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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计算产业联盟内参

联盟动态
GSMA与ECC共同完成5G时代的边缘计算中国发展报告，揭晓边缘计算生态现状和未来发展
5G边缘计算新趋势高峰论坛成功举办
边缘计算产业联盟成员单位达262家

业界动态
工信部发文推动工业互联网加快发展，含六方面20项措施
中国信通院发布《工业互联网产业经济发展报告（2020年）》，预计2020年我国工业互联网产业经济增加值将达3.1万亿元
《工业数据分类分级指南（试行）》印发
IEEE 2020年12大技术趋势公布，边缘人工智能名列榜首
KubeEdge 1.2发布：云边协同传输的可靠性迎来重大升级
OpenCV 4.3.0 发布，OPEN AI LAB Tengine 与OpenCV合作共同加速边缘智能
谷歌发布全球移动边缘云平台GMEC
雄安新区：首个5G+边缘计算智慧工地投入使用
瞄准边缘计算和 5G，微软推出 Azure Edge Zones 平台

会员动态
华为助力深电能构建智慧新能源充电桩，让运营更高效
沈自所与爱丁堡机器人中心在基于深度强化学习的机器人控制方面联合研究获进展
风河推出创新与合作的新平台 推动智能边缘创新开发
NI发布支持独立组网的5G新空口测试UE解决方案
金山云边缘计算助力爱奇艺，冲进30毫秒高速区
 “智能+”赋能工业互联网，东方国信机器视觉产品上线运行
立华科技推出HTCA 6600超融合架构
中控推出基于SupBox的混合型SCADA系统，助力企业数字化提升
西门子新一代过程控制系统全球首个应用落地中国
霍尼韦尔推出革命性虚拟控制系统
英特尔发布全新第二代至强可扩展处理器，携手浪潮加速新型应用发展
中国联通推出EdgePOD边缘云解决方案
东土科技联合东北大学共同打造新一代工业互联网架构控制系统
赛灵思“一体化 SmartNIC 平台”面世，Alveo™ U25 一站式加速网络、存储和计算加速
江行智能与北控水务达成战略框架协议，助力智慧水务建设
宏电发布搭载华为5G工业模组MH5000的5G工业网关新品
凌华科技全新边缘DAQ采集平台，用更少的成本部署大规模的设备状态监测
启明星辰推出智能运营系统TSOC-IOS
Arm与腾讯成功完成TARS到Arm架构的移植
和利时面向工业互联网的生产管理基础App群HolliEBR正式发布
OSIsoft推出分布式能源 (DER) 合作模式
新华三与苏州电信、紫光云引擎协力打造独立5G专网智能制造生产线
青莲云推出TinyScan安全检测平台，高效检测工业互联网安全漏洞

专家视点
5G边缘计算新趋势高峰论坛专家观点分享
工业互联网边缘计算在离散制造业应用展望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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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5G+CPE的智慧水务物联网监测解决方案

Testbed
ECC2019年度测试床
基础实施：污水处理检测设备边缘管理平台
物联网边缘控制器“一键通”

会员推介
浪潮天元通信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深圳力维智联技术有限公司
金石易服（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ecconsortium.net官方微信 OICT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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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MA与ECC共同完成5G时代的
边缘计算中国发展报告，
揭晓边缘计算生态现状和未来发展

2020年3月3日，GSMA与ECC共同完成的《5G时代的边缘计算：中国的

技术和市场发展》（Edge computing in the 5G era: Technology and market 

developments in China）报告重磅发布。

该报告汇集了20多家在中国市场上领先的边缘计算生态相关组织和企业

的深刻洞察。GSMA和ECC对于以下这些公司及组织的重要贡献表示感谢！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移动研究院、中国移动物联网公司、中国移

动(成都) 产业研究院、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华为、中兴通讯，诺基亚、爱立

信、大唐移动、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海尔工业智能研究院、和利

时、地平线、爱奇艺、东软、新松机器人、舜宇智能科技、网宿科技、九州

云、白山云。

边缘计算产业联盟副理事长余晓晖强调说：“边缘计算产业联盟的目标

就是在边缘计算产业中构建一个合作平台，经过3年不懈努力，边缘计算产

业已从1.0产业共识进入到2.0产业实践，ECC将持续推动边缘计算在运营商、工业互联网、企业IoT等价值领域规

模应用。”

GSMA大中华区总裁斯寒称：“从边缘计算的测试和早期部署的速度来看，很明显，中国生态系统正在寻求在边

缘计算的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创建一个支持技术开发和促进创新的良好生态系统环境将最终决定中国和其他地区

边缘部署的速度和规模。”

随着全球移动产业迈向5G，边缘计算在全球获得空前关注。报告分别从技术、应用、市场前景、机会、商业模

式、政策法规多个角度，剖析了边缘计算生态的现状和未来发展。

报告指出，早期的试验网和商用部署表明中国在边缘计算领域发挥着主导作用，这是由政府对新技术的支持和

运营商对新的5G和物联网投资所推动的。GSMA智库预计，2018年到2025年，中国运营商将花费接近2000亿美元部

署新的5G网络。

早期的边缘部署主要旨在满足智慧港口、智慧园区和智能工厂的需求。随着5G网络在未来几年的扩展，诸如自

动驾驶、体育赛事和游戏等边缘用例将得以实现。

据ECC称，目前在中国40个城市的各个行业中有超过100个边缘计算项目正在上马，包括智慧园区、智能制造、

增强现实/虚拟现实 (AR/VR)、云游戏、智慧港口、智能采矿和智能交通等领域的项目。同时报告也指出，边缘计算

的发展仍然存在一些关键问题尚待解决，如网络“边缘”最可行的位置、所需的投资水平以及最合适的商业模式。

边缘计算的最新进展，加上中国生态定位新技术前沿的明确目标，为进一步发展边缘计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要发掘边缘计算的长期潜力，还需要开展大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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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边缘计算新趋势高峰论坛成功举办
3月19日，由GSMA和边缘计算产业联盟（ECC）联合

举办的5G边缘计算新趋势高峰论坛成功举行，论坛邀请了

GSMA、边缘计算产业联盟、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

MobileEdgeX和Altran海外边缘云解决方案提供商、华为以及

腾讯的领导和专家分享了对于5G边缘计算的最新观点和实践案

例，受疫情影响本次论坛采用了线上直播方式，吸引了数百位

业内人士在线观看。

边缘计算产业联盟成员单位达262家
经ECC理事会审议和表决，ECC新增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成为边缘计算产业联盟常务理事单位，新增

如下7家单位为理事单位。截至2020年4月20日，边缘计算产业联盟成员单位已达262家。

北京工商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杭州字节方舟科技有限公司

金石易服（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浪潮天元通信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深圳力维智联技术有限公司

报告中确定了以下 7 项关键措施：

1. 明确边缘计算的最佳部署模式，推动边缘标准化

2. 将边缘计算整合到更广义的5G网络投资规划中

3. 解决云/边缘计算以及更广义的5G网络相关的高能耗成本问题

4. 产业协同进一步下沉，拓展边缘计算与垂直行业间的探讨

5. 利用企业对边缘计算的认知，推动边缘计算新试点和部署

6. 提升媒体娱乐、智慧城市产业对于边缘计算的关注度

7. 建立内容明确、关注点更集中于边缘计算且考虑到边缘部署独特性质和挑战的产业政策

如果这些措施付诸实施，将推动未来5年中国边缘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其中许多措施涉及整个边缘计算生态，而

有些则针对特定种类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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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发文推动工业互联网加快发展 
含六方面20项措施

中国信通院发布《工业互联网产业经济发展
报告（2020年）》，预计2020年我国工业
互联网产业经济增加值将达3.1万亿元

《工业数据分类分级指南（试行）》印发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加快发展的通知》，提出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拓展融

合创新应用、加快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推广普及、加快壮大创新发展动能、加快完善产业生态布局和加大政策支持

力度等6方面20项措施。通知明确：推动基础电信企业建设覆盖全国的高质量外网，利用5G改造工业互联网内网；

发展50家工业互联网重点平台，推动重点平台工业设备连接数达到80万台、工业APP数量达到2500个。

近日，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工业互联网产业经济发展报告（2020年）》,在界定工业互联网产业体系、产

业范围和边界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多种计量经济方法构建核算框架，对我国工业互联网的经济社会影响进行了定量化

研究。

测算表明，2018年、2019年我国工业互联网产业经济增加值规模分别为1.42万亿元、2.13万亿元，占GDP比重

分别为1.5%、2.2%。预计2020年，我国工业互联网产业经济规模将达3.1万亿元，占GDP比重为2.9%，同时可带动

约255万个新增就业岗位。工业互联网产业经济核算包括核心产业及融合带动影响，随着工业互联网加速向各行业拓

展，2019年融合带动的经济影响占工业互联网产业经济比重已达74.8%，工业互联网将成为国民经济中增长最为活跃

的领域之一。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工业数据分类分级指南（试行）》，《指南》适用于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工业

企业、平台企业等开展工业数据分类分级工作。其所指工业数据是工业领域产品和服务全生命周期产生和应用的数

据，包括但不限于工业企业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运维服务等环节中生成和使用的数据，以及工业互

联网平台企业在设备接入、平台运行、工业APP应用等过程中生成和使用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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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EE 2020年12大技术趋势公布，
边缘人工智能名列榜首

KubeEdge 1.2发布：云边协同传输的
可靠性迎来重大升级

近日，IEEE发布2020年12大技术趋势，包括：边缘人工智能；非易失性存储器（NVM）产品，接口和应用程

序；数字孪生，包括认知孪生；人工智能和关键系统；实用快递无人机； 增材制造；机器人认知能力；AI/ML适用

于网络安全；反映安全和隐私的法律相关启示；对抗性机器学习；智能系统的可靠性和安全性挑战； 量子计算。

值得关注的是，边缘智能（AI@Edge）在此次排名中位于首位。IEEE认为，在过去的十年中，在云端使用机器学习

（ML）呈现爆炸式增长。大量众包标签数据的可用性，以较低成本获得的计算机计算效率的提高以及机器学习算法

的进步奠定了这一突破的基础。由于新技术的健壮性增强，许多任务可以自动执行，因此，对机器学习技术的使用

不仅仅局限于云端应用而扩展到其他各个领域。在同5G通讯技术和物联网智能传感器结合后，机器学习应用更是快

速应用到与我们更接近的“边缘侧”。在未来几年中，希望在辅助驾驶，工业自动化，监控和自然语言处理等对我

们的日常生活产生更大影响的领域中看到机器学习的广泛部署。

2月7日，KubeEdge发布了新的特性版本v1.2.0。本次发布的1.2版本迎来可靠性方面的重大升级，包含：增强云

边协同传输的可靠性、Component Config API、自动注册边缘节点到云端、升级Kubernetes依赖到v1.17 Stable版

本，以及30处问题修复。

在边缘计算场景下，边缘的网络通常是不稳定的，这将导致云边的网络连接频繁断开，在云边协同通信时存在

丢失数据的风险。

在针对边缘网络不稳定场景优化的基础上，KubeEdge v1.2版本做了以下增强：

（1）增加业务层消息发送的校验机制。云端发送状态同步消息到边缘时，边缘在接收并且持久化成功后，会

回复状态同步成功的ACK消息给云端。如果云端未收到边缘状态同步成功的消息回复，则由业务层代码触发重传机

制，重新进行状态同步。

（2） 持久化云边协同消息状态。在云和边缘状态同步的过程中，云端会实时记录每个边缘节点同步成功的最新

消息版本号（ResourceVersion），并以CRD的形式持久化保存到K8s中。该机制可以保证在边际场景下云端故障或

者边缘离线重启后消息发送的顺序和连续性，避免重发旧消息引起云边状态不一致问题。

（3） 周期性检查同步云边数据，保持一致性。在前两步的基础上，KubeEdge又在云端CloudCore中添加了新

的模块SyncController，它主要负责周期性检查个边缘节点的同步状态，对比K8s中资源的信息，将不一致的状态同

步到边缘，确保云边状态的最终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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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CV 4.3.0 发布，OPEN AI LAB Tengine 
与OpenCV合作共同加速边缘智能

跨平台计算机视觉库OpenCV 4.3.0新版本正式发布。这个版本的一个大看点是：OpenCV的深度学习模块DNN在

Arm CPU上性能显著提升。这一提升是由OpenCV中国团队携手OPEN AI LAB（开放智能）共同完成。

这个提速是由Tengine实现的，OpenCV可无缝调用Tengine。Tengine是OPEN AI LAB（开放智能）自主知识产

权的商用级AIoT智能开发平台，针对于嵌入式终端平台以及终端AI应用场景特点，采用模块化设计为终端人工智能

量身打造的高效、简洁、高性能的前端推理计算框架，是Arm CPU上深度学习框架的最佳选择。据CSDN发布的最新

数据，在国产AI开发工具中，Tengine成为国内AI开发者最受欢迎的AI工具框架。

OpenCV是一个基于BSD许可（开源）发行的跨平台计算机视觉库，可以运行在Linux、Windows、Android

和Mac OS操作系统上。它轻量级而且高效——由一系列C函数和少量C++类构成，同时提供了Python、Ruby、

MATLAB等语言的接口，实现了图像处理和计算机视觉方面的很多通用算法。

此次发布Tengine作为OpenCV的一部分，让OpenCV开源社区生态更全面和丰富，同时也让Tengine能够面向更

广泛的全球开发者。从产业角度看，这次合作也将推动AI赋能产业的步伐，进一步加快AIoT行业智能化建设节奏。

这也是Tengine全球化开源进程迈出的重要一步。

谷歌发布全球移动边缘云平台GMEC
谷歌近日分享了让电信运营商能够通过5G网络提供商业服务的愿景，通过全球移动边缘云（GMEC，Global 

Mobile Edge Cloud）战略，Google将与电信公司共同合作致力于提供通过5G网络交付的、在边缘运行的独特应用

和服务。

通过5G，电信公司将能够为企业提供无与伦比的速度和带宽体验。与面向移动消费者的4G / LTE不同，5G是为

商业和企业打造的。可以用高速、安全的无线访问网络（RAN，Radio Access Network）代替光纤和有线网络。电

信运营商的网络充当了通往云端的渠道，因此他们可以引入边缘计算层，为企业提供独特的服务优势。谷歌的愿

景是为电信公司提供现代的边缘计算平台，为企业提供一些最佳的谷歌云平台（Google Cloud Platform）功能。

与Google的这种伙伴关系将有助于电信公司通过其5G网络服务获得更多的收益。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

谷歌已经展开合作，为零售、制造和运输等行业打造了5G边缘计算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将充分利用Google在

Kubernetes和AI上的投资以及AT＆T在全国范围广泛的网络覆盖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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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边缘计算和 5G，
微软推出 Azure Edge Zones 平台

微软近日推出Azure Edge Zones，这是一个全新的边缘计算平台，旨在处理对延迟敏感的用例，例如机器人技

术、混合现实和实时分析。

本质上说，Azure Edge Zone是一个精简版的 Azure 数据中心，比微软主要的云设施更靠近客户。由于距离更

近，因此数据经过网络所花费的时间更少，从而可以显著提高延迟敏感型应用的性能。

Azure Edge Zones有多种形式，标准版由多个Edge Zones构成，微软计划在Edge Zones中部署主要的用户中

心，并将其出租给客户，就像在 Azure 上出售云资源一样。客户可以在 Edge Zones 上运行应用，包括容器化工作负

载和虚拟机，并能够访问 " 一系列精选的 Azure 服务 "。

Edge Zone的第二个版本被称为Private Edge Zones。该版本的基本概念和标准版是相同的，不同的是，企业可

以在自己的设施中本地设置该解决方案。内置的5G和LTE支持，将让客户可以在部署了Private Edge Zone的位置创

建专用无线网络。

Azure Edge Zones和Azure Private Edge Zones通过启用以下功能通过5G解锁新方案，向边缘提供一致的Azure

服务，应用程序平台和管理：

• 使用相同的Azure门户，API，开发和安全工具跨云，本地和边缘开发分布式应用程序。

• 用于延迟关键的工业IoT和媒体服务工作负载的本地数据处理。

• 通过针对机器人技术，自动化和混合现实进行优化，构建和创新，加速物联网，人工智能（AI）和实时分析。

• 开发人员在游戏等行业中使用高密度图形和实时操作的新领域。

• 与客户，运营商和行业合作伙伴一起构建的不断发展的平台，可以无缝集成和运行各种虚拟网络功能，包

括5G软件和SD-WAN以及来自技术合作伙伴（如Affirmed，Mavenir，诺基亚的Nuage Networks，由VMware提供的

Metaswitch，Palo Alto Networks和VeloCloud。

雄安新区：
首个5G+边缘计算智慧工地投入使用

日前，河北省首个5G+边缘计算的智慧工地示范场景，在雄安新区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房工程二标段投入使用。 

在中铁建工雄安站房二标段项目部的办公室里，工作人员可通过智慧工地系统监看着工地上的情况。现场有多少工

人，都在什么位置，塔吊的运行状况如何，现场环境指标高低，在这个系统上一目了然。

京雄城际雄安站房二标段智慧工地整体平台，基于5G网络，结合边缘计算搭建完成，具备了传输速率高、安全

性能好的特性。此外，智慧工地系统还可以通过AR实景监控技术，实现工地随时随地可视化协同指挥和生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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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自所与爱丁堡机器人中心在基于深度强化学习的机器人
控制方面联合研究获进展

风河推出创新与合作的新平台	推动智能边缘创新开发

近日，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与英国爱丁堡

机器人中心合作研究取得新进展，提出了一种在动态、

非结构环境下基于深度强化学习的移动机械臂自主作业

方法，将最新的人工智能学习理论成功应用于真实的复

杂移动机械臂控制。

机器人在空间、陆地和水下等大量动态、非结构环

境下作业是一个复杂的任务，相比于传统工业机器人作

业要求更高，通常需要机器人具有感知、导航、决策、

操作等多种功能。

近日，风河推出Wind River Labs开发平台，Wind 

River Labs是一个为开发人员量身定制的新网站，技术人

员可以在此获得软件工程、概念验证、开源集成、实验

性软件和新技术的相关支持。该网站还为开发者社区提

供了首个免费VxWorks实时操作系统（RTOS）软件开发

工具包（SDK）。Wind River Labs是一个可供开发人员

（不限于风河的客户）在边缘进行协作创新的环境，并

可实验机器学习和计算机视觉等功能。以此为基础，开

发人员还能与创建项目的软件工程师互动，与其他软件

工程师共同应对类似的挑战，并与风河生态系统成员共

同探索新市场和前瞻性设计。

 沈阳自动化所与爱丁堡机器人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利

用神经网络构建了一种机器人整体强化学习控制模型，

采用深度学习方法对机器人相机获得的环境与目标信息

进行处理，然后将感知信息与机器人当前状态作为系统

输入，对机器人的整体行为进行自主控制。通过仿真与

实际环境中的交互学习与训练，最终实现了在真实环境

下的移动机械臂自主作业，为深度强化学习应用于更为

复杂的水下浮游基座机器人系统开展自主作业研究奠定

了基础。

可用的VxWorks SDK包含面向Raspberry Pi和UP 

Squared硬件的开源板卡支持包。开发人员现在可以下

载最新版本的VxWorks以及ROS2（机器人操作系统）

等项目，并可立即在这个行业领先的操作系统上开展

原型设计和应用设计。Wind River Labs的其他特色项目

包括：适用于 Wind River Linux的TensorFlow，适用于

VxWorks的OpenCV，适用于VxWorks的Microsoft Azure 

IoT SDK，适用于VxWorks的 AWS IoT Device SDK，适用于

VxWorks的Google Cloud IoT Core SDK，适用于VxWorks

的Google Test支持，适用于VxWorks Remote Compute的

OpenAMP。

华为助力深电能构建智慧新能源充电桩，让运营更高效
当前，充电运营商在提供充电服务的过程中，普遍

存在充电桩在线率低、海量充电设施管理运维难、业务

应用扩展难等问题。华为基于“云-边-端”的物联网架

构，提出边缘计算加持的智慧充电桩物联网解决方案。

在云端提供百万终端管理能力的电力物联网平台，实现

海量终端设备的远程可视化管理和运维；在边缘侧提

供新一代边缘计算物联网关AR502H，按需部署充电监

控、有序充电等APP应用，支持新业务的快速上线；在

终端侧通过IP化的有线HPLC+无线RF技术，实现终端设

备的全场景物联，有效提升充电桩在线率。

目前，华为智慧充电桩物联网解决方案已成功应用

于深电能运营的深圳国银民生金融大厦地下充电站。华

为采用工业级边缘计算物联网关替换深电能现网Zigbee

模块+工控机+4G路由器组合方案，大幅提升充电桩通

信的可靠性，并提供边缘计算APP开发技术支撑，助力

深电能新业务的快速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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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赋能工业互联网，东方国信机器视觉产品上线运行

NI发布支持独立组网的5G新空口测试UE解决方案

东方国信机器视觉依托其强大的人工智能平台，

在诸多领域进行一定的涉足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涉及领域包含如工业、交通、医疗、商业等；能够

识别目标涵盖如人、物、设备、故障、文本等；能

够适用多类相机如普通相机、工业相机、红外相机

等。东方国信人工智能平台将大数据、统计分析、

机器学习、图像识别等技术相结合，具备三大核心

功能模块（AI开发、AI部署、运营管理）和模型样例

库，基于该平台能够满足用户各类工业场景机器视

近日，NI（美国国家仪器公司）宣布推出支持独立组

网的5G新空口测试用户设备（5G NR Test UE）的解决

方案，继续拓展创新边界。

在5G生态得以蓬勃发展之前，企业都必须测试并验

证他们的产品和服务，包括标准合规性，互操作性和运

营绩效。5G 新空口测试UE方案作为3GPP Release-15

标准兼容UE（例如调制解调器或手机）运行。该方案

使入基础设施供应商（包括宏蜂窝，小型蜂窝，微微蜂

窝和家庭基站，半导体以及服务运营商）能够测试、验

证和评估实际场景中的性能。

觉需求，同时能够让用户方便简洁地构建“自己的

智能应用”。

东方国信人工智能平台机器视觉解决方案，针对不

同的目标检测识别需求，构建相应海量带标注目标内容

的样本数据集，基于样本数据集，通过模型训练对目标

特征进行学习和提取从而构建有效目标识别模型，将该

识别模型与对应平台相结合，实现对应某类工业领域场

景下目标识别，识别目标可以是静止物品、也可以是动

态的行为、亦可是一些异常/故障。

非独立组网的5G新空口继续推动5G技术的初步部

署，而5G新空口独立组网的网络包括实现完整5G愿景所

需的关键要素，特别是在数据吞吐量和延迟方面。NI在

2019年发布了支持非独立组网（NSA）的版本，这次发布

的是重要的后续版本，可以全面涵盖3GPP Release15。

 今日发布的5G新空口测试UE方案可以帮助用户评

估独立组网和非独立组网的5G系统的性能、合规性和

互操作性。它是第一个软件可升级的一体化硬件解决方

案，经过专门设计，能够将成本效益最大化、提高用户

体验并确保强大的功能。

金山云边缘计算助力爱奇艺，冲进30毫秒高速区
边缘计算离不开“低延迟”和“海量并发连接”，

爱奇艺和金山云成功地将概念变为产品实践。降低网络

延迟能把用户拉入植物神经都无感的30毫秒舒适区；低

延迟快速交互又极易出现瞬时大并发，需要将用户访问

分散隔离到不同的边缘节点。

爱奇艺在金山云边缘部署了DOH（DNS over HTTPS）

服务，受益于KENC边缘容器云的稳定性能和强大功能，

爱奇艺DoH服务的的各项网络指标均有提升，力求为用

户提供更加极致的视听体验。

目前爱奇艺DoH服务针对自有产品设计使用，未

来随着边缘云的兴起，爱奇艺完成了DoH 30毫秒服

务圈覆盖全球覆盖的能力后，届时会考虑将DoH服务

开放。爱奇艺在金山云KENC部署DoH只是起步，爱

奇艺奇速播业务也刚刚完成了边缘节点部署测试。随

着调度策略放到边缘节点，爱奇艺也在探索将调度策

略的各种伴生应用向边缘部署迁移。作为国内领先的

娱乐视频平台，爱奇艺拥有业界领先的视频传输、调

度、处理的IT技术能力。其持续关注5G和边缘计算技

术，不断探索着用新兴IT技术去推动体验改善和业务

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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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控推出基于SupBox的混合型SCADA系统，
助力企业数字化提升

西门子新一代过程控制系统全球首个应用落地中国

致力于提升企业“现场数据搬运能力”的中控仪表公
司，提出一套有别于目前经典型和生态型SCADA系统的数
采构建方案，即：基于SupBox的混合型SCADA系统。

整套混合型SCADA系统由SupBox边缘计算网关、
Inscan EBX分布式数采管控软件、Inscan ESM上层业务
系统三大子系统构成。拥有六大功能特点，分别是：

（1）边缘计算网关接入，即：高实时性复杂运算
处理（如傅里叶变换等）；

（2）软件功能分解能力，即：以功能单元的形式

西门子面向未来的新一代过程控制系统——SIMATIC 
PCS neo的全球首个应用落地中国。西门子将为在成都新建
的三道堰第二污水处理厂项目提供包括SIMATIC PCS neo过
程控制系统、基于云的开放式物联网操作系统MindSphere
和ET 200SP HA在内的软硬件解决方案。该污水处理厂将基
于SIMATIC PCS neo平台打造数字化污水处理示范项目，建
成后其污水处理能力为每天25000吨，将对当地水污染治
理、水质保护和生态平衡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SIMATIC PCS neo支持移动端的远程监控，更加方

进行分解应用；
（3） 分布式部署应用，即：部署形式的柔性化，

可适用于不同业务场景；
（4）应用单元逻辑处理，即：通过服务插件、C#

编程脚本等，便捷扩展逻辑处理能力；
（5）数据交互总线，即：各种形态的功能单元，

均可挂载至该总线，实现数据交互；
（6）上层应用支撑，即：通过插件化的服务扩

展，为第三方业务系统提供数据支撑。

便操作员对设备运维进行管理并及时处理设备故障，实
现水厂的透明化、数字化运维管理，从而降低水厂控制
中心的运营成本。其内置标准化、模块化编程库使水厂
的改扩建通过复制、粘贴即可轻松完成，为水厂的数字
化建设奠定基础。此外，SIMATIC PCS neo工程组态协
同化的功能能够帮助客户基于网络实现设计、组态、仿
真和调试，提高水厂建设效率及质量。同时，SIMATIC 
PCS neo的研发遵循IACS安全标准，并获得TÜV安全证
书，给予用户最高级别的安全保证。

立华科技推出HTCA	6600超融合架构
立华科技HTCA-6600超融合架构计算平台是一款电

信级计算架构平台， 其强劲的业务分析能力和智能化

的可编程功能，在多路访问边缘计算应用领域有较为突

出的性能及功能优势，为MEC的应用提供了更高效的硬

件解决方案。

HTCA-6000是基于立华独特的混合电信计算架构

（HybridTCA™），设计为一体式高性能运营商服务器，

支持NEBS，支持精确时间协议(PTP)，且具有海量存储

空间。它提供了一种替代ATCA架构的系统方案，该系

统集成控制，管理和数据处理于一个系统中。整机采用

6U设计，具有六个双路CPU刀片式服务器模组和六个以

太网/交换机刀片模组插槽。如上所述，HTCA-6600每个

刀片式服务器使用2个第二代英特尔®至强®可扩展处理

器和16个DDR4 R-DIMM插槽，另外 ，HTCA-6600还附带

六个前置布线的可插拔以太网/交换机刀片式服务器。

其中，顶部2个刀片插槽保留给交换机或以太网刀片，

而其他4个插槽仅用于以太网刀片。作为高端机型，

HTCA-6600采用交换机刀片和CPU刀片冗余设计。如果

其中一个刀片出现故障，另一个将承担所有工作负荷。

HTCA-6600还针对虚拟化和软件定义的网络进行了

优化设计，以便IT管理人员在其下一代MEC架构中移植

安全功能、构建VNF并获得端到端的可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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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尔发布全新第二代至强可扩展处理器，
携手浪潮加速新型应用发展

中国联通推出EdgePOD边缘云解决方案

近日，英特尔发布了提供更高性能、更好性价比选

择的全新第二代英特尔®至强可扩展处理器，通过增加

核心数量、提高缓存或提升处理器频率等多个方面优化

处理器，以便在广泛的市场和工作负载中更好地满足客

户对性能和价格的需求，进一步加强英特尔在数据中心

领域的领导地位。

与此同时，浪潮同步宣布其M5系列服务器全线

支持并联合英特尔发布基于该处理器的一系列5G、边

为加速边缘节点部署，推动5G创新应用商用落

地，中国联通联合英特尔等产业合作伙伴重磅打造了

EdgePOD边缘云解决方案，提供“边缘网络+算力+开

放平台”融合能力。

中国联通EdgePOD边缘云解决方案是针对中国联通

整体MEC边缘计算一体化的解决方案，面向ToB、ToI、

ToC不同客户的不同业务需求可以提供多种产品形态以

及灵活的部署方式。

缘、AI等场景化解决方案。

英特尔从多个方面优化了这些全新服务器处理器，

包括增加核心数量、提高缓存或提升处理器频率。这些

新处理器采用“R”、“T”或“U”后缀进行标记，适

合双路和单路的主流与入门级服务器。核心和缓存的增

加旨在应对那些对服务器容量至关重要的工作负载，例

如虚拟化云、超融合基础设施（HCI）和网络功能虚拟

化（NFV）。

EdgePOD边缘云解决方案对硬件、软件和服务生态

体系进行全面优化，为用户构建更具灵活性、便捷性和

可用性的边缘云解决方案。

除了已经在EdgePOD平台孵化落地的智慧车联网、

智慧园区、智能制造、智慧港口等应用，其他应用也在

陆续加载中。与此同时，整个平台还提供开发者工具，

并能够实现不同生态的无缝对接与迁移。

霍尼韦尔推出革命性虚拟控制系统
ExperionPKS IT HIVE是首个支持工业企业在其控制

器所在地之外运行IT工作负载的解决方案。借助该解决
方案，企业可自由灵活地在现场，或远程数据中心，或
两者结合的情况下运行工作负载。

通过集中IT基础架构并减少现场运行所需的网络和
计算机资源数量，客户可降低维护和更新成本，并使过
程控制工程师从费时的管理工作中解放出来，专注于过
程优化等更高价值的活动。

此外，集中化管理还有助于客户清除未使用的计算
机基础设施，从最新的虚拟化技术中获益，并让专家通
过已建立的协议来规避网络安全风险。

全新解决方案能让客户通过使用基于现有广域网的
网络通道而非另外的专用且昂贵的架构，在任意指定位
置使用单个看板即可查看和管理整个基础架构。即使广
域网意外断线，远程站点也完全不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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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土科技联合东北大学共同打造	
新一代工业互联网架构控制系统

赛灵思“一体化	SmartNIC	平台”面世，
Alveo™	U25	一站式加速网络、存储和计算加速

江行智能与北控水务达成战略框架协议，助力智慧水务建设

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5 日与

东北大学流程工业综合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签署了

《东北大学流程工业综合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与北京

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建“工业互联网控制系统”合

作协议》。

双方合作内容包括成立工业互联网控制系统联合实

近 日 ， 赛 灵 思 宣 布 推 出 业 界 首 款 “ 一 体 化 

SmartNIC平台”— Alveo™ U25，在业界首次真正在单

卡上实现了网络、存储和计算加速功能的完美融合。

U25专门针对当前那些在不断增长的联网需求和不断

上涨的成本之中苦苦挣扎的云服务提供商、电信公司

和私有云数据中心运营商而设计，致力于为他们带来 

SmartNIC更高的效率和更低的总拥有成本（ TCO ）。

依托赛灵思业界领先的FPGA技术，Alveo U25 

SmartNIC 平台相比基于SoC的NIC，可以提供更高的吞

吐量和更强大的灵活应变引擎，支持云架构师快速为

多种类型的功能与应用提速。U25 SmartNIC平台支持

近日，北控水务旗下江西北控工业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与江行智能签署战略框架协议，双方将在智慧水务领域开

展全面合作，共同推进水务行业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管理

升级，突出边缘计算在水务行业中的应用和发展。

北控与江行智能的首个项目“溧阳申特钢污水处理

厂智慧项目”日前已顺利通过首次验收。该项目通过厂

内铺设的30余个智能摄像头（可识别工人安全帽佩戴情

验室，联合研发工业互联网控制系统软件平台和硬件平

台产品化项目，共同推进工业互联网控制系统新标准和

新架构能够引领与成为国家标准，共同推进工业互联网

控制系统在有色、钢铁等行业的应用，探索工业互联网

控制系统人才培养，通过联合署名发表相关控制系统论

文并举办推广研讨会，进行成果推广活动。

“bump-in-the-wire （线缆内的块）”式无缝嵌入网

络、存储和计算卸载及加速功能，可以避免不必要的

数据传输和CPU处理，从而最大限度提高效率。而这也

显著降低了CPU的负担并释放更多资源，以运行更多应

用。嵌入式Arm处理器提供了独特、关键的控制层处理

功能，可以支持新兴的裸机服务器用例。基本型NIC可

提供超高吞吐量、小数据包性能与低时延。标准型全功

能 NIC 解决方案与驱动程序采用获得专利的Onload® 应

用加速软件，时延降低高达80%，并且在云应用中为

基于传输控制协议（ TCP ）的服务器应用提高了效率 

—— 最高可达400%。

况、电子围栏、烟火、水位、漏液等异常），结合厂内

PLC系统，将工厂内各个独立的现场信息汇总到江行的

智慧水务平台进行统一的管理。发现异常问题后系统会

第一时间进行告警提示。工作人员可通过WEB端、手机

小程序等途径，足不出户就能对现场进行方便快捷的管

理，真正的做到把工作人员从一线工作场景和中控室解

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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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电发布搭载华为5G工业模组MH5000的5G工业网关新品
宏电5G工业网关是一款为5G时代IoT大连接全新设

计的5G 终端，其具备高性能、高速率、高可靠、低时

延特性，采用全工业级硬件设计，支持4G/5G、有线、

WiFi，支持数据本地存储和分析决策，开放式的系统设

计，现正面向智能工厂、智慧医疗、车联网、人工智

能、智慧城市等应用场景开放测试。

宏电5G工业网关支持802.11ac Wave2以及双频段

2×2MU-MIMO，同时支持多种链路备份，实测5.8G最

大吞吐量在650Mbps、2.4G最大吞吐量在300Mbps；

WiFi覆盖能力超200m，可有效满足室内外场景覆盖。 

宏电5G工业网关搭载全球首款商用的华为5G工

业模组，这款模组专为工业环境打造，支持中国5G 

SA/NSA网络建设，2G/3G/4G/5G全兼容，直接同步

5G网络覆盖节奏，是国内首款核心器件完全自主可

控的5G工业模组，其下行速率高达2Gbps，上行速

率高达230Mbps，满足行业应用的高带宽要求；工

作温度范围广至-40℃~+85℃，采用高可靠性器件以

及工业独特设计，完全适应工业环境的多样化；微

内核加持TrustZone的双重安全机制，让工业环境使

用真正安全可靠；自带高性能的应用处理器，其算力

达14400DMPIS，是业界行业水平的5倍，同时采用

OpenCPU架构，方便开发丰富的第三方应用；拥有

高达18种类型的硬件接口，充分满足工业设备接口需

求。

凌华科技全新边缘DAQ采集平台，
用更少的成本部署大规模的设备状态监测

启明星辰推出智能运营系统TSOC-IOS

凌华科技MCM-204是一款基于ARM Cortex-A9处

理器的超紧凑型边缘DAQ采集平台，内建四通道，

24位，高分辨率模拟输入，可以作为没有主机PC的

独立设备使用，非常适用于旋转机械设备的24小时

振动监测。

MCM-204可提供高精度的静态和动态测量性能。24

启明星辰基于十多年安全管理分析平台产品研发

经验、深厚的综合分析平台整体解决方案能力及丰富

的全国大型项目实践积累，推出启明星辰泰合智能运

营系统TSOC-IOS，帮助企业和组织提高整体安全运

营工作效率。 

启明星辰泰合智能运营系统TSOC-IOS融合了安

全编排和自动化（SOA）、安全事件响应（SIR）和

威胁情报（TI）的相关理念和技术，并引入数字化工

作流。该系统以目标为导向，将日常具体的各项安全

位Sigma-Delta ADC支持抗混叠滤波，抑制调制和信号

带外噪声，并以Nyquist速率提供可用的信号带宽，使

其非常适用于机器状态监测应用中的高动态范围信号测

量。通过千兆以太网通信，可以将数据快速传输到中心

站点。双以太网端口支持菊花链连接，从而降低了网络

设备的成本，并延长了通信距离。

工作内容固化为工作流上的一个个节点，通过对这些

节点的有序排列组合，编排为某一复杂工作的工作流

程，也称为“剧本”（或Playbooks）。

安全运营人员可根据标准化的事件响应流程，实

现自动化的事件分析和优先级排序，帮助企业和组

织提高预测、防御、检测和响应能力。此外，TSOC-

IOS还具有运营绩效KPI评估体系，可对业务工作流

程和剧本自动化执行的结果进行有效地评估，以便进

行工作流程的改造和编排内容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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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m与腾讯成功完成TARS到Arm架构的移植
近日，腾讯宣布，其TARS微服务开发框架已成功

移植至Arm CPU架构。TARS是一个成熟的高性能微服

务开发框架，因其高性能及具备完善的微服务治理方

案而广为人知。现在，开发人员可以无缝编程和生成

基于Arm服务器的代码。

TARS支持多种编程语言，包括C++、Golang、Java、

Node.js、PHP和Python，使Arm平台的开发人员和基于

Arm系统的企业能够快速构建稳定可靠的分布式应用。

TARS在腾讯经过10多年的大规模使用和迭代，广泛应用

于腾讯的在线社交、金融服务、边缘计算、汽车、视频、

游戏、地图、应用市场和安全等数百项核心业务中。

从技术架构的角度来看，基于TARS作为微服务平

台的Blueprint可以抽象为四层：

· 硬件层：它能够在市场上大部分的硬件中运

行，支持基于多种架构的服务器，包括ArmNeoverse

平台。

· IaaS层：它可以部署在虚拟环境中，支持虚拟

机、容器以及OpenStack、Kubernetes等其他IaaS主

流平台。

·  PaaS层：TARS作为Blueprint的微服务框架，可

以提供高性能的RPC调用，支持在较大规模的横向扩展场

景中高效部署微服务，并提供便捷的服务监控功能。

· SaaS层：可完全根据用户的需求制定并实现

相对应的解决方案。

从网络架构看，Blueprint可以部署在4G和5G网络

中，需要注意两点：

· 将数据发布到边缘MEC平台。数据发布策略可

以根据不同的应用进行配置。

· 具备边缘与其他边缘以及远程数据中心通信的

能力。在某些情况下，边缘数据处理无法满足应用的

要求。因此需要从不同的边缘收集数据，并为应用得

出“结论”。

和利时面向工业互联网的生产管理基础App群HolliEBR
正式发布

2019年，和利时发布HolliCube。它是一套“实

用的”数字工业操作系统，也是一个可扩展的、基

于“数据和模型”管理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主要应

用于智能工厂、智能交通、智能医疗、智能园区等

场景。

基于HolliCube不断地应用赋能各个行业领域，

和利时也构建了丰富的基础App，并根据应用属性

不断聚集。针对企业生产管理（MOM）的基础App

群——HolliEBR近日也正式发布。

HolliEBR最初是和利时专为制药行业研发的MES

软件，有效地覆盖了制药企业的生产管理的痛点和

难点。工业App化后，HolliEBR已能够很好地适配制

药、食品饮料、特种化学品、快消品等行业。不同于

传统的套装软件，HolliEBR自设计伊始就支持微服

务，可以完美地融入HolliCube以及其他基于微服务

架构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成为其工业App。同时，兼

顾当前传统软件大量并存的事实以及顺应未来应用系

统App化的趋势，HolliEBR也可以作为传统软件的方

式实施，并为企业未来过渡到工业互联网提供最佳的

向后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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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Isoft推出分布式能源	(DER)	合作模式

新华三与苏州电信、紫光云引擎协力打造独立5G专网智能制造生产线

OSIsoft LLC宣布将创建以社区为中心的数据生态

系统，推出分布式能源 (DER) 模式。

本次变革后，PI System架构开始支持社区数据

系统，同时保证其安全性、可靠性，且可与数百万系

统互联。其将为供应商、消费者和服务提供商提供新

的、有效的数据共享和管理方法。

随 着 市 场 的 日 趋 透 明 ， 以 及 结 算 和 合 规 流 程 的

紫光旗下新华三集团联合中国电信苏州分公司、紫

光云引擎科技（苏州）有限公司，合作打造面向新型

制造业的5G智能制造生产线解决方案，并成功在紫光

云引擎试点落地，成为业内率先实现独立5G专网的智

能制造示范生产线，并为当前制造业借助5G实现智能

转型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绝佳范例。

在5G智能制造生产线的建设中，新华三与苏州电

信共同打造5G行业专网，紫光云引擎则基于紫光工业

互联网平台，助力5G行业专网与工业应用实现完美

适配，充分满足企业对数据安全和网络自主可控的诉

简化，数据价值的释放变得越来越重要。OSIsoft社

区系统的数据处理方法可使实用程序与电网边缘设

备（如电池、太阳能逆变器和电动汽车充电器）安

全、实时交互，创建新的方法以支持和稳定电网，

同时允许追踪、结算和管理市场合规工作。其的实

时数据架构可有助于实现DER的全部潜力，使新市

场更高效。

求，而且在网络边缘侧形成统一的云资源池，让5G

网络以及各种工业系统在同一平台部署，达到统一管

理、运维、呈现的效果，真正实现工业系统和5G网络

的融合。

新华三集团、苏州电信、紫光云引擎联合推出的

5G智能制造生产线解决方案是5G与工业互联网相结

合的缩影，通过将5G网络、MEC边缘云、数字孪生、

C2M等创新技术相结合，给工业客户提供除网络通路

以外的多种增值服务，也给运营商提供了开拓政企市

场未来空间的新模式。

青莲云推出TinyScan安全检测平台，高效检测工业互联网安全漏洞
近日，青莲云推出IoT安全检测平台：TinyScan。

TinyScan围绕工业边缘设备安全、工业互联网云平台

安全、工业App安全三方面提供端到端的远程自动化安

全检测服务，并且提供标准的企业级API，可以与工业

企业内部信息系统集成，通过持续、定期、有效的安

全检测来构建工业互联网企业的生产研发安全监测体

系，规范企业安全测试流程，帮助企业建立安全测试

和安全开发的技术规范。

平台以SaaS服务的形式，提供覆盖设备固件、云

平台/API、客户端APP的远程自动化安全检测服务，并

出具可下载、可复测的企业专属安全检测报告，标准

的企业API接口，帮助企业实现定期自动化安全监测，

也可以通过API将TinyScan的自动化漏洞挖掘能力集成

在企业内部的安全管理平台或运维平台中，帮助企业

建立属于自己的安全测试流程。

平台内含数百种检测项目，包括但不限于：

• 设备固件安全检测：软件漏洞检测、组件漏洞

检测、CVE漏洞识别、敏感信息检测、硬编码检测、加

密安全检测、认证安全检测、系统服务检测、远程溢

出漏洞检测、用户密码检测等等。

• 云平台/API安全检测：SQL注入检测、XSS检

测、远程命令执行检测、远程文件包含检测、目录遍

历检测、CSRF检测、身份识别检测、水平权限检测、

敏感文件泄露检测等等。

• 客户端APP检测：组件安全检测、任意调试检

测、任意备份检测、加密检测、文件读写检测、系统

漏洞检测、认证安全检测、端口安全检测、恶意代码

执行检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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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9日，由GSMA和边缘计算产业联盟（ECC）

联合举办的5G边缘计算新趋势高峰论坛成功举行，论

坛邀请了GSMA、边缘计算产业联盟、中国移动、中国

电信、中国联通、MobileEdgeX和Altran海外边缘云解

决方案提供商、华为以及腾讯的领导和专家分享了对于

5G边缘计算的最新观点和实践案例，受疫情影响本次

论坛采用了线上直播方式，吸引了数百位业内人士在线

观看。

此次论坛由GSMA大中华区战略合作总经理庞策主

持论坛就电信边缘云时代的全球合作，边缘计算发展

战略和部署计划以及边缘计算案例与实践进行了深入

的探讨。GSMA全球未来网络总经理Henry Calvert和边

缘计算产业联盟副理事长余晓晖为论坛致辞。GSMA未

来网络项目组全球5G项目主管Kelvin Qin就《电信边缘

云（Telco Edge Cloud）时代的全球合作》做了分享。

Kelvin表示，GSMA电信边缘云项目主要致力于解决5G

时代运营商连接服务和计算服务整合和开放的关键问

题，实现统一的边缘计算架构框架和参考平台，使本地

运营商资产和功能 (例如延迟、计算和存储) 可供应用程

序开发人员和软件供应商使用，从而使他们能够满足企

业客户的需求。

5G边缘计算新趋势高峰论坛
专家观点分享

这样，应用开发者就可以使用不同运营商的边缘

计算资源，为归属不同运营商的用户提供服务。这个项

目是Operator Platform（运营商平台）项目的一部分，

除了南向和北向接口，还有一个独特的东西向接口，能

够基于联邦模型实现应用包在不同运营商平台上进行

迁移和分发，或者同时使用多个运营商平台的服务。

GSMA将从技术方案、商业模型、互联互通、监管政策

几个方面推动相关工作，促进运营商边缘计算能力和运

营商平台的互联互通。

中国联通网络技术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唐雄燕就边

缘计算发展战略和部署计划做了深入分析，他认为，

5G会极大促进MEC发展，随着5G建设的进一步开展，

运营商将推进MEC体系化发展，从而构建MEC统一的技

术标准、平台架构和运营管理体系。而中国联通已经开

通了多类MEC 2B以及2C类应用试点。2C应用试点中，

联通在广东建设了全球最大的5G MEC规模组网，连片

覆盖广州、深圳、珠海、佛山4个地市，入驻合作伙伴

包括腾讯、阿里、虎牙、抖音、斗鱼、爱奇艺。在验证

4K/8K、VR、云游戏等业务上，单用户速率提升40%，

时延降低40%，卡顿减少30%。

中国联通MEC边缘云建设是发展5G 2B/2C高价值

业务的重要战略，是构建“云、管、边、端、业”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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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服务能力的关键。中国联通MEC边缘云规划建设主要

包括“MEC平台及产品” 、“布局类部署” 和“现场

级部署” 三方面。他判断，MEC既是网络基础设施，

也是应用基础设施；MEC很可能存在多种发展模式；完

善标准和开放合作是MEC产业生态良性发展的关键。

 2020年3月3日，GSMA发布了与边缘计算产业联

盟（ECC）共同完成的《5G时代的边缘计算：中国的

技术和产业发展》报告，在此次论坛上，报告撰写人之

一， GSMA智库研究总监Pablo Lacopino就此报告进行

了更多阐述，他对报告在技术、应用、市场前景、收入

机会、商业模式、政策法规的多个发现做了深入介绍。

他表示，90% 受访企业视边缘计算业务为新增收入机

会，其中媒体和娱乐、制造、智慧城市以及汽车行业收

入机会排位靠前。而边缘计算需要更多跨产业的合作，

且产业联盟在推动跨行业合作上作用显著（边缘计算产

业联盟、5G汽车协会和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

随后，边缘计算产业联盟需求和总体组副主席黄

还青就ECC在边缘计算领域的思考与探索做了分享。他

说，ECC边缘计算产品目前落地形态主要是云边缘、边

缘云以及云化网关。边缘计算和云计算之间的关系不是

互相替代，而是互相促进。而ECC，将助力产业从边云

协同、边缘智能、边缘安全三个方向进行发展。

边缘云协同聚焦三层（基础设施层，平台层，应

用服务层）六类（服务协同、业务管理协同、应用管理

协同、智能协同、数据协同、资源协同）内涵，放大云

计算和边缘计算的价值；“连接无处不在，智能无所

不及” 带来异构计算/AI产业机遇，边缘智能是重要支

撑；边缘安全包含5大需求特征，12大挑战，5+1参考

框架，保障EC规模部署。2020年， ECC将在这三个方

面继续推动技术和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论坛的最后，海内外共六家企业参与了边缘计算案

例与实践分享环节。中国移动研究院网络所边缘计算研

究室主任耿亮表示，2019年中移动完成了12个省300机

房评估 为边缘计算业务落地生根提供资源保证，可部署

约4万多台X86通用服务器，7万多台定制服务器 ，56个

点已覆盖5G信号，未来将全部实现5G覆盖 ，出口总容量

达26.8Tbps ，且60%机房具备进一步扩容条件。

他还表示：中国移动已经全面构建了面向多元化

场景的边缘计算硬件技术体系，为用户提供高效敏捷的

交付能力；中国移动边缘计算开放平台Sigma通过提供

丰富的电信网络能力和行业特色能力，实现对垂直行业

的赋能，已经构建管理能力、网络特色能力以及垂直行

业能力API 30+；中国移动已经联合华为和海尔顺利完

成了GSMA 物联网边缘计算PoC项目，为探索未来边缘

计算在智能工厂的应用奠定了基础。

中国电信MEC研发负责人张建敏则就MEC的两个

主要场景应用进行了分享，（1）云边协同，动态按需

部署，提供差异化业务体验，例如酒店客房VR案例；

（2）满足区域类（企业园区），低时延、业务本地化

需求，例如基于MEC的智慧化汽车生产园区案例。

MobileEdgeX是德国电信进行早期投资，目前发展

很快的专注于边缘计算，致力于成为全球运营商边缘计

算平台互联的初创企业。产品经理Shamik Mishra对如

何打造边缘计算的高性能提出了四点建议：

（1）需要隐私保护数据的工作负载在现场边缘计

算节点要进行网络隔离；（2）独立软件供应商要能提

供管理服务；（3）不同分布式站点之间的状态协同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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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享环节最后，腾讯无线与物联网络中心

技术经理陈炜就腾讯5G 边缘计算实践与探索 进行了

分享。目前腾讯边缘计算和运营商合作模式有两种：

（1）把业务部署在运营商机房；（2）把业务部署在

靠近运营商节点的腾讯机房。通过把业务部署在运营

商MEC节点，高清视频业务的网络抖动容忍度提高了

20%，5G下载速率和时延性能明显提升；云游戏业务

90%时延发布大幅下降。陈炜还分享了5G智能巡检操

作机器人的案例。

基于腾讯和运营商5G边缘云试点项目实践，他提

出了四点建议：（1）对运营商边缘节点资源规模有需

求；（2）MEC IaaS与应用需求（存储、GPU等）的匹

配度需要提高；（3）边缘云模式下，应该以应用需求

为中心；（4）边缘云模式下，流量费用适当降低。

针对此次《5G边缘计算新趋势高峰论坛》，GSMA

大中华区技术总经理刘鸿总结“5G边缘计算对于促进

运营商从服务消费者向服务消费者+企业客户的转型至

关重要，预计在2020年实现规模商用。运营商之间的合

作以及运营商与云服务提供商之间的合作都需要边缘计

算架构和接口的一致化，相信GSMA电信边缘云项目将

有助于解决这个关键问题。” 

要网络覆盖和连接；（4）需要统一界面管理不同的分

布式节点簇。

华为云核心网战略规划与产业发展部高级总监伍

勇就华为在增强联接、超强计算、开放生态三个方面进

行的推进进行了分享，他详细介绍了和中国移动、海

尔、荟萃视觉联合进行的全球首例5G+机器视觉 PoC项

目。机器视觉检测识别技术目前已经广泛应用在工业生

产中，但也存在一些“瓶颈”限制了工业制造向智能制

造的进一步发展。通过5G MEC边缘云赋能，使得原有

工业相机采集的孤立数据，可以跨多相机多工厂汇聚到

边缘云侧，实现基于海量数据的机器学习自优化，从而

提升识别和检测的准确度。

在5G边缘云时代，开发者和运营商边缘云的关系

如何能像互联网上的开发者和应用平台一样？目前，边

缘云发展最大的挑战是每个运营商都有其地域属性。亚

创(Altran)的研发创新副总裁Vikram Shamik提出了一

种多运营商MEC平台的互联互通方案，它可帮助开发者

给全球用户提供一致的用户体验。目前Altran正在协助

中国联通、西班牙电信、韩国电信以及澳洲电信进行互

联互通的测试项目。Altran的主要业务是工程与研发服

务，在全球30多个国家有5万名员工。业务领域横跨多

个垂直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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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网边缘计算
在离散制造业应用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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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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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王哲，时晓光，罗松，黄颖，汤立波，于青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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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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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边缘计算平台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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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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工业和信息化部2018年工业互联网创

新发展工程——工业互联网边缘计算基础标准和试验验

证专项资助

作者简介：

王哲，男，博士，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工程师，

主要从事工业互联网、边缘计算、车联网等方面的研

究，曾在IEEE Transactions on Vehicular Technology，

IEEE ICC以及IEEE PIMRC等顶级SCI期刊及会议上发表

学术论文十余篇。

图4  船舶制造行业个性化定制和自组织生产系统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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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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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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G 与 工 业 互 联 网 融 合 应 用 尚 处 于 探 索 初

期 ； 目 前 企 业 内 5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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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电信浙江公司、中国电信北京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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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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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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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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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5G MEC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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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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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5G+CPE的智慧水务
物联网监测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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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通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图1  总体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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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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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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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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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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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期022020.
Te s t b ed边缘计算产业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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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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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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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C2019年度测试床

发起单位
天津大学

常州万联网络数据信息安全股份有限公司

图1  系统架构图 图2  应急网络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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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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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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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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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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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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  总体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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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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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潮天元通信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5G、边缘计算业务平台

 

浪潮天元通信信息系统有限公司自2017年开始对NFV、SDN、5G切片、边缘计算等进行研究，提出了融合平台

产品+行业场景应用的“+5G”创新理念。新发布边缘计算业务平台iMESP、5G智能网关、5G边缘计算网关等产品，

将在5G商用阶段增强业务支撑能力， 促进技术创新，培育全新的价值链和生态系统，培育产业发展新生态，实现国

内移动通信领域“5G领航”。

深圳力维智联技术有限公司
AIoT产品与解决、泛在电力物联网、智慧城市

力维智联是领先的AIoT产品与解决方案提供商，凭借在通讯行业20多年的技术积累和智慧城市领域10多年 

的经验沉淀，拥有泛在数据连接和多维数据智能的核心技术，具备系统集成交付和业务定制开发的核心能力。

公司聚焦城市治理/智慧城市、4G/5G+行业、泛在电力物联网等领域，服务政府、电信、电力等行业，为全球

7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创新产品和解决方案。 力维智联推出了业界领先的泛在数据连接平台和基于多维数据智

能技术的增强型分析平台，部署落地了面向公共安全和城市治理的高性能、高智能的基层实战应用系统；并将

AIoT与细分场景深度融合，创新推出了面向5G的Oasis系列智能硬件及“AIoT+行业”解决方案；公司的综合能

源服务解决方案，服务于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等众多能源行业客户，助力其完成产业的转型升级。

金石易服（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数据中心全生命周期定制化服务

金石易服创立于2005年3月，是业界领先的专业IDC定制化服务商。金石易服致力于为互联网、ODM/OEM服

务器厂商、运营商等客户提供数据中心全生命周期定制化服务， 涵盖了数据中心的咨询设计、建设交付、整体运

营、优化改造、边缘计算等服务，创立有大型数据中心人才培养机构“仁知学院”和业界公认的数据中心服务平

台“易服立达”。金石易服NGDC研究院致力于边缘数据中心建设研究、液冷数据中心研究、边缘服务器研究、易

服立达（数据中心/边缘数据中心务联网平台）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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