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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计算产业联盟内参

联盟动态
边缘计算视觉基础设施工作组（ECVI）成立大会在京召开
边缘计算产业联盟（ECC）新增6家成员单位，会员数量达320家
边缘计算开发者大赛全国行在北京完美收官
“城市场景车路协同网络需求规范”德清研讨会顺利举行

业界动态
国内火电行业首套边缘计算装备接入DCS
IDC 数据：中国边缘服务器市场高速增长84.6%
Gartner 发布《工业物联网（IIoT）边缘计算解决方案市场指南》
EdgeGallery社区正式发布 V1.3.0 Ferrari Release版本
分布式云原生边缘容器开源项目SuperEdge正式成为CNCF沙箱项目
“边缘计算标准件计划”产品评测（第二、三批）结果正式发布

企业动态
华为openEuler 21.09创新版本，实现对于边缘计算和嵌入式场景的支持
中国移动OpenSigma边缘计算通用平台2.0发布
Arm宣布成立 Arm 5G 解决方案实验室以实现端到端5G网络
国内首个5G MEC +云边协同智慧工厂落地，赛特斯携手海尔打造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新标杆
英特尔：80％的边缘数据都是视频数据，新成立物联网视频事业部
世纪华通与腾讯云计算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全力促进5G边缘业务合作
和利时边缘智能控制器、边缘智能一体机新品首发
中控技术和中国联通合作开发的5G+MEC云化控制系统“DeepControl”正式发布
天翼云智能边缘产品商用上线
翼辉信息发布面向万物互联的智能边缘计算操作系统EdgerOS
研华推出适用于高性能边缘计算应用的SOM-5883模块
国网信通产业集团北京分公司多站融合业务探索取得重要突破
三旺通信推出智慧杆解决方案2.0
加速迈进边缘计算，网宿“边缘应用”正式发布
凌华科技推出边缘视觉分析软件开发套件EVA SDK，加速边缘AI视觉
寒武纪边缘端产品较上年同期显著增长739.52%
微软将与联想继续携手，在拓展云与边缘计算等三大领域深入合作
南京移动建成江苏首个5G双域融合专网
浪潮发布边缘服务器NE3160M5

专家视点
边缘计算对工业互联网产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及研究现状
边缘云计算安全相关技术研究进展

解决方案
宝武马钢南山矿和尚桥露天采场5G+MEC 无人驾驶矿车项目
多站融合下的边缘计算服务解决方案

会员推介
北京立华莱康平台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友云网络有限公司
东声（苏州）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阿普奇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信大捷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移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Http://www.ecconsortium.net官方微信 OICT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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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计算视觉基础设施工作组（ECVI）
成立大会在京召开

2021年9月18日，边缘计算产业联盟（ECC）、
中国机器视觉产业联盟（CMVU）、智能视觉产业联
盟（IVIA）战略合作启动，联合召开边缘计算视觉基
础设施工作组（ECVI）成立大会。ECC专家委员会主
任、ECVI名誉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中国移
动通信研究院副院长魏晨光，CMVU联盟副理事长、
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杨艺，IVIA副理事
长、高新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陈利军
等出席会议。

邬贺铨院士在致辞中表示：视频应用作为重要的计算负载正从云端向边端迁移，边缘计算为视频应用的推进提
供了先决条件，而视频应用的广泛落地则可以更好地释放边缘计算的价值以及促进其更加良性的发展，两者的结合
将创造广阔的发展空间，催生巨大的商业价值。ECVI的成立预示着联盟的力量正不断壮大，将携手更多成员单位，
推动“政产学研用”各方资源合作，引领边缘计算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来自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浪
潮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软通智慧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极清慧视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思谋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所、浙江省北大信息技术高等研究院、中国
工业互联网研究院、上海新前端奕天科技有限公司、英业达科技有限公司、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企业及
高校的专家参加了本次会议。

未来，ECVI将围绕构建生态、发布白皮书、示范推广、产业合作等方面，探索5G+边缘计算+视觉关键技术能力，
致力于研究探索边缘视觉技术，推进解决方案在实际项目中的示范、验证和推广，构建边缘视觉基础产业生态。

边缘计算产业联盟（ECC）新增6家成员
单位，会员数量达320家

近日，经联盟理事会审议和表决，正式通过6家单位的入会申请，截至2021年9月1日，联盟成员单位已达

320家。 

新增单位名单如下：

北京立华莱康平台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友云网络有限公司

东声（苏州）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阿普奇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信大捷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移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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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计算开发者大赛全国行在北京完美收官

“城市场景车路协同网络需求规范”德清
研讨会顺利举行

2021年8月26日，首届边缘计算开
发者大赛（以下简称：大赛）正式启
动。大赛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工业
互联网产业联盟、边缘计算产业联盟联
合主办，本届大赛以“边缘原生 开放
无界”为主题，旨在加速边缘计算规模
部署，推动边缘计算应用生态构建，促
进边缘计算与各垂直行业典型场景进行
融合应用开发。

本次大赛设置“5G MEC”、“边
缘智能”、“边缘控制”三大赛道。其中5G MEC赛道由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承办，重点关注基于5G 
MEC深度融合的工业设计、生产、流程等环节相关的问题解决、效率提升、功能增强。以多技术融合创新、工业微
服务、工业安全作为主要创新方向，要求基于中国联通5G MEC为载体，综合运用网络、算力、工业应用、安全等要
素，实现DEMO或成品演示。边缘智能赛道由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承办，采用开放命题，选手围绕人工智能深度学习
技术，探索有具体落地场景的创意方案，建议聚焦在工业制造、智慧城市领域。参赛者应充分发挥创新能力，在昇
腾平台上实现DEMO或成品演示。边缘控制赛道由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英特尔（中国）有限公司承办，
以施耐德电气EcoStruxure开放自动化平台和英特尔软硬件为基础，设计物流输送线控制方案，实现货物在AGV设备
与输送机传递，以及输送机与移栽机间的协同工作。

大赛全国行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共举办7场沙龙，参与人数接近千人。10月13日，边缘计算开发者沙龙在
北京顺利举行，至此，首届边缘计算开发者大赛全国行完美收官。此次系列活动途经南京、西安、上海、重庆、广
州等城市，旨在帮助广大开发者进一步了解赛道赛题、熟悉开发环境、激发创新能力，受到了产业各方的广泛关注
与积极参与。

2021年10月20日，由智慧交通网络特设组、德清县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普天信息工程设计服务有限公司联
合主办的“城市场景车路协同网络需求规范”课题研讨会和参观交流活动在浙江省德清县顺利举办，共有十多位来
自智慧交通和车路协同方面的专家参加了本次会议，大家围绕城市场景车路协同业务及流量模型、车路协同业务部
署方案、网络安全需求和网络运维需求、车路协同业务系统架构和承载网络需求等关键内容进行了深入和广泛的交
流研讨。

城市场景车路协同业务网络需求规范预计在年底完成发布，将为后续城市场景车路协同网络方案规范课题的开
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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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火电行业首套边缘计算装备接入DCS

IDC 数据：中国边缘服务器市场高速
增长84.6%

2021年8月3日，国电电力内蒙古能源公司与国能智深、中楹青创深度合作，共同完成该公司“跑冒滴漏”边缘

计算智能装备接入工控域视频专网工作，实现了国内火电行业工控系统基于边缘计算和智能视觉芯片识别设备缺陷

推送DCS报警盘的零突破。

该项目创新性地在行业内采用边缘计算+“跑冒滴漏”FPGA芯片+DCS的应用模式，首次实现了2号机组汽动给

水泵区域漏汽和漏水识别的诊断结果推送至一区DCS报警盘。相比于原有部署于服务器的软件算法，全新的芯片识

别算法能提供一种有效训练“跑冒滴漏”机器视觉检测的全连接分类网络，降低了算力要求，提高了检测速度。同

时，通过引入迁移学习的理念，实现了基于样本图像自动生成训练集，并进行自动训练，以快速得到网络参数，根

据训练得到的网络参数，生成初始化卷积神经网络和区域建议网络。由于节省了训练网络模型所花费的时间和算

力，该算法实现了基于芯片计算的目标检测。

边缘计算分布式网络、AI识别芯片技术在火电工业控制领域具有远超以往的性能优越性。识别系统可同时支持

成千上万个摄像头的毫秒级识别识别设备“跑冒滴漏”缺陷，并触发报警信息，反馈时延均小于300毫秒，通过TCP/

IP与MODBUS协议转换，信号反馈时延小于60毫秒，满足高精度工业设备控制时延要求，确保了基于边缘计算的AI

芯片智能装备接入火电工业控制系统的安全性、可行性。与传统的GPU服务器算法识别相比，基于边缘计算和智能

安全识别的电力AI专用视频芯片的视频识别与诊断报警系统超越了物理条件的局限性，在支持大规模、分布式、定

制化与多点位协同智能，设备缺陷检测，火灾跟踪报警，人员违章识别等方面有更大的优势。同时，该项目所涉及

的边缘计算分布式网络，通过多层加密技术保证了专属网络交互数据的私密性、安全性。

日前，国际数据机构IDC发布2021上半年中国边缘服务器市场追踪数据报告，数据显示，2021上半年中国边缘

计算整体市场高速增长84.6%，预计到2025年中国市场将增长至74亿美元，全球市场将增长至347亿美元，全球边缘

计算服务器市场需求爆发式增长。

IDC认为，数字化业务、IoT和人工智能场景对算力的要求呈现多元化趋势，在物联网与AI的推动下，算力需求

不仅仅集中在云端数据中心，也正在向边缘数据中心和边缘计算单元延伸，与此同时，多样性的边缘计算场景，也

在进一步反哺云计算的应用发展。以能源、制造、交通等传统行业应用为例，用户对算力需求正在从云到边协同发

展，例如工厂的智能质检、智能运维、故障诊断等场景，对实时的信息感知、信息交互、信息决策提出更高要求，

而不同工厂间的数据整合与分析同时需要在云端进行集中处理。IDC预测，全球企业基础设施建设在边缘部署比例将

从2020年的10%增长到23年的50%，全球智能终端接入数量将从2020年的500亿个增长到2025年的1500亿个，带来

的是未来数据量的爆炸式增长。人与机器、机器与机器间的数据交互、数据分析以及建模、推理的工作负载骤增，

边缘计算中心将在计算带宽、低延迟需求满足层面发挥关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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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geGallery社区正式发布 V1.3.0 
Ferrari Release版本

2021年10月14日，经过社区开发
者三个多月的共同努力，EdgeGallery
社区即将正式发布第六个版本Ferrari 
Re l ea s e ， 此 版 本 是 Ed ge G a l l e r y 的
1 . 3 . 0 正 式 版 本 。 本 次 版 本 发 布 后 ，
EdgeGallery共有30个代码仓已经发布。

此 次 新 版 本 功 能 增 强 分 布 于
EdgeGal ler y所有功能模块中，尤其
Edge Native架构、应用集成开发流程优
化有明显提升。

Gartner发布《工业物联网（IIoT）边缘
计算解决方案市场指南》

分布式云原生边缘容器开源项目SuperEdge
正式成为CNCF沙箱项目

近日，调研机构Gartner发布《工业物联网(IIoT)边缘计算解决方案市场指南》，评选全球IIoT边缘计算产品标杆供
应商，为工业物联网用户方案选择提供重要参考。

Gartner指出，到2025年预计有30%的工控系统具备分析和AI边缘推理能力，而在2021年，这一比例只有不到
5%，工业物联网场景下边缘计算将迎来快速发展，并反哺云计算市场。据预测，未来有20%智算力在云端处理，
60%在边缘处理，还有20%在端侧处理，边缘计算作为连接云与端的桥梁，具有重要意义。

近日，分布式云原生边缘容器开源项目SuperEdge通过了开源基金会云原生计算基金会（CNCF）技术监督委员
会评定，正式成为CNCF沙箱项目。这不仅意味着SuperEdge得到了云原生开源社区的认可，同时也标志着该项目与
其背后商业公司完成解耦，保证了项目的中立和开源开放，为原生Kubernetes在边缘落地迈出了重要一步。

SuperEdge是腾讯云牵头，联合英特尔、威睿、虎牙、寒武纪、美团、首都在线等多家厂商在2020年12月共同
发起的边缘计算开源项目。作为一个通用的云原生分布式边缘容器系统，SuperEdge也是业内首个提供边缘侧分布式
健康监测能力的开源容器管理系统。SuperEdge能在边缘侧持续守护进程，并收集节点的故障信息，更快速、精准的
发现问题并报告。目前，SuperEdge已经广泛应用在腾讯云众多产品和解决方案当中，覆盖物联网、工业互联网、交
通、能源、零售、智慧城市、智慧建筑、云游戏和互动直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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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计算标准件计划”产品评测
（第二、三批）结果正式发布

为解决边缘计算规模化部署过程中产业碎片化、设备及平台标准缺失、可信开放测试机制不完善等方面的突出

问题，2020年，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牵头发起“边缘计算标准件计划”并组织完成国内首次大规模边缘计算产品测

试，2021年上半年，“边缘计算标准件计划”面向全社会持续征集评测产品，收到近60家企业的报名申请。其中，

西门子、上实龙创、得一物联、九州量子、旋几工业、艾灵网络、专心智制、罗克韦尔、易华录等企业的10 款产品

围绕边缘控制、边缘智能、边缘安全、边云协同等80余个关键技术能力指标通过测试。

2021年9月28日下午，中国信通院总工程师敖立在2021工业互联网网络创新大会发布了“边缘计算标准件计

划”第二、三批评测评测结果。评测结果将有效协助设备厂商优化迭代产品，并为用户提供可靠精准的选型参考。

“边缘计算标准件计划”后续将以供需对接为牵引，持续遴选符合行业需求的产品，打造边缘计算标准件名录，同

时组织行业对接、厂家专访等系列活动，助力我国边缘计算应用规模化部署。

第二、三批通过“边缘计算标准件计划”评测产品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边缘计算平台

公司名称 产品名称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SIMATIC  IPC227

边缘服务器/一体机

公司名称 产品名称

深圳艾灵网络有限公司 艾欧智云边缘计算一体机 2.0

浙江九州量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边缘云量子安全服务器QT-306

边缘网关

公司名称 产品名称

上海上实龙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海燕边缘网关 SLC-STD-1000-A1

广州得一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工业互联网边缘计算网关 SIG 200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SIMATIC IOT2050

无锡专心智制科技有限公司 5G边缘计算网关 IOT-EDGE

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边缘处理器 MT1032-TEC

山东旋几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 边缘智采网关 AS-EC-2616/1410

边缘控制器

公司名称 产品名称

罗克韦尔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 CompactLogix 5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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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openEuler 21.09创新版本，实现对于边缘计算和嵌入
式场景的支持

2021年9月25日，华为发布了开源操作系统欧拉
（openEuler）全新版本，并且对欧拉的品牌定位进行
了升级，成为了面向数字基础设施的操作系统。升级
后，欧拉可广泛部署于服务器、云计算、边缘计算、嵌
入式等各种形态设备，应用场景覆盖IT（Information 
Technology）、CT（Communication Technology）和
OT（Operational Technology），实现统一操作系统支

持多设备，应用一次开发覆盖全场景。
同时，华为还正式发布了第一个支持数字基础设施

全场景的openEuler 21.09创新版本，将于9月30日在社区
上线。该版本不仅对服务器和云计算场景能力进行了增
强，还实现了对于边缘计算和嵌入式场景的支持。2022
年一季度，欧拉开源社区将发布支持全场景融合的社区
LTS版本，使能合作伙伴面向不同场景发布商业发行版。

中国移动OpenSigma边缘计算通用平台2.0发布

Arm宣布成立Arm 5G解决方案实验室以实现端到端5G网络

2021年10月15日，中国移动OpenSigma边缘计算
通用平台2.0发布，作为中国移动“5G+AICDE”战略落
地引擎之一，OpenSigma边缘计算通用平台是边缘计
算应用的接入平台和边缘网络能力和行业特色能力的开
放平台。

此次OpenSigma2.0全面升级，支持四大新特性。
一是更灵活的架构，支持广域共享、局域独享、一体机
果核形态和垂直行业能力集成等多种产品形态组合；二

为加速开发网络和边缘基础设施解决方案发展，使
得人人都能享有5G 带来的便利，在产业伙伴的支持下，
Arm宣布与Tech Mahindra合作成立Arm 5G解决方案实验
室。Tech Mahindra是数字化转型、咨询、业务流程重组
服务和解决方案的领先供应商，也是通信服务提供商的
主要5G系统集成商，以及通信技术提供商的工程研发合
作伙伴。Arm 5G解决方案实验室将致力于加速网络基础
设施的创新，为Arm的软硬件生态系统合作伙伴提供平
台，并在现场测试环境中展示端到端的解决方案。

Arm基础设施事业部高级副总裁兼总经理Chris Bergey
表示：“鉴于Open RAN社区势头强劲，我们认为有必要
让希望部署专用网络的运营商和企业能够轻松访问多供应
商平台。该实验室将为合作伙伴及运营商提供用以验证解

是更丰富的能力，实现路由控制、访问控制、用户标
识、带宽管理等8大边缘网络能力开放，支持与主流设
备厂商对接；三是更完备的服务流程，用户可实现自主
注册，提供全生命周期应用管理，账户管理、部署测试
等全流程自助服务；四是更友好的生态孵化环境，全面
基于北京、浙江、江苏、福建、广东5大孵化器节点，
支撑智慧园区、工业互联网、视频应用、直播云游戏、
智慧政务5大场景。

决方案的安全访问途径，并通过一系列关键应用场景建立
起对包括小站、宏站、专用5G网络、CloudRAN、RAN智
能控制器（RIC）以及核心网等在内的新技术的信心。”

该实验室已经获得行业领先厂商的有力支持，其
中包括Google Cloud等云服务提供商，EdgeQ、技
嘉（GIGABYTE）、Marvell、英伟达（NVIDIA）、恩
智浦（NXP）和QualcommTechnologies等芯片和硬
件供应商，DISH和沃达丰（Vodafone）等运营商，
Accelleran、Mavenir、ParallelWireless、Radisys、
SaankhyaLabs和Tech Mahindra等软件合作伙伴，以及
GSMA等组织机构。来自生态系统的不同类型伙伴将持
续加入，助力网络技术的快速创新和灵活性需求。Arm 
5G解决方案实验室预计于2022年初向开发者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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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首个5G MEC +云边协同智慧工厂落地 赛特斯携手海尔打
造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新标杆

英特尔：80％的边缘数据都是视频数据，新成立物联网视频事业部

世纪华通与腾讯云计算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全力促进5G边缘
业务合作

2021年9月27日，赛特斯宣布，与中德海尔滚筒互联
工厂联合打造的智慧工厂项目正式落地商用，这是国内
首个基于5G MEC +云边协同平台的智慧工厂，是推动青
岛中德工业园区及青岛市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新标杆。

据悉，本次赛特斯成功助力中德海尔滚筒互联工厂打
造的“端、管、边、云”协同5G+工业互联网应用架构，
贯穿业务全流程，从生产制造到视觉管理，打造5G全连接
智慧工厂，为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强有力的动能。

该智慧工厂已于今年9月20日开始运行，生产设备
连接5G网关，通过5G网络设备互联，云边计算协同运

据悉，2021年英特尔将网络平台事业部、物联网事
业部和连接事业部合并为一个业务部门——网络与边缘
事业部，以推进英特尔在融合边缘领域的技术和产品领
先性。

2021年10月12日，英特尔公司物联网事业部副总
裁、物联网视频事业部全球总经理、物联网事业部中国
区总经理陈伟博士在“2021第十四届英特尔物联网峰
会”上透露，新成立的物联网视频事业部将主要专注于
3个方面：

2021年10月10日，世纪华通与腾讯云计算签订战
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数据中心业务、5G边缘计算中
心业务合作、服务器采购业务等领域展开战略合作。合
作期限自签署日起五年。

世纪华通方面表示，本次战略合作，旨在双方共同
打造丰富的行业解决方案，构建开放共赢的云端生态，
推动产业互联网建设，助力各行各业实现数字化升级。

在数据中心业务方面，腾讯云计算计划在北京、深
圳、合肥、武汉等多个城市向世纪华通旗下珑睿科技租
赁互联网数据中心数据机柜，后者会为腾讯提供机柜运

营，实现云边六大协同：资源协同、数据协同、服务协
同、应用协同、智能协同、管理协同，解决了原有的难
题痛点，打破传统信息化烟囱，实现了跨平台，跨厂家
的应用数据的高效融合以及ICT数据融合，实现海量应
用扁平化高效管理。

基于5G MEC+云边协同平台，生产人员与机器人紧
密合作，大幅提升生产效率。设备与设备之间、生产线
之间，全覆盖的无线柔性连接，极大地缩减了调整停工
时间，增大生产线价值。其中，机器人监测平台，可实
时监控机器人状态，提升巡检效率30%以上。

首先是高密度计算。英特尔将专注于高清数据流所带
来的一系列计算挑战，包括存储、获取、传输和编解码。

其次是有效的分析手段。如何在海量数据中提取出
行业所需要的信息？这一直是物联网领域要面对的挑
战，“计算机视觉+深度学习”是英特尔已经给出的一
个有效解。

最后是复杂计算层次结构。数据总是产生在边缘，
哪些数据要在边缘存储分析、隐私安全带宽等问题如何
处理，这都需要在系统层面进行考量。

维服务。在数据中心及配套产业园区运营过程中，双方
将开展产业基地合作，协作引入相关领域的投后企业入
驻产业园区。

在政务云业务方面，腾讯云计算将在昆明、武汉、
合肥、上海等城市布局政务云机房业务，世纪珑腾将
为腾讯提供定制化的政务云机房软硬件配套服务，包
括但不限于机柜、服务器、运维、网络安全服务。同
时，双方将根据双方的战略规划及业务发展情况共同
开拓全国政府类政务云业务等信息化项目及超算业务
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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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利时边缘智能控制器、边缘智能一体机新品首发
2021年10月9日，和利时重磅发布边缘智能控制器

（EIC）、边缘智能一体机(EIA)两款新产品。此举标志

着和利时已完成智能城轨综合业务平台（“云”）和边

缘计算平台（“边”）整合布局，“云边协同”多维发

力，为智慧城轨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此次发布的边缘智能控制器，将PLC、PC、运动控

制、网关，数据采集、现场总线协议、机器视觉、设备

联网等多领域功能集成于一体，在实现设备运动控制、

运算、存储、网络以及云边协同现场智能控制的同时，

实现高频数据采集、设备级智能分析等功能。边缘智能

控制器可划分为工业控制、边缘计算等不同业务系统，

使得各系统安全隔离、灵活扩展，在提升性能同时有效

降低工程部署和运维成本。

边缘智能一体机采用软硬件一体化整机柜交付方

式，构建站级边缘云平台，实现对站内计算、存储、网

络、安全等资源的整合与管理；可提供丰富的通讯协议

及设备模型，实现站内数据的快速接入与处理；同时支

持容器及微服务的编排部署，为智能应用提供支撑。边

缘智能一体机具有数据本地化、低延时、敏捷部署、业

务自治等特点，可助力用户实现“降本增效保安全” 的

建设、管理目标，使用户真正感受到“云边协同”所带

来的全新价值。

目前，和利时边缘智能控制器、边缘智能一体机已

顺利落地北京地铁19号线一期工程，实现和利时边缘计

算平台在智慧城轨领域的首次成功应用。通过虚拟化技

术与传统工业控制、AI人工智能算法相结合，边缘智能控

制器实现传统BAS功能、机电智能诊断功能等场景应用，

实现自动扶梯、风机、站台门、蓄电池、节能控制等五

类设备/系统的故障诊断与预测分析。

中控技术和中国联通合作开发的5G+MEC云化控制系统
“DeepControl”正式发布

2021年10月15日，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和

中国联通联合举办成果发布仪式，双方共同合作开发的

5G+MEC云化控制系统“DeepControl”正式发布。

早在2020年8月，在中国联通集团公司举行全国5G+

工业互联网应用推进大会期间，中控技术与中国联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浙江蓝卓工业互联网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签署协议，四方共同建立5G+工业互联网联合创

新中心并落户宁波。此后，中控技术和中国联通共同成

立5G工业自动化联合实验室，在工业控制领域进行深度

合作和联合创新，致力于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于工

业自动化领域，为5G+未来工厂提供演进支撑。

本次正式发布的5G+MEC云化控制系统是中控技术

和中国联通合作的首个创新应用成果，目前已在中煤等

企业应用和试运营。

5G+MEC云化控制系统通过将虚拟化PLC（可编程

逻辑控制器）和SCADA（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统）

云化部署在联通MEC（多接入边缘计算平台）上，实现

工业控制网络全5G无线化、数据采集的云化和海量数

据的接入与快速处理，可快速搭建整套面向工业的数据

采集、监视控制、组态、数据存储处理、可视化和行业

APP等全流程服务与应用，通过一站式管理可以大幅提

升系统连续运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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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辉信息发布面向万物互联的智能边缘计算操作系统EdgerOS
近日，翼辉信息重磅发布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智能

边缘计算操作系统——爱智操作系统（EdgerOS）。
E d g e r O S 基 于 翼 辉 信 息 自 主 知 识 产 权 的 国 产 内 核
SylixOS进行开发，并根据不同应用场景在边缘侧进行
部署，使设备具备智能边缘计算能力。同时，EdgerOS
还为广大开发者提供了基于互联网技术栈的操作系统平
台，抽象了复杂的底层设备管理和通信协议，简化物联
网App开发难度，提高开发效率。

EdgerOS可成为物联网设备近端侧的一个“中枢大
脑”，通过支持各种标准物联网协议如Wi-Fi、ZigBee、
LoRa等，EdgerOS可以自动发现和接入各种物联网设
备，实现异构网络的融合。应用开发者可以使用EdgerOS
开发出各种智能应用，设备厂商可以构建EdgerOS自动接

入的智能设备，并与爱智云一起形成云、边、端一体的
产品体系，为用户的场景智能化提供边缘计算服务。此
外，EdgerOS内置了丰富的人工智能算法，在边缘侧可以
和端设备保持长时间的连接，并根据场景业务需求将边
缘设备的算力进行动态分配，可以把自身的算力分享给
各种端设备，在增强端设备功能的同时，能够降低端设
备的智能化改造成本，增强端设备续航等能力。

目前翼辉信息已经推出了一款高性能、高速率、高
可靠、低时延的智能边缘计算机——精灵一号(Spirit 1)，
该设备内置了EdgerOS，它可以布置在各场景中与终端设
备互联互通，它的诞生也为EdgerOS的展示、应用打造了
一个参考样板。只要厂商与翼辉信息合作，可以免费获
得EdgerOS，打造自有品牌的智能边缘计算机。

天翼云智能边缘产品商用上线
天翼云智能边缘云（Edge Cloud X，ECX）位于天

翼云网络边缘位置，将计算能力、存储能力、网络能力

从天翼云中心云资源池经由中国电信网络下沉至城域

网，为用户提供属地化云服务。智能边缘云依托于遍

布全国的电信IDC机房、MSE机房建设，兼具公有云和

CDN特性。

ECX实现了多种云能力的下沉，提供虚拟机、裸金

属、容器、函数计算等计算形态，提供分布式存储，本

地盘，本地裸盘，提供VPC、弹性IP、负载均衡、NAT

网关等能力。ECX管理开销小，网络延迟低，节点分布

广，具备云边协同服务能力。

天翼云智能边缘云已经正式上线天翼云官网，目前

提供按需计费模式开通，首批上线开放了福建-三明1节

点。随着业务发展及边缘计算产业生态逐步成熟，智能

边缘云将支持包年包月计费，算力资源按月95峰值计

费，并将逐步开放和建设更多边缘云节点。此外，智能

边缘云提供了免费体验包供客户体验智能边缘云，体验

包资源涵盖了CPU、内存、GPU、存储、流量资源。

研华推出适用于高性能边缘计算应用的SOM-5883模块
近日，研华推出适用于高性能边缘计算应用的新一

代模块化电脑产品SOM-5883。该款新型COM Express 
Basic Type6模块搭载第11代Intel Core（Tiger Lake-H）
处理器，可在TDP 45W下提供八核计算性能，搭配Intel 
Iris Xe显卡以及研华Edge AI Suite软件工具包，是医疗影
像和AI应用的不二选择。

面对数据和图像处理的繁重运算量，SOM-5883

设计支持高达128G（DDR4 3200Hz RAM）运行内存，
大容量高频存储技术，具备出色的运算和图形处理性
能。此外，该模块还集成了众多超高速I/O接口，如
PCIe Gen4（16GT/s）和USB3.2 Gen2（10Gbps）以及
2.5Gbase-T，提高了系统扩展潜力。另有NVMe SSD可
选、TPM2.0板载设计，支持-40~85°C宽温及8.5~20V宽压
的特性。SOM-5883稳定可靠，契合边缘运算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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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旺通信推出智慧杆解决方案2.0
三旺通信近日推出智慧杆解决方案2.0，是在智慧杆

领域建设过程中，深入了解现场应用需求，设计切合智慧
杆实际建设的解决方案，具有针对性、适应性、实用性。

方案2.0最突出的优势是增加了边缘侧人工智能数

据处理功能，其次是新增与智能手机APP类似的第三方
应用开发机制，实现平台对接和设备接入等常用物联网
业务场景的开发APP化，并有机融入5G、Wi-Fi6、AI等
新兴技术。

国网信通产业集团北京分公司多站融合业务探索取得重要突破
近日，国网信通产业集团北京分公司实现边缘裸金属

服务在浙江省的批量上线。经过一年运营期的探索与尝
试，国网信通产业集团北京分公司积极拓展互联网企业、
政府及垂直行业等各类客户，已在华北、华东、华中、西
南等多个省份为客户提供边缘托管服务、边缘裸金属服
务、分布式算力服务及综合性解决方案，服务覆盖视频渲
染、边缘分发、云游戏、智慧交通、智慧教育等多类场景
应用，正全面激活多站融合价值，助力5G边缘计算产业
发展。

边缘裸金属服务是一种高性能、高安全性的专属物理
服务器服务，指在边缘数据中心搭载IT硬件设备、分布式

边缘计算平台等软硬件设施，为客户的数据库、大数据、
容器等业务提供低时延、高可靠性的运行环境。集团在浙
江省选取7个边缘数据中心站为本地视频服务提供商提供
边缘裸金属服务，承载其视频渲染、视频解析等应用，同
时推动实现站点算力互联以支撑客户搭建CPU边缘计算集
群。

下一步，国网信通产业集团北京分公司将继续以客户
需求为导向，全面深化运营商、垂直行业、互联网行业等
各类客户业务合作，持续扩大市场覆盖面，逐步提升多站
融合边缘计算多场景服务水平，助力公司服务向“电力+
算力”升级。

加速迈进边缘计算，网宿“边缘应用”正式发布
网宿重磅推出了基于Serverless的边缘计算服务—

边缘应用，致力于为用户提供更快更丰富的计算能力。

边缘应用基于网宿全球分布的边缘节点提供算力服

务，用户将自己的业务逻辑运行在边缘侧，减少负荷和

延时，满足业务下沉的诉求，从而降低成本，提升性

能，优化体验。用户可以通过边缘应用模拟百万级并发

压测，验证站点各项性能指标；或将在服务端做的页面

渲染下沉到边缘应用上，提升访问体验。此外，内容审

核、外链改写、A/B test等都可以通过边缘应用在全球

边缘平台上部署并实现上述定制化业务。

为了让边缘应用交付更简单、更易用，网宿科技进

一步推进了Serverless技术领域在边缘场景的落地，为

业务提供更加弹性的资源支撑，用户无需关心业务底层

的服务器运维工作，只需要专注于业务逻辑即可。

边缘计算的核心是要深入场景，而不同场景对资源

的数据、质量、成本等要求又各不相同。因此结合不

同场景的诉求去提供差异化的边缘计算服务正越来越

重要。未来，网宿将开放更多资源给开发者，探索更

多场景下的边缘计算产品与服务形态，共同推动应用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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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华科技推出边缘视觉分析软件开发套件EVA SDK，加速
边缘AI视觉

寒武纪边缘端产品较上年同期显著增长739.52%

凌华科技推出边缘视觉分析软件EVA SDK，能够
助力用户在两周内完成AI机器视觉解决方案的概念
验证（POC）。EVA SDK包括无代码的图形用户界面
（GUI），并支持10多种类型的相机、现场就绪型插
件，以ONNX runtime、TensorRT™和OpenVINO™等工具
套件实现快速的AI推理验证。凌华科技NEON系列AI智能
相机和EOS系列AI视觉系统均已内置EVA SDK的集成开发
环境（IDE），方便用户进行AI机器视觉项目的开发。

EVA SDK是一个统一API架构，用户只需较低的编码

2021年8月11日，寒武纪发布2021年半年度财报，
报告期内，寒武纪实现营业收入13,787.22万元，较上
年同期显著增长58.10%。营业收入增长主要系其边缘
智能芯片及加速卡业务驱动。其中，边缘业务线贡献的
营业收入占比为60.74%，云端业务线贡献的营业收入
占比为32.50%。

对于业绩的变动，寒武纪表示，营业收入的增长主
要是上半年边缘智能芯片及加速卡的规模化应用与落
地所致；亏损较去年增大主要是为进一步推进“云边
端”产业布局，扩大产品线，加大研发投入和人才引
进力度所致。其中研发投入较上年同期增加13812.87万
元，为激励人才所支付的股份支付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工作量就能构建边缘AI视觉应用。用户即使不具备AI专
业知识或了解不深入，也可以通过拖拽式GUI，使用即用
型插件和参考代码来开发边缘AI 概念验证，最终加快部
署和上市时间。

凌华科技现提供全新快速的AI 概念验证套件Fast AI 
PoC Kit，包括一体化NEON AI智能相机和EVA SDK的必要
配件，以帮助客户大幅缩短硬件和软件的集成时间，并
减少AI视觉验证概念的开发时间和工作量。EVA SDK后续
还将发布更多的参考代码，以支持更多的边缘AI应用。

7685.62万元。
2021年上半年，寒武纪在边缘产品线方面，在人工

智能边缘计算领域及车路协同、电力、能源、教育等行
业与多家头部应用公司实现了产品导入和深度技术交流
合作，部分企业已经完成适配工作并实现了规模出货。
同时，寒武纪还将基于统一的软硬件生态，开拓“云边
端车”新布局，将既有的云边端协同发展技术、平台与
生态进一步拓展至车载智能芯片领域。子公司行歌科技
将承接车载智能芯片的主要研发及市场拓展任务，高效
支撑智能驾驶的需求。“云边端车”协同是寒武纪“云
边端”协同战略的进一步升级，通过产品线间的协作实
现对智能驾驶等人工智能关键应用场景的立体化覆盖。

微软将与联想继续携手，在拓展云与边缘计算等三大领域
深入合作

2021年9月8日，在2021联想创新科技大会上，微
软全球首席执行官萨提亚·纳德拉表示，未来微软和联
想将在三个主要领域实现更深入、更紧密的合作。

第一是PC领域。通过结合微软的软件优势与联想的软
硬件优势，必将为广大客户带来绝佳的设备及使用体验。

第二个是拓展云与边缘计算的合作，尤其是如何让
数据在更靠近其源头的地方进行计算处理。

第三，随着客户越来越重视将敏捷性和可预测性视
为一种服务的模式，双方将在围绕联想“以服务为导
向”的转型方面进一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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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潮发布边缘服务器NE3160M5

此次浪潮发布的边缘服务器NE3160M5，基于OTII
（Open Telecom IT Infrastructure，开放电信 IT 基础
设施）标准，外形小巧，在 1U 高，42厘米深的机箱内
汇聚强大的 AI 算力和网络通信能力，支持电信级抗震
防尘，适应边缘严苛环境，运行噪音低，可在通信机房
或室内场景直接部署，为智慧门店、智慧园区、工业互
联网这类 AI 推理和 ICT 融合等不同边缘场景提供灵活、
强大的边缘算力。

NE3160M5外观小巧，却具备极致AI 性能。面向智
慧零售场景，NE3160M5可容纳2张T4 GPU卡，支持最大
每秒260万亿次的AI计算，单机可处理80路摄像头接入数
据，灵活应对货架缺货量分析、商品智能结算、客流量
统计等各类AI推理任务，且日常运行状态下功耗小于200
瓦，为零售业提供高性能、低功耗的边缘AI 算力。

海量数据通信依赖同步时钟的精准调度和控制，对
系统内时钟的一致性和精确性有很高的要求。浪潮边缘
服务器NE3160M5支持1588、GPS、级联3类时钟同步
通信，保证海量数据处理准确无误。此外，NE3160M5
基于宽环温设计，可在-5~55℃温度下正常工作，更好
适应边缘严苛环境，同时，电磁兼容性达到更加安全的
ClassB等级，噪音低于50dB，支持人机共存。针对边
缘必不可少的数据安全，NE3160M5还支持QAT（Quick 
Assist Technology）功能，可以实现数据加密和压缩。

浪潮早在5年前就开始布局研发边缘场景下的服务
器，截至目前已经形成全面的边缘产品线。NE3160M5
是浪潮针对边缘ICT融合和AI推理场景研发的重要产
品，高性能、低功耗，能够灵活应对边缘差异化的场景
需求。

南京移动建成江苏首个5G双域融合专网
近日，南京移动联合南京邮电大学，共同打造江苏

首个5G双域融合专网，实现了校园网与5G网络的深度
融合。

南京邮电大学5G双域融合专网是基于“5G+边缘计
算”的专属校园双域融合网络。该专网以5G网络和边
缘计算技术为基础，通过采用DNN+MEC ULCL分流技
术，南京市内获得业务授权的5G终端用户可随时随地

接入。南邮师生无需进行VPN拨号，通过5G终端和5G
专网即可直连访问校内内网资源，便捷查阅校内在线资
源，进行远程科研协作、管理校园内部系统等活动，满
足了学校业务连接、高速计算、信息安全等需求。

后期，南京移动将推动5G双域融合专网在全市其他
高校建设，并探索更丰富、更广泛、更多元的高校5G
双域专网应用，进一步为高校数智化转型助力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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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业互联网边缘计算研究
的重要意义

1.1　工业互联网是先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

工业互联网[1]是连接工业设备和生产的网络，智能

化生产、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和服务化转型是工业

互联网的核心内容。作为新型工业化的基础设施和智能

制造的关键使能技术，工业互联网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

抢占的新一轮制高点。

2012年，美国通用电气公司首先提出了工业互

联网概念，此后工业互联网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

发展。目前工业互联网以德国“工业4.0平台”、美国

“工业互联网联盟”为典型代表，同时工业互联网作为

我国智能制造发展的重要支撑已经得到了国家的高度认

可与重视，“十三五”规划、制造强国、“互联网+”

等重大战略都明确提出发展工业互联网，如图1所示。

1.2　边缘计算是实现工业互联网创新应用的关键

实现工业互联网的创新应用，如智能化生产、网

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和服务化转型等并非易事。物

边缘计算对工业互联网产业发展的
重要意义及研究现状

联网技术的发展虽然丰富了数据采集的手段，但随之

而来的海量数据也对工业系统的实时性等问题提出了

新的挑战。

目前基于视觉引导的装配机器人得到了广泛的应

用，但是个性化定制过程对装配机器人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如图2所示，在实时性方面，个性化定制系统对于

装配机器人的空间定位、目标识别、轨迹规划的实时性

要求高，部分情况的场景需要在10毫秒以内。工业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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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工业互联网是新一代网络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产物，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依托和重要途径。边缘计算是支持工业互联网的关键技
术。本文首先说明了边缘计算在工业互联网产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意义，然后分别从边缘计算的发展历程、边缘端智能化方法和边缘计算平台三方
面介绍了工业互联网边缘计算近年来的研究现状，最后指明了工业互联网边缘计算在今后发展中尚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关键词：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边缘计算
Abstract：Industrial internet is the product of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network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is a key support and important way for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Edge computing is the key 
technology to support industrial internet. This paper first explained the importance of edge computing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industrial internet industry. Then, the research status of industrial internet edge computing in recent years was introduced from three 
aspect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edge computing, intelligent methods of edge computing and edge computing platform. Finally, the key 
problem of edge computing in industrial internet to be solved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was pointed out.
Key words: Industrial internet;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Edge computing

图1  工业互联网战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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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产生大量数据的实时处理需求，单个摄像头1080p格

式视频在4Mbps码率下每天产生330G的视频数据，完

全传输至云端需要占用大量带宽，并产生较大的时延，

如果数据分析和控制都在云端进行，则难以满足业务实

时性的要求。同时，采用目前流行的深度学习相关技术

后，视频处理的计算复杂度很高。分类用AlexNet分析

224×224大小的图像需要720MFLOPs计算量，主流边

缘设备（使用酷睿i5 CPU）需要1秒左右，而实际生产

过程常用的ResNet50计算量是AlexNet的数十倍，无法

保证应用的实时性。

图2  工业互联网边缘计算的基本思想及面对的挑战

边缘计算的提出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可能。边缘

计算是在靠近物或数据源头的网络边缘侧就近提供边缘

智能服务，满足行业数字化在敏捷联接、实时业务、数

据优化、应用智能、安全与隐私保护等方面的关键需

求。因此，边缘计算是实现工业互联网智能化生产、网

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和服务化转型等创新应用的关

键。2017年，施巍松等[2]从数据处理的角度论述了研究

面向网络边缘设备所产生海量数据计算的边缘式大数据

处理的必要性、研究现状及所面临的挑战，并指出边缘

计算模式能够有效应对边缘式大数据处理时代下，云计

算模型无法有效解决的云中心负载、传输带宽、数据隐

私保护等问题。2017年，Satyanarayanan等[3]指出近几

年工业界和学术界在边缘计算上的投入呈现迅猛增长，

并指出这种新型技术能够为移动计算提供高响应云服

务，使物联网具备可扩展性并提供有效的隐私保护策略

和掩盖云服务短暂中断的能力。

边缘计算强调网络边缘上的计算和存储，无论在

地理距离还是网络距离上都更贴近用户。相比于云计

算，边缘计算更能够缓解网络带宽与数据中心的压力、

增强服务的响应能力并实现对隐私数据的保护，提升数

据的安全性，已经成为研究界和产业界普遍关注的焦

点，被用于建立多个领域的应用系统。如，在拼车服务

中建立的基于边缘计算的攻击检测系统[4]、在关注延迟

的边缘计算平台上建立的视频分析系统[5]、基于边缘计

算的工业机器人系统[6]以及跨越无人驾驶和有人驾驶能

够进行情境感知的共享实时信息系统[7]等。由于边缘节

点负责直接处理来自物理环境的实时信息，为终端用户/

设备提供快速、及时的响应，显然，实现并提升边缘端

智能对有效提升边缘计算应用的整体智能化水平和工作

效率至关重要。

2　工业互联网边缘计算研究
现状

2.1　边缘计算发展历程

虽然2003年IBM就开始提供基于Edge的服务，但

直到2014年以后，随着物联网技术、5G技术和人工智

能的发展，边缘计算才蓬勃发展起来。边缘计算的发展

如图3所示。

图3  边缘计算的发展历程

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边缘计算也受到了国家各部

委的高度重视。工信部在2017年和2018年连续设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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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智能制造综合标准化与新模式应用项目。2017年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承担的工信部智能制造综

合标准化与新模式应用项目“工业互联网应用协议及数

据互认标准研究与试验验证”，从工业互联网边缘计算

模型、工业互联网数据统一语义模型、工业互联网互联

互通信息安全要求等7个方面对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边

缘计算标准的制定进行了探索；2018年，工信部工业互

联网创新发展工程系列项目中，针对工业互联网边缘计

算，专门设立了“工业互联网边缘计算测试床”、“工

业互联网边缘计算基础标准和试验验证”等8个项目；

在2018年度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网络协同制造和

智能工厂”重点专项中，专门针对边缘计算设置了“工

业互联网边缘计算节点设计方法与技术”、“典型行业

装备运行服务平台及智能终端研制”、“基于开放架构

的云制造关键技术与平台研发”等多个项目。

2.2　边缘端智能化方法

机器智能已成为各种应用的核心属性，但是大部

分深度学习算法仅限于在云中心执行。近年来，多个边

缘端设备的机器学习包陆续发布，被用于将计算卸载到

边缘端设备上执行[8~10]。

Zhang等[11]对最近发布的用于边缘端设备的机器学

习包进行了性能比较评估，使用户能够为边缘端选择一

组合适的边缘设备和软件，将计算卸载到边缘端设备上

执行。在云边协作学习方面，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借助

在线学习和其他学习方法结合的学习技术实现边缘节点

智能的动态升级。Zhao等[12]最早提出了在线迁移学习

的概念，在线迁移学习是一种动态迁移学习的策略，该

学习算法的核心思想是将离线训练好的模型随流数据在

线迁移，模型能很好地适应数据的变化。Sahoo等[13]提

出了在线学习和深度学习结合的学习算法，该算法为深

度学习在线更新提供了理论基础。Xu等[14]针对边缘计算

场景中边缘资源调度优化的具体问题设计了在线学习和

强化学习结合的方法，该算法为边缘节点自适应环境升

级智能提供了理论指导和现实样例。在最新的智能升级

研究中，Yazici等[15]在嵌入式设备上做实验，同时运行

随机森里、多层感知积和支持向量机等机器学习算法的

训练和推理，并比较了三个算法在训练和推理阶段的效

率和能耗，最后探讨了运行深度学习算法训练和推理的

方向。

目前，边缘计算中决策问题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边

缘侧资源受限情况下的独立决策，如何在工业生产过程

中实现适应场景变化的个性化边缘决策仍然是一个开发

问题，需要探索适应不同边缘设备与网络特征的学习机

制、学习任务部署策略以及基于学习的实时决策方法，

为工业物联网场景中通过云边协作学习提供工业设备与

生产的智能化新思路和新方法。

2.3　边缘计算平台

目前，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工业界都已经构建了多

个边缘计算平台，并制定了相应的标准。边缘计算相关

标准ETSI对边缘决策的典型的应用场景作了详细的规范

和描述，包括智能移动视频加速、监控视频流分析、增

强现实、密集计算辅助、车联网、IoT、网关服务以及

企业专网应用。

Willis等支持在无线网关上动态安装第三方服务的

多租户平台ParaDrop[16]，通过虚拟化实现物理设备、

边缘计算设备和云计算中心计算资源的有机结合和灵活

分配的PCloud框架[17]，以及支持云-端任务动态迁移的

ECHO平台等。Tang等[18]提出了一种以智慧城市为背景

的大数据分析框架，对处理在地理上广泛分布的数据有

很好的效果。其中使用边缘计算技术构建的边缘计算平

台充分利用数据传输路径上的计算设备，保证了分析框

架的高效运行，减少了需要上传到云中的数据量，是整

个框架高效运行的关键。美国里海大学与IBM提出了一

个基于深度学习的自适应物体识别框架DeepCham[19]，

该框架适用于移动设备上的物体识别应用，可以大幅提

高物体识别的准确率，其中边缘计算模式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减小对模型适用范围的要求，也为深度学习收集大

量特定的学习数据，训练更加个性化的识别模型。CMU

与Intel实验室在2014年开发了一个基于增强现实技术的

认知辅助系统[20]，通过谷歌眼镜来增强某些病人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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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实现系统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将处理任务

的延迟控制在几十毫秒，让感知缺陷的病人也拥有正常

人一样的反应速度。系统使用了边缘计算技术，将延迟

敏感的计算任务卸载到附近的Cloudlet来降低任务的处

理延迟。

3　工业互联网边缘计算待解
决关键问题

工业互联网边缘计算正在蓬勃发展，但几个关键

问题尚未完全解决。目前，对边缘计算的方法研究大多

侧重于如何通过算法或模型硬件化方式增强边缘节点的

处理能力[21]，而对如何通过边缘节点之间以及边缘节点

和云中心合作的方式提高应用效能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

段[22]。如图2所示，边缘计算的基本思想是将实时性要

求高的分析和决策功能下沉至网络边缘侧，以此提升

“感知-分析-决策-控制”一体化系统的实时性。这种方

式虽然能够有效提升系统的实时性，但同时带来了一系

列问题：

（1）缺乏边缘一体化计算的理论基础：在边缘计

算模式中，边缘计算系统成为兼有离散事件和连续变量

等运行机制的混杂系统，网络动态性、测量噪声等问题

将引发系统的不确定性；同时工业互联网场景中任务常

存在高并发的特点，同一时隙内可能存在多个事件，一

体化模型计算结果确定性难以保证。

（2）缺乏高效的边缘侧资源管理和任务调度方

法：边缘计算模式的核心是将分析和决策功能下沉至网

络边缘侧。边缘侧计算资源和网络资源的限制，仅将实

时性要求高的分析和决策功能下沉，以此实现云边协同

计算；同时边缘计算需要对边缘侧资源进行高效管理和

优化，以此提升系统的实时性。但目前尚缺乏高效的边

缘侧资源管理和任务调度方法。

（3）边缘侧设备资源有限，难以独立完成复杂计

算任务：受限于现有芯片的处理能力及边缘侧存储设备

发展水平，目前，边缘设备仍然难以独立完成复杂的数

据处理与分析需求。在工业互联网实际生产环境中，如

何融合云和边缘侧计算资源，有效形成生产场景驱动的

自适应学习方法以支持边缘个性化决策仍然是一个开放

的研究问题。

4　总结

工业互联网时代正在逐步开启，无论是在技术还

是产业应用方面，都有巨大的发展空间，而边缘计算为

解决工业互联网的数据分析和实时控制提供了有效手

段。本文回顾了工业互联网边缘计算的发展历程极其重

要意义，并阐述了现阶段的研究现状和待解决的关键问

题。希望本文对工业互联网边缘计算相关研究具有一定

参考价值。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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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5G通信等新技

术的快速发展，边缘计算的概念被提出，并受到学术界

和工业界的广泛关注。

边缘计算是一种新型的计算模式，它将计算与存

储资源部署在更贴近移动设备或传感器的网络边缘，能

够极大地缓解网络带宽与数据中心的压力，增强服务的

响应能力，并且能够保护隐私数据，减少敏感数据上传

和在云端共享的风险[1]。边缘计算技术的出现，将云计

算的能力拓展至距离终端最近的边缘侧，实现云边端的

统一管控，因此又产生了边缘云计算的概念[2~6]。边缘

云计算能够有效发挥5G技术的海量接入、低延迟、高

带宽等优势，赋能智慧城市、智能制造、智慧家庭等价

值场景，具有巨大的应用前景。

近年来，针对如何构建边缘云计算平台，人们已

经开始了一些相关探索与实践。其中，卡内基梅隆大

学研发的Cloudlet[2,7,8]为移动计算用户提供“小云”

服务，使用虚拟机来隔离不同应用的运行环境，将

OpenStack扩展到边缘计算平台，使分散的小云可以通

过标准的OpenStack API进行控制和管理。美国威斯康

星大学研发的ParaDrop[4]主要面向智能电网、车联网、

无线传感执行网络等物联网应用场景，在物联网网关中

植入单片机，使其具备通用计算能力，并使用容器技术

来隔离不同应用的运行环境。网关上所有应用都由云端

控制，并对外提供API，用户通过Web页面与应用进行

边缘云计算安全相关技术研究进展

北京大学 沈晴霓

摘要：边缘云计算主要适用于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和工业互联网等应用场景，具有海量接入、复杂异构和资源受限等特征。但是，在边缘云计算备
受关注和快速发展的同时，它也面临了放置地点人员复杂、安全机制薄弱、硬件安全能力不足等新的安全问题。为此，本文从边缘云计算的概念提
出，相关产业联盟、社区和标准组织的形成出发，重点围绕边缘云计算环境下的认证、容器安全隔离、可信硬件支持等技术研究进展进行综述，并
讨论未来发展方向。
关键词：边缘云计算；安全；认证；容器隔离；可信执行环境
Abstract: Edge cloud computing is mainly applicable to mobile Internet, Internet of things and industrial Internet. 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ssive access, complex heterogeneity and resource constraints. However, while the edge cloud computing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and developed rapidly, it is facing security problems such as complicated locations, weak security mechanisms, and lack of 
trusted hardware, and so on. Therefore, starting from the concept of edge cloud to related industrial alliances, communities and standard 
organization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authentication, container isolation and trusted hardware support, and 
discusses their future directions.
Key words: Edge cloud computing; Security; Authentication; Container isolation; Trusted execution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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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Web服务由云端提供，而传感器采集的原始数据

则都存储在网关上，保护了用户的数据隐私。佐治亚

理工学院研发的PCloud[3]将本地､边缘以及云上的资源

通过网络连接，并由特殊的虚拟化层STRATUS将资源

虚拟化，构成资源池，PCloud将边缘资源与云资源有

机结合，使二者相辅相成、优势互补。此外，AWS的

Greengrass解决方案、电信领域正在推进的多接入边缘

计算（MEC）服务、华为的IEC/IEF和阿里的Link Edge

等[5]，都在开始加快边缘云服务的部署与应用。

但是，与云计算相比，边缘云计算主要面向移动

计算、物联网和工业互联网应用，具有海量接入、复杂

异构和资源受限等特征。因此，在边缘云服务模式备受

关注和快速发展的同时，边缘计算平台也将面临许多新

的安全威胁，包括边缘计算节点容易被伪造、边缘容器

的安全隔离机制不足容易导致主机被攻击、边缘应用/

微服务的安全防护机制薄弱和缺乏硬件安全支持能力，

容易导致用户代码和数据被窃取或篡改等，这将大大制

约边缘云计算服务模式的发展与应用。因此，边缘云及

安全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工业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鉴于此，本文将从国内外边缘计算及安全相关联

盟、社区和标准组织，以及国内外边缘计算安全相关技

术研究进展展开分析和调研，并讨论相关的技术挑战和

未来展望。

2　边缘云计算安全相关工业联
盟、开源社区和标准组织

2.1　国外相关组织

2014年，欧洲电信标准协会（ETSI）成立移动边缘

计算（Mobile Edge Computing，MEC）规范工作组[9]，

推进移动边缘计算标准化工作。2016年，ETSI将边缘计

算的概念扩展为多接入边缘计算（Multi-Access Edge 

Computing），将MEC从电信蜂窝网络扩展至其他无

线接入网络（如WLAN）。2017年7月，ETSI发布了标

准化应用程序接口（API），以支持边缘计算的互操作

性。其中，推动MEC设备的监管、安全及计费问题是今

后MEC方面的工作重点之一。

2015年，英特尔、华为、沃达丰与美国卡内基

梅隆大学联合成立了开放边缘计算联盟（Open Edge 

Computing Initiative，OEC）[10]，微软、VMWare、诺

基亚、NTT等相继加盟，主要致力于推动边缘计算生态

系统发展，提供边缘计算关键参考架构、应用展示，

建立真实的边缘计算测试和试验中心。同年，ARM、

思科、戴尔、英特尔、微软和普林斯顿大学共同成立

了开放雾联盟（Open Fog Consortium），旨在通过

开发开放式架构，解决产业之间互操作性、可扩展性

等，分享最佳实践，加快雾（Fog）计算和边缘计算技

术的普及。

2 0 1 7 年 4 月 ， 戴 尔 物 联 网 解 决 方 案 部 门 的 J i m 

White（Open Fog参考架构的设计者之一）开源EdgeX 

Foundry项目[11]，成为Linux基金会下的硬件和操作系

统无关的开源中立的边缘计算微服务框架，用于统一

工业物联网边缘计算解决方案的生态系统，目前包括

戴尔、VMWare、AMD、Ubuntu、Redis等企业成员

70多家，其中安全服务作为框架设计的两个基础系统

服务之一，并且当前的版本中已经提供了安全存储能

力，能够保护EdgeX机密信息，如令牌、密码、证书

等，以及API网关能力，限制对EdgeX REST资源的访问

和控制操作。

2017年，全球性产业组织工业互联网联盟（IIC）

成立Edge Computing TG，定义边缘计算参考架构[12]。

同年，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发布了VEI（Vertical 

Edge Intelligence）白皮书[13]，介绍了边缘计算对于制

造业等垂直行业的重要价值。国际标准化组织ISO/IEC 

19



期032021.
专 家 视 点边缘计算产业观察

JTC1 SC41成立了边缘计算研究小组[14]，以推动边缘计

算标准化工作。同时，边缘计算也成为IEEE P2413物联

网架构的重要内涵，其中推进边缘计算安全是边缘计算

标准化工作的重点之一。

2.2　国内相关组织

2016年，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中国信

息通信研究院、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英特尔公司、ARM

和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倡议发起成

立边缘计算产业联盟（Edge Computing Consortium，

ECC）[5]。2018年，在ECC《边缘计算参考架构3.0》给

出的边缘计算的定义中提及安全与隐私是五大关键要素

之一。2019年11月，ECC和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AII）

联合发布首个《边缘计算安全白皮书》，首次系统地分

析和描述了边缘计算的海量、异构、资源约束、实时

性、分布式等五大需求特征给边缘计算安全带来的技术

挑战，并从边缘云接入、边缘云服务器、边缘云管理等

三个主要攻击维度，系统地分析和描述了边缘计算平台

面临的十二大安全威胁。

2018年，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和阿里云计

算有限公司联合推出《边缘云计算技术及标准化白皮

书》，定义了边缘云计算的概念、典型应用场景、技术

特点、标准化需求以及标准化建议。2019年12月，双

方又联合发布了中国开源云联盟标准《信息技术 云计

算 边缘云计算通用技术要求》（COSCL 0004-2019）

（2020年1月1日实施）[6]，其中边缘云安全能力覆盖边

缘云基础设施安全、运行在边缘云上的应用安全、数据

安全、边缘云平台安全等要求。

3　边缘云计算安全相关技术进展

3.1　边缘云计算环境下的身份认证

近年来，人们开始针对边缘云计算开展相关认证

技术研究，目前主要研究的是边缘服务器与用户之间的

双向认证技术，目的是防止接入恶意用户，或者防止接

入到恶意的边缘服务器，同时考虑减少接入认证时的计

算和通信开销；少数工作关注了云-边缘平台之间的认

证和通信安全问题，主要考虑的是增加认证次数和通信

过程中的数据安全性。

（1）边缘服务器与用户之间的认证技术

目前的研究方案主要聚焦在边缘服务器和用户

（手机或移动设备）之间的双向认证方案研究，而且大

多假定边缘服务器之间不会进行通信，边缘服务器只和

云中心进行通信或者只和用户进行通信，这类方案主要

解决两类安全问题，具体如下：

一是，针对用户（手机/移动设备）资源受限，以

及无线通信（如WLAN）或电信网络容易被窃听等安全

问题。由于移动手机用户从不同的服务提供商访问不同

类型的移动云计算服务时，用户通常需要在每个服务提

供商上注册不同的用户账户，并且需要维护相应的私钥

或密码进行身份验证，导致用户接入移动云服务的认证

过程过于繁琐。针对上述问题，国立台湾科技大学[15]提

出了一种基于身份加密系统（IBC）的隐私保护认证方

案，该方案仅需要移动用户保存一个私钥，便可与不同

服务提供商进行认证，前提是用户知道服务提供商的所

有身份，反之亦然，减少了密钥管理开销。同时，该方

案基于ECC椭圆曲线（而非RSA）运算进行密钥协商，

除了注册阶段需要可信第三方参与之外，后续的认证阶

段无需可信第三方参与，保证了通信安全，并减少了用

户计算和通信的开销。

二是，针对边缘服务器容易遭受攻击、伪造等安

全问题。由于边缘服务器可能部署在商场、机场、公

园、停车场，甚至长途汽车等交通工具内部，这些场所

用户的流量大（如：接入规模、移动性大），可能导

致用户错误接入一个恶意的边缘服务器。针对上述问

20



期032021.
专 家 视 点边缘计算产业观察

题，埃及哈勒旺大学[16]提出了一种终端用户与雾服务器

之间的双向认证方案Octopus，该方案只需要在用户注

册时基于用户ID为其生成一个长期有效的主密钥（足够

长），以及基于用户主密钥、雾（相当于边缘云）ID和

雾服务器（相当于边缘服务器）ID计算得到用户验证密

钥（存放在边缘服务器中），便可以与任何（包括新加

入的）边缘服务器进行双向认证，抵抗恶意边缘服务器

攻击。同时，由于该方案的认证过程主要基于Hash运

算和对称加密运算，大大减少了认证计算的开销。

（2）云-边缘服务器之间的认证技术

除了边缘服务器与用户之间的双向认证技术研究

之外，还有一些研究工作关注了云-边缘服务器之间的

认证和通信安全问题，这类方案主要解决两类安全问

题，具体如下：

一是，针对云-边缘仅一次性认证的安全问题。由

于边缘服务器无法像传统云服务器一样能随时进行管

理与更改，仅仅在其初始化阶段认证一次，这种做法

无法应对后续可能出现的安全风险。针对上述问题，

英特尔[17]应用可信计算TPM模块增强运行在边缘服务

器上的容器基础设施的安全性，并远程证实/验证容器

基础设施的可信性。此外，中南民族大学[18]提出了一

种基于电磁辐射（与实体行为相关的硬件指纹）的持

续边缘主机身份认证技术，主要利用支持向量机分类

器，对边缘主机的电磁辐射硬件指纹进行识别，从而

实现身份的持续认证。

二 是 ， 针 对 云 - 边 缘 消 息 通 信 安 全 被 忽 略 的 问

题。正如云安全联盟（CSA）所强调的那样，开发高

效的云到边缘系统的一个有价值的方法是基于即时消

息通信解决方案，但是在当前的云-边计算环境中，

基于即时消息协议的消息中间件（Message Oriented 

Middleware，MOM）提供了良好的性能，却忽略了安

全性需求。针对上述问题，意大利墨西拿大学[19]提出了

一种安全管理方法，目的是按照CSA准则，改进这种云

到边缘系统即时消息通信过程的安全性，以实现数据保

密性、完整性、真实性和不可抵赖性所涉及的问题。

3.2　边缘云计算环境下的容器安全隔离

近年来，人们开始针对边缘容器安全隔离技术开

展研究，大多采用的是基于底层系统的容器安全增强、

容器的权限限制的方法来实现容器隔离，主要目的是防

止由于同一主机上的多个容器共享内核，黑客更容易通

过容器攻破底层宿主机（边缘服务器）的安全问题；同

时，在相关技术的研究过程中还需要有效保证容器的兼

容性和可用性。

（1）基于底层系统的容器安全增强技术

一些研究工作关注如何通过底层操作系统安全能

力，或者增加新的底层功能，或者减少内核/容器镜像

来实现对容器的安全隔离，这类方案主要解决两类安全

问题，具体如下：

一是，针对底层系统对容器的安全保障不足问

题。意大利贝尔加莫大学[20]提出了对Dockerfile的扩展

技术，为运行在Docker镜像中的进程提供Linux系统

层支持的特定SELinux安全策略，限制容器中进程的权

限。但是这种方法与原有的容器生态不兼容，限制了

其使用范围。谷歌公司专门开发了gVisor[21]，一个使用

Golang这种内存安全的语言编写的用户空间内核，它

实现了Linux系统调用的很大一部分，当容器中的应用

调用系统调用时，它会拦截并且在用户空间提供相应的

服务。通过这种方式，容器中的应用不能直接调用宿主

机提供的系统调用，降低了宿主机被攻击的风险。但是

当容器中的应用需要调用大量的系统调用时，这种方案

会大大降低应用的性能。

二是，针对底层系统及容器的镜像过大的安全

问题。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22]提出使用动态和静态分

析来标识用于运行特定应用程序的最少资源集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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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Cimplifier，从而大大减少了应用程序容器镜像的大

小。苏黎世IBM研究院[23]通过删除或阻止未使用的内核

代码段的执行来有效地减少攻击面，但是这种方法的实

施难度比较大，而且不能保证所有可能会被用到的代码

段都被保留。Nabla容器[24]实现了容器之间的强隔离，

只允许容器执行7个系统调用，但是它有很多限制，例

如不允许动态加载库、不允许用于与其他进程共享内存

的mmap等，可用性差。

（2）基于程序分析的容器权限限制技术

除了通过底层系统来限制容器权限的安全隔离技术

研究之外，还有许多研究工作关注了容器可访问系统调

用/特权最小集的程序分析技术上，从而限制容器恶意

利用不必要的系统调用/特权对宿主机（边缘服务器）

造成威胁，这类方案主要解决两类安全问题，具体如

下：

一是，针对容器可访问系统调用过多的安全问题。

自2016年1.10版本，Docker支持了seccomp机制，以

限制运行在Docker容器中的应用能够访问的系统调用，

降低了宿主机的攻击面。但是对于特定的容器来说，

Docker默认允许的系统调用仍旧很多（总共有300多个

系统调用，默认仅禁用44个）。为了解决此问题，中科

院信工所[25]提出了一种应用容器的分阶段执行来区分容

器运行的必要和不必要的系统调用方法SPEAKER，从容

器的运行过程中删除部分只在容器的启动阶段使用的系

统调用。知名开源工具DockerSlim[26]通过创建临时容

器，跟踪用户在临时容器中的操作，得到容器在运行时

需要的系统调用。但是上述方法都不能保证容器运行时

需要的所有系统调用都动态跟踪得到，可能导致容器运

行时出错。北京大学研究人员[27]提出了一种将动态分析

和静态分析结合的方法，通过动态分析获得容器启动时

所需系统调用及运行时所需访问的可执行文件，再静态

分析可执行文件需要访问的系统调用，得到特定容器应

用运行时需要的系统调用，减少攻击面的同时保证了容

器不出错，可用性更强。

二是，针对容器拥有的特权过大的安全问题。为

了增强容器的安全性，大多数容器采用了Linux内核提

供的权能机制（Capability机制）来约束容器内部进程

的能力。通过Capability机制，超级用户的特权被划

分为38个不同的权能（Capability），每种权能代表

了某些被允许的特权行为，例如拥有权能CAP_NET_

ADMIN，表示拥有了执行与网络相关操作的特权。自

2018年1.18版本，默认情况下，由Docker创建的容器通

常拥有14种权能（默认禁用了23个，共37个权能）。

但是对于特定的容器来说，Docker默认拥有的特权仍旧

有一部分是不必要的。为了解决此问题，韩国科学技术

院（KAIST）[28]通过使用strace跟踪进程执行时所需的

系统调用，然后把这些系统调用映射到相应的权能，进

而得到容器在运行时所需要的最小权能集，限制容器内

部进程运行时的特权，减少特权过大带来的安全风险。

3.3　边缘云计算环境下的可信硬件支持

由于可信硬件提供的安全隔离运行环境能够增强

边缘服务器的安全保障能力，人们近年来开始关注边缘

服务器的可信硬件支持技术研究。一方面，能够有效解

决边缘服务器上的软件系统远程维护和更新困难、缺陷

容易被黑客利用问题；另一方面，能够保障可信硬件支

持环境下，在边缘服务器上部署云原生应用可能存在的

兼容性和性能开销大的问题。

（1）可信硬件能力支持及性能优化技术

一些研究工作关注在边缘服务器端集成可信硬件

的可行性评估，以及如何优化可信硬件支持下的上下文

切换、内存页替换、内存加解密性能，这类方案主要解

决两类安全问题，具体如下：

一是，针对边缘服务器缺乏硬件安全能力支持的

问题。美国韦恩州立大学[29]对TEE可信硬件集成到边缘

22



期032021.
专 家 视 点边缘计算产业观察

计算节点的可行性进行了系统性的评估：

· 在Intel Fog Node边缘服务器（8核Intel Xeon 

E3-1275处理器和32GB DDR4内存）上进行了集成Intel 

SGX能力的测试，其中上下文切换时间为2~3微秒、敏

感数据计算时间为6.7微秒、总体时间开销下降0.48%。

· 在ARM Juno Board（ARM V8）上进行了集成

ARM TrustZone能力的测试，其中上下文切换时间为0.2

微秒、敏感数据计算时间为9.67微秒、总体时间开销下

降0.13%。

· 在带AMD EPYC-7251处理器的机器上进行了集成

AMD内存加密能力的测试，其中上下文切换时间为3.09

微秒、敏感数据计算时间约0微秒、总体时间开销下降

4.14%。结论是，TEE集成后给边缘服务器节点带来的

计算性能开销都比较低，具有可行性。

二是，针对可信硬件支持带来的计算性能开销的

问题。针对可信硬件支持下安全区代码与非安全区代码

交互/上下文切换可能产生较大性能开销的问题，英特

尔[30]提出了一种通过交互/上下文切换时的异步调用机

制进行优化。SGX的EPC内存目前一共仅有128MB（其

中只有96MB是可用的），可用内存空间很小，可能会

带来计算过程中频繁的内存页面替换问题，产生较大的

性能开销。针对该问题，佐治亚理工学院研究人员[31]提

出了一种减小EPC页面元信息占用空间的方法STANlite

进行了优化。针对内存加密开销大的问题，英国LSDS

研究组[32]提出了一种尽量对内存数据采用连续访问的数

据结构、避免采用随机访问的数据结构设计的方法进行

了优化。

（2）基于可信硬件的应用支持技术

除了可信硬件能力支持及性能优化技术研究之

外，还有许多研究工作关注了如何开发TEE可信硬件环

境下的应用支持技术，从而保证云原生应用在支持TEE

的边缘服务器上的快速部署与应用问题，这类方案主要

解决两类安全问题，具体如下：

一是，针对应用的兼容性问题。为了支持云原生

应用的部署与应用[33]，研究人员在TEE可信执行环境内

设置操作系统库或者标准函数库来支持TEE内应用程序

的执行，从而实现兼容性。例如：微软公司[34]提出的

Haven，是在TEE中实现一个Drawbridge操作系统库，

从而能够在TEE中直接运行未修改的Windows应用程

序。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提出的Graphene[35]，是在

TEE中部署一个操作系统库，从而能够支持在TEE上快

速部署未修改的Linux应用程序。英国LSDS研究组提出

的SCONE[32]，则是在TEE中配置了标准C函数库的修改

版本，从而能够支持重新编译的Linux应用程序。

二是，针对敏感代码的合理划分问题。支持应用

兼容性方案将所有代码或大多数代码放在安全区中，会

导致可信计算基（TCB）很大，而TCB越大，带来的安

全性问题也越大。为此，研究人员开始研究如何将原生

的应用程序划分为敏感和非敏感部分，仅将较小的敏

感代码部分放入安全区，从而通过减少TCB来降低安全

风险。例如，英国帝国理工学院[36]提出了一种基于C语

言的SGX应用程序源码划分框架Glamdring，主要通过

开发人员对应用程序中安全敏感数据的注释，采用程

序分析方法，分析找出与安全敏感数据安全性有关的

代码和数据。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37]提出的Secured 

Routines，是一种将可信执行代码编写集成到编程语言

中的方法，它通过扩展Go语言，以允许程序员在TEE内

调用敏感操作、使用开销小的通道通信，以及允许编译

器自动提取安全代码和数据。

4　边缘云计算安全技术挑战与
展望

在边缘云计算安全研究领域，人们已经在边缘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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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的认证技术、容器安全隔离技术、可信硬件支持技

术方面开展了一些相关研究工作。但是，上述研究工作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探索和实践。

（1）云-边缘服务器之间的动态认证方案。目前主

要研究的是边缘服务器与用户之间的双向认证方案，极

少数工作关注了云-边之间的认证和通信安全问题。仅

由云对边缘计算节点初始化/注册时的一次性认证或指

纹认证，无法应对边缘计算节点后续状态动态变化带来

的风险，将危及用户数据的安全与隐私。此外，用户与

伪造/恶意的边缘节点直接进行频繁的身份验证，可能

会造成大量用户浪费不必要的认证开销，甚至造成拒绝

服务。所以，未来将重点开展云对边缘服务的动态认证

方案研究。

（2）边缘容器权限的动态最小化方法。目前主要

研究的是如何通过底层系统安全增强、镜像裁剪、容器

系统调用/特权限制的方法来实现容器的安全隔离。对

于底层系统安全增强的方案，容易带来兼容性差的问

题；对于镜像裁剪的方案，可以有效解决轻量级和安

全攻击面减小的问题，但是依然会存在兼容性不足的情

况；对于容器应用可访问的系统调用或特权进行限制的

方法适应性强，但是需要提前对所有应用容器进行程序

分析，无法实现动态控制。所以，未来将重点开展容器

权限的动态最小化方法研究。

（3）边缘应用TEE敏感代码的生成技术。目前主

要研究的是如何对云原生应用在边缘服务器TEE环境下

的代码兼容性和代码的合理划分问题，包括TEE敏感代

码依赖的函数库/系统库支持技术保证兼容性，以及通

过基于程序分析的TEE代码划分、编程语言扩展和编译

器修改等方法支持TEE应用的开发，但是需要的学习成

本高、容易出错、代码的安全性验证困难。所以，未

来将重点开展TEE应用代码自动生成与安全性验证技术

研究。

5　结论

本文从边缘云计算的概念提出，相关产业联盟、

社区和标准组织的形成出发，重点围绕边缘计算节点容

易被伪造、边缘容器的安全隔离机制不足容易导致主机

被攻击、边缘服务器的安全防护机制薄弱和缺乏硬件安

全支持能力容易导致用户代码和数据被窃取或篡改等安

全问题，从边缘云计算环境下的认证、容器安全隔离、

可信硬件支持等三个方面的技术研究进展进行了分析与

综述，并展望了这些方面的未来研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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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武马钢南山矿和尚桥露天采场
5G+MEC无人驾驶矿车项目

1　目标和概述

和尚桥采场5G无人驾驶矿用卡车项目是和尚桥智

慧矿山示范产线建设的一个重要支撑项目，基于中国电

信5G+MEC边缘计算平台，中国电信提供5G基础建设网

络，中兴通讯提供基站设备与MEC边缘计算设备，慧拓

智能提供矿车无人驾驶平台。相比有人驾驶，无人驾驶

具有工作效率更高、人力成本更低、安全性更高、运输

管理更科学等优势。卡车无人驾驶技术的应用将有利于

防范化解生产安全风险，减少直接参与生产的人员数

量，实现“少人则安、无人则安”的目标，加快实现露

天矿减人、降本、增效的目标。无人驾驶技术的研究与

推广将大大提高设备生产效率，减少设备人为操作不当

造成的损耗，大幅度节约人工成本，解决运输岗位“招

工难”问题，有效解决司机老龄化、年轻司机从业意愿

低、人力及管理成本逐年增加等问题。

无人驾驶矿车通过智能调度系统实现自动派单、

自主规划行驶路径；通过无人驾驶系统实现自动驾驶、

自动泊车、主动避障；通过挖机协同和卸载协同系统实

现自动对位、自动卸载；通过路侧感知和路面仿真系统

实现路况实时感知、自动修正、主动修测；通过远程遥

控驾驶系统（模拟器装置）实现远程应急接管、保证无

人矿车运行安全；通过V2X通讯系统实现无人驾驶所有

指令信息互通、互联；通过5G+MEC（移动边缘计算）

专网保证通讯网络质量稳定、保障企业信息安全、提升

（车）端到（指令）端延时。

2　解决方案介绍

2.1　总体建设方案

由终端采集的数据通过5G基站接入无线网络，通

过网关截断数据并进行本地分流到本地部署的MEC边缘

计算平台（该边缘计算平台部署于工业园区内），实现

数据不出场区，使数据生产、使用的全业务流程均在园

区内完成，保证数据的安全。实现公网数据与此数据的

隔离，保证数据传输的SLA性能保证（速率保证、时延

保证），并配合边缘计算技术实现高速率、低时延的应

用，赋能信息化系统升级，加速智慧工业快速发展。

5G总体方案：5G采用三层组网，UPF下沉至MEC

侧。架构如图1所示。

 
图1  项目总体架构

核心网：采用安徽商用5GC核心网。

无线侧：本项目针对室外区域将采用BBU+AAU进行

信号覆盖，室内场景使用QCell进行覆盖，如图2所示。

 

图2  无线侧方案

引入MEC的优点：

（1）缩短传输时延：数据不需要经过核心网，传

输路径变短，时延减少；

（2）减轻传输网络的压力：数据直接本地卸载到

工厂的数据中心，不需要经过回传网络，节省回传网络

的带宽；

（3）数据安全性：数据直接发送给本地网络，减

少在互联网的传输，工厂数据更加安全。

2.2　MEC建设方案

2.2.1　MEC架构概述

MEC的架构如图3所示。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分公司  毕善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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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MEC架构图

2.2.2　MEC部署规划

为满足项目业务需求，在马钢矿业和尚桥铁矿部

署MEC平台，UPF下沉边缘DC，实现本地流量分流。

（1）终端通过5G基站接入到网络中；

（2）MEC部署在基站BBU和核心网之间，矿区内

机房；

（3）MEC提供3个类型的对外接口，分别对接

BBU，核心网和工厂的数据中心；

（4）针对矿区终端的数据业务，数据不发送到核心

网，直接通过MEC的本地分流功能送到矿区的数据中心；

（5）MEC和矿区数据中心之间，通过防火墙进行

隔离，保证矿区数据的安全。

2.2.3　MEC带宽及性能需求（如表1所示）
表1  MEC带宽及性能需求

序
号

分辨率
名称

业务
类型

屏幕分辨
率(pixel/
frame)

帧率
(fps)

网络速率
要求(Mbps)

时延
要求

（ms）

H V
典型速率
(Mbps) 

建议速率取值
范围(Mbps)

1 1080P 高清视频 1920 1080 30 4 [2.5,6] 50
VR 1920 1080 60 10 [6,15] 

2 4K
高清视频 3840 2160 30 15 [10,25] 

40

由上表常规视频业务模型，参考本期智能采矿业

务需求，本次MEC带宽配置为5Gbps，满足15台高清摄

像机及VR终端的接入需求。

后续根据园区其他典型应用，UPF及MEC现有配置

可进行平滑扩容。

2.2.4　MEC网络详细架构

（1）MEC组网

本期工程使用安徽电信商用5GC核心网，在矿区机

房下沉部署UPF+MEC。其中：

· UPF+MEC内部形成2×10GE无阻塞通道，出口

上行至2台业务交换机。

· 业务交换机经2×10GE口字型上联就近STN-B

节点，实现MEC与5GC及基站的组网。UPF——基站：

通过STN-B——STN-A接入矿区5G基站。

· 本地转发流量：业务数据经过UPF转发后，经

业务交换机设备流出，经专线接入矿区应用服务器（如

智能采矿服务器等）内网，实现本地流量转发。网络架

构如图4所示。

 

图4  MEC组网网络架构

（2）MEC内部组网架构

考虑到安全性，不同用途的网络规划不同的物理

网络或者采用VLAN隔离，使用独立的子网，建议管理

网络、业务网络分离。每个子网都通过网关和现网设备

或系统对接，不直接使用现网的子网。

边缘组网如图5所示，采用5960交换作为边缘DC

的网关，侧挂防火墙作为东西向租户间的防护。下行分

别连接服务器管理/存储（合一）、业务网络。

   

图5  边缘组网

（3）硬件清单

本期项目使用UPF/GW-U+MEP部署，初步按照

5Gbps吞吐量商用模型。使用R5300 G4服务器部署，配

置如表2所示。
表2  硬件配置表

类型 型号 数量(台) 主要配置 备注

服务器
ZXCLOUD R5300 
G4

3

2×20核CPU，
12×32G内存条，
4×960G硬盘，
2×10GE网卡×2

UPF+MEP
资源池

业务交换机
ZXR10 
5960-4M-HC

2 汇聚交换机

硬件管理交换机 ZXR10 5960-52T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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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墙
H3C 
F1070/1080/1090/
F5000等

2

防火墙型号根据支
持带宽不同选择，
原则上考虑后续扩
容带宽不需要更换
防火墙 

2.3　矿车无人驾驶技术方案

和尚桥矿车的无人驾驶系统建设内容包括智能调

度与监管系统（涵盖运输智能化调度、设备监测安全管

理、数据分析管理、地图编辑管理）、无人运输仿真系

统、矿用宽体自卸车无人驾驶系统、协同装载/卸载管

理系统、应急接管系统、网络传输与定位系统等。各系

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如图6所示。

 

图6  各系统关系

（1）无人化作业智能调度与监管系统

智能调度与监管系统将矿用宽体自卸车、挖机/电

铲、推土机、其他辅助作业车辆等全部纳入，是整个矿

山无人化作业系统的控制中心、数据中心和决策中心。

能够进行车辆智能调度、交通管理、作业任务下发、地

图数据更新、实时状态监控、作业数据统计与分析等。

智能调度与监管系统能够允许矿区内有人车与无人车混

合作业，特别是和尚桥矿山实施无人运输的前期阶段，

无人驾驶车辆与有人驾驶车辆可实现安全同步作业。

（2）矿用卡车无人驾驶系统

矿用卡车无人驾驶系统使矿用宽体自卸车具备单

车自动行驶能力，能够感知环境与障碍物信息，做出单

车范围内的决策命令，具备自动避障及控制能力。可接

收调度中心发出的作业、行驶指令，以及与挖机、推土

机的协同作业指令，完成自动驾驶。

（3）协同装载/卸载作业管理系统

协同装载/卸载作业管理系统是安装在装载设备

（电铲、液压铲、履带挖等）或推土机上的终端系统，

结合中心端的作业指令，负责对装载/卸载区作业流程

进行协同管理，以使矿用宽体自卸车能够高效、准确、

安全地完成入场、装载/卸载与离场等工作。

（4）5G+V2X无线通信系统

5G+V2X无线通信系统是矿用宽体自卸车之间、监

控中心通信的基础设施。其主要功能包括保证矿用宽体

自卸车的安全行驶、保证矿用宽体自卸车与监控中心的

信息交互，以及为车辆差分定位信息的采集和传输提供

技术保障。

（5）无人运输仿真系统

无人运输仿真系统可先于矿用宽体自卸车在矿区

运行之前完成，特别是在矿区大范围推广无人运输之

前，可快速对无人驾驶矿用宽体自卸车在整个矿区的运

行以及所有设备的智能化调度进行快速仿真测试，可保

证矿用宽体自卸车在测试期间的安全性与可靠性，并大

幅提高系统开发效率。

（6）车辆应急接管系统

在矿用宽体自卸车无人驾驶系统实施前期，仍然

需要驾驶员在车端或远程进行危险状态下的干预。由于

矿用宽体自卸车速度较低，可采用远程安全员监管的方

式，一方面可提高安全员工作环境，另一方面可减少安

全员的数量，实现一个安全员监控多台车辆。特殊情况

下，远程安全员可通过摇控平台实现对无人驾驶车辆的

远程应急接管。

3　代表性及推广价值

截至2020年9月底，已有2台无人驾驶矿车与其他

有人驾驶矿车在一起混编运行累计里程1310公里，共计

拉运矿石432车。2020年10月底前增加到5辆无人驾驶

矿车，2020年底增加到10辆无人驾驶辆车。

该项目是安徽省首个商用5G+MEC下沉式部署落地

项目，也是安徽省“5G+工业互联网”十大创新应用之

一，实现了国内首家冶金露天矿山多台矿用卡车无人驾

驶与有人驾驶混编运行。

基于5G+MEC矿车无人驾驶技术，有效提高矿山资

源综合回收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收益率，并

将全力提升我国矿山行业的生产技术水平，推动传统行

业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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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站融合下的边缘计算服务解决方案

1　目标和概述

互联网应用场景向“大带宽、低时延、大存储、

高算力”不断延展，部分算力需求由云端迁移到边缘。

当前，边缘计算产业已完成初期市场培育，但电信运营

商与CDN服务商储备的通讯机房资源不足以满足5G基

站建设、边缘业务发展等需求，运营商与CDN服务商受

限于节点数量稀缺、单机柜配电量增加、站址内部空间

不足、电力供应不稳定等问题。国网公司在产业所需的

站址、电力等资源方面颇具优势，通过共建共享合作，

可有效解决边缘计算行业普遍面临的发展瓶颈，建立良

好的市场秩序，推动边缘计算产业发展。

“多站融合下的边缘计算服务”利用变电站富余

的空间、电力、通信资源，融合建设以分布式数据中心

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与传统集中式数据中心协同互

补，构建“云边协同”数据资源服务体系。对内为公司

内部涉及电力、信息通信产业企业提供数据存储服务；

对外面向电信运营商、互联网企业、政府部门等提供

5G机房+MEC站、CDN、边缘CDN、云游戏业务等方面

的需求，推动城市5G业务、物联网业务场景落地，节

约土地资源，推进跨界业务融合，服务数字城市建设。

2　解决方案介绍

2.1　平台架构与解决方案

国网边缘算力涉及基础资源运营、多站融合、数

据增值、综合能源等，业务类型复杂多元，需通过开发

统一的管控平台实现对各类业务的全过程管理，国网边

缘算力业务以构建统一的业务流程、统一的管理模式、

多样的商业模式为核心思路，按照“示范引领、实用实

效、迭代完善、逐步推广”的建设原则，拓展工作信息

化管控。

通过平台建设，可以有效减少数据由手工录入带

来的不一致性问题，增强数据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同步

降低基础资源业务数据维护成本，提升各类业务过程管

理的效率；在管理上实现对基础资源台账、外部市场需

求、合同签订情况、业务开展成效、典型经验交流等进

行统计、分析和展示；运营上实现对各类业务的商务拓

展工作流程在线管控，以信息化、可视化为手段，提升

产品的整体运营水平及商务拓展效率，有效地支撑各地

市公司商务拓展业务规范化管理。

对外逐步完善“国网算力”产品线，推动产业上

下游企业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新生态，促进

边缘计算产业有序、良性发展，为国家新基建战略实施

和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支撑。通过构建国网边缘计算生态

体系，加强与电信运营商、互联网企业、第三方服务商

合作，开展集成应用平台建设、AI图像边缘算法、文件

边缘缓存与分发、边缘连接与预处理等研究，有效提升

边缘服务能力。

（1）基础服务——云服务的能力突破

建设边缘计算数据中心站资源，形成初具规模的边

缘站址机柜服务。基于分布式云平台在各省提供分钟级

国网信息通信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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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边缘数据中心资源形成规模化运营，提升市场竞争

力，推动国网公司边缘算力业务高质量发展。如图3

所示。

2.2　业务和产品

2.2.1　业务体系

依托电网输、变、配、用、调等各环节基础资

源，面向电信运营商、电网上下游企业用户，提供

基础资源共享服务。通过提供配套设备、施工、运

维等服务增加存量资源附加价值，满足用户的差异

化需求。

2.2.2　产品体系

国网算力分别基于虚拟资源与物理资源形成产

品，包括基础IDC业务、通信基础设施业务、边缘算力

业务与云算力业务。对外形成基础资源共享、算力资源

应用等产品，面向运营商、互联网、政府、垂直行业提

供各类增值服务。

（1）基础IDC业务：由边缘机房、CDN机房、数

据中心业务组成。指利用相应机房设施，以外包出租的

方式为用户的服务器等互联网或其他网络的相关设备提

供放置、代理维护、系统配置及管理服务，以及提供数

开通算力裸金属、算力云主机、负载均衡等算力服务，

成功实现基础设施到云服务的能力突破。如图1所示。

 （2）从线下——线上运营突破

2021年可实现全国运营管理的业务线上统一分

发、统一调度、统一管控、统一运维、统一计费、秒级

开通、算力资源整合与管理，实现从线下运营管理到线

上运营、运维、监控、SLA服务能力提升的突破。如图

2所示。

 

图2  线上运营平台

通过管理系统可实现计算扩展至边缘端，建设

边缘计算管理子系统和边缘一体化网络调度子系统、

运营管理子系统、门户管理子系统、客户工单管理子

系统、运维子系统、服务编排子系统等七大子系统。

图1  云服务架构

 图3  管理系统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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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库系统或服务器等设备的出租及其存储空间的出租和

其它应用服务。包括机位、机架、机房、主机托管与租

赁等业务。

（2）通信基础设施业务：指依托电网站址资源，

与电信运营商合作，投资或建设通信机房，包括汇聚机

房与综合接入机房，协助电信运营商全面开展5G基础

设施建设工作。

（3）边缘算力：包括边缘云与边缘分发业务。边

缘云主要面向物联网各应用场景，如云游戏、视频云

等；边缘分发业务主要利用边缘节点服务器组成的网络

平台，为客户提供内容的分散存储和高速缓存服务，产

品形态为CDN、PCDN、ECDN等。

（4）云算力：利用相关IT设备和资源，通过网

络以随时获取、按需使用、随时扩展、协作共享等方

式，提供云主机、云存储、互联网应用开发环境、互

联网应用部署和运行管理等服务。根据业务内容可分

为IaaS、PaaS、MSP多云管理等产品；根据客户行

业可分为能源云、视频云、游戏云、教育云、电商

云等。

 

图4  国网算力的业务体系

3　代表性及推广价值

多站融合下的边缘计算服务作为国网公司在数字

化产业的新探索、新尝试，在全球以及全国边缘计算产

业中颇具代表性与创新性。解决方案以基础设施服务能

力建设为基础，以实现联网运营+属地化运营为目标，

构建了集基础设施、联网运营、产品应用与解决方案为

一体的整体架构。

基于电网站址资源建设数据中心站是国内外首创

的资源开发利用模式，通过统筹公司光缆、杆塔、沟道

等设备及信息通信资源，运用数字技术为基础资源开放

共享赋能，积极探索从瓦特到比特，从电力到算力的产

业革新。

国网公司组织各级单位探索多站融合下的边缘

计算技术研究与应用试点工作，秉持先试点、再推广

的原则，通过对国网公司区域范围内进行初步站点调

研，将市场需求与可用站址进行资源匹配后，选取19

个省份进行先期试点工作，业务快速推广落地基础良

好，并总结了可复制推广的技术标准与运营模式，试

点验证可行。针对试点开展情况，2019年已完成百

余座站点建设，2020年业务全面铺开，与27家省电

网公司合作分别成立省思极科技公司，依托联网+属

地运营模式，建设近千座数据中心站，并面向运营商

开放部分杆塔沟道资源复用，全面推动国网边缘计算

业务。

本方案可有效支撑消费互联网、产业互联网中运

算密集型及实时型应用场景需求，通过采用一体化封装

技术，实现多站融合边缘数据中心站的快速部署；同时

借助基础资源统一运营平台，可实现全国万站级接入及

统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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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立华莱康平台科技有限公司
硬件平台OEM/ODM解决方案

北京立华莱康平台科技有限公司是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致力于网络安全及边缘计算应用的产品研发、制造、销

售和服务，为行业客户提供精准的产品解决方案和全方位的产业链服务。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建立了在主板及系统设

计、产品工程、生产制造、技术支持及营销管理各方面的专业团队，具备前期方案设计、小批量试制、批量高端产品生

产到售后维修、现场服务等完善的客制化服务体系。形成了基于 X86技术平台、 MIPS技术平台与ARM技术平台的几大系

列智能应用产品。产品应用覆盖防火墙、UTM、VPN 、IDS、IPS、加密机、网络负载均衡、上网行为管理、物理隔离、

加速卡、内网安全、SD-WAN、5G MEC等领域。

北京友云网络有限公司
SD-WAN网络平台、SDN解决方案

北京友云网络公司定位为向全球客户持续提供SD-WAN、SDN解决方案和传输网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致力于

通过由SDN网络构建的云交换平台，通过自研SD-WAN、SDN系列硬件系统、软件系统、网络管理系统向各业界伙

伴提供高效、安全、可靠的网络连接、数据交换及跨国应用加速方案。服务客户已达1000+以上。友云网络自研SD-

WAN网络平台及独有控制器技术，其将控制平面与数据平面分离， 以及由中央管理平台集中控制，在IP网络内形成

一个专用网络，并采用集中策略管理操作方法，使得构建及配置等管理变得自动化。友云SD-WAN支持多种传输技

术，如MPLS、Internet、 4G\5G、LTE等，可以智能识别4000+应用，在商业机构多分支和多云的不同混合链路之间

平衡并优化。

东声（苏州）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AI视觉检测、AI智能硬件、AI算法

东声（苏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工业视觉与人工智能算法为核心，扎根工业领域，为企业提供AI视觉检测软

件、AI智能相机、AI智能硬件及解决方案，以独特的小样本训练、迁移学习，AI底层优化算法等解决工业视觉缺陷检

测难题，并在3C、泛半导体、锂电池等领域广泛落地，实现了机器替人和软件替人，提高了企业产品质量检测和管

理水平，辅助提高产线良率、产能，为改善产品工艺和质量提供可靠的数据保障。企业目标是让解决方案真正融入产

线，为企业解决核心痛点，成为工厂的眼睛和大脑。 东声利用自身极强的硬件设计研发能力以及定制化AI算法，针对

工业视觉检测任何一个场景、任何一个产品客户都可能有不同的需求，能在最短时间内响应用户的非标定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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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阿普奇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AI边缘计算一体化解决方案

苏州阿普奇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是成都阿普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智能制造领域，为

工业客户提供AI边缘计算一体化解决方案的高新企业。涵盖设计、研发、制造、销售、运维整体业务过程。产品包括

AI边缘计算部件、行业整体系统、奇融谷边缘服务平台等三个层次产品，形成“一横一纵一平台”的产品构架。其中

AI边缘计算部件，遵循公司严格的模块化设计理念，IO板卡、AI算力卡、边缘算力盒子、边缘控制器、工业显示器等

产品广泛用于工业及行业现场，通过“积木式”的产品搭建和扩展方式，为100多个行业、2000多家客户提供配套支

持；行业系统，基于AI边缘部件，结合场景落地的算法和行业应用，形成行业一体化解决方案，已经在工业质量视觉

检测、智能光电监控、医疗检测等多个领域落地形成标准方案；奇融谷边缘计算服务平台，基于物联网和云计算技术

开发，定位为阿普奇业务的支撑基座，为部件产品和行业系统提供大数据沉淀平台，同时，为行业系统和端侧提供基

础算法和服务支撑。形成行业平台级应用的PaaS层支撑，目前已经孵化出数字化工厂、IPC运维等平台业务。

郑州信大捷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自主安全芯片、信息安全服务

郑州信大捷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具备安全芯片设计能力的信息安全企业，以自主研制的安全芯片

为核心基础，研发、生产、销售安全终端类、安全平台类产品，为客户提供信息安全服务。建设有国家企业技术中

心、移动信息安全关键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河南省大数据安全防护产业技术研究院等多个自主创新研发

平台。信大捷安以自主安全芯片为基础，以密码技术体系为主线，形成覆盖移动警务/政务、智能网联汽车、工业

控制与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等移动互联网、物联网领域的信息安全服务体系，解决网络空间的人与人、

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身份“认证”与信息“保密”等信息安全核心问题。信大捷安主要服务领域不断拓展，从公

安、税务、检察院、法院、司法、纪委监察委等移动警务/政务领域，逐步扩展到智能网联汽车、多媒体数字屏媒、

智能家电、智慧交通、轨道交通、工业控制、智能电梯、航空航天等物联网应用领域。

中移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大数据平台、IT解决方案

中移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公司，致力于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数字化技术和解

决方案提供商。针对中国移动集团内部，重点推进IT统一规划、企业级大数据平台、集中化IT系统的整合与建设等项

工作，为集团各成员单位提供资源共享、能力集中、合理管控的IT运营支撑服务，协助各单位打造极致体验、高效

运营、良性增长的数字化服务能力；针对中国移动集团外部，依托集中化IT系统和自主研发经验积累，积极探索IT资

源和能力优势的对外输出，面向其他行业企业和海外电信运营商提供大数据等IT解决方案和服务，努力拓展对外服

务份额，力争成为业界有影响力的专业化IT服务机构。

32



官方微信 OICT学院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十街辉煌国际5号楼1416

电话：+86 10 6266 9087

投稿邮箱：info@ecconsortium.net

Http://www.ecconsortium.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