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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工业互联网专项工作组2020年工作计划》的通知
工信部召开工业互联网行业应用推进会
工信部关于工业大数据发展的指导意见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离散制造业边缘计算解决方案白皮书》
毕马威发布《5G边缘计算的价值机遇》报告，5G边缘计算生态系统市场价值将超5000亿美元
《数据新视界：从边缘到云，激活更多业务数据》报告：68%的企业数据未得到利用
KubeEdge v1.3发布，大幅提升系统可维护性
中国移动发布《区块链+边缘计算白皮书》
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围绕“加快推进工业互联网建设”协商议政

会员动态

我国启动 “边缘计算标准件计划”
华为云智能边缘平台IEF通过可信云能力评估
英特尔®发布边缘软件中心
“Android应用在边缘云的实践”方案成功发布Akraino社区R3版本
新松自主研发的国内首套轨梁物料智能识别系统正式进入试运行
NI重磅推出首款集成式ECU测试系统，降低测试成本提高设备效率双管齐下
中国移动研究院、浙江公司联合新华三完成业界首次4.9GHz频段5G小站应用试点
中南建筑设计院与湖北电信工程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联通公布边缘云服务器进行常态化招募结果：神州数码、浪潮电子、紫光华山入围
神州数码视讯团队全面助力扬州地方海事实现应急调度指挥
西门子携手北汽新能源打造汽车产业高端智能制造基地
朗新科技携手阿里云布局文旅行业，共创智慧停车新范式
莱迪思推出Certus-NX系列，重新定义低功耗通用FPGA
赛特斯联合泰尔系统实验室完成5G NR端到端网络测试
DCMM数据管理能力国家标准出炉，软通动力入选首批贯标企业
地平线与易图通达成战略合作，加速高精地图在自动驾驶领域落地应用
台达DIABCS系统助推电动车产线智能化
多路访问边缘计算应用性能的提升及实现方案——立华科技HTCA 6600超融合架构计算平台
华为HoloSens+文安智能：下一代摄像机，我们一起来定义
东土交通边缘计算方案助力广州隧道防汛系统
网宿科技支撑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建设获肯定
凌华科技联手AutoCore与Tier IV合作创新自动驾驶中间件平台
金山云发布云游戏PaaS平台

专家视点

工业互联网边缘计算数据管控标准

解决方案

智慧农业解决方案
基于5G边缘计算的智慧单兵执法解决方案

Testbed

ECC2019年度测试床
基于5G的工业智能制造视觉分析边缘计算平台
机器人自动焊接缺陷实时检测测试平台

会员推介

北京睿至大数据有限公司
全球能源互联网研究院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信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艾默生自动化智能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云澈信息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官方微信

OICT学院

Http://www.ecconsortium.net

边缘计算产业观察

联盟动态

2020. 03 期

“ECC粉丝节活动”
为会员单位送福利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对多领域、多行业都造成巨

大影响。在中国抗击疫情期间，众多ECC会员单位表现出强烈的社
会责任担当，不仅及时提供相关产品、服务及解决方案，也纷纷捐
款、捐关键物资，为提前复产复工积极做出保障。为进一步促进边

缘计算产业持续发展，鼓励并助力ECC会员复产复工、共克时艰，
联盟特举办“ECC粉丝节活动”，为边缘计算产业联盟的会员单位
送福利。

边缘计算产业联盟成员单位达281家

经ECC理事会审议和表决，新增如下19家单位为理事单位。截至2020年7月31日，边缘计算产业联盟成员单位已

达281家。

北京大学软件与微电子学院

北京睿至大数据有限公司

北京赛乐博远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英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快立方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映云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缔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德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信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云澈信息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艾默生自动化智能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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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来智慧交通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全球能源互联网研究院有限公司
上海讯琥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索提斯云智控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无锡凌顶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小钴科技有限公司

缀初网络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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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工业互联网专项工作组2020
年工作计划》的通知

2020年7月10日，工业互联网专项工作组办公室印发《工业互联网专项工作组2020年工作计划》。《工作计

划》包括提升基础设施能力、构建标识解析体系、建设工业互联网平台、突破核心技术标准、培育新模式新业态、
促进产业生态融通发展、增强安全保障水平、推进开放合作、加强统筹推进、推动政策落地等10个方面。

在提升关键技术攻关能力重点工作中，《工作计划》指出要加快工业互联网关键共性技术攻关。由工业和信息

化部（信管局、信发司、网安局）、科技部（高新司）牵头，依托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网络协同制造与智能工厂”，在时间敏感网络、边缘计算、工业智能等重点方向支持一批关键技术攻关项目。

工信部召开工业互联网行业应用推进会

2020年4月23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召开工业互联网行业应用推进会。会议提出要全面落实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战

略，支撑服务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

一是加快设施建设。加快全光纤网络、5G网络建设，推进工业企业内网改造升级和对外联通，构建标识解析体

系，建设国家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建立多层级全覆盖的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切实增强基础设施服务能力和安全可
控水平。

二是深化融合应用。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建立统一、开放的标准体系，推动工业互联网

在实体经济重点领域深度应用，加快中小企业上云上平台，壮大融合应用产业，促进一二三产业、大中小企业融通发
展。

三是加强科技创新。加快建立工业互联网共性技术体系，系统布局突破工业互联网相关基础技术、前沿技术，发

展5G工业应用、边缘计算、工业APP等新型应用技术，推动形成技术研究和产业发展互促共进的良好局面。

四是完善政策环境。完善工业互联网相关的数据采集、流转、使用等法律法规，强化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培育壮

大行业领军企业，支持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加快科技领军型、应用创新型、复合型和技能型人才培养，坚持对外开
放，营造健康有序、合作共赢的外部环境。

工信部关于工业大数据发展的指导意见

工业大数据是工业领域产品和服务全生命周期数据的总称，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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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数据等。为贯彻落实国家大数据发展战略，促进工
业数字化转型，激发工业数据资源要素潜力，加快工业大数据产业发展。

在促进产业发展的意见中特别提出，突破工业数据关键共性技术。加快数据汇聚、建模分析、应用开发、资源

调度和监测管理等共性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推动人工智能、区块链和边缘计算等前沿技术的部署和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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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
《离散制造业边缘计算解决方案白皮书》
2020年4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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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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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皮书表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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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趋势在离散制造业转型中体现得尤其明显。同时，边缘计算通过与离散制造业企业内
外网络协同联动，将逐步构建“边网融合”的新模式，实现计算、网络、存储等多维度资源的统一协同调度及全局
优化，未来将形成“计算+连接+控制”的工业互联网边缘计算能力，满足工业互联网在业务实时性、数据聚合、柔
性化生产、设备互联互通等方面的需求，有效支撑了工业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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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推进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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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马威发布《5G边缘计算的价值机遇》
报告，5G边缘计算生态系统市场价值将
超5000亿美元

近期，毕马威发布《5G边缘计算的价值机遇》报告，对5G边缘计算的市场价值与前景发展进行了全方位扫描，

并为相关企业提出了指导性对策建议。

报告显示，到2025年，在“传统的”集中式数据中心或云存储以外处理的企业生成的数据的比例将从2018年的

10％跃升至75％。

毕马威与IDC的分析估计，在2023年，工业化制造、互联医疗保健、智能运输、环境监控、游戏五大行业在连接

性、软件、硬件和服务领域的合并市场总值将超过5000亿美元。预计这五个行业将在未来数年取得显著增长，部分
得益于5G和边缘计算结合所带来的大幅提升的连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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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新视界：从边缘到云，激活更多业务
数据》报告：68%的企业数据未得到利用
希捷科技公司发布《数据新视界：从边缘到云，激活更多业务数据》报告。报告中，研究机构国际数据公司

（IDC）对全球1500名企业领导进行的调研完成，界定了当今最紧迫的数据管理难题，并找出其解决方案。报告指

出，68%的企业数据没有得到利用。报告和调研表明，成功的企业必须有强大的数据运营能力。数据价值的获取，
与企业成功息息相关。

随着数据的激增，数据管理越发重要。IDC预测，未来两年企业数据将以每年42.2%的速度增长。在可用的企业

数据中，仅32%被投入使用，剩余的68%并未得到利用。预计未来两年，管理多云和混合云中的数据是最大的数据
管理挑战。三分之二受访者表示自己企业数据安全存在不足，因此数据安全是有效数据管理讨论的基本话题。

报告指出，数据管理中存在一个缺失的环节：数据运营（DataOps）。IDC将DataOps定义为“将数据创建者

与数据使用者连接的重要环节”。只有10%的企业全面实施了数据运营，但大多数受访者表示，数据运营“非常”

或者“极其”重要。调研表明，数据运营结合其它数据管理解决方案，能够显著改善业务效果，包括提高客户忠诚
度、收入、利润、节约成本以及其它许多裨益。

KubeEdge v1.3发布，大幅提升系统可
维护性
2020年5月15日，KubeEdge发布了新的特性版本v1.3.0，大幅提升了系统的可维护性，关键新特性包括：

（1）支持从云端收集边缘Pod日志。KubeEdge v1.3版本内置了流数据通道，用户可以很方便地通过kubectl logs命

令从云端获取边缘应用容器日志，无需额外搭建部署VPN服务器解决私网穿透等复杂问题。此外，KubeEdge社区还计
划在后续版本中提供针对边缘容器的kubectl exec命令支持，使得用户可以方便地在云端连接边缘应用容器进行调试。

（2）支持边缘节点与容器监控。在1.3版本中，KubeEdge提供了边缘节点的监控接口，用户可以在边缘获取本

节点和容器相关监控信息，实现与第三方监控系统的集成对接。该特性为默认开启，针对特殊情况，用户也可以通
过EnableMetrics配置项关闭内置监控模块。

（3）云端组件高可用部署。在1.3之前的版本中，KubeEdge云端组件的可用性依赖于Kubernetes Deployment

的自动恢复能力，但极端情况下需要较长的时间进行故障恢复。1.3版本支持了云端组件CloudCore的高可用部署，
当CloudCore实例发生故障时，可以快速切换，最大限度减小云端组件的故障影响。

（4）边缘节点自动签发证书。在1.3版本中，KubeEdge提供了面向边缘节点的证书自动签发能力，简化了用户

配置云边安全通道的操作步骤，提升易用性。默认情况下，KubeEdge会为用户生成自签名证书，用于云端组件和边
缘节点的加密通信。针对需要统一管理证书的场景，用户也可以使用指定信任机构签发的证书。

（5）更多的容器运行时支持。KubeEdge v1.3版对CRI-O和Kata Container进行了全量验证，提供官方集成支持

CRI-O是一个符合OCI标准的轻量级容器运行时，运行内存占用进30MB，是CNCF的孵化项目之一。Kata Container

是基于轻量级虚拟机的容器运行时，旨在将虚拟机（VM）的安全优势与容器的速度和可管理性统一起来。截止1.3版
本，KubeEdge对包括Docker、containerd、CRI-O和Kata Container在内的业界主流容器运行时都已提供官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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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发布《区块链+边缘计算白皮书》

近日，中国移动5G联合创新中心与中兴通讯、区块链技术与数据安全工业和信息化部重点实验室、北京大学新

一代信息技术研究院合作，共同发布了《区块链+边缘计算白皮书》。白皮书聚焦于区块链与边缘计算技术和应用的
结合点，探索二者结合产生的相互赋能、相互促进效果，同时基于典型应用场景的需求提出了通用性技术方案（包
括服务模式和部署方案），并总结了“区块链+边缘计算”应用拓展面临的挑战和发展趋势。

区块链作为新型信息处理技术，在信任建立、价值表示和传递方面具有不可取代的优势，目前已经在跨行业

协作、社会经济发展中展现出其价值和生命力，而边缘计算作为5G面向垂直行业的新技术，在网络和资源组织

方式、业务体验提升方面都具有良好的竞争力。5G时代，区块链与边缘计算的结合，将助力运营商面向产业开拓
to-B新市场。

一方面，边缘计算为区块链提供了新的节点部署选择。把区块链部署在边缘计算节点上，数据对接便捷，传播

路径可控，可以缓解带宽压力，提升传输实时性，集成运营商开放能力。

另一方面，区块链可以促进不同的边缘节点之间、“端-边-网-云”各方之间的协作同步，帮助建立边缘计算系

统的完整性保障和防伪存证支撑资源，推动终端、数据、能力的开放共享，从而为垂直行业提供“信息+信任”的运
营商特色区块链服务。

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围绕“加快推进
工业互联网建设”协商议政

十三届全国政协第35次双周协商座谈会4月30日在京召开。12位委员和企业代表围绕工业互联网建设的顶层设

计、政策支持、科技支撑、安全保障等建言咨政。110多位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移动履职平台上发表意见。委员们认

为，我国既是制造大国、也是网络大国，发展工业互联网前景广阔。经过各方面共同努力，我国工业互联网建设迈
出了可喜步伐。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工业互联网为促进物资产能协同、企业复工复产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我国
工业互联网仍处于发展初期，标准架构还在探索之中，商业模式尚不成熟，技术、人才、安全等方面存在瓶颈和短
板，推广应用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并存，需要保持耐心、稳中求进。

委员们建议，要围绕我国工业发展战略布局加强顶层设计，加快航空航天、高速轨道交通、新一代通信、高档

数控机床、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人工智能等领域工业互联网发展，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跨界融合。要大力提高自
主研发水平，加强边缘计算、大数据、区块链、操作系统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要鼓励各类所有制企业参与5G、

大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开放统一的工业设备通信标准体系，推动企业、行业、产业之间数据自由流
动、开放共享，有效破解工业设备互联困难、“数据孤岛”等难题。要推进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和应用，分行业培
育优质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商，鼓励龙头企业率先建设互联网平台，创新中小企业上平台、用平台支持政策，形成
良好发展生态。要完善工业互联网安全保障体系，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深化国际合作，
共同做大工业互联网市场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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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启动 “边缘计算标准件计划”
2020年5月19日，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电

难、设备及平台标准缺失、可信开放测试机制不完善等

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研祥科技、树根互联、研

器、边缘网关、边缘云）及边缘计算开放平台的技术要

信、中国联通、华为、联想、浪潮、中兴、新华三、中

华科技等企业和科研机构在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AII）

共同发起“边缘计算标准件计划”，并召开线上启动
会。本计划针对边缘计算在实际部署应用过程中存在的
产业碎片化、供给侧研发方向分散、需求侧建设选型困

突出问题，通过构建边缘计算标准设备（包括边缘控制
求及测试规范标准体系，探索边缘计算标准设备与开放
平台的标准符合度评测，推动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精准对
接，力争成为设备厂商产品研制及工业企业采购选型的
风向标。

华为云智能边缘平台IEF通过可信云能力评估
2020年7月2日，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召开“云边协

同应用创新推进会”，会上公布了“边缘节点管理解决

方案能力”首批评估结果，华为云智能边缘平台IEF以
测试项全部满分的成绩顺利通过可信云评估。

华为云智能边缘平台IEF提供业界领先的云边协同一

体化服务，满足用户对边缘计算资源的远程管控、数据处

命周期管理；

（2）极轻极简：支持轻量化容器和函数部署，最

小仅需128MB内存；

（3）边缘离线自治：去中心化调度，支持离线场

景边缘应用秒级恢复业务，保障高可用；

（4）超大规模协同：单租户支持十万级节点、

理、分析决策、智能化的诉求，并具备以下五大特点：

百万级应用边云协同，万级节点镜像分钟级分发；

管理、应用升级、应用运维、应用分发等边缘业务全生

用，覆盖电力、交通、制造等20+行业。

（1）全生命周期管理：支持异构设备接入、镜像

英特尔®发布边缘软件中心

（5）生态丰富：智能边缘市场上线150+AI/IoT应

在“英特尔智能边缘创新日”活动上，英特尔公司

使用体验，以及快速入门文档与开发教程，有效降低了

Hub，以下简称“边缘软件中心”），可通过一站式的

设计快速开发方案，加速产品进入市场；不仅如此，边

推出“英特尔®边缘软件中心”（Intel® Edge Software

生态资源供给，帮助开发者和客户获取软件工具，快速
开发原型，减少研发成本，加速产品上市。依托英特尔

开源的OpenVINO 工具套件在异构计算平台的智能边
TM

缘推理加速效能，目前“英特尔®边缘软件中心”已可

研发成本；同时，中心可利用针对各类垂直应用的参考
缘软件中心还通过定期上架与更新技术资源，借助英特
尔生态项目的合作与推广，帮助用户获得一站式生态资
源，为开发创新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支持。

英特尔®边缘软件中心”已推出针对工业、零售、

为视觉、工业、零售领域提供相对应的一站式边缘洞见

视觉三个垂直领域的边缘洞见软件包。软件包提供了针

行业技术创新。

可在各类平台快速部署。同时，针对每款边缘洞见软件

软件包，帮助企业开发降本增效，提升用户体验，赋能
“英特尔®边缘软件中心”通过针对各个垂直应

用、充分部署验证的软件包，自定义组件并轻松安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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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行业需求的软件模块与架构设计，并且经过充分验证
包，中心也配备了商用级别的参考示例，例如预测性诊
断与系统维护、及损失检测的实时传感器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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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应用在边缘云的实践”
方案成功发布Akraino社区R3版本
在Linux Edge基金会旗下边缘计算开源项目Akraino

戏终端便可享受到极致的游戏体验。项目将在边缘为手

起的“Android应用在边缘云的实践”方案，现已成功

在边缘云上的部署与开发难度，降低安卓边缘云的部署

Edge Stack中，中国移动联合ARM、Ampere和英伟达发

发布Akraino社区R3版本。Akraino Edge Stack开源项目
包含了一套开放的边缘基础设施和应用方案，涵盖了包
括5G、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典型场景在内的广泛领域。

机终端应用提供ARM架构下的安卓运行环境，减少应用
成本，对进一步推动安卓应用在边缘计算的发展和边缘
ARM生态的成熟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项目已完成安卓云的容器化环境搭建，针对轻

“Android应用在边缘云的实践”项目主要围绕安

载业务进行了测试，为下一步针对端到端的云游戏业务

是5G边缘计算的典型垂直行业应用之一，它主要通过

戏为重点场景，结合GPU/vGPU的加速能力，对安卓云

卓云游戏场景提供端到端的安卓应用解决方案。云游戏
在边缘节点部署云游戏渲染、编解码、存储以及分发能
力，降低用户交互时延，使用户无需购买价格高昂的游

性能测试提供了环境准备。未来，该项目将继续以云游
的端到端解决方案进行探索，结合Akraino社区和行业
伙伴的力量来推动社区R4里程碑的实现。

新松自主研发的国内首套轨梁物料智能识别系统正式进入试运行
2020年7月13日，新松自主研发的国内首套轨梁物料

物料智能识别系统、成品入库智能识别系统，包含11项

大型厂进行最后阶段的试运行。车间里，“岗位上卖力工

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控制器的20kg工业机器人具有优良的

智能识别系统完成安装调试，目前正在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作”的8台套新松工业机器人引起众多关注。随着新松智
能机器人系统的陆续应用，将极大提升鞍钢智能化水平，
实现产线生产信息流和物流真正匹配，优化岗位配置，改
善作业环境，减轻岗位劳动强度，提升生产效率。

进入最后试运行阶段的新松鞍钢项目包含镜面检测

新松独有的专利技术进行全方位的技术支撑，搭载新松
技术水平，视觉识别系统可实现钢轨端部的自动贴标涂
油，自动检测识别，清理打磨，无需人工参与；还可进
行远程监控，并可兼容不同断面、不同长度类型的钢轨
自动贴标任务，实现全流程可识别、可跟踪、可追溯，
自动化程度高。

NI重磅推出首款集成式ECU测试系统，
降低测试成本提高设备效率双管齐下
NI是一家软件定义平台供应商，致力于帮助用户加

快自动化测试和自动化测量系统的开发速度并提高其性
能，近日宣布推出全新ECU测试系统产品。

ECU测试系统（ECUTS）具备标准化和灵活性，可

提高测试系统开发和维护的效率，并缩短测试时间。

NI 将第 一级的 通用组件集成到了标准化的测试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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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旨在缩短客户开发时间，简化测试系统的维护。

由于采用了模块化PXI设计，测试十分灵活，且可以
扩展到各种机身、机箱和动力总成ECU（基于所选仪

器）。此外，高性能硬件（由TestStand提供支持）有
助于缩短测试时间。一个测试系统可以并行测试多达
四个D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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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研究院、浙江公司联合新华三完成业界首次4.9GHz
频段5G小站应用试点
近日，中国移动研究院、中国移动浙江公司与紫光

优势；并可通过外部接口扩展单元，根据不同的行业属

段性进展。三方在杭州试制中心高端产品及原型机生

的业务接入模块，最大限度地满足5G公网及工业互联

旗下新华三集团联合开展的4.9G小站应用试点取得阶
产车间实地部署，共同完成了业界首款基于SA架构的
4.9G小站在垂直行业场景的验证测试，并取得了多项
突破性成果。

此次应用试验采用的4.9G小站及外部接口扩展单元

（MAU）遵循中国移动全套企业标准，由中国移动研

究院提供设计、新华三集团试制生产。4.9G pRRU支持

4通道，具备大覆盖、高性能和灵活配置上行帧结构的

性连接Wi-Fi、UWB、蓝牙、Zigbee、RFID等多种制式

网等各类垂直行业的组网需求。试验选取的场地为典

型工业制造属性的室内平层车间，面积约4000平米。
通过测试重点验证了4.9G小站的覆盖能力、组网性能及
与2.6G小站的性能对比；并结合工业场景中应用广泛的

5G+UWB室内高精度定位、超高清视频监控、厂区温湿
度传感数据回传等典型场景进行了解决方案测试与业务
演示。

中南建筑设计院与湖北电信工程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2020年7月15日，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与

近年来，中南建筑设计院持续推进转型升级，向工

湖北电信工程有限公司在中南建筑设计院签署战略合作

程总承包企业、互联网工程企业、国际化企业转型。在

新科技的基础设施建设，在5G网络、云计算、大数据

业技术前沿，强化技术研发与创新。在智慧建筑领域，

协议，双方通过国家投资“新基建”的契机，立足于高
中心、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智慧园区、智慧建筑、
人工智能、轨道交通、新能源充电等领域共同开发、建
设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项目运营、维护、管理体系，为双
方打造创新驱动“新名片”。

国家政策引领和转型升级战略驱动下，公司牢牢把握行
公司成立了智慧建筑与城市工程技术中心，积极探索、
研究、实践，多项成果获得国家级奖项。希望双方通过
战略合作，在智慧建筑与城市等领域，发挥各自优势，
互促发展、合作共赢，助力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

联通公布边缘云服务器进行常态化招募结果：
神州数码、浪潮电子、紫光华山入围
日前，中国联通正式公布边缘云服务器进行常态化

对边缘云服务器进行测试，以期定性、定量测试出待测

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和紫光华山科技有限公司三

本性能、应用性能、兼容性、能耗、IPMI2.0协议功能

招募结果，共有神州数码（中国）有限公司、浪潮电
家入围。

此次招募依据《中国联通边缘云服务器测试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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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服务器的规格属性、可管理性、可靠性、稳定性、基
等指标，为通信云中边缘云的建设提供技术依据，服务
于后期服务器选型采购、设备上线、运维等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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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数码视讯团队全面助力扬州地方海事实现应急调度指挥
神州数码视讯团队基于客户的需求，为客户提供了

应急调度指挥视频设施建设。同时，神州数码在方案中

现有的应急调度指挥视频设施，采用IP接入方式建设，需

笔记本等移动端接入以及PSTN电话语音接入的功能，确

一套完整的应急调度指挥视频方案。扬州市地方海事局
要实现与省局应急调度指挥视频设施对接，与上级单位
的定期和临时的应急调度指挥。此次项目的应急调度指

充分考虑到了客户对云视频接入的需求，加入了手机、
保在任何地方、任何通讯环境下都可以及时加入会议。

在“抗疫”和“防汛”的双重压力下，扬州地方海

挥视频设施实现了客户与下级单位的通讯，进一步提高

事需要频繁召开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神州数码视讯团队

管部门对一线的“可测、可视、可控、可服务”，开展

保会议全程无故障。

了扬州海事市-县两级指挥调度能力、确保省、市各级主

在客户现场完成主会场和分会场的音视频调试工作，确

西门子携手北汽新能源打造汽车产业高端智能制造基地
2020年7月9日，西门子与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

工艺建立数字化双胞胎产线；通过AI和边缘计算技术，

子独具创新性的数字化企业业务组合以及先进的汽车

准，AGV应用为载体，同时结合RTLS技术，推动柔性物

限公司（北汽新能源）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基于西门
产业数字化标准，双方将携手共建高端智能制造基地
智能创新工作室，并着力打造中国领先的包含焊装、
涂装、总装三大工艺在内的新能源汽车高端智能制造
基地，以提升中国汽车产业整体数字化水平，引领行

实现焊装质量提升和涂装工艺优化；将以SIMOVE为标
流标准在北汽新能源的实施；双方还将基于西门子开放

式物联网操作系统MindSphere展开工业大数据和云应
用的探索。

除此之外，西门子还将分享其SICAR、SIMOVE、

业发展方向。

SIplant等汽车产业数字化标准，全面支持北汽新能源

制造基地智能创新工作室，并树立创新技术示范。西门

OT数据融合的数字化工厂标准体系，助力北汽新能源

根据协议，西门子将支持北汽新能源打造高端智能

子将为北汽新能源提供数字化双胞胎技术，结合其生产

构建底层自动化控制、柔性制造和智能物流，以及IT与
打造覆盖业务生态全价值链的数字化企业。

朗新科技携手阿里云布局文旅行业，共创智慧停车新范式
近日，朗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旗下邦道科技联

合阿里云与融创文旅集团达成深度合作，合力投入优势
资源为融创文旅定制打造智慧停车平台。

邦道科技与阿里云在智慧停车领域有着深度的合

作，双方打造的行业领先的全业态智慧车行服务平

台，是集运营及管理为一体的综合性停车系统项目。
此次双方再度强强联手，邦道科技将融合阿里领先的

AIoT技术，为客户提供原生态开发私有化部署，采用
软硬解耦方式将客户既有的本地系统与邦道科技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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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行管理SaaS云平台进行对接；运用BI大数据分析，
实现远程管理、数据分析功能。此外，邦道科技还将
对融创文旅各项目侧的停车场管理系统、岗亭收费系
统、停车场配置模块、车场记录查询模块及支付管理
系统进行智能化改造，在对前场设备最大化利旧改造
的基础上搭建停车场中台系统，让停车设备真正物联
网化，有效收集前端设备运行状态、故障状态、异常
行为报警、行为预警等信息，为客户提供自动远程服
务或报修，实现服务智能化。

边缘计算产业观察

会员动态

2020. 03 期

莱迪思推出Certus-NX系列，重新定义低功耗通用FPGA
莱迪思近日推出全新Lattice Certus™-NX系列

同处理、信号桥接和系统控制。Certus-NX FPGA面向

I/O密度，每平方毫米的I/O密度最高可达同类FPGA

系统管理等一系列应用。Lattice Nexus™是业界首个

FPGA。该系列器件在通用FPGA市场上拥有领先的

竞品的两倍。Certus-NX FPGA拥有卓越的低功耗、
小尺寸、高可靠性和瞬时启动等特性，支持高速PCI

Express（PCIe）和千兆以太网接口，可实现数据协

从自动化工业设备中的数据处理到通信基础设施中的

基于28 nm FD-SOI工艺的低功耗FPGA技术平台，而

Certus-NX器件是在该平台上开发的第二款FPGA系列
产品。

赛特斯联合泰尔系统实验室完成5G NR端到端网络测试
日前，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泰尔系统实验室，

小站基于X86开放平台设计，通过软硬件解耦的设计思

建和相关测试工作，现场速率测试上下行峰值达到

5G新时代对接入网的需求，提供高性价比大带宽、低

赛特斯顺利完成5G应用端到端实验网络平台的搭
90Mbps/550Mbps，充分满足垂直行业对海量数据传
输的上行需求，为5G规模商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次5G NR搭建及测试，在泰尔系统实验室提供的

良好环境中顺利进行，赛特斯携手合作伙伴iplook，仅

路，充分发挥SDN/NFV、开放接入MEC等技术，满足
时延、万物互联的5G服务，为5G室内覆盖提供降本增

效全新的解决方案，为运营商和垂直行业客户带来更
优质的上行体验。

相比传统小站，赛特斯5G云化小站采用开放、灵

用2小时便完成信令面和用户面的端到端的业务打通，

活的系统架构，其中基带BBU模块提供多种业界领先

到端业务高效运行能力，实现了5G云化小站开放接入

集成MEC；支持全网全制式，小区合并与分裂；支持

充分验证了5G云化小站与核心网部分，以及5G NR端
MEC等技术配置，加速了创新应用融合，同时保证了
终端灵活使用，海量数据高效传输处理。

目前， 在千行百业数字化进程中，5G小站作为连

接端到端的重要支撑，正在加速成熟。赛特斯5G云化

技术和理念：开放化平台设计理念，良好的NFV基因，

DL 256QAM 、UL 64QAM；智能化网管系统，可视

化、智能化、意念化三化运维体系；灵活按需的部署

方式（CU/DU分离与融合），满足垂直行业全业务全
场景超高带宽和超低时延的个性化需求。

DCMM数据管理能力国家标准出炉，
软通动力入选首批贯标企业
2020年6月29日，以提升数据管理能力为目标，

国家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DCMM）评估工作推进会

在京召开。会上公布了DCMM试点地区、DCMM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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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和DCMM贯标首批企业名单。软通动力凭借在数

据治理领域的杰出能力与多年沉淀，获评DCMM “稳
健级（三级）”，成为DCMM首批贯标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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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平线与易图通达成战略合作，
加速高精地图在自动驾驶领域落地应用
2020年7月27日，地平线与易图通共同宣布建立

高精度定位的高级别自动驾驶技术，能够显著提升车

作，面向高级别自动驾驶的高精度定位需求，为行业

汽车智能化领域应用不断深入，以视觉感知为核心的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将在高精地图领域深化合

提供安全可靠、可量产的车载视觉高精度定位解决方

案。据规划，地平线AI芯片和算法赋能的前装高精地
图定位产品将于年内面世。

自动驾驶汽车通过高精度定位引入地图信息，构

建车周环境模型，为车辆提供超传感器距离的感知能
力，以及车道与交通要素（标志牌、交通等、路面

标注等）之间的对应关系，以此支持多种复杂功能场
景，是ADAS辅助驾驶系统向高级别自动驾驶系统演
变的核心。与基于自车感知的ADAS方案相比，基于

辆环境感知系统的稳定性与准确性。随着深度学习在
视觉定位技术将得到广泛的应用。易图通和地平线合

作，将基于地平线高效能的车规级AI芯片和易图通专
业的高精地图，共同研发软硬结合的高精度融合定
位解决方案，赋能Tier1和OEM等客户通过高精地图

实现智能驾驶功能提升。同时，双方还将基于地平线

征程系列车规级AI芯片和配套的视觉感知算法，通过
车端实时环境感知数据实现高精地图众包构建，在优
化高精地图制作成本的同时，实现高精地图的动态更
新，显著提升高精地图的“广度”和“鲜度”。

台达DIABCS系统助推电动车产线智能化
近日，台达推出的整线自动化管控系统DIABCS

(Block Control System)，成功导入某电动车客户，为
其打造更迅速、更高效的产线制程控制与管理。

台达通过成熟的整合技术，为客户导入台达

DIABCS整线设备管控系统。该系统位于智能制造中设
备联网与上位系统的中间层，纵向串联工厂设备及上层
制造执行系统间的数据流，整合工厂内自动化设备与工
作站，对下负责设计产线设备的运作流程，对上则以单

一通讯协议与MES连接。通过设备互联汇整数据流与边
缘计算，使庞大的数据先经过初步的整理与呈现，让

MES可将运算资源专注于整体产线管理，达到更迅速、
更高效的产线制程控制与管理。另外，针对生产操作需
求，还可对接不同的上位系统，例如统计制程管制系统

（DIASPC）、配方管理系统（DIARMS）等系统全面的
整合。在导入DIABCS整线设备管控系统后，客户产线
运行效率有了显著改善。

多路访问边缘计算应用性能的提升及实现方案
——立华科技HTCA 6600超融合架构计算平台
立华科技与国内某知名网络安全公司合作，共

CyberMapper。该联合解决方案优化了数据流，最大限

了Intel可扩展计算节点、Intel/Barefoot Tofino可编

配。该解决方案不仅性能得到提升，运营费用和硬件投

同开发了一体化的MEC解决方案，该解决方案集成

程网络以及NoviFlow的可编程网络软件NoviWare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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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地降低了延迟，并优化了计算资源和效能的利用和分
资也相应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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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HoloSens+文安智能：下一代摄像机，我们一起来定义
2020年5月25日，华为发布下一代摄像机 “华为

机器视觉类比于移动互联网的智能手机，是数据基

HoloSens SDC”。这款摄像机首创软件定义摄像机理

础设施非常重要的一环。由于电警相机在所有前端智能

度和宽度，加速行业与产业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

落地技术的最高水平。经过多年积累，文安智能的智能

念，软件架构开放，汇聚生态伙伴优秀算法，拓宽AI的深
作为“下一代摄像机”，华为Huawei HoloSens

Store为智能摄像头创建了“算法商城”的概念。客户

可以在HoloSens Store线上购买摄像机上的各种AI算
法。通过对摄像机前端算法的不断在线迭代与自主学习
实现一次硬件投资、全生命周期内算法可持续成长。更
好满足客户的数字化转型需求。

摄像头中，无论是算法的种类还是成熟度，都代表着AI
交通算法集已经可以覆盖城市、乡村、高速等多种场

景；处理道路综合管理中的60多种问题。目前，文安智

能已经在Huawei HoloSens Store上线：停车事件、拥堵
事件、机动车驶离事件、追尾交通事件、抛撒物事件、

团雾事件、行人事件、逆行事件共8种“视频交通事件
检测”算法。

东土交通边缘计算方案助力广州隧道防汛系统
为了保障城市隧道和下沉道路的安全性、强化隧道

时，系统启动“缓行”预案，隧道入口处警示指示灯亮

荣文科技集团为广州市黄埔区打造全国首个隧道防汛管

平台将预警信息推送给相关人员及中心平台。此时，中

涵洞防范措施、助力城市水浸易涝点等治理，东土联手
控及交通诱导系统。

该系统充分发挥了东土交通服务器的边缘计算能

力，在现场层实时对隧道积水点水位、现场图像等要素

进行实时监测，并根据突发事件等级启动对应级别预
案，与作为隧道实时信息的传达和实施载体的多功能杆
进行系统联动，实现集监测、预警、警告、交通诱导于
一体的防汛管控应急指挥系统。

该系统依托边缘计算服务器，建立可视化隧道监控应

急管理云平台。该平台通过电子水尺、超声波传感器等设
备，自动录取降雨量、风速和风向及告警统计、水浸时长

等数据，并对数据进行二次分析统计，同时通过前端摄

起，语音广播及LED信息情报板提示车辆绕行，事发地
心平台的地图黄闪报警，事发地视频窗口自动弹出，工
作人员复核现场情况，确认设备的工作状态，并通知相
关工作人员前往现场核实及处置。当“液位传感器”检
测隧道积水到达“禁行”水位时，系统启动“禁行”预

案，隧道入口禁行指示灯亮起，LED信息情报板提示车
辆禁行，声光报警器拉响，双向车辆拦截系统启动，道
闸关闭，报警信息推送给相关人员及平台。中心平台的
地图红闪报警，事发地视频窗口自动弹出，工作人员复

核现场情况，确认设备的工作状态，调度周边的人、
车、物等资源进行应急处理。

该平台与东土信控平台实现了无缝融合，其产生的

像机对现场进行实时的监控，并以GIS地理信息系统为基

报警信息可以触发信控平台的隧道应急预案，对与该隧

可视化，实现人机交换以及对重要指标态势监测。

辆及时规避应急阻断线路，避免了隧道上下游路口出现

础，实现现场设备状态、人员资源分布、隧道局部态势的

当“液位传感器”检测隧道积水到达“预警”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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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相关联的上下游路口的信号灯实现联动控制，确保车
交通大拥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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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宿科技支撑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建设获肯定
近日，中国通信企业协会正式公布了《信息通信

一方面，网宿集合CDN、云安全方面的优势资源，

行业支撑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典型案例和解决方案名

为平台提供资源保障，有效提升平台的覆盖、承载能

小学网络云平台建设”解决方案荣誉入选。

台的强大分发技术为基础，同时结合在直播、点播领

单》，其中，网宿科技“网页加速支撑教育部国家中
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不仅担负着特殊时期的教

育使命，同时也面临重大挑战：高并发的访问请求
以及全国复杂的网络环境，给平台的承载和服务能
力提出严苛考验；此外，平台作为保障“停课不停

力以及安全防护水平；另一方面，网宿以自身CDN平
域的领先服务能力，从资源调度、性能优化、安全保
障等方面打造一体化解决方案，为平台提供流畅、稳
定、安全的加速服务，确保用户体验。

在网宿及其余技术保障方的共同支持下，国家中小

学”的首要阵地，如何确保其安全稳定至关重要。

学网络云平台顺利上线并一直安全、稳定运行。平台

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疫情期间，网宿作为技

时在线学习，目前，通过平台进行在线学习的学生已

网宿一直以来在保障稳定、顺畅的网络体验方面发
术保障方之一，第一时间成立了专项工作组，充分
调配资源、技术与人员，全面支撑教育部国家中小
学网络云平台建设。

覆盖了全国 31 个省（区、市），能满足5000万学生同
累计超过2亿人次。疫情以来，网宿还为全国20个省及

直辖市的云课堂提供了流媒体加速服务，保障了亿万
学子通过云课堂顺畅获取知识。

凌华科技联手AutoCore与Tier IV合作创新自动驾驶中间件平台
凌华科技和AutoCore与Tier IV携手合作创新自动驾

驶中间件平台及应用程序，使能安全，规模化的自动驾
驶汽车和移动机器人。三家公司的合作目标是在异构计
算平台上提供可扩展的，高性能，并符合功能安全的中
间件平台。

三家公司携手，为用于自动驾驶汽车和移动机器人

的异构计算平台提供可扩展的，高性能的，符合功能安

金山云发布云游戏PaaS平台

全的中间件系统平台合作将继续作出长期承诺，致力于
为Autoware，Eclipse Cyclone DDS以及ROS开源项目
做出贡献。

此次合作将边缘AI技术，基于数据驱动的分布式系

统中间件，自动驾驶软件以及异构通用计算能力结合在
一起，助力规模化智能移动计算应用。

近日，金山云发布了云游戏PaaS平台。该平台的云

于vGPU方案的资源监控能力，从而可使用高效调度算法

署及运维解决方案，支持CPU+GPU资源池的混合架构，

在流式传输环节上，金山云直接从编码器入手，对

游戏架构能够为客户提供稳定、快速、弹性的云游戏部

来实现更优质的资源分配灵活性及平行伸缩能力。

以更低的损耗代价实现更高的用户流并发处理效率。在

KSC265做了深度优化定制，使其适配了WebRTC等通

化/容器能力，以此为基础自研了GPU pass-through虚拟

节点提供了出色的MEC接入能力，将优化用户网络拥塞

云端，金山云投入了大量研发精力获取高度弹性的虚拟
化技术，一方面大大降低了VM在OS层的损耗以提升用户

资源使用经济性，整体降低TCO；另一方面获得了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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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RTC方案。在5G终端应用场景中，金山云丰富的边缘
的工作推进至了最后一公里，在大部分工况条件下把玩
家RTT延迟降低到了25ms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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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网边缘计算数据管控标准
Standard Development of Data Management Protocols for
Industrial Internet and Edge Compu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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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言

ERP以及MES系统为例，此类系统由大量的软件模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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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渐向工业云+边缘计算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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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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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息交互往往只在相邻的层级之间进行。例如ERP系统只

入式软件对实时性与可靠性要求极高，因此一般功能较

以及上层的ERP系统进行交互。当最底层新增的传感数

内，而与云的通讯时间则远远超过这个时间，以至于在

与MES系统直接对接，而MES也只与下层的SCADA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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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单一。部分控制代码响应时间甚至需要控制在1ms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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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式的改变带来的是软件开发方式的改变，如图

云端或者边缘端应用两类。CAD、CAE、ERP、MES、

1所示，以服务为基础的工业App的流程开发者可以使

众多、体积庞大、数据复杂、实时性要求低、扩展性要

Java，甚至是JavaScript）编写的工业边缘计算App通

PLM、CRM等传统工业设计、运营管理类软件由于功能
求强，适合以工业云为载体进行服务化升级转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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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无需开发任何代码，从工业Edge App商店中选择所需

协同机制。

通过赋能的方式定义边缘计算节点的功能与职责范围，

系列标准由IEEE工业电子学会标准专委会推荐的针对边

数据在线分析等。基于IEC 61499 的高灵活性的部署带

批准立项的共有三个部分：分别是P2805.1边缘计算节

的应用并且配置部署模型下载或者更新工业Edge App，
包含实时控制、可视化、监控、数据采集、数据过滤、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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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IEEE P2805系列标准孕育而生。IEEE P2805

缘计算相关的系列标准，目前已经获得IEEE标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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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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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何查询其他节点的计算、储存以及通讯资源

·

如何远程启动、停止节点。

选择仅有边缘计算系统支撑。在任意一种模式下，都需

除其他节点；

网边缘计算则处于起步阶段，并未有标准协议与规范来

使用情况；

要对现有的设备节点进行管控。然而，目前的工业互联
约束边缘计算节点的管理、边缘端数据的处理、边-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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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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何分布式更新应用以及故障诊断；

·
·

除应用；
·

·

2.2

IEEE P2805.3边-云协作机器学习协议制定了如何使用

如何支撑边缘计算节点间的扩展性与负载平衡；

法提供了实施参考。目前，尚未定义任何标准来涵盖边-

如何在边缘计算节点间共享文件。

IEEE P2805.2边缘计算节点数据采集、过滤

IEEE P2805.2边缘计算节点数据采集、过滤与缓存

该标准为低功耗、低成本的嵌入式设备上实现机器学习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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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协议主要针对控制器（包括可编程逻辑控制器，计
备）进行数据采集的协议。当前的数据采集无法实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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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数据过滤清洗；

·

数据分区；

量等）；

·

数据恢复；
数据缓存；

数据预处理算法下发；

·

提供分布式机器学习训练方法参考；

·

制化的数据采集周期、频率，数据格式转换和过滤无效
下发的规则对通过不同接口获取的现场设备数据进行自

提供边缘机器学习、边-云协同机器学习等模式；

·

度定制化，因此必须引入可重配置的数据规则，例如定
数据等功能，并根据工业云或者其他边缘计算网络节点

·
·

算机数字控制器（CNC）和工业机器人控制器等不同设

·

IEEE P2805.3边-云协作机器学习协议

边-云协同的方式在边缘计算节点上启用机器学习协议。

与缓存管理协议

·

自定义数据类型。

如何在边缘计算节点上设置数据的权限、隐

私、所有权；
·

2.3

数据完整性与来源检测；

·

3

提供分布式机器学习模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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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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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1] B. Scholten. The road to integration: A guide to applying the ISA - 95 standard in manufacturing[S]. ISA, 2007.
[2] W. Dai, H. Nishi, V. Vyatkin, V. Huang, Y. Shi and X. Guan. Industrial Edge Computing: Enabling Embedded Intelligence[J].
IEEE Industrial Electronics Magazine, 2019,13 (4).
[3] IEC 61131-3. Programmable controllers - Part 3: Programming languages (Third Edition)[S]. 2013.
[4] IEC 61499. Function Blocks (Second Edition) [S]. 2012.
[5] N. Finn. Introduction to time-sensitive networking[J]. IEEE 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Magazine, 2018,2 ( 2 ), 22 - 28.
[6] J. Andrews, S. Buzzi, W. Choi, S. Hanly, A. Lozano, A. Soong, and J. Zhang. What will 5G be [J]. IEEE Journal on selected
areas in communications, 2014, 32 (6) : 1065 - 1082.
[7] 边缘计算产业联盟. 边缘计算参考架构3.0 [Z].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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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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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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空间，并成为效率农业的补充。

如何有效利用大数据技术，克服人工经验的认知局限

菇、三红梨、无核梨、无核石榴、火星果、红香果、

质，也是本解决方案的一个重要目标。大数据对蘑菇生

目前各种“高价值农业”种植蓬勃发展，如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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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持续的改进生长控制参数，提高生产的质量与品
产企业的商业机会：

需要精确的控制。一个智能的生长控制系统不仅是热了

产生的综合变化？如何计算制冷/热的输出强度，能让

·

提升生产的品质与产量；

·

就开空调，冷了就开暖气那么简单。当启动风扇降低
季则带入冷风。如何计算一项操作措施，会对多种因素

持续改进节能水平；

·

度、湿度、二氧化碳、光照对蘑菇生长起着关键作用，

CO2浓度的时候，在夏季将给生长房间带入热风，在冬

·

2

持续改进生产过程与参数；
产品支持溯源，打造品牌与增加客户信任度。

解决方案详细介绍

温度的快速达到目标，并降低震荡曲线？如何计算新风

2.1

响？以上问题，需要在网关上运行一个高智能的蘑菇生

边缘计算物联网CLOUDPEAK-GW-012规格参数如

和内风的比例？如何计算夏季室外温度对控制参数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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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2.2

表1所示。

总体方案（如图1所示）

物联网关CLOUDPEAK-GW-012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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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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智慧农业解决方案总体架构
工作电源

9-12VDC

工作温度

0-40℃

无线传输

WIFI
Zigbee
3G

表1

外置天线
外置天线
外置天线

2×RS485 3.3V/5V 可配置

双向I/O

16×3.3V

Vout

8×3.3VDC
8×5.0VDC

开关输出

2×继电器（3A/250VAC or 3A/30VDC）
3×USB2.0 Master 接口

温度传感器接口

2

本地接口

2×0/3.3V RS232串口

外形尺寸

169mm×117mm×20mm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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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线传输

USB接口

通过AMS下发到对应的设备，由应用程序来加载使用。

Intel Device Resource Management

Library（IDRML）中间件

如图2所示，IDRML网关软件由三大模块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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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DRML网关软件架构

·

应用软件管理系统（Application Management

·

资源管理系统（iAgent）；

Servi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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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业务运行环境。

图3 iAgent IoT SDK开发界面

SDK主要包含以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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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查询与状态事件注册；

·

资源访问(GET, PUT, POST)；

·
·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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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目录查询与事件注册；
配置下载更新；
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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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 蘑菇生长过程回溯与食品安全方案

刻在某个传感器上的数据对应到哪批蘑菇。

再到整个园区；

个参数的记录与关联，便于过程控制与大数据分析。参

升级到高级智能控制；

菌料的养分数据、培养过程中的温湿度参数、生长房中

升级的需求；

对于一批蘑菇的完整生长过程，需要能够建立各

数可以包含种子来源批次、育种使用的菌料来源批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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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型设备投入：无缝连接系统以满足客户逐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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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平台运营积累海量数据，后期可基于大数据分

长参数精确的控制在预定的曲线；

（3）出厂批次二维码管理，用户微信扫描可得到

析，完善参数曲线，持续增产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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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特点与价值
（1）优异的全方位扩展性
·

20

软件应用开发部署：从数据收集展示功能平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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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系统部署：从单点平滑逐步扩展到整个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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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部分的网关和终端器件均可从市场购买，最

·

系统的扩展性大幅减少满足后期需求变化的

线施工；

优性价比；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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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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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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各种犯罪活动也呈爆发式增长，犯罪手段日益丰富

视频数据云端处理部分部署到靠近执法人员的边缘计

人员打击抓捕犯罪嫌疑人的难度与力度。此时亟须引

提高执法的时效性，降低上行网络带宽占用率，解决

隐秘。加之交通便利、人口流动性大，严重加大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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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节点中，以减少视频流在网络中的传输时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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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危人群的高危分子出现，猝不及防。敏感人群和特殊

型下，将便携式摄像头或定点区域监控采集到的视频流

化、警务实战化、执法规范化、队伍正规化“四项建

处理，增加了处理时延，无法满足执法的时效性。

人群，脱离掌控。目前，公安部正在大力推进基础信息
设”，提出了下一步平安城市建设的具体目标。建立健

发送到云端，由云端的视频分析和处理系统对视频流做
（2）网络带宽占用大：原有的计算能力放在云

全视图信息研判应用机制，通过对海量视图信息的关联

端，视频流需要实时上传到云端，占用了大量的上行网

强对社会治安状况的监测评估，加强对各类重点人员

（3）不利于数据安全隐私：将摄像头采集的数据

分析、碰撞比对，加强对各类重大事件的预警分析，加

络带宽，浪费资源。

的动态研判，实现“大情报小行动”、“先情报后行

上传到云端，线路过长，增加了数据泄露和信息被劫持

性、侦查破案更具精确性、警务部署更具科学性，真正

基于5G边缘计算的智慧单兵执法解决方案的整体

动”，努力使应急处置更具主动性、巡逻防控更具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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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风险。

解决方案网络架构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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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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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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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侧，通过执法人员随身佩戴的便携式高清摄

国移动自研的Sigma边缘计算平台，集成Aspire vGI应

像信息，并通过5G SA网络将采集到的视频是实时传输

5G SA网络接入、边缘计算、AI和大数据分析几个主要

·

像头或定点区域的360度高清监控摄像头，实时采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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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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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以公共安全人像识别作为核心业务特征，从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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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边缘计算：基于中国移动自研Sigma平台，实

·

AI：作为最核心部分的AI能力，采用深度神经

实现超低时延和超高带宽的业务传承载保障；
现业务路径最短，业务时效性最优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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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主要部分构成。其中，数据采集通过360度全景高

识别分析、分布式存储、布控报警、大数据分析等组

集范围；5G SA技术，可以实现网络侧的数据隔离，保

深度集成。基于5G边缘计算的智慧单兵执法解决方案

清摄像头完成，有效地保证了视频数据的清晰程度和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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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与中国移动自研的边缘计算PAAS平台Sigma实现了
整体系统架构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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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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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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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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总体架构说明：

带宽管理服务、无线网络信息服务等。

面向管理人员提供视频监视、挂图作战、布控管

平台环境，平台基于云原生的架构，支持不同功能模块

（1）移动单兵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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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视频/图片分析服务：从视频服务抓拍人脸、

服务；

全景图展开、人脸检测、人脸识别、人脸检索、人员布

其中，边缘计算Sigma平台是产品应用运行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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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等服务；

架构服务器，OTII服务器等，需要集成GPU处理能力。

到摄像头位置信息时，可从中国移动自研边缘计算平台

合了云计算、大数据、分布式、Docker等系列先进技

·

位置服务：接收摄像头的位置更新、当接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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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数据平台：包括人脸库、设备库、抓拍库、事

·

能力开发服务：包括提供综合应用集成开发的

端、综合应用等的接入进行鉴权、授权、账户管理等；
件库、布控室、人脸大数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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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运营商特有的无线能力和核心网能力包括位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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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5G边缘计算的智慧单兵执法解决方案系统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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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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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运维运维机制，保障业务应用的高可靠、高效率运

效防止和预防社会治安案件的发生。

备的能力之一。系统的各种监控工具，采集存储系统和

结构、变化趋势等多维统计，对各类重点关注人员进行

断等手段，实现系统全面的性能管理、统一的资源管

行为规律、掌握活动态势。同时，通过布控、预警预测

行，及时发现、推送系统运行中的异常事件，是系统必
设备海量监控数据，通过异常检测、异常定位、原因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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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签化建库，动态掌握关注人员的活动信息，实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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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前端比对+人脸数据动态更新，人脸库通过

唯一能够兼顾超低时延、海量连接和超高带宽的网络形

（3）5G SA网络+边缘计算及后端比对方式，利用

息最大化实时性的同时，具备应用灵活分布部署并集中

安全通道进行更新。无网络也可以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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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理得清，管得住：实时监测掌握辖区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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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同时，边缘计算又能够在确保通过快速处理设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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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优势：

位、警务通平台等，以人像为中心，从公安实际业务出

与水平。从加强打击方式和机制两方面研究，采用人脸

线视频分析、技战法等于一体的大数据系统。通过该系

（1）多手段综合打击：有效提升打击犯罪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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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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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集实时监控、轨迹检索、人像检索，布控告警、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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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的工业智能制造
视觉分析边缘计算平台
发起单位

浙江蓝卓工业互联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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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种协议。具体表现在实现了Wi-F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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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随着我国制造业逐步从大众化、批量化的粗放型

supEdge边缘计算平台可以对是否需要深度学习，是否

产系统已经无法满足需求。5G技术作为新一代蜂窝通

多种软硬件配置方案。为用户提供广泛兼容硬件平台，

生产阶段向小众化、个性化的阶段的转变，传统刚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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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宽温环境，是否需要工业三防条件等各种需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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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自动化系统的重要组成之一，其技术与应用也随着

入，而且提供了对数据处理的能力。用户可以根据

深度学习处理能力不断增强、对图像处理的各种领域模

supEdge边缘计算节点, 实现远程的在线管理和维护。

智能制造的发展而日益成熟。具体体现在：软件硬件在
型的建立、芯片技术的成熟稳定以及各类标准的逐渐统

具体业务的需要，定制化场景业务，并下发到对应的
（5）视觉分析，supEdge可以管理视觉分析算

一以及价格的相对降低。随着5G高带宽通信技术标准

法，实现对算法的配置和运行生命周期的管理，实现检

机器视觉这一相对独立的技术无缝融入各个行业遇到了

（6）数据共享，supEdge对外提供了丰富的数据

的确立和技术的发展，机器视觉应用也推向各个领域，

测的输出和处理后的标签视频输出。

前所未有的挑战。机器视觉需要各个领域从集中式控制

接口和管理接口，具体有RestAPI、WebserviceAPI、

灵活的个性化和数字化的产品与服务的生产模式。创造

级联架构，并实现和工业操作系统supOS和工业数据采

向分散式增强型控制的模式转变，目标是建立一个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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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QTT、OPC UA、gRPC等接口。能够实现supEdge的
集器的数据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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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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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边缘计算在 5G网络拓扑结构上的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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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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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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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度，较大幅度地提升计算效率、提升设备和系统响应速

算、训练资源，通过数据接入的便利化，带动IT技术与

划、模块的接口标准化、功能模块的精确定位及移动对接

业物联网落地方案，加速工业物联网与生产实际的对

度。以个性化定制的零部件装配为背景，通过系统构型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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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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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T的融合，形成更加轻量化、高效的工厂数字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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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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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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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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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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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图3 supEdge的一种部署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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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系统
中间件

开发软件

3.3

基于Linux的裁剪系统
Docker, Docker-compose, edgeXFoundy
edinburgh, edgeX_go_ui, RabbitMQ,
ffmpeg, ngix-rtmp等
VS Code, Java, GoLang, Python和OpenCV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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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缘计算产业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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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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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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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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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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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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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本身是一个软件系统，提供数据采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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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边缘计算参考架构3.0在每层均提供了模型化的开

交付件

数据的计算和数据的发布功能。同时对工业音视频数据

6

图4 边缘计算参考架构3.0

ECC实验平台

实验平台使用者

浙江蓝卓工业互联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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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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C201９年度测试床

机器人自动焊接缺陷实时
检测测试平台
发起单位

上海展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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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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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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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器人广泛应用于汽车、工程机械、通用机械、金属加工

熔深不足检测、送丝不畅检测、零点丢失检测。如下以

机器人中大约有一半用于各种形式的焊接加工领域。焊

偏焊是指机器人执行焊接工作时实际焊接轨迹脱

和兵器工业等行业。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在役的工业

偏焊为例，对测试平台的具体应用场景进行说明：

接机器人具有焊接质量稳定、改善工人劳动条件、提高

离焊接接头位置导致所焊焊缝连接不良甚至无法连接的

器人焊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越发明显，严重影响到机

的焊缝纠正偏差；（2）电弧追踪故障造成的追踪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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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现象。偏焊形成的两种主要原因：（1）寻位误差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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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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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对机器人的焊接轨迹进行训练学习，得到焊接轨迹

质量偏差减少85%以上。

出现的异常点的分布位置并预警。焊接之前机器人会

型时，送丝不畅占设备停机率70%左右，且经常导致焊

将会作为训练模型的输入数据，然后采集数据上传到

机器人故障停机率降低35%以上，送丝不畅导致的焊缝

的分布规律。以此来实时的分析预测未来焊接轨迹中
进行一系列的焊缝坐标寻位工作，寻位的坐标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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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送丝不畅：未使用展湾送丝不畅检测算法模

缝缺陷。在使用展湾送丝不畅检测算法模型之后，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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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图1 机器人偏焊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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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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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磨并返工，严重制约生产效率和产品的一次加工合格

够切实地帮助企业解决大环境下人工成本上升的问题，

量事故降低至5%以内，偏焊导致的二次维修次数降低

定资产的高投资回报率，同时大幅提高设备利用率及生

率。使用展湾偏焊检测算法模块之后，偏焊导致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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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减少昂贵检测设备的成本投入，以可控的支出换取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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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致的二次维修次数降低90%以上。

新的投入，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搭建尖端人工智能算法

型时，送丝不畅占设备停机率70%左右，且经常导致焊

强高端创新人才培养与引进，造就高素质创新人才队

（3）熔深不足：未使用展湾送丝不畅检测算法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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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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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加快构建技术创新体系，着力突破关键技术，加
伍，不断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2）促进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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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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展湾智慧通机器人焊接质量预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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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时监测解决系统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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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和应用落地阶段。将边缘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型信息

的汇聚、存储、深度挖掘及人工智能算法应用。

个便捷、高效、实用、智能的AI场景化数据分析应用体

理、统计、分析、告警以及可视化展现，为企业解决焊

智能化，为企业决策提供数据支撑，实现工厂从管人到

依据。

技术应用于工业互联网平台业务中，以此为基础打造一
系，其主要目标是把人类的知识赋能生产设备，让设备
管设备的飞跃。

3

3.1

实验平台技术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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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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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层：数据可视化应用SMART-iWORK提供管

接场景相关痛点，为企业运营决策提供数据支撑和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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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缘计算产业观察

Testb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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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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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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强大的边缘计算功能。工业控制对稳定性和

缘计算网关，实时监测焊接机器人的焊缝轨迹，以此建

而且需要用数据去做人工智能算法应用，如对设备参

根据参数配置，对算法模型进行训练，完成后，

实时性的要求极高，展湾智慧通不仅仅采集工业数据，

立起基于神经网络的深度学习数学模型。

数的阈值监测，对加工过程的质量监控，在异常情况时

模型下发至展湾边缘计算网关进行实时监测，当出现超

算网关的高速数据采集和快速数据分析，及时响应的能

根据数据显示，目前已实现2mm以内焊接轨迹偏

对设备的反控（如设备紧急停机），这些都要求边缘计

出置信区间的异常点时，即时发出偏焊预测告警推送。

力。展湾边缘计算网关内置强大的边缘计算功能，如在

离的实时报警，刀板焊偏控制在5%以内。

能算法检测并及时输出结果。

史数据、秒级刷新的看板和统计报表，用户只需要登录

数据，结合对场景和工艺的深入理解，展湾利用大数据

及优化效率等在内的一系列状况，帮助企业提质增效。

边缘侧进行告警解析，结合实时采集的数据进行人工智
（3）场景化算法：基于边缘计算网关高速采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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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焊接场景算法之外，数据分析平台还提供历

页面，即可在办公室内获得当前生产情况、数据峰谷值
3.4

安全措施

（1）平台安全：平台支持集群部署，负载均衡，

算法。

7x24小时性能监测，具备DDOS攻击防护、WAF防火墙

（数据分析内核）进行大数据分析和算法模型训练，

可用。

（4）边云协同机制：展湾的场景化算法在平台层

训练健康成熟的算法模型下发到对应的边缘计算网

等多种安全防护能力，保障核心数据安全和业务稳定
（2）数据安全：网关对设备的数据采集为单向读

关，边缘计算网关结合实时采集的数据，执行对应的

取操作，防止对生产设备进行任何控制操作，保障设备

制，保证了算法模型的高效训练，同时满足算法判定

MQTT/OPC UA协议架构保障数据安全传输。支持网络

算法并输出分析结果。边缘侧和平台侧的边云协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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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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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控制安全。网关通过身份认证后接入，同时遵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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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缘计算产业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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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睿至大数据有限公司
云计算、数字中台、人工智能

睿至大数据成立于2014年，注册资本6,250万元，是一家以自主可控产品为核心，以满足大型企业（能源、电

力、交通、金融、政府等）在新型数字化转型（云化、数字化、智能化）的需求为目标的产业互联网高新技术企业。
致力于解决异构复杂环境下存储实时监控及动态管理的世界性难题，公司研发的产品获得多项专利，在业内处于顶尖
水平，并在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等三大核心产业的行业头部客户得到了广泛成功应用。公司成立以来，专注于云计
算、数字中台、人工智能领域的自主软件产品研发，创新研究与行业实践，形成全栈式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体系；在

电力泛在物联网、智慧供应链、智慧变电站等细分领域市场份额领先。公司具有系统集成二级和CMMI五级等资质，
与国家电网、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北京地铁等众多重量级客户建立了深度战略合作关系。公司实现了业务和营收的
强劲增长，近三年实现营业收入30亿元以上，复合增长率超过80%，研发投入与营收占比处于国内顶尖水平。

全球能源互联网研究院有限公司
特高压、智能电网、清洁能源

联研院是国家电网公司直属科研单位，国内首家专业从事全球能源互联网关键技术和设备开发的高端研发机

构。在美国硅谷和德国柏林设有两个海外院，建成跨国界、跨领域、跨专业的国际研发与合作交流平台，打造能源
互联网高端技术研发基地、高端人才培养基地、科技创新试验基地和重大成果输出基地。

联研院重点围绕特高压、智能电网、清洁能源领域，以“原创、首创、独创，物化”为特征，开展基础性、前

瞻性、战略性技术研究和信息安全支撑，借助海外院平台，建设跨国界、跨领域、跨专业的国际研发与合作交流平
台，围绕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需求，形成创新成果并转化推广，打造全球能源互联网高端技术研发基地、高端人才
培养基地、科技创新试验基地和重大成果输出基地。

深圳市科信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光通信网络、通信网络能源、数据中心、物联网

科信通信成立于2001年，聚焦5G、IoT、IDC等领域，形成光通信网络解决方案、通信网络能源解决方案、数据

中心解决方案、物联网解决方案四大产品体系。公司以客户需求为中心，坚持自主研发，构建自主知识产权体系，建

立和规范行业标准。公司作为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会员，主导或参与了66项行业标准的起草修订，其中40项行业标准
已经印刷发行，其余标准陆续在制定、审核、发行过程中，为推动行业标准制定做出了积极贡献。公司始终聚焦信息
与通信领域，致力于成长为全球卓越的信息网络设备、应用解决方案和技术服务的提供商，依靠先进的理念、领先的
技术和高效的管理，为客户提供安全可靠、高效快捷、绿色低碳的信息网络设备、应用解决方案和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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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默生自动化智能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Edge控制器

艾默生自动化智能设备是艾默生工业自动化&控制的一员。艾默生工业自动化&控制从创建第一个远程Genius I/

O，到推出当今具有革命性的Edge控制器，不断超越传统标准，帮助客户最大限度地发挥工业互联网的力量。艾默
生的可编程自动化控制器（PAC）应用广泛，支持扩展、降低停机时间。紧凑型控制器可冗余，并使用PROFINET来

提升生产效率和产能，开放的架构可与其他开放的工业标准交互。坚固、无风扇的设计保证系统在任何环境下都可

正常使用。与旗下其他产品配合使用，艾默生新一代工业自动化&控制解决方案优化工业过程，保证系统安全性，帮
助客户在各种环境下实现更高的运营能力。服务的行业包括：石油&天然气、发电&可再生能源、水&污水处理、采

矿&冶金、海事、地铁&隧道、制造&机械等。公司遍布全球168个国家/地区，拥有700名员工，2个制造工程，190个
分销机构。

云澈信息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中国企业版Rancher、中国版k3s边缘计算平台
云澈信息从2020年3月1日开始承载Rancher在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的业务，并面向中国企业客户提供中国企

业版Rancher产品和中国版k3s边缘计算平台。

Rancher Labs由CloudStack之父梁胜创建。旗舰产品Rancher是一个开源的企业级Kubernetes管理平台，实现

了Kubernetes集群在混合云+本地数据中心的集中部署与管理。Rancher于2020年2月完成中国本土化和国产化，由
云澈信息承载在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的业务。Rancher因操作体验的直观、极简备受用户青睐，被Forrester评为
2018年全球容器管理平台领导厂商，目前Rancher在全球拥有超过三亿的核心镜像下载量，并拥有包括CCTV、中国
联通、华为、中国平安、中国人寿、厦门航空等全球著名企业在内的共40000家企业客户。k3s是目前全球用户量最

大的CNCF认证轻量级K8S发行版。专为在资源有限的环境中运行Kubernetes的研发和运维人员设计，将满足日益增
长的在边缘计算环境中运行在x86、ARM64和ARMv7处理器上的小型、易于管理的Kubernetes集群需求。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通信铁塔基础设施服务、高铁地铁公网覆盖
中国铁塔是在落实“网络强国”战略、深化国企改革、促进电信基础设施资源共享的背景下，由中国移动通信

有限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出资设立的大型国有
通信铁塔基础设施服务企业。公司主要从事通信铁塔等基站配套设施和高铁地铁公网覆盖、大型室内分布系统的建
设、维护和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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