

计算网络技术白皮书》是ECC与网络5.0产业和技术创新联盟（Network 5.0 Industry andTechnology Innovation，

N5A）联合打造的业界首个边缘计算网络技术白皮书，明确了边缘计算网络与边缘计算的关系：一方面网络是边缘

计算产业发展的关键支撑；另一方面，边缘计算的发展将推动网络走向三大融合的发展趋势（固移融合、运营商网

络与园区网络融合、OT/IT融合），提出了边缘计算网络的技术体系。《边缘计算安全白皮书》是ECC联合工业互联

网产业联盟（Alliance Industrial Internet，AII）共同打造的业界首个边缘计算安全白皮书，梳理了边缘安全的十二

大挑战、五大需求特征，提出了边缘安全参考框架以及十大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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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智能机器人边云协作开发平台落地边
缘计算OPC UA over TSN测试床

2019边缘计算产业峰会期间，边缘计算产业联盟牵头35家国际有影响力的企业和组织展示了面向智慧工厂的

边缘计算OPC UA over TSN（基于时间敏感网络的工业通信协议）测试床，其中新型智能机器人边缘协作开发平

台首次在测试床中展出。

传统机器人行业多层级独立控制、子系统隔离壁垒高，设备缺乏开放性，各个子系统开发割裂，系统集成复

杂等问题，导致机器人应用开发成本高，上线速度慢，缺乏智能。随着工业4.0时代的到来，机器人行业对智能

化、万物互联化的诉求越来越强烈，机器人行业急需边缘计算的技术来适应时代的发展。为了解决机器人行业智

能应用开发难的问题，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以下简称沈自所）、上海交通大学、华为云基于华为云

软硬件全栈AI和智能边缘平台IEF的能力，联合设计了智能机器人集成开发平台解决方案。华为云提供海量大数

据分析和存储能力、AI模型训练所需的巨大算力，以及丰富的生态（边缘应用市场）等，Atlas500智能边缘小站

作为边缘计算节点，提供实时运动控制运行时环境、数据过滤压缩等预处理、AI模型推理等能力，配和OPC UA 

over TSN下一代工业通信网络，真正实现机器人各子系统即插即用、快速编程、实时下发、可视运维。这意味着

机器和机器人将完全集成到一个自动化系统中，在统一的TSN公共网络上进行通信，实现前所未有的柔性和精度

水平。

“2019边缘计算十大解决方案”评选颁
奖典礼隆重举行

ECC于2019年首次举办“2019边缘计算十大解决方案”评

选活动，并在2019边缘计算产业峰会上举行隆重的颁奖典礼。

中科院沈自所基于ThingOrigin物源平台的可重构生产系统、

华为基于Atlas 500的智能边缘小站解决方案、中国电信基于

5G+MEC的面向现场级工业控制的低时延智能化解决方案、中

国移动面向敏捷边云协同的算力感知网络解决方案、拓维工业

物联平台、蓝卓工业互联网基于supOS和5G的边缘计算解决方

案、中国联通5G MEC入云专线解决方案、北京方研矩行EDSOC-工业互联网边缘安全管控解决方案、上实龙创智慧

水务边缘计算解决方案、华为基于EC-IoT的低压配电物联网解决方案荣获此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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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计算2019专辑》正式出版
当前，边缘计算已经掀起产业化的热潮，各类产业、学术、商业组织都在积极发起

和推进边缘计算的研究、标准、产业化活动。边缘计算产业联盟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

洞见和解决跨行业的共性问题，协同产业的力量，共同搭建边缘计算产业的开放协作平

台，构建新生态，助力各行业用户的数字化转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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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缘计算产业联盟成员单位达254家
经ECC理事会审议和表决，ECC新增如下15家单位加入边缘计算产业联盟。截至2020年1月20日，边缘计算产业

联盟成员单位已达254家。

北京京融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卫星制造厂有限公司

湖南城市学院　	 南京务本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平安国际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瑞斯康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	 中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星际比特科技有限公司　	 国网信息通信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杭州字节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山东中创软件商用中间件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众享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锡捷科技服务（上海）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中科创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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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印发《“5G 工业互联网”512工
程推进方案》

欧洲边缘计算联盟（EECC）发布第一个
RAMEC参考架构模型

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发布《时间敏感网
络（TSN）白皮书》（征求意见稿）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印发《关于印发“5G 工业互联网”512工程推进方案的通知》，明确到2022年，将

突破一批面向工业互联网特定需求的5G关键技术，“5G 工业互联网”的产业支撑能力显著提升；打造5个产业公共

服务平台，构建创新载体和公共服务能力；加快垂直领域“5G+工业互联网”的先导应用，内网建设改造覆盖10个

重点行业；打造一批“5G+工业互联网”内网建设改造标杆、样板工程，形成至少20大典型工业应用场景；培育形

成5G与工业互联网融合叠加、互促共进、倍增发展的创新态势，促进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升级，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

2019年10月24日，在第三届欧洲边缘计算论坛上，EECC（欧洲边缘计算联

盟）发布了边缘计算参考架构模型（RAMEC），促进基于软件定义的、互联互

通、可编程、安全和易获取的工业ICT基础设施的广泛应用。类似于智能电网参

考架构（SGAM）和工业4.0参考架构模型（RAMI4.0），当前发布的RAMEC并不

是一个技术系统架构，而是对边缘计算使能OT/IT融合路径的多维度的指引。

EECC发布RAMEC参考架构的目标，是通过拉通相关标准，建立广泛的端到

端的边缘计算生态，避免过多的技术分歧。主要目标包括建立一个边缘计算全覆盖生态网络（产业，组织，研究）；

洞察、培育和影响初期的市场与技术（补足技术短板和标准）；示范全栈的参考实现（硬件和软件）；达成产业共识

（白皮书、宣讲、论坛等）。

2019年10月31日，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发布《时间敏感网络（TSN）白皮书》（征求意见稿）。白皮书从时间

敏感网络技术及产业发展现状入手，探讨了工业互联网新形势下时间敏感网络的技术体系以及其在制造业、车载网

络等业务场景下的应用需求，与5G、OPU UA、边缘计算等新技术的融合应用等，引导时间敏感网络技术向产业场景

落地转化，帮助行业构建智慧型时间敏感网络完整解决方案。白皮书（征求意见稿）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华为

技术有限公司、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中国联通研究院、重庆大学、MOXA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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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tner发布2020年十大战略科技发展
趋势 边缘赋能位列其中

世界第一款区块链边缘计算设备高维地球
“区块链AI空间探机”正式开测

Gartner于近日公布了企业机构在2020年需要研究的重要战略科技发展趋势。这十大战略趋势包括：超自动化、

多重体验、专业知识的民主化、人体机能增强、透明度与可追溯性、边缘赋能、 分布式云、自动化物件、 实用型区

块链、人工智能安全。Gartner将战略科技发展趋势定义为具有巨大颠覆性潜力、脱离初期阶段且影响范围和用途正

不断扩大的战略科技发展趋势；这些趋势在未来五年内迅速增长、高度波动、预计达到临界点。

Gartner认为，边缘计算是一种在信息来源、存储库及使用者附近进行信息处理、内容收集和交付的计算拓扑结

构。它试图将网络流量与计算处理保留在本地以减少延迟、发挥边缘能力以及赋予边缘更大的自治性。目前，边缘

计算主要关注的是在制造、零售等特定行业中嵌入式物联网系统提供的离线或分布式能力。但随着边缘被赋予越来

越成熟和专业的计算资源及越来越多的数据存储，边缘计算将成为几乎每个行业和应用的主导要素。机器人、无人

机、自动驾驶汽车及可操作系统等复杂的边缘设备将加快这一转变。

2019年12月31日，高维地球(GoWithMi)宣布，由高维地球深度参与打造的、全球首个区块链边缘计算设备“区

块链AI空间探机”正式在北京测试。

区块链AI空间探机由高维地球和第四代AI视觉芯片领导者Intengine联合开发。作为全球首个区块链边缘计算设

备，“区块链AI空间探机”每秒可以进行约250次全量视觉感知和识别，单位数据采集速度约是传统数据采集方式的

15万倍，而带宽占用量仅为传统AI方案的十万分之一。

在这一系列参数背后，传统地图的数据采集方式将被彻底改变，地图数据采集成本也将因此大幅降低。高维地

球表示，“区块链AI空间探机”能够让地理数据采集频率达到理论上秒级的更新，甚至可以直接应用于无人驾驶地

图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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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自动化所大数据智能技术在中医药领域应用取得进展

英特尔推出从云端到边缘的全新AI	硬件，加速AI	开发、部署
和性能提升

近日，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大数据智能技

术在中医药领域应用取得进展，提出了一种基于深度学

习技术的智能中医药方生成方法，相关成果于近日发表

于国际期刊IEEE ACCESS。 

在题为Attent iveHerb:  A  Novel  Method for 

Traditional Medicine Prescription Generation的研究论

文中，沈阳自动化所大数据智能技术组提出了一种基于

深度学习技术的智能中医药方生成方法。该方法基于中

医诊疗过程的核心思想——“辨证论治”，利用深度循

在2019英特尔人工智能峰会期间，英特尔展示

了一系列新产品进展，旨在加速从云端到边缘的人工

智能系统开发和部署，迎接下一波人工智能浪潮的到

来。英特尔展示了面向训练（NNP-T1000）和面向推

理 （NNP-I1000）的英特尔® Nervana™ 神经网络处

环神经网络对患者的症状信息进行特征提取，并在考虑

患者不同病症严重性程度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症状动态

生成药方中的每一味对症中药，实现智能中医自动化诊

疗，并成功模拟中医个性化诊疗这一特点。此外，相较

于之前的智能中医研究，该方法完全基于学习方法，无

需事先人为设计任何规则，表现出良好的自适应性。该

工作不仅是智能中医研究中的新探索和突破，也为未来

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在门诊诊疗的研究提供了研究思路。

理器（NNP）。作为英特尔为云端和数据中心客户提

供的首个针对复杂深度学习的专用 ASIC芯片，英特尔 

Nervana NNP具备超高扩展性和超高效率。英特尔还发

布了下一代英特尔® Movidius™ Myriad™ 视觉处理单元

（VPU），用于边缘媒体、计算机视觉和推理应用。 

面向5G创新	华为发布TaiShan边缘服务器
华为在2019边缘计算产业峰会正式发布满足ECII

（Edge Computing IT Infrastructure）标准的TaiShan

边缘服务器，产品型号为2280E。该服务器搭载2颗鲲

鹏920处理器，最大支持128核，可支持板载100G网

络、6个PCIe 4.0插槽和8个NVMe SSD硬盘，为MEC、

CDN 、云游戏、云手机、智慧园区、视频监控等5G创

新应用突破边缘算力瓶颈。

华为TaiShan边缘服务器，旨在为边缘计算提供最

强算力，具备以下四大特征：

· 端边云协同计算：鲲鹏处理器兼容ARM架构，

在云游戏/云手机等场景，能够发挥ARM原生指令集优

势，提供更加高效的应用开发和部署运行环境。

· 多样性计算：通过全场景芯片构筑多样性计算

能力，包括鲲鹏处理器、昇腾AI芯片、存储控制芯片、

智能网卡芯片、BMC智能管理芯片，满足边缘场景差异

化算力需求。

· 边 缘 安 全 ： 基 于 华 为 全 系 列 的 自 研 计 算 芯

片，支持安全、可信启动，支持芯片级加速引擎和国

密算法。

· 易部署易运维：机框采用短机箱设计，存储、网

络和风扇等部件采用模块化设计，系统具有-5℃至55℃的

超宽环温适应性，满足边缘场景严苛的部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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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博伦与MFM建立突破性的5G研究网络

九州云发布新一代混合云管理平台

思 博 伦 通 信 近 日 宣 布 ， 将 通 过 英 国 的 M F M

（Midlands Future Mobility，中部未来移动）计

划，大幅扩展与War wick大学War wick制造工作组

（WMG）的协作。MFM计划将与思博伦合作部署“5G

数字孪生”技术，即在可控的环境中仿真5G网络连接

为支持边缘计算等新业务，满足未来的复杂混合多云

需求，九州云选择与IBM达成合作，共同打造新一代企业

混合云管理平台Animbus® CMP。面向未来的新一代平台

Animbus® CMP不仅提供端到端的跨云供应商的管理、可

视性、自动化和统筹服务，也可以支持开发人员浏览、搜

索、订购和部署来自云供应商和传统供应商的 IT 服务。

九州云的Animbus® CMP是成熟的、易于部署实施

的云管理平台。它可以管理企业内部多个数据中心的物

理及虚拟资源，创建共享的计算基础设施(IaaS)，并在

此基础上提供PaaS服务，同时向边缘计算场景延伸，

为企业随需提供各种应用环境。它提供了自动化的资源

性并用于测试，测试环境为Warwick大学领先的汽车

和制造研究工作组 ——WMG所运行的3xD驱动式模拟

器，这将是首个模拟5G独立核心网络，用于研究联网

自动化移动性等下一代移动用例，具有几乎无限制的

测试场景。

配置功能，为云平台各种资源提供全生命周期的管理，

为企业提供快捷的IT服务，从而满足企业今天所面临的

动态业务需求。

Animbus® CMP是能够简单快速实现动态资源部署

的云管理平台。它摒弃繁琐的手动流程，使用户随时、

随需申请使用资源。它提供多种的云服务资源池和服务

目录，便捷的IT服务使用方式，实现对业务服务需求的

快速响应，保证资源部署的一致性和高效利用率。它全

面管理不同虚拟化技术，通过对虚拟工作量的管理优化

资源使用率，降低运维成本，并提供动态迁移虚拟机的

功能以满足高服务水平的目标。

Xilinx	为驾驶员辅助系统和自动驾驶推出全球最高性能自适
应器件

赛灵思公司（Xilinx）推出了两款赛灵思汽车级

（XA）新器件 Zynq® UltraScale+™ MPSoC 7EV 和 

11EG，进一步丰富其汽车级 16nm 产品系列。这两种

新器件提供了最优异的可编程能力、性能和 I/O 功能，

面向 L2+ 到 L4 的高级驾驶员辅助系统（ADAS）应用

和自动驾驶（AD）应用提供了高速数据汇总、预处理

和分配（DAPD）功能以及计算加速功能。通过这两款

新产品的发布，赛灵思现可提供全球最高水平的芯片

集成度，从支持边缘传感器的小型器件到用于集中式

域控制器的新型高性能器件，赛灵思现在可以通过提

供全方位的产品线，满足汽车对安全、质量和可靠性

的各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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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联通与奇安信联合成立网络安全公司
2019年12月13日，中国联通与奇安信集团在北京

召开发布会，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出资成立安
全子公司：云盾智慧安全科技有限公司。新公司将重点
聚焦态势感知和网站云防护等产品领域，对标国际先进
企业。

新成立的云盾智慧将着力打造三大优势业务：
· 在态势感知方面，将打造基于奇安信技术授权的

新一代态势感知系统，为客户网络和应用提供资产、威
胁、脆弱性等方面的管理，并对威胁的事前预警、事中发
现、事后回溯提供支持，贯穿威胁的整个生命周期管理，
通过态势感知系统的建设对网络安全状况做到全局策应。

· 在网站安全方面，新公司将打造业内领先的网站
安全云防护领域综合防护产品，结合GSLB、人工智能、
去规则化防护等技术，提供网站漏洞攻击防护、DDoS攻
击防护、CC攻击防护、反爬虫、安全CDN等安全能力为
客户网站提供全方位安全防护，创作更多的客户价值。

· 在安全服务方面，新公司也将为各行业客户提
供专业的安全服务，包含咨询规划、威胁检测、安全评
估、攻防演习、应急响应、预警通告、安全运维、安全
培训等一系列的服务，提供全周期的信息安全保障，打
造具有针对性、个性化、模块化、可供客户选择的、周
全的安全服务体系。

智微智能AJ01	iShow上市
智微智能AJ01 iShow开发者套件，助力物联网设

备厂商快速推出满足多种场景的边缘计算应用方案。边

缘视觉和AI技术推动行业迅速增长，AJ01 iShow开发

者套件适用于面部检测和分析、零售业受众分析、行人

检测和分析、交通检测和车辆牌照识别等应用，它让开

发者利用英特尔OpenVINO™技术跨CPU和GPU的人工

智能，运行深度学习推理。AJ01 iShow开发者套件主

板搭载Intel Apollo Lake SoC, J3355/J3455及4GB的运

行内存，预装了Intel OpenVINO工具包、INTEL Media 

SDK、Ubuntu*16.04 desktop、Intel System Studio等

软件。在硬件加速方面，开发者可以利用该套件，尝试

使用OpenVINO工具包实现深度学习推理的硬件加速。

启明星辰发布国产化等保2.0一体机
等保2.0相关政策法规的颁布，对如何保护信息资产

有了具体的要求，明确规定了等保相应体统从实施，运

维、升级整个周期都要有安全产品技术支撑。国产化等保

一体机是为具有等保需求的客户量身设计的产品，它在满

足业务和法规需求的前提下，可以有效提高安全运维效

率，同时，在系统可信和供应链安全方面，也具备独特的

优势。

启明星辰飞腾等保一体机平台基础系统是自主研发、

具备软硬件多重加速能力的高性能网关系统，承载的不仅

仅是虚拟化平台能力，还可以通过巧妙的流量编排集成到

安全服务拓扑中，配合其他安全虚拟机形成独特的轻量

级、高性价比的一站式等级保护解决方案。此解决方案的

优势在于能够至少减少一个虚拟网元在虚拟化过程中对整

机资源损耗，同时还将服务链中的防火墙能力提升到硬件

防火墙级别。即便是不使用平台基础系统的防火墙能力，

经过精细定制、多方面优化后的系统也能将硬件的能力利

用到极致。

启明星辰飞腾等保一体机，除了自主研发产品自带的

国产化基因，还具备高性能、高可靠性、简化运维、灵活

扩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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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浙江公司试点CDN能力分发,深度布局边缘计算业务
随着5G商用部署的持续推进，5G通讯带来的广连

接、大流量、高带宽等技术优势不断赋能新型技术发

展，使边缘计算成为5G时代新的业务增长点。中国移

动浙江公司利用现有CDN算力资源和调度能力，基于深

圳清华大学研究院下一代互联网研发中心的FDN技术架

构试点CDN“内容+能力”分发(CFDN)，帮助用户实现

多云互联、云边协同体系下云能力部署。

浙江移动将AI函数封装成容器，调度至最优边缘计

算节点，响应用户的计算需求，帮助用户实现算法功能

调度，扩容底层设备端的计算能力；在面对大流量、高

带宽、延时敏感等新型应用需求时，CFDN能力平台可

以将与SaaS软件解耦的函数调度至最近的边缘节点，

自由调度算力资源，完成计算结果的即时反馈，极大缩

短网络延时。相对于云计算场景下，时延由秒级下降到

10毫秒以内，缩短两个数量级，能更好地满足5G时代

延时敏感型应用的需求；同时，CFDN系统支持API“一

键式”接入，无需终端用户部署计算资源、处理运行环

境的复杂性。CFDN以容器和函数为调度单位实现自由

调度算力资源，帮助用户极大节省运维管理费用，进

一步降低上云成本。CFDN深度考虑了不同应用场景下

的需求，可以适用于物联网、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

智慧园区等多个行业领域，帮助不同行业实现智能应用

与数字化转型。实现边缘节点资源的动态调整、合理分

配，为终端用户提供更灵活、高效、智能的云服务。

华为与中国银联进行“边缘计算及PLC支付场景联合创新项
目”签约仪式

2019年12月19日，华为与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
签署了“边缘计算及PLC支付场景联合创新项目”合作
协议，共同推动PLC-IoT技术在新能源汽车充电支付场
景下的创新与发展，为客户提供“即插即充、无感支
付”的新体验。

随着新能源汽车的迅速发展，由车联网、桩联网和
智能电网融合打造的新能源生态圈已成趋势，汽车充电
市场潜力巨大。但传统的汽车充电支付面临以下问题：
需要铺设专门的通信线路，成本高、限制多；用户支付
操作繁琐、体验差；订单难以监管，有一定安全风险。
中国银联携手华为，深入分析、研究新能源汽车充电支
付现状，围绕客户关切的需求进行联合创新，以华为
PLC-IoT技术为依托，为新能源汽车打造智能、便捷、
安全的无感支付创新方案。

在该联合创新方案中，中国银联携手华为，创造

性地将PLC-IoT和边缘计算技术融入到新能源汽车充电
的无感支付流程中，开发出首款支持无感支付的边缘
计算网关。充电现场无需单独布设通信网线，当用户
取下充电枪充电时，充电桩即可通过基于电力线提供
的IP化PLC通道，实时将车辆和用户信息发送给边缘计
算网关；充电结束返还充电枪时，边缘计算网关通过
内置的支付控件快速读取充电客户结算信息，由内置
的中国银联安全芯片加密后，将相关信息发送到中国
银联物联网支付平台，随后生成订单并完成交易，从
而为客户提供金融级安全保障的汽车充电无感支付新
体验，打造智能、安全、便捷的充电支付解决方案。
双方将积极构建智慧出行生态圈，通过边缘计算和
PLC-IoT技术对支付领域进行持续创新，为新能源用户
提供更加便捷安全的支付方式，进一步促进全民低碳
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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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康威视与国网杭州供电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全面推动
泛在电力物联网多维度建设

ADI推出新型可靠的工业以太网物理层(PHY)产品

NI与ETAS	GmbH组建合资公司ETAS	NI	Systems

2019年11月15日，海康威视与国网浙江省电力有

限公司杭州供电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此次合作，双方将发挥各自在能源电力产业方面的

优势和在大数据、云技术、物联网、移动互联、人工智

能技术研发方面的优势，积极推进电力新兴业务发展，

以电网侧智能化、用电侧数字化、园区自动化为特点，

重点突破泛在电力物联网数字化瓶颈，支撑“公司、园

区、区域”三级智慧能源服务体系。

ADI宣布推出新型可靠的工业以太网物理层(PHY)产

品，以帮助制造商应对关键的工业4.0和智能工厂在通信

上的挑战，包括数据集成、同步、终端连接和系统互操作

性。ADIN1300是一款具有行业领先功耗和延迟特性的低

功耗、单端口以太网收发器，主要设计用于高达千兆速度

NI近日公布与ETAS GmbH联手组建合资公司ETAS 

NI Systems，双方携手提供汽车验证系统，为快速发展

的行业赋予更加完整的测试体系。

车辆制造商及其供应链正面临日益复杂的汽车系

统，以及验证高级驾驶员辅助系统（ADAS）运行的一

长串测试场景。随着每一项消费者驱动的创新出现，这

一串测试场景清单还在不断扩展，迫使汽车OEM及其供

应商确定如何实施可重复的真实场景测试。除此之外，

他们还要应对电气化动力总成的复杂性，其中包括：电

机、逆变器和电池。为了提升效率和驾驶体验，每个组

件都在经历重大的创新，因此测试需求也在不断发生变

化。 通过采用仿真技术，硬件在环（HIL）系统提供了

一种高效、可重复、切实可行的方法，工程师可以用这

根据协议，双方将在多个领域展开全面的合作。双

方将围绕海康威视园区、变电站，滨江未来小区等场

景，打造满足园区企业多元化用能需求的能源运维新模

式；挖掘潜力场景、分析应用技术特点，打造泛在电力

新产品，合作研发新产品。双方还将展开进一步合作，

围绕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共同组建“联合实

验室”，共同开展智慧能源领域新业务的创新研究，并

培养高水平科技创新人才。

的时间关键型工业以太网应用。随着工业自动化对以太网

的采用率不断提高并推动数据速率突破界限，ADIN1300

可在恶劣的工业条件下在扩展的环境温度范围内可靠工

作。ADIN1300定位于运动控制、工厂自动化、楼宇自动

化、测试与测量和工业物联网(IIoT)等工业以太网应用。

种方法来满足自己具体的测试需求，并将成本高昂且存

在潜在危险的道路测试最小化。过去，这些测试需求必

须通过定制的封闭式测试系统来满足，此类系统针对每

组独特的客户要求而做全新设计，或者由内部测试团队

通过集成不同测试供应商的组件来完成。

ETAS NI Systems目前正在构建预集成的HIL系统，

旨在缩短设计周期、减少测试时间、并帮助客户加快产

品上市。通过将ETAS在开发和集成HIL解决方案方面的

专业技术知识与NI软件定义的平台和全面的I/O功能相

结合，测试团队能够从两种现有的方法中受益。预集成

的系统能够通过通用基础设施进行快速配置，以满足每

个客户的具体需求，而基于NI平台构建还意味着能够随

时对测试仪进行更换，以跟上技术变革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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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云发布边缘计算KENC	2.0版本
在2020年到来之际，KENC发布了2.0版本，该版本

最大的变化是重构了SDN网络，将网络的功能、复杂

性、性能稳定性都提高到新的级别。

（1）KENC在本版本重构了SDN，支持三层IP接

入，可以兼容诸如视频会议等特型业务；

（2）KENC引入更强的负载均衡技术，将接入

能 力 提 高 到 1 0 0 G ， 为 接 纳 更 高 负 载 业 务 上 边 缘 做

准备；

（3）KENC的节点数量和处理能力翻倍，当前已

覆盖国内主流运营商，还在见缝插针的布新点；

（4）KENC推出了潮汐算力和带宽服务，为需求

弹性但成本敏感的客户找新的资源可行性。

风河推出基于Kubernetes的云原生解决方案，
满足5G	vRAN网络边缘需求

风河公司近日发布了Wind River Cloud Platform，

这是一款高性能，基于Kubernetes，专用于边缘云基

础设施管理的平台产品。该平台针对网络边缘进行了优

化，旨在帮助服务提供商应对复杂挑战，部署和管理物

理上分布于不同地点的云原生 vRAN网络基础设施。

Wind River Cloud Platform以OpenStack基金会的

开源项目StarlingX为基础，能够简化Day 1和Day 2运

营，为地理上分散的网络管理解决方案提供基础，因为

它具备单一虚拟化界面、可实现数千个节点的零接触自

动化管理，而且不论这些节点的物理分布状况如何。该

平台能为分布式云系统提供全自动软件更新和升级，

并具有回滚功能。与企业级的IT平台不同，Wind River 

Cloud Platform是一种即插即用的开源解决方案，专为

边缘计算打造，并具有高确定性的超低时延。这对于高

可用性、性能敏感的5G虚拟化无线基础设施以及自动

驾驶汽车等先进应用来说至关重要。

我国首个预测性维护标准试验验证平台顺利建成
近日，由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

搭建的智能装备预测性维护标准试验验证平台顺利建

成，北京天泽智云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技术支持。该平

台的建成标志着预测性维护技术及标准化领域取得重

要突破。

该平台基于2017年工信部智能制造专项“智能装备

预测性维护标准研制和验证平台建设”项目进行搭建，

由预测性维护标准测试床和预测性维护标准验证试验线

组成，其中预测性维护标准测试床由边缘计算模块、智

能建模与验证系统、预测性维护云平台、状态监控与健

康评估系统等四部分组成，实现了对主轴转子试验台、

RV减速机试验台和机器人整机的预测性维护；预测性维

护标准验证试验线实现了由数控机床和智能机器人组成

的生产单元的预测性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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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边缘
——IT和OT融合交汇的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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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今的互联工厂中，边缘计算将提供下一代的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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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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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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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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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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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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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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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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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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彭瑜，教授级高工，上海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院

技术顾问，PLCopen中国组织名誉主席，工信部智能制

造标准化体系建设工作组专家，国家智能制造标准化协

调推进组专家咨询组专家。

SOFTWARE

STRATUS VIRTUAL OS

VM1 VM2 VM3 VM4

WAP

Workstation PC for development 
and commissoning

Allen-Bradley 
Logix controller

Wireless clients

Alen-Bradley 
Stratix-managed 
Ethernet switch

Thin clients

图4  IIoT结构扁平化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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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ThingOrigin物源平台的可重构生产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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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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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期012020.
解 决 方 案边缘计算产业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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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L A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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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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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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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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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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图1  低压配电物联网解决方案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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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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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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边”层部署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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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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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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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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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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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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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门架系统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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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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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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C2019年度测试床

发起单位
天津大学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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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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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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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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融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平板计算机、工业计算机

 

作为融程电讯全资子公司，北京京融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致力于产品创新，提供系统整合商

与OEM/ODM客户整的硬件、软件服务与物联网智慧制造和智慧城市的系统整合解决方案。Winmate 融程电讯股份

有限公司是全球先进工业级军规行动计算机设计、制造和工业4.0与物联网智能解决方案的领导厂商。

京融电为客户提供包括加固型平板计算机、加固型笔电船舶计算机、工业加固计算机、工业显示器解决方案、军

规等级产品解决方案、医疗平板计算机、无风扇嵌入式、工机宽温计算机、船舶等级产品解决方案、物联网闸道器产

品及相关配件。也为客户提供由产品概念发想、研发、量产直到售后服务的一站购足、高度弹性的客制化服务。

杭州字节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电子侦查、无线及移动安全、无线物联网

杭州字节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成立于2010年，注册资金2203万元，总部位于杭

州。主要从事以无线、边缘计算、可信计算、数据智能技术为核心的基础技术研究、产品研发、系统集成和技

术服务，为公共安全、政务、智慧城市及工业互联网等领域提供电子侦查、无线及移动安全、无线物联网基础

设施等解决方案及产品。

杭州字节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浙江省“凤凰计划”重点培育企业。过去几年先后获得浙江省科技型企

业、浙江省小微企业成长之星、浙江省创新大奖企业、杭州市最具成长型中小企业、杭州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培

育企业等荣誉。公司也是目前富阳地区唯一一家浙江省5G产业联盟会员单位。

北京星际比特科技有限公司
边缘IaaS平台

星际比特自主研发的Polar 边缘IaaS平台采用共享计算模式，通过Polar OS系统，将用户家中的闲置机器、宽

带资源利用起来，不但降低用户的入门门槛，并且能把千家万户连接成一张云计算网络，为众多国内外一线互联

网公司提供了领先的技术服务，并成功引领了行业技术进步与服务升级。

 星际比特以“人人平等”为企业宗旨，拥有不断超越的创业激情和强大的研发实力。公司核心团队来自于

百度、360、盛大、Ubuntu等国内外一线互联网和IT企业，80%员工拥有10年及以上工作经验，在硬件、操作系

统、互联网方向有着深厚的技术经验和成功的产品经验，不断为行业和客户提供超出期待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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