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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计算产业联盟内参

联盟动态
2021边缘计算十大解决方案遴选结果重磅揭晓
边缘计算产业联盟（ECC）新增6家成员单位，会员数量达326家
工业互联网安全讲坛：聚焦“可信与隐私计算”
首届边缘计算开发者大赛获奖名单正式出炉

业界动态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发布，加强面向特定场景的边缘计算能力
《道路交通边缘计算设备技术要求》和《车载通信终端设备安全要求》团体标准正式发布
《关于促进云网融合 加快中小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通知》印发，推动CDN边缘服务节点向中小城市延伸
ETSI ISG MEC开启多路存取边缘计算（MEC）第三阶段工作
美国白宫发布最新《关键和新兴技术清单》，边缘计算为关键技术之一
TC3审查通过“算力网络”首个行标送审稿，开启算力网络标准新篇章
分布式边缘容器项目 SuperEdge v0.7.0 版本来袭
IDC：2022年全球边缘计算支出预计达到1760亿美元，比2021年增长14.8%
2021~2026年全球边缘计算市场报告：边缘计算全球市场轨迹与分析

企业动态
KubeEdge 携手“雷神”构建天地一体化分布式计算平台
广东省气象局与广东联通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智慧气象”牵手5G网边缘云物联网
英特尔助力中国电信构建5G MEC边缘云平台，赋能家电行业打造“灯塔工厂”
华为与阿联酋运营商du签署MEC联合创新合作备忘录
浪潮信息发布边缘计算模块化架构ECOM
中国信通院正式启动MEC边缘计算领航者计划
艾默生推出PACSystems™边缘解决方案，简化高级 IIoT 应用
威盛发布VAB-935入门开发套件，加快边缘智能设备的上市时间
新汉推出AI边缘计算设备ATC 3530 助力实现智慧城市
AMD完成对赛灵思的收购
集和诚边缘计算产品助力北京冬奥会打造无人驾驶服务
UCloud优刻得发布AI智能边端系列产品，软硬组合强化边缘计算能力
PlanetSpark推出基于Xilinx的AI边缘计算盒子
CDS首云异构算力平台基于首云边缘节点 将计算能力下沉到距离用户更近的边缘区域
大联大品佳集团推出基于MediaTek产品的Wi-Fi 6 AIoT边缘计算语音识别方案
太平洋电信加入OCP社区，加速开源计算的应用创新

专家视点
彭瑜：工业边缘计算参考架构和标准化需求进展
戴文斌等：面向工业互联网边缘计算的工业数字底座

解决方案
城市轨道交通智能机电管理平台iBAS方案
星辰视界视频边缘智能解决方案

会员推介
北京瀚度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通和实益电信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
杭州初灵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开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网络通信与安全紫金山实验室
西安工程大学计算机学院

Http://www.ecconsortium.net官方微信 OICT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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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边缘计算十大解决方案遴选结果重磅揭晓
为推动边缘计算技术产品的应用创新、促进边缘计算高价值可复制创新解决方案的快速孵化、加速边缘计算技术

产品以及边缘计算标准件在各应用领域的示范推广，边缘计算产业联盟（ECC）&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AII）于2021

年9月24日正式启动“2021边缘计算十大解决方案”遴选活动。

本次遴选遵循公正、公平、公开、专业、透明的原则，基于功能性、创新性、成熟性、应用效果、商业价值、

社会价值、示范效应七大方向对申报解决方案进行多轮评审。期间历经4个多月，经过企业申报、资格审查、专家初

评、第二轮终审等环节，产生“2021边缘计算十大解决方案”的遴选结果。

排名不分先后

申报单位	 	 	 	 方案名称

北京和利时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城市轨道交通智能机电管理平台iBAS方案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数字视网膜解决方案

赛特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铝加工制造业5G工业互联网平台解决方案

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IECP物联网边缘计算解决方案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	 基于MEC边缘计算的5G	V2X车路协同先导应用

上海朋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变压器多维度综合监测边缘计算装置

中国移动通信研究院	 	 	 星辰视界视频边缘智能解决方案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三维点云视觉融合的边缘计算测距应用解决方案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基于5G+AIOT的小米应用示范智慧工厂项目

上海上实龙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边缘AI管网漏损管控系统

边缘计算产业联盟（ECC）新增6家成员
单位，会员数量达326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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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20日，联盟成员单位已达	326家。	

新增单位名单如下：

北京瀚度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通和实益电信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

杭州初灵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开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网络通信与安全紫金山实验室	 	 西安工程大学计算机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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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网安全讲坛：聚焦“可信与隐私计算”

首届边缘计算开发者大赛获奖名单正式出炉

可信计算具有安全芯片自主可控、防护设计主动免疫的优点，其理念能覆盖工业互联网多种设备和网络环境，
隐私计算以其“数据可用不可见”的特性，成为解决工业互联网数据要素流通和数据隐私泄露之间矛盾的重要手
段。本期工业互联网安全讲坛主题为“工业互联网安全之可信与隐私计算”，由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与
工业信息安全产业发展联盟、边缘计算产业联盟、北京工业互联网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联盟联合主办，蚂蚁集团承
办，将于3月25日（周五）15:00举办。
本期讲坛邀请了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郝志强，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李

凤华教授、北京大学沈晴霓教授、蚂蚁集团副总裁韦韬等学术、产业、应用领域专家大咖，分享可
信与隐私计算技术发展现状及关键技术，以及运用可信与隐私计算技术保障工业领域网络与数据安
全的思考与实践。

2022年1月10日，首届边缘计算开发者大赛全国总决赛在北京成功举办。本届大赛以“边缘原生	开放无界”为
主题，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边缘计算产业联盟共同主办，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
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英特尔（中国）有限公司等承办，旨在加速构建我国边缘
计算应用创新发展新生态，受到产业各方高度关注。
本届大赛设立“5G	MEC”、“边缘智能”、“边缘控制”三大赛道，共吸引全国120家机构的近500支团队参

赛，覆盖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河北、重庆、福建、西藏等28个省市自治区。近10万人次观看大赛启动仪式，
大赛网站访问量近200万人次，总决赛人气评选总投票数超过22万，130余家媒体对大赛进行报道，曝光度超过
1150万。
为扎实推进边缘计算应用与细分行业融合，帮助广大参赛者熟悉边缘计算应用开发流程，大赛组委会创新性地

组织“边缘计算开发者大赛全国行”系列活动，足迹遍布北京、上海、南京、广州、重庆等主要城市，开展10余场
技术沙龙活动，累计参与人数超过5000人。
经过激烈角逐，首届边缘计算开发者大赛共有19支队伍晋级全国总决赛，各团队以“PPT答辩

+DEMO现场演示”等方式在总决赛现场展示了参赛作品的创新性、实用性及开发效果等价值，充
分体现了开发者对边缘计算技术及应用的理解。本届大赛经过全国初赛、大赛全国行、赛道决赛、
人气评选、全国总决赛等多轮角逐，最终决出专业组全国一等奖3名、全国二等奖6名、全国三等奖
6名、全国优胜奖15名，大众组全国一等奖3名、全国二等奖5名、全国优胜奖12名，共同分享大赛
百万现金奖励。

扫码查看获奖名单

扫描二维码即可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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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发布，
加强面向特定场景的边缘计算能力
2022年1月12日，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了推进云网协同和算网融合发展，加快实

施“东数西算”工程，加强面向特定场景的边缘计算能力，强化算力统筹和智能调度。

（1）加快建设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高速泛在、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

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有序推进骨干网扩容，协同推进千兆光纤网络和5G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推动5G商用

部署和规模应用，前瞻布局第六代移动通信（6G）网络技术储备，加大6G技术研发支持力度，积极参与推动6G国际

标准化工作。积极稳妥推进空间信息基础设施演进升级，加快布局卫星通信网络等，推动卫星互联网建设。提高物

联网在工业制造、农业生产、公共服务、应急管理等领域的覆盖水平，增强固移融合、宽窄结合的物联接入能力。

（2）推进云网协同和算网融合发展。加快构建算力、算法、数据、应用资源协同的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

系。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贵州、内蒙古、甘肃、宁夏等地区布局全国一体化

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建设数据中心集群，结合应用、产业等发展需求优化数据中心建设布局。加快实施“东

数西算”工程，推进云网协同发展，提升数据中心跨网络、跨地域数据交互能力，加强面向特定场景的边缘计算能

力，强化算力统筹和智能调度。按照绿色、低碳、集约、高效的原则，持续推进绿色数字中心建设，加快推进数

据中心节能改造，持续提升数据中心可再生能源利用水平。推动智能计算中心有序发展，打造智能算力、通用算法

和开发平台一体化的新型智能基础设施，面向政务服务、智慧城市、智能制造、自动驾驶、语言智能等重点新兴领

域，提供体系化的人工智能服务。

（3）有序推进基础设施智能升级。稳步构建智能高效的融合基础设施，提升基础设施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化、

协同化水平。高效布局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提升支撑“智能＋”发展的行业赋能能力。推动农林牧渔业基础设施和生

产装备智能化改造，推进机器视觉、机器学习等技术应用。建设可靠、灵活、安全的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支撑制造

资源的泛在连接、弹性供给和高效配置。加快推进能源、交通运输、水利、物流、环保等领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

《道路交通边缘计算设备技术要求》和《车载
通信终端设备安全要求》团体标准正式发布
2022年3月15日，江苏省汽车行业协会发布《道路交通边缘计算设备技术要求》（T/JSQX0001-2022）、《车载

通信终端设备安全要求》（T/JSQX0002-2022）两项团体标准，标准由江苏省智能网联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
归口，分别面向智能网联汽车系统工程中路侧设备设施及车载终端通信设备的设计、研发和部署。
标准由无锡智汇交通、海康智联、中移（上海）、大华股份、无锡物联网创新中心、华晨新日、斯润天朗、哈工

大、山东大学、中兴通讯等单位共同编写完成。《道路交通边缘计算设备技术要求》规定了设备构成、功能要求、性
能要求、外观要求、电气和环境适应性要求、设备部署要求等方面的内容，《车载通信终端设备安全要求》规定了硬
件安全、操作系统安全、通信安全、数据安全、应用安全等方面的内容。
此次两项团体标准的发布，有利于规范智能化道路交通边缘计算设备建设及车载通信终端设备配置，提出了降低

时延和网络负荷的方法，提升数据安全性和隐私性，在实现人、车、路协同的同时，达到主动提高道路交通安全、优
化利用系统资源、缓解交通拥挤的目标，有助于构建安全、高效、环保的道路交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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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促进云网融合 加快中小城市信息
基础设施建设的通知》印发，推动CDN
边缘服务节点向中小城市延伸
2022年1月2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关于促进云网融合	加快中小城市信息基础设施

建设的通知》。指出按照统一规划、统筹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布局，同步推进千兆光网、5G承载网等建设，合

理部署面向中小城市的云资源池、边缘云节点、内容分发网络（CDN）等设施，强化云网融合、产业协同的制度创

新，促进中小城市数字化转型，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1）有序布局中小城市应用基础设施。主要是围绕提升中小城市数字服务质量，稳步推进云资源池、边缘云节点、

内容分发网络等应用基础设施向中小城市下沉部署，包括：按照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的整体布局，推动中小城市

存量“老旧小散”数据中心集约化、规模化、绿色化改造；推动地市级中小城市统筹按需开展云资源池建设，合理布局

算力服务；鼓励在县城按需探索构建共享型边缘云节点，结合业务需求，推动CDN边缘服务节点向中小城市延伸等。

（2）积极推动中小城市云网技术融合创新。以实现高效算力调度为核心，推动中小城市IP城域网与云数据中心网

络、中心云与边缘云的深度融合，全面集成云、网、边算力资源。加快软件定义广域网（SD-WAN）、“IPv6+”等网

络创新技术的部署，提供灵活组网、弹性随选、智能敏捷、安全可靠的云网服务，支持不同企业业务按需敏捷入云。

ETSI ISG MEC开启多路存取边缘计算
（MEC）第三阶段工作
ETSI	MEC行业规范组（ETSI	ISG	MEC）于2022年初开始了其第三阶段工作，该阶段将加速和赋能不同组织间的高

效合作。为了开展第三阶段工作，ISG	MEC最近发布了新版的MEC术语标准ETSI	GR	MEC	001。该工作组的一个主要成
果是发布了关于MEC框架和参考架构的标准GS	MEC	003，该规范引入了MEC联合架构变体（Federation	architecture	
variant）。这将成为支撑	GSMA	OPG（运营商平台组）要求的关键因素。它支持多MEC系统间通信，并允许	5G	运营
商之间与服务云提供商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相互协作。该架构通过为互耗（mutual	consumption）、应用程序开发
人员和最终客户（例如垂直细分市场）提供MEC服务能力，来“整合”边缘计算资源。
此外，为了促进MEC	Open	Area的发展，MEC工作组还在更新两个用来支撑与其他机构（例如GSMA	和	3GPP等）

合作的标准：边缘平台应用增强规范（MEC	011）和联合赋能API规范（MEC	040）。这两个标准对于第三阶段的工作
至关重要，特别是考虑到MEC整合的需要。该MEC	Open	Area公开面向所有利益相关者，提供有关ISG	MEC在关键标
准方面进展的信息。
第二阶段API对OpenAPI的符合性描述可在ETSI	Forge或通过MEC	Sandbox获取。MEC	Sandbox提供了一个交互式

环境，使边缘应用程序开发人员能够从世界任何地方了解和测试MEC服务API。通过在摩纳哥设置的模拟边缘网络，
MEC	Sandbox实现了关键的MEC服务和功能，包括对分布在MEC	Sandbox边缘网络中的各个MEC平台提供支持。
	未来，ISG	MEC将继续促进与其他SDO（例如	3GPP、ITU）、行业组织（例如	GSMA、5GAA）和开源项目（例如	

LF、Eclipse）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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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白宫发布最新《关键和新兴技术清单》，
边缘计算为关键技术之一
2022年2月，美国白宫发布2022年最新版《关键和新兴技术清单》（CETs）。此次最新版包括十四个关键技术领域

和五个新兴技术领域。涵盖先进计算、先进工程材料、先进燃气涡轮发动机技术、先进制造、先进网络化传感和目标特
征管理、人工智能、自主系统和机器人、生物技术、通信和网络技术、人机界面、网络化传感器和传感、量子信息技
术、半导体和微电子、空间技术和系统以及高超音速技术、定向能源、可再生能源发电和储存、核能和金融技术等。
其中先进计算下包括超级计算、边缘计算、云计算、数据存储、计算架构数据处理和分析技术五大子领域。
这份2022年的更新清单不但在原来的CETs清单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展，而且在每个部门下确定了子领域，更详细地

描述了预期的范围，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侧重于核心技术而不是技术应用领域或性能特征。尽管这个更新的CETs清
单本身不是一项战略，但它将为即将出台的美国技术竞争力和国家安全战略提供重要的参考信息。

TC3审查通过“算力网络”首个行标送
审稿，开启算力网络标准新篇章
2022年2月23日，TC3	WG1网络总体工作组召开第67次会议，审查通过了行业标准《算力网络	总体技术要求》

送审稿，该标准由中国移动联合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北京邮电大学、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及华为、中兴、新华

三、诺基亚上海贝尔、浪潮等单位共同编制，首次提出了算力网络的标准定义和发展目标，并制定了算力网络的总

体技术架构和关键技术要求。

该标准是算力网络的第一个行业标准，将指导后续算力网络系列行标的制定，标志着国内算力网络标准和产业

形成了共识和合力，开启了算力网络的标准新篇章，为算力网络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分布式边缘容器项目 SuperEdge v0.7.0 
版本来袭
SuperEdge是基于原生Kubernetes的分布式边缘云容器管理系统，由腾讯云牵头，联合英特尔、VMwa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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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将把Kubernetes强大

的容器管理能力无缝的扩展到边缘计算和分布式资源管理的场景中，为边缘IoT、边缘AI、边缘智慧行业等赋能，推

动物联网和数字化的落地。目前已成为CNCF	Sandbox项目，由CNCF基金会进行托管。

SuperEdge在2022年2月9日发布了v0.7.0版本，本次版本主要是生产落地过程中功能的提炼，

有边缘站点资源的抽象和应用的抽象，进行资源和应用的灵活搭配；有实例落地过程中用户对边缘

应用高可用和断网更新的实际需求；有边缘Webhook无感知访问诉求的解决；有社区强烈呼吁的	

K8s的1.20版本、Containerd运容器行时，云边节点混部等功能。也有WasmEdge、GPU和NANO-

GPU、云边互通Fabedge的使用案例。 扫码了解v0.7.0版本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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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6年全球边缘计算市场报告：
边缘计算全球市场轨迹与分析
2022年2月，Research	And	Markets发布“边缘计算全球市场轨迹与分析	”报告。边缘计算正在迅速崛起，成为

一种可以在各行业广泛采用的技术革新。在COVID-19疫情下，预计2026年全球边缘计算市场将达到178亿美元的修

订规模，在分析期内以27%的年复合增长率增长。其中硬件设备预计将以26.2%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在分析期结束

时达到104亿美元。在对疫情及其引发的经济危机的商业影响进行彻底分析后，平台部分的增长被重新调整为未来7

年的28.3%的复合年增长率。该部分目前占全球边缘计算市场的19.8%的份额。诸如MEC、EDC和AMR等技术正越来

越多地采用路由器、传感器、网关和边缘节点，这推动了边缘计算对硬件组件的要求。由于边缘计算服务中硬件组

件的大规模部署，硬件部分预计在未来十年内也将大幅增长。

美国2021年的边缘计算市场预计为20亿美元。该国目前在全球市场上占36.5%的份额。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预计在2026年将达到24亿美元的市场规模，在分析期内的年复合增长率为35.3%。其他值得注意的地理市场

包括日本和加拿大，预计在分析期内分别增长23.6%和27.5%。在欧洲，德国预计将以大约24%的年复合增长率增

长，而欧洲其他地区的市场将在分析期结束时达到31亿美元。北美在全球边缘计算市场中占主导地位，这是因为美

国等发达国家的技术接受度不断提高，大型市场参与者和初创公司的存在也很充分。此外，消费者的高可支配收入

预计将使该地区在未来几年内保持其在全球市场的主导地位。在亚太地区，市场增长将主要由中国、韩国、日本、

新加坡、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数字热潮所推动。此外，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和基于边缘计算的产品的不断渗

透，如智能家电、电动汽车和健身追踪器，预计将推动该地区市场的增长。

IDC：2022年全球边缘计算支出预计达
到1760亿美元，比2021年增长14.8%
2022年1月，国际数据公司IDC发布《全球边缘支出指南》，通过预测企业和服务提供商在17个技术市场、6个

技术领域、19个行业和9个地理区域的支出来量化边缘计算市场。根据《全球边缘支出指南》预测，2022年全球边

缘计算的支出预计将达到1760亿美元，比2021年增长14.8%。此外，企业和服务提供商在边缘解决方案的硬件、软

件和服务方面的支出预计将保持这种增长速度，直至2025年，届时支出将达到近2740亿美元。

IDC预计，在2022年，硬件和服务支出将占到所有边缘支出的85%，其余的将用于软件。硬件支出将由对边缘网

关的投资引领，这些网关具有低功耗组件，专门用于在电力和冷却可用性有限的环境中运行有限或单一的功能。对适

应边缘位置或部署的计算和存储资产的投资将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到预测期结束时将几乎与边缘网关的支出相当。

由专业服务和供应服务组成的服务支出，将比其他两组增长更快，五年的复合增长率为19.6%。到2025年，服务

将占所有边缘支出的近50%，由提供服务的投资带动，包括连接和边缘相关的基础设施、平台和软件即服务（IaaS、

PaaS和SaaS）。软件支出将主要分配给系统基础设施和安全软件，分析和人工智能软件在该组中增长较快。

从地理角度来看，美国将是边缘解决方案的最大投资者，预计2022年的支出将达到765亿美元。西欧和中国将

是第二大地区，支出总额分别为306亿美元和208亿美元。在五年的预测中，中国的支出增长最快，年复合增长率为

19.7%，其次是拉丁美洲，为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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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beEdge 携手“雷神”构建天地一体化分布式计算平台
2022年2月27日，我国在文昌发射场使用长征八号运

载火箭，以“1箭	22星”方式，成功将“创新雷神号”卫
星等共	22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主要用于提供商业遥感
信息、海洋环境监测、森林防火减灾等服务。其中“创
新雷神号”作为“天算星座”计划的第二颗先导试验
星，主要基于由北京邮电大学、华为云、北京大学联合
研制的星地融合分布式网络验证平台开展试验验证。
“天算星座”计划，由北京邮电大学深圳研究院与

天仪研究院共同发起，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国际
科技前沿探索为目标，通过对卫星智能化、服务化、开
放化设计，构建产学研用一体化的空天计算在轨试验开
放开源平台，为推动我国6G网络、卫星互联网等技术发
展提供技术支撑。
“创新雷神号”通过部署基于KubeEdge的边缘计

算智能基座，将与去年12月发射的第一颗先导星“宝酝
号”实现星地分布式组网，用于构建天地一体化分布式
计算平台，以应对未来空间互联网爆炸式的数据增长和

卫星业务的多样性需求。
据“天算星座”首席科学家、北京邮电大学王尚广

教授介绍，此次试验部署使用KubeEdge为卫星应用提供
网络、通信、计算等云原生基础算力，以及云边、边边
协同能力，完成星地感知计算、遥感推理、服务计算等
应用场景的部署、管控与协同。同时，针对卫星光学图
像的云层遮挡问题，“天算星座”使用KubeEdge子项目	
Sedna提供的分布式	AI	技术提升在轨图像推理能力，提
高图像的识别准确率。
“天算星座”一期共6颗卫星，包括2颗主星、2颗

辅星及2颗边缘星，其中，主星“北邮一号”将于今年7
月发射升空，计划2023年完成星座一期组网建设。华为
云作为“天算星座”首批合作共建单位，将与北京邮电
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合作，将“分布式云原生”解决方案
运用在“天算星座”一期的6颗卫星中，在太空中形成协
同计算网络，未来有望更好地服务于应急通讯、生态监
测、防灾减灾、城市建设等。

广东省气象局与广东联通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智慧气象”牵手5G网边缘云物联网
2022年3月1日，广东省气象局与广东联通举行全面战

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根据协议，双方将发挥各自的资源优
势，在智慧气象服务应用创新和5G、物联网、边缘云等基
础通信服务保障方面实施战略合作，加快推进广东省域治理
“一网统管”工作，以及《广东省气象发展“十四五”规
划》五大重点工程、落实六项主要任务部署，深化“互联网
+气象服务”科技创新，助力广东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建设和
能力现代化，提升公众气象服务满意度。
根据协议，双方将在四个重点领域加强合作。
一是建立紧密合作的沟通协调机制，双方构建常态

化、多层次沟通的长效机制，完善组织保障体系，成立
气象信息化协同发展专班。
二是双方利用各自优势，开展基于5G网络和计算能

力的气象监测、预警新场景和模式的研究及验证，共同
推进“5G+智慧气象”建设。
三是强化数字政府智慧气象融合发展，共同推进智

慧气象与各部门各行业对接，合作开展气象防灾减灾第
一道防线示范应用场景建设。
四是构建数据联合运营新模式，加强气象数据的挖

掘、运营，发挥气象数据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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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潮信息发布边缘计算模块化架构ECOM
2022年3月17日，浪潮信息发布边缘计算模块化架

构ECOM（Edge	Computing	Optional	Module），该架
构将服务器的核心计算平台、异构加速平台、IO模组等
模组进行解耦，实现标准化、模块化，让边缘算力能够
灵活扩展，并支持有线、无线等不同网络通信协议与标
准，给系统提供更多的IO扩展和网络选择。同时该架构
将数据中心技术下沉，能够对边缘设备进行带内与带外
协同管理。
ECOM架构是浪潮研发团队历时近2年打磨而成的创

新架构，今年将开放给开放计算组织，供边缘行业的参
与者使用，帮助行业伙伴快速产品开发，解决边缘计算

多样化和差异化的场景需求。
浪潮边缘微服务器EIS800就基于ECOM，可灵活组

合出室内、室外和微中心三类计算节点形态，以适应
各类边缘场景。例如在智慧工厂，边缘微服务器室内
节点体积小巧，满足工厂设备智慧运维，生产数据实
时管理的需求；室外节点适应-40°C-70°C环温，具备
IP65级防水防尘特性，在室外智慧园区管理业务场景
下也可稳定运行；微中心节点支持多样IO扩展，部署
形式灵活，可通过多节点堆叠的桌面级微中心和两节
点拼接上架的机柜级微中心部署，支撑更为复杂的智
慧工厂管理。

英特尔助力中国电信构建5G MEC边缘云平台，
赋能家电行业打造“灯塔工厂”

华为与阿联酋运营商du签署MEC联合创新合作备忘录

在家电行业，中国某白色家电领军企业与中国电
信一起，通过5G+多接入边缘计算（Multi-access	Edge	
Computing,	MEC）技术，配合基于中国电信自研5G	
MEC边缘云平台打造的“云-网-边-端”架构，为旗下的
天津洗衣机工厂优化了面板检测。
英特尔的技术产品组合为该平台构建了高效可靠的

硬件支撑和便捷统一的软件环境。中国电信通过在边缘
平台引入第二代英特尔至强可扩展处理器、英特尔固态
盘、英特尔工业边缘洞见平台（EII）以及OpenVINO	工

2022年3月，在MWC22巴塞罗那期间，华为与阿联
酋运营商du共同签署了MEC（多接入边缘计算）联合
创新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在中东地区共同开展MEC技术

具套件，实现了高效安全地提取、分析和存储各类数
据。结合AI推理加速能力，在视觉检测等智能制造的常
见方向发挥了重要作用。
未来，中国电信将携手英特尔，在边缘云原生、

边缘智能等多个领域开展技术探索和联合研发。同时
基于在洗衣机工厂智能应用的成功合作，进一步探索
5G+MEC在制造行业的应用，推动云网融合产品的落地
部署，加速智能制造时代的到来。

和应用的研究、验证及复制推广，使能du开展更丰富
的通信服务，引领中东地区数智化改革浪潮，为全球数
字经济打造示范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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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默生推出PACSystems™边缘解决方案，简化高级 IIoT 应用
2022年3月，艾默生推出PACSystems™边缘解决方

案，这是一套全新的工业边缘硬软件解决方案产品系

列。边缘解决方案简化了选择和部署，帮助原始设备制

造商	(OEM)、系统集成商和最终用户显着缩短集成、开

发和验证数字化转型项目的时间。该产品系列连接和计

算的占用空间小，可进行全厂范围的分析和监督，通过

适配的软件包提供一系列可扩展的边缘功能。这些解决

方案使食品与饮料、工业机械、可再生能源等行业的人

员能够在工作地点轻松对关键数据进行分析的采集以及

对数据的可视化处理，从而优化并主动维护运营，提升

正常运行时间和效率。

艾默生新的边缘解决方案利用优化软件包中的

Movicon™.NExT、WebHMI、Connext	OPC	UA服务器

和	PACEdge™平台打造强大且具有灵活的连接性、可视

化和支持云的工具集。用户可以随时连入现场设备或控

制系统，打造高级边缘计算、工厂和能源分析和监控系

统，然后在通用人机界面	(HMI)	上按照从机器到企业级

别呈现此信息。

个性化的PACSystems边缘解决方案无缝互连，在

整个平台上轻松扩展。组织可以先从一个应用开始部

署，根据未来需求增长加大构建，轻松提升已有解决方

案的价值。它们包括：

RXi	HMI：提升机器操作和性能可见性，让操作员

轻松快速访问关键信息。

RXi边缘计算：利用任意来源的数据进行实时洞察

和机器学习，使操作员可立即访问，改进决策。

RX3i边缘控制器：利用单个设备的高速且具有确定

性的控制以及智能化机器，实时进行流程优化。

RXi边缘分析：通过直观的预配置分析信息，简化

工厂生产力、性能和能源使用等信息的访问和可见性。

RXi主管(Supervisor)：将工厂资产和生产数据关联，

形成全面、实时并具备随时访问可视性的生产操作视图。

PACSystems™边缘解决方案将加速应用程序开发、

从设备到云的安全开放连接，满足工程师和操作员的IIoT

需求以及支持未来OT和IT集成的灵活性，使最终用户、

系统集成商和OEM全部受益。

中国信通院正式启动MEC边缘计算领航者计划
2022年3月，中国信通院、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CCSA	TC610共同发起“MEC边缘计算领航者计划（MEC	

Pilot	Program）”，旨在促进MEC边缘计算生态繁荣，

赋能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助推数字经济进一步发展。

	“MEC边缘计算领航者计划”包括“MEC边缘计算

领航者伙伴计划（MEC	Partner	Program）”和“MEC

边缘计算领航者评测项目（MEC	Certificate	Project,	

MCP）”两部分。中国信通院将联合国内电信运营商、

主要设备厂商、开源社区、垂直行业客户共同打造MEC

边缘计算试验床Octopus，旨在通过技术研究、产品标

准化、开源引导、新技术/应用试验验证、评估测试等

方式为MEC边缘计算用户、MEC边缘计算服务提供商、

设备和软件供应商，提供MEC试验验证平台和测试评估

服务，疏通MEC边缘计算发展痛点，加速MEC边缘计算

产品方案落地，繁荣MEC边缘计算应用生态，助力实体

经济数字化转型。

现正式征集第一批MEC边缘计算领航者合作伙伴，

探讨行业MEC解决方案和实验需求，补齐行业实验环境

短板，共同构建行业MEC实验室和测试床，让MEC边缘

计算真正助力行业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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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汉推出AI边缘计算设备ATC 3530 助力实现智慧城市
2022年1月，新汉（NEXCOM）宣布推出搭载

NVIDIA®	Jetson	Xavier™	NX的强大边缘计算设备ATC	
3530，可在单个紧凑SoM上平衡节能和板载处理能力。
该设备坚固而紧凑，专为在恶劣环境兼具AI处理能力
和可靠硬件的应用提供动力。通过将NVIDIA®	Jetson	
Xavier™	NX	SoM与低功耗、无风扇、防尘和防水设计相
结合，可以开发AI驱动的车载应用程序。
作为NVIDIA®	 Jetson™系列的一部分，Jetson	

Xavier™可实现强大的边缘计算。且无需耗电GPU附加
卡开销。新汉的ATC	3530充分利用这一功能，将车载功
能与人工智能（AI）辅助识别计算结合在一个紧凑、无
风扇和嵌入式系统中，为车辆到一切（V2X）推理工作
负载做好准备。智慧城市应用包括：
·防水防尘人工智能物联网网关，安装快捷且维护

简单，无需外挂卡即可提供人工智能推理；
·车载OHV	AI边缘识别ANPR、汽车识别等、低速自

动驾驶机器、远程信息处理和定位以及IGN控制；

·多合一嵌入式系统中人工智能驱动的交通标志控
制，适合安装在路边柜中；
·工厂自动化和机器视觉多摄像头支持低功耗，

适用于自动驾驶卡车和机器人、自动检查、AGV和
AMR。
该新汉ATC	 3530性能稳定，且支持AI，并搭载

NVIDIA®	Jetson	Xavier™	NX	SoM，共有38个NVIDIA	
CUDA®核心、48个张量核心、6个Carmel	ARM	CPU和两
个NVIDIA®深度学习加速器（NVDLA）引擎。该设备可
实现21	TOPS，是高性能计算和AI应用的理想选择，因
此可以用于V2X以支持智慧城市功能实现。此外，ATC	
3530还可与其他技术（例如M-to-M、X2X、AIoT网关和
节点以及基于网状无线的云边缘AI）协作。例如，在工
业嵌入式系统中，Xavier	NX可实现超长生命周期，可在
2026年后继续使用。ATC	3530十分紧凑，可以安装在
密闭空间中，且其防护等级为IP67。因此，该最新设备
非常适用于人工智能辅助车载应用。

AMD完成对赛灵思的收购
2022年2月14日，AMD宣布以全股份交易（all-

stock	transaction）方式完成对赛灵思（Xilinx）的收
购。收购完成后，通过显著扩大的规模和领先的计算、
图形和自适应SoC产品组合，打造了行业高性能和自适
应计算的领导者。
AMD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苏姿丰博士（Dr.	Lisa	Su）

表示：“对赛灵思的收购将一系列高度互补的产品、客

户和市场，以及差异化的IP和世界一流的人才汇集在一
起，把我们打造成为行业高性能和自适应计算的领导
者。赛灵思领先的FPGA、自适应SoC、人工智能引擎
和软件专业知识将赋能AMD，带来超强的高性能和自适
应计算解决方案组合，并帮助我们在可预见的约1350	
亿美元的云计算、边缘计算和智能设备市场机遇中占据
更大份额。”

威盛发布VAB-935入门开发套件，加快边缘智能设备的上市时间
2022年3月3日，威盛电子宣布推出威盛VAB-935入

门开发套件，以加快零售、商业和工业边缘智能设备的
上市时间。该入门开发套件采用四核联发科i350处理器
驱动的灵活高性能平台，配备7英寸LCD面板和触摸面板
显示屏、13MP高清摄像头模块、双扬声器和麦克风，
为快速启动设备开发提供紧密集成的套件。双频802.11	
ac	Wi-Fi、以太网、蓝牙5.0和可选4G支持，为无数用例
提供所需的无缝连接。

	威盛电子全球行销副总裁Richard	Brown先生表示：
“随着人工智能越来越向边缘发展，对功能强大、价格
合理、能够运行面部、物体、手势和动作识别等智能视
觉应用的边缘设备需求正以指数级增长。通过将核心计
算、视频和显示组件组合在一个封装中，威盛	VAB-935	
入门开发套件使我们的客户能够快速启动创新设备的开
发，以赢得这些新兴的市场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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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loud优刻得发布AI智能边端系列产品，
软硬组合强化边缘计算能力
2022年3月17日，UCloud优刻得举办AI新品发布

暨合作伙伴招募大会，UCloud优刻得共发布三大系列
AI智能边端产品，并首次推出UCloud	AI合作伙伴开放
平台。
UCloud优刻得三大系列AI智能边端产品包括：边缘

计算E系列，安全卫士G系列及防疫卫士Y系列。三大系

列AI智能边端产品将AI算法与边缘计算多种终端硬件组
合，强化AI在多场景的应用能力，打通AI落地最后一公
里。UClud	AI合作伙伴开放平台同步推出，为处于不同
合作阶段的行业伙伴提供“服务、工具、平台支持”，
将在资金、产品、技术、渠道、服务五大方面加大投
入，让利合作伙伴。

集和诚边缘计算产品助力北京冬奥会打造无人驾驶服务
2022年2月4日，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

京拉开帷幕！“科技冬奥”是本届冬奥会的一大亮点，
而无人驾驶作为最受瞩目的板块之一，将L4级无人接驳
摆渡、自主泊车、无人配送等智能车联网业务首次整体
应用于奥运场景之中。集和诚为易特智行自动驾驶方舱
提供了领先的边缘计算产品支持，助力其自动驾驶方舱
进驻冬奥会张家口崇礼赛区进行服务。
自动驾驶方舱上的车载计算单元MDC	KMDA-3602，

有效地为低速无人驾驶小巴做出正确且及时的反应提供
了强大的支撑，作为可承载14人的低速无人驾驶小巴，
自动驾驶方舱既有无人驾驶硬核科技,又是移动的智能空
间。传统驾驶使用人脑和人眼在道路上驾驶，而自动驾
驶方舱采用多传感器融合方案，通过车载传感器来感知
车辆周围的交通环境，并通过感知所获得的道路、车辆
位置和障碍物信息，进行实现自主定位、目的地导航、
最优路径规划、行人识别、避障、绕行等功能。

PlanetSpark推出基于Xilinx的AI边缘计算盒子
2022年3月，专注于提供人工智能和物联网领域硬

件方案的新加坡科创公司PlanetSpark，正式推出由其

技术团队自主研发的AI边缘计算盒子Edge	AI	Box	X7。

该产品属于PlanetSpark的黑金刚边缘AI系列，是一

款基于Xilinx	Zynq	Ultrascale+MPSOC的AI智能计算设

备，专为边缘人工智能和机器视觉而设计，可轻松进行

现场安装调试和移动部署。凭借其包含的中间件和对许

多常见外设和接口的支持，该产品可以帮助开发人员快

速启动工业物联网应用、计算机视觉应用和嵌入式视觉

应用。此外，它还可以与PlanetSpark合作伙伴的应用

程序配对，并进行实时分析。

Edge	AI	Box	X7具有四大优势：

（1）强大的处理能力，超低功耗

凭借对USB3.0，Tri-mode	Gigabit	Ethernet	和	

SATA	3.1等多种高速接口的支持，开发人员可以使用它

来快速启动他们的嵌入式视觉设计。

（2）丰富的接口和外围设备选项

凭借其高效、可扩展和可编程的IP核，可以为许多不

同的应用进行定制，实现低功耗与高性能的完美结合。

（3）提供预训练的模型（由Xilinx提供）

提供了一套全面优化的模型，开发人员可以利

用它来找到最接近的模型并开始为其目标应用重新

设置。

（4）提供预设的合作伙伴AI程序，可快速投入生产

与Aupera等AI应用提供商合作，提供商业级AI应

用，例如	ANPR和Crowd	Statistics，用于实时分析。作

为Xilinx的技术合作伙伴，PlanetSpark同时提供完善的

开发环境与工具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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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S首云异构算力平台基于首云边缘节点 将计算能力下沉
到距离用户更近的边缘区域

大联大品佳集团推出基于MediaTek产品的Wi-Fi 6 AIoT边缘
计算语音识别方案

2022年3月16日，首都在线在投资者互动平台表示，
CDS首云异构算力平台基于首云边缘节点，将计算能力
下沉到距离用户更近的边缘区域。边缘云节点覆盖国内
大部分的区域及运营商，为客户提供高效低延时的网络
和高可用丰富的算力资源。
目前已经在四川、内蒙、江苏等多个省份进行节点

建设，2022年将实现全国约30个省份的全覆盖，超过

2022年3月16日，大联大控股宣布，其旗下品佳推
出基于联发科（MediaTek）Filogic	130A（MT7933）的
Wi-Fi	6	AIoT边缘计算语音识别方案。该方案将先进的
Wi-Fi和蓝牙功能与最新的语音处理和电源管理技术相
结合，可为智能音箱、智能家居、家庭娱乐和汽车多媒
体娱乐提供新的设计思路。
MediaTek全新无线连网系统单芯片Filogic	 130A

12000路的GPU算力，届时全国超过70%的地区将能够在
15毫秒以内就近接入首云的算力平台。
星图云算力平台，为一个底层的IaaS算力平台，以

边缘云和专属云为主要形式，GPU算力为主要核心，为
以深度学习、AI计算、超算为主的算力业务，以及实时
渲染、云游戏、XR等视觉计算为主的渲染业务提供澎湃
算力，服务于VR/AR、云游戏、BIM数字孪生等公司。

（MT7933）整合了微控制器、AI引擎、Wi-Fi	 6和蓝
牙5.2及电源管理单元（PMU）、独立音频数字信号
处理器（DSP）等单元。其中，音频数字信号处理器
（DSP）能够使设备制造商轻松地在其产品中添加语音
助手和其他服务。凭借先进的功能与高集成度，本方案
可为小尺寸装置提供节能、可靠及高效的网络连接，是
各类物联网（IoT）装置的极佳选择。

太平洋电信加入OCP社区，加速开源计算的应用创新
	 	近日，ICT解决方案提供商太平洋电信股份有限公

司正式加入OCP开放计算项目，成为社区会员，拥抱
开源生态圈。加入OCP社区对于太平洋电信（Telstra	
PBS）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其表示将会持续优化数据中
心建设布局，提高从边缘到云侧的数据流计算效率，促
进互联互通，为企业强化数据安全保驾护航。
OCP是开源计算项目Open	Compute	Project的简

称，由Facebook等公司于2011年发起，是一个非营利
的协作社区，致力于重新设计硬件技术，以有效地支持

对计算基础架构不断增长的需求，遵循开源协作的原
则，专注于共享数据中心和网络解决方案的设计。	OCP	
的协作环境建立在超大规模云数据中心网络中，已在最
大规模的高负载服务网络中得到证明。在5G万物互联
时代，开源协作可以推动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
大数据、边缘计算等信息技术发展。开源协作创造了硬
件革命，将开源开放的协作模式应用于数据中心之外。
边缘计算节点可以部署从骨干网末端到用户现场的各个
位置，充分利用通信机房、核心网等共享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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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应用的普遍而言，当今工业自动化是唯一一个

仍然使用专用计算机、PLC和DCS控制系统，而不是在

系统边缘使用标准计算平台进行本地控制、优化、分析

和数据提炼的行业。从OT领域的发展历程来看，经典

的PLC/DCS（特别是大型DCS）除了具备数据采集、实

时控制和完成确定性任务，以及一定的网络通信功能

外，也具备一定的数据库、数据过滤、数据分析的功

能。不过数据采集的范围还是局限于原先设定的控制对

象，充其量只能就地进行数据分析、过滤和局部优化，

不可能从生产的全局视野去安排决策控制的目标。这是

因为当时互联网技术还没有成熟到向工业生产推广的程

度，计算技术也不曾发展到云计算时代。然而云计算虽

有算力强劲的优势，却又有受限于通信能力（特别是广

域通信）所造成的针对大规模实时数据采集的劣势。显

然，让处于严苛工业环境下的PLC/DCS大幅提高算力和

存储，并不是一种合理的成本安排和技术解决方案。由

此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边缘计算的应运而生是随着工

业互联网的时代来临，与此同时制造业又正在经历着一

场前所未有的变革这两种形势的积极推动所致。工业互

联网、智能制造、工业4.0的实现，都有待制造装备在

高水平上提供数字化、信息化与智能化的基础，有待IT/

OT的实质性融合。正如Gartner所预测的，“边缘计算

对基础设施和运营领导者的意义在于，到2025年75%的

数据将在传统的集中数据中心或云之外创建和处理”。

从技术基础上说，随着芯片、通讯与储存技术的不断提

升，工业现场设备的硬软件能力取得了极大的提高。为

了充分利用现场设备的数据资源，产生了对边缘计算功

能的迫切需求，也使得过去难以实现的智能变成可能。

工业边缘计算：
参考架构和标准化需求进展

就发展的顺序而言，先有云计算和互联网，然后才有

云-边-端的架构生成。在工业互联网的推进过程中，OT

与IT融合难的问题越发明显，一边是以IT企业领衔的工

业互联网平台试图向工业应用大规模挺进，另一边是以

OT企业领衔的制造系统设备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但

工业互联网平台始终无法与制造系统双向互通，实现智

能算法与模型的真正落地。可以预料，边缘计算的出现

和快速推广运用，将成为OT与IT融合的纽带、工业互联

网落地的实际载体。

1　工业边缘计算的概述和参考
架构

1980年美国普渡大学工业工程系提出计算机集

成制造系统的参考模型，被国际工业和学术界奉为经

典，后来发展成为ISA	95企业信息系统集成标准的基

础；企业信息系统集成国际标准IEC/ISO	62264脱胎于

ISA	95。迄今为止ISA	95的参考架构仍然是工业企业进

行数字化转型的基础参考架构，因而在开创工业边缘

计算的技术方向时，从总体视角来看它依然是基本的

参考架构。图1完整地表述了将ISA	95的参考模型映射

到工业云-边-端所对应的架构。从工厂的信息集成发展

到企业的信息集成，原有的5层模型增加到6层模型，

也即从企业内部的管理扩展到把企业经营活动的上下

游（涵盖供应链、产品全生命周期等）都包罗进来，

目的是保证企业生产和管理的全局优化。对应由顶层

向底层的各个层级，它们的数据流量和时间尺度分别

是：管理层为百万字节/天（Megabytes/days），运营

上海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院，PLCopen中国组织 彭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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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层为兆字节/小时（Mbytes/hours），监控/协调

层为千字节/分（Kilobytes/minutes），直接控制层为

字节/秒（Bytes/seconds），设备和过程层为位/微秒

（bits/microseconds）。按照对实时性能的要求可以

大致将这些层级划分为两类：L4层的ERP和L3层MES划

分为实时性要求低或较低、数据量大的一类，对应于工

业云-边-端的架构，这一类可以迁移到云端。而L2层的

SCADA和HMI、L1层的PLC/DCS以及L0层的传感器和执

行器，实时性要求高、数据量低，对应于工业云-边-端

的架构，这一类必须保留在生产现场，它们都是属于边

缘计算节点（ECN）。

 图1  ISA 95参考架构对云-边-端的映射

图2是一个典型的工业云和边缘计算架构，分为三

层。顶层是工业云平台，提供涵盖设计、制造、管理和

维护的各种应用程序。为了降低部署和运营成本，传统

的ERP、MES、产品生命周期管理（PLM）和客户关系

管理（CRM）系统都可以迁移到工业云。此外，通过

边缘计算设备采集的实时数据，可以增强设备运行分

析、供应链分析、能耗优化等工业云创新应用。这些服

务甚至可以由第三方提供，并运行在本地云/本地数据

中心上，而不是公共云上。中间层为工业边缘网关，负

责算法部署、计算、组网、存储资源均衡，管理各ECN

的数据集流程。边缘网关保证了快速开发以及通过模型

驱动的模块化服务编排的敏捷部署，负责监控客户端、

终端、物联网和云服务器之间的所有网络数据包交换事

务，还可以通过修改这些数据包提供附加功能，例如当

本地网络检测到新设备使用未识别的网络协议时，边缘

网关需要自动配置该新协议，或者更新安全策略以保护

ECN。如果发现来自底层物联网系统的攻击，边缘网关

应检测并阻止其访问；反之，来自外部IT系统的攻击也

应该由边缘网关来阻止。底层包含一系列分布式ECN。

ECN可以执行一项或多项功能，包括具有协议转换的网

络交换机、实时闭环可编程控制器、用于大数据分析的

本地云和低成本传感器。这些功能可根据闭环反馈数据

实时动态分配到任意ECN的组合。

在图2所示的参考模型中，工业边缘计算可以通过

多种方式与工业云进行协同。这表现在：（1）工业边

缘计算可以实时（毫秒级）提供本地计算、存储、网络

和虚拟化资源的自我管理和平衡；还可以分发和执行工

业云制定的策略，包括管理设备、资源和连接。（2）

从数据角度来看，ECN主要用于数据采集，并根据预定

义的规则进行初步的数据处理和分析；工业云提供从多

个ECN收集的海量数据的存储、分析和挖掘。通过云与

边缘之间的高效数据流动，可以降低数据驱动的产品质

量跟踪和数据挖掘的成本。（3）在应用领域中，工业

边缘提供执行环境、执行部署计划并监控部署的边缘应

用程序的生命周期。例如，机器学习模型在工业云上训

练后，再部署到ECN进行推理。对于工业云上的典型应

用，如开发、测试、数字孪生等，ECN则对这些灵活、

可互操作、基于组件设计和微服务化的模块进行实例

化。

图2  典型的工业云和边缘计算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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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给出描述边缘计算和云计算范式的维度，着重

揭示了将边缘计算方法应用于制造过程所面临的机遇和

挑战。

表1  边缘和云的特点比较维度

作为工业云的补充，工业边缘计算提供了互操作

性、实时数据处理和自优化，而这些都不是工业云的主

要关注点。互操作性确保了系统到系统级数据迁移以及

设备到设备级数据交换的垂直和水平集成。通过ECN的

全面互操作性，可以将柔性和分布式协同运行引入产品

设计、生产、管理、供应链等制造过程的整个周期。此

外，通过将云边协同模式应用到新的业务中，可以实现

资源的最大利用。边缘实时数据处理将减少工业云的工

作量，数据采集、预处理、校准、转换可在边缘设备上

实时完成，无需向工业云发送海量数据。通过工业云和

边缘计算资源的协同，可以将数据驱动优化扩展到边缘

节点。采用来自工业云和分布式推理的预先训练的机器

学习模型，可以满足实时约束和提升数据处理的效率。

图3是研华公司的云-边-端架构示意图，将这三层

的功能都具体化了。

 图3  研华公司的云-边-端三层架构及其功能表述

2　从三个视角分析工业边缘计算

在制造背景下的工业边缘计算可以理解为：这是

一类常驻在临近数据物理源头的分布式边缘节点构成的

系统。这些边缘节点必须运行在任意一种容器内，并且

受到集中的管理。边缘节点既要与云端层级连接，又要

与生产资产层级连接，还要与其它的边缘节点连接，而

且边缘节点可以暂时性地离线运行。

从概念上讲，边缘计算是通过云中心平台采用分

布式的方法去处理、管理和运行数据的。工业边缘计算

意义上的数据处理，并不等同于就地或现场的数据处

理，它还应该有如下两个特征：边缘是对中心而言，有

边缘就一定有中心，因此边缘计算尽管是在离数据生成

点尽可能近的地方进行数据处理，但它一定是为中心进

一步的全局数据处理服务的；边缘计算采用虚拟化的软

件技术，主要是容器化技术（例如Docker）。

下面从基础架构、应用和操作运行三个不同的视

角来分析边缘计算节点。

（1）基础架构视角

一般边缘计算节点由一个计算节点和一个客体

系统两部分组成，如图4所示。计算节点包括物理硬

件、操作系统和系统管理程序；在边缘计算节点中

允许运行独立的客体系统。客体系统由容器的运行时

（runtime）以及容器化软件本身组成。

	

图4  边缘计算节点的基础架构框图

从基础架构的视角看，边缘计算节点有两个必须

具备的特性：其一是具有运行和管理容器化软件的能

力，为边缘容器的运行提供轻量级的虚拟化，而不是像

虚拟机那样还必须带有自己的操作系统；其二是具有上

连云层级、下连生产资产层级的双向连接能力，这意味

着一个符合要求的边缘基础架构需要经由各种可用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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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提供与云端直接或间接的连接性，而且还要能处理暂

时的离线运行状态。与云端连接必须有足够的信息安全

保证，不能简单地依赖严格的网络隔离措施，因为云平

台需要与更多的构成制造系统的重要部分如用户、数

据、服务和设备等进行连接。

通常边缘计算节点有两种实现方案，一种是在工

厂数据中心以虚拟化的方式建立的边缘计算节点；还有

就是在生产现场部署的物理边缘计算节点，近些年发展

迅速的边缘可编程工业控制器、轻量级的嵌入式设备都

属于这一类。利用容器的编排技术在数据中心部署边缘

计算节点具有以下优点：高可用性、良好的可扩展性、

降低运行成本以及没有附加的硬件和接线要求。在以下

场景建议采用物理边缘计算节点：在生产单元中由于要

为网络减负，进行诸如数据过滤和数据聚合等处理；为

降低延迟，运行基于人工智能的控制回路；要求连接附

加的外部设备；将不安全的协议转换为具有信息安全的

协议。

（2）应用视角

从应用的视角描述部署在边缘节点上满足OT和IT

要求的应用功能组件，而且这些功能组件作为容器化的

软件需要与云-边-端的体系结构和基础架构相匹配。这

就是说功能组件需要解决下面这些典型的问题：在分布

式边缘环境中支持和管理标准化通信；对不同的数据源

进行标准化和转换，从而将整个解决方案推向一个通用

的语义建模方法；将客户的业务逻辑组件用标准化的连

接模块集成；管理分布式边缘节点之间的数据存储；确

定边缘节点的业务逻辑，并在边缘和云环境之间管理业

务逻辑。

因此，应用程序视图需要包含多个具有一系列不

同功能的组件，包括：云连接，生产资产连通性，用

于边缘节点内部和分布式边缘节点之间通信的组件，

数据处理和预处理，数据聚合，语义富集（semantic	

enrichment），具有特定业务逻辑的组件（例如边缘

分析、机器学习）等。

从应用的视角来看，边缘节点上连云端，下连资

产，如图5所示，为了执行其特定的应用功能需要在其

内部通过消息代理/API网关对若干功能组件（如图中的

数据处理功能组件、语义富集功能组件和其它边缘应用

的功能组件）进行集成。功能组件的功能性一般随所使

用的工业互联网或智能制造系统的规模和复杂程度（即

随数据源的数量和类型、数据的容量以及应用功能和应

用点的多少）而变化。

	

图5  从应用视角分析边缘节点举例

为了解决上述边缘节点的典型要求，需要考虑以

下几点:

•在边缘应用程序和边缘节点之间创建松散耦合架

构的消息代理或API网关；

•按用例的要求选择同步或者异步通信模式；

•用于远程数据采集和下达命令数据所定义的、柔

性的有效载荷格式；

•用于语义富集的信息模型；

•离线场景和数据缓冲能力；

•训练复杂的机器学习模型，其中在云端训练的是

算力要求高、有足够可资利用的数据流存取水平的模

型，在边缘训练的主要是考虑带宽约束限制、有一定实

时要求的模型。

图6为一个参考用例，生产资产连接器从PLC采集

能源数据并将其转发给消息代理。消息代理确保了不同

边缘应用程序和连接器之间的消息交换。能量分析组件

实现一个按用户要求定制的业务逻辑，从采集到的数据

中识别异常。因此，应用程序从消息代理接收能量数

据、执行分析，并将结果发布到消息代理上。云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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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分析结果传输到企业总线。这个参考用例还描述了云

连接器和生产资产连接器通过消息代理将新的参数从企

业总线传输到PLC，并在PLC中更改了一个运行参数。

	

图6  一个参考用例（从应用视角分析）

（3）运行视角

由于制造业的应用在稳定性和自动化方面有特殊

的要求，边缘节点的综合操作方法是必不可少的。这里

重点讨论在边缘节点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对其进行管理的

重要功能。

边缘节点会经历从规划、硬软件准备、组态、运

行直到退役的生命周期各个阶段。每个阶段的成功执行

都有特定需求。这些需求通常可以通过附加的云服务来

满足。主要的云服务支持有：边缘节点管理和编排服

务、监控服务、安全服务和边缘节点参数同步。

管理和编排服务：一般来说，这种云服务的任务

是获取所连接边缘节点的当前状态或设置所需状态。

在硬软件准备阶段，该服务对新的边缘节点进行

编排引导。第一步是创建数字标识，数字标识可以源自

现有的资产管理系统。然后提供一个端点，边缘节点在

此发起连接。为此，必须执行边缘节点的基本设置，示

例操作包括安装操作系统、提供代理和提供安全凭据。

该服务还可以保存和管理边缘节点的目标组态。

初始连接完成后，边缘节点提供基本的自描述特

征（状态）。将节点状态与服务中的目标配置进行比

较，如果发生偏差，状态更新被发送到边缘节点。状态

更新可以是安全或策略更新、组态和应用程序版本更

改。在图6的参考用例中，组态参数是识别异常能源消

费模式的阈值。

对于每个特定的用例都要为所装的应用程序配置

一定的参数。这些参数在组态阶段被推送到边缘节点用

于应用程序。例如将一个组态文件加载到存储器，并在

启动时由容器获取。在操作阶段发生刷新时也是如此。

最后一个阶段是退役。在物理边缘节点上，退役

是由硬件故障或升级周期引起的；这时需要更换硬件，

并将退役节点的识别号及其状态转移到新设备；为了减

少生产场景中的停机时间，这种重新定位必须由服务尽

可能无缝地自动完成。在虚拟边缘节点上，故障失效将

导致启动一个新的边缘节点和转移数字识别号。如果边

缘节点可以完全退役，需从边缘节点管理服务中删除其

识别号。

监控服务：从边缘节点收集所有日志以及量测单

位和量程信息。信息既可以来自主机系统，也可以来自

运行的容器应用程序。因此，边缘运行时和应用程序必

须支持这种机制。

在硬软件准备阶段，边缘节点建立与监控服务的

连接。通过该服务，可以将报警（例如所分配的内存容

量不足）应用于传入数据的流分析。之后，报警、日志

以及测量单位和量程可以在接下来的组态和操作阶段使

用。它们用于确定系统的健康状况和执行事件跟踪。为

了获得有意义的结果，日志消息必须具有定义好的格

式。通用组件包括消息来源、严重程度、内容、UTC时

间戳和相关标识，以确保更好的可跟踪性。

安全服务：负责管理边缘节点及其应用程序的

安全。

在硬软件准备阶段，边缘节点第一次连接到云服

务，并互相认证它们的安全措施。在大规模安装物理边

缘节点的场景下，可以提供对第一次连接有效的默认认

证。安全服务的第二个任务是通过比较目标状态和当前

设备状态执行安全策略。例如更新主机系统和应用程序

的安全规则，再比如禁用端口。在组态阶段，安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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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处理与安全相关的任务（例如安装证书）连接到第

三方服务，从而支持边缘应用程序组态。此外，边缘应

用程序可以通过该服务以安全的方式管理其中不得泄露

的内容。在运行阶段，对漏洞数据库进行持续监控，任

何发现都可能导致目标状态的潜在更新。在退役阶段，

将撤销边缘节点中与安全相关的内容。

边缘节点参数同步：参数同步服务的任务是同步

云服务和边缘节点之间的应用程序参数。因此主要用于

操作阶段。通过设备管理服务以同步方式对云和边缘的

参数刷新。作为先决条件，边缘容器运行时必须能够接

收这些参数，并向容器应用程序提供。容器应用程序本

身需要能够解释它们，并根据来自参数同步服务的设定

值进行动态刷新。

在图6的示例中，流程专家程序对云上的可视化数

据进行分析，然后在边缘节点通过参数同步服务设置新

值用以减少能源消耗。

3　工业边缘计算标准化的进程

在新技术和概念的早期发展阶段都有标准化的迫

切需求，边缘计算也不例外。不过目前的边缘计算在相

关标准的制定方面已经落后于市场实际需求。工业是典

型的需要标准化的领域，因此需要定义标准协议与规范

来约束边缘计算节点的管理、边缘端数据的处理、边-

云协同机制等关键问题。于是有许多官方标准机构包括

ISO、IEC、IEEE、欧洲电信标准协会（ETSI）、电信行

业协会（TIA）、云原生计算基金会（CNCF）、Linux

基金会（LF	Edge）、工业互联网联盟（IIC）等都正在

从事与边缘计算相关的标准化工作。ISO、IEC、IEEE把

注意力集中于边缘计算在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中应用

的标准化问题，其余那些原本从事通信领域的机构，标

准化的重点大部分放在边缘与云端的通信（如5G）、

信息安全等方面。例如IEC/TC	65/WG	23“智能制造框

架和系统架构”标准化工作组，2021年的主要话题和任

务就是搞清边缘计算对智能制造的影响，包括市场的走

向和未来的要求、边缘计算的可用性及影响、智能制造

对边缘计算的要求、工业边缘计算对物理安全和功能安

全的影响，以及工业边缘计算对信息安全的影响等。这

说明IEC已经下决心开发和制定工业边缘计算的相关标

准，但尚处于起步阶段。而走在前面的IEEE在3年前就

开始制定工业互联网+边缘计算体系下节点与节点间的

智能管控标准。边缘计算节点除了承担计算、储存、通

信功能外，还应具备任务管理、数据管理、数据分析等

功能。再加上工业系统对可靠性与安全性的严格要求，

不能完全依赖基于云计算的决策机制，也就是说即使在

与工业云连接断开的情况下工业现场生产系统也应保证

正常生产，因此也更加凸显边缘计算在工业互联网系统

中的重要性。在工业互联网边缘计算框架下，工业系统

可以选择边-云协同的模式，包括公有云+边缘计算系统

或者私有云+边缘计算系统，当然也可以选择仅由边缘

计算系统来支撑。在任意一种模式下，都需要对现有的

设备节点进行管控。

从基础架构、应用和操作运行三个视角来分析边

缘计算节点所提出的许多问题，都可以通过标准化的

方法来解决。IEEE	P2805系列标准可解决相当一部分。

IEEE	P2805系列标准是IEEE下属工业电子学会标准化

专委会开发的与边缘计算节点相关的系列标准。目前

已经获得IEEE标准委员会批准立项的共有三个部分：

P2805.1边缘计算节点自我管理协议；P2805.2边缘计算

节点数据采集、过滤与缓存管理协议；P2805.3边-云协

作机器学习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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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为边缘计算节点定义这

些标准，解决了互操作性问题，从而可为工业互联网应

用带来巨大的利益。

IEEE	P2805系列标准旨在解决工业边缘计算的三个

挑战：（1）在生产现场内存在大量的ECN时，如何自

动管理这些节点是关键。IEEE	P2805.1标准定义ECN的

自我管理协议，包括ECN的识别、资源管理、备份、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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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平衡和数据共享。（2）为了定义如何管理每个边缘

计算节点上的数据采集，在IEEE	P2805.2标准中规范用

于ECN数据采集、滤波和缓冲的协议，包括如何配置数

据获取和验证数据，如何定义数据预处理规则，以及如

何管理ECN上的数据缓冲。（3）在获得大量可供分析

的数据后，需要定义机器学习方法如何在工业云和边缘

计算之间进行协作。IEEE	P2805.3标准定义了用于机器

学习的云-边缘协作协议，为在低功耗、低成本的嵌入

式设备上应用机器学习算法提供了指导方针。此外，还

涵盖了分布式机器学习模型的部署以及在线优化。如图

7所示。

	

图7  IEEE P2805边缘节点管理标准

4　结束语

工业边缘计算是边缘计算应用中最具发展潜力和

经济效益的一个领域，也是面对的应用场景最多、技术

最综合最复杂、对标准化需求最迫切的领域，因此吸引

了许多传统的工业自动化企业和IT企业的重视和推动。

仅以IT/OT融合这一热门话题为例，为了追求这二者的

融合而将设计约束引入边缘计算。通常作为设计和实现

的指导，OT和IT解决方案有着不同的约束和要求。OT

关注生产过程的安全性、效率、稳定性和连续性，而IT

则优先考虑速度、安全性和数据分析。边缘计算必须融

合OT和IT的特性，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潜力。例如，

如何利用IT系统的敏捷性，并按OT的指标确保以执行任

务为关键要求的连续性，以及对时延敏感过程的高可用

性。此外，还必须考虑来自不同数据源（分布在车间的

各种系统中）的后端数据集成及其语义的挑战。还要从

中选择那些对业务至关重要、必须在边缘进行计算的数

据。

5G作为新一代的无线通信技术和正在发展中的确

定性IP网络，都是加强工业边缘计算必不可少的通信工

具。一些边缘网关已经配备了5G模块，如研华的5G边

缘计算网关UNO-137在满足稳定的工业控制的同时，

可以提供硬件加密以及最新的5G通讯；搭配Codesys、

DAQNavi、VisionNavi、Edgelink等软件，还可以使传

统的工业控制在边缘侧变得更智能。

工业边缘计算节点加上智能化软件，有些人称之

为边缘智能（Edge	AI）。最近一个在欧洲进行的调查

结果预示着边缘智能市场呈现指数曲线的增长势头，而

德国无疑是最大的市场，其从2020年到2025年的增长

率达到28%。类似的情况正在其他发达国家出现，我国

也出现了蓬勃发展的苗头。但针对边缘计算乃至边缘智

能的严谨的需求分析、技术研究、产品开发，以及标准

化工作都十分缺失，这个问题如果不处理好，必将为整

个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系统的建设带来很大的困难。

毕竟大部分数据来自底层设备，而粗放的设备联网和数

据上云并不能解决最关键的那些问题。

作者简介：

彭　瑜（1938-），男，湖南长沙人，教授级高级

工程师，上海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院教授级高工、顾

问，PLCopen中国组织名誉主席。迄今为止，已经为中

国工业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服务了50多年，涉及流程工

业、离散制造业等领域的检测、控制、生产制造、执行

管理等多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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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端-边-云的结构已经基本形成的今天，工业互联

网还未能展现其潜力。在工业现场，边缘计算节点作为

端与云的连接点，始终无法真正发挥其巨大作用。一

方面，现场端侧系统与设备的封闭使得边缘计算节点始

终只能作为辅助存在，从而逐渐被“边缘化”。另一方

面，虽然边缘计算节点给系统提供了大量额外的计算与

储存资源，工业现场网络的多样性也使得这些资源无法

与现有设备资源通过统一的网络无缝整合到一起，使得

工业边缘计算处于一种“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状

态。要实现工业互联网万物互联、信息互通的终极目

标，端侧与边缘侧需要进一步深度融合，工业互联网的

“端-边-云”三层架构则将进一步进化为“边-云”两层

架构。工业互联网与边缘计算架构演进如图1所示。

图1  工业互联网与边缘计算架构演进

在边缘侧，一体化的新边缘节点将取代原有ISA-

95[1]架构中的L0~L2层，形成集传感/执行、控制与监控

为一体的分布式边缘计算节点网络。除此之外，这些节

点还能够承担新的任务类型，例如数据采集处理、机器

学习等计算类任务，并且基于数据分析结果对工业生产

过程进行实时优化。在云端，设计、研发、测试、管理

等各类工业软件将逐步实现服务化，即用户无需安装任

何软件，直接通过访问云端来完成工作。而各个边缘节

点与云平台之间则可以通过统一的网络进行实时数据交

互与决策部署下发，从而真正实现全计算、全联接、全

解耦的闭环工业互联网体系架构。

要实现以上目标，在设备端需要一套完整的硬

件、软件与网络技术体系与标准，称为“工业数字底

座”。工业数字底座又应该包含哪些内容呢？图2是面

向工业互联网边缘计算的工业数字底座特征，工业数字

底座应该在确保工业系统实时性与可靠性的基础上，通

过融合计算、储存与网络资源优化从设计、开发、测

试、部署到维护的全流程，降低成本并提升产品质量。

因此，在硬件层面，需要保证边缘计算节点能够提供足

够的算力与储存能力来满足部署应用的需求；在软件层

面，需要提供一套支撑柔性边缘应用部署的设计开发语

言与部署机制；在网络层面，需要一套能够保证确定性

面向工业互联网边缘计算的
工业数字底座
上海交通大学 戴文斌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孔令波，徐前锋，唐新兵
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秦凯运
上海交通大学 陈彩莲，关新平

摘要：在工业互联网与边缘计算的推动下，工业正进入变革期。要打破工业系统长期以来形成的壁垒，OT、CT与IT深度融合是亟需解决的挑战。
工业边缘计算从终端智能化、网络透明化与软件虚拟化等三方面着手，从而形成一套OICT高度整合的工业数字底座，配合工业云平台，实现对工
业现场设备赋能，完成工业互联网与边缘计算的闭环，将在工业各个领域实现革命性突破，为工业互联网落地奠定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边缘计算；工业数字底座；开放自动化；IEC 61499；确定性IP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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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延迟的一体化网络。下文将分三方面来描绘工业数

字底座的特性与实现路径。

图2  面向工业互联网边缘计算的工业数字底座特征

2　“全计算”—智能化硬件终端

一个符合工业数字底座要求的边缘计算节点首先

要有一定的算力与储存能力的保证。得益于芯片工艺技

术的进步，现有的嵌入式芯片的算力与储存能力已经得

到了巨大的提升，部分基于ARM芯片的工业网关性能甚

至已经超越了计算机。按照算力与储存能力划分，可以

将边缘计算节点分为三个等级[2]。	

第一等级（L1）的边缘计算节点具备一定的计算

与储存能力，拥有执行例如感知、驱动设备、监控界面

等单一任务的能力。L1等级的边缘计算节点不具备同时

运行多个应用的能力，也无法与其他节点协作共同完成

任务。此外，由于任务单一，此类设备通常无需实时操

作系统的加持，例如传感器、变频器、小型控制器等，

通常这一等级的边缘计算节点可以对应ISA-95架构中的

L0层设备。在储存方面应该能够保证小型系统与设备一

定时间的数据缓存要求。

第二等级（L2）的边缘计算节点则具备较强的计

算与储存能力，能够同时运行多个L1节点任务，还能支

撑大型工业控制系统的正常运作。在满足ISA-95架构中

L1控制层的实时性要求的基础上，也应该整合L2监控层

的需求。同时，多个L2级边缘计算节点之间可以相互协

作来完成分布式任务，例如离散制造中多个机器人冗余

与协同、过程控制中多个工艺动态优化等。为支撑多个

应用同时运行，L2级别的边缘计算节点通常搭载有实时

操作系统来保障任务的实时性与可靠性。多个异构L2边

缘计算节点设备，比如边缘控制器、边缘网关等组合起

来能完成大型PLC或DCS系统的所有功能，同时也能兼

顾SCADA/HMI系统的部分功能，缓存较长时间的过程

运行数据，并且支持对数据进行清洗与预处理工作。

第三等级（L3）的边缘计算节点则具备极强的计

算与储存能力，可以通过多CPU多核来满足强实时高并

发的任务需求，也能保存全部的历史数据，并且利用机

器学习实现数据驱动的在线优化。此类边缘计算节点包

括服务器或本地云，通常工厂对数据的安全性以及私密

性要求极高，为保护工艺参数，本地云的部署概率更

高。本地云通过容器等虚拟化技术以及自身强大的算

力，可以根据实际应用需求来调配计算与储存资源，也

可以实现热备份冗余、热插拔、主动防御策略等来保证

不间断的生产过程。同时，每个虚拟化环境能够根据需

求搭载不同的实时操作系统。原则上，L3级的边缘计算

节点能够满足工业现场所有的需求。

实现每个硬件终端都能作为计算节点，需要标准

化、模块化、易扩展的硬件平台来支撑各个等级的边缘计

算节点要求。用户可以根据实际系统规模与功能规格选择

合适的节点数量、CPU内核数量、I/O接口数量等，真正

实现每个节点全都能作为计算资源支撑边缘应用运行。

3　“全联接”—透明化网络传输

有了“全计算”的硬件支撑后，下一个需要解

决的是通讯问题。现有工业现场通讯情况较为复杂，

在ISA-95	L0与L1层之间存在着“七国八制”的问题，

常用的工业现场总线就有二十余种，例如PROFIBUS/

PROFINET、Modbus/TCP、Ethernet/IP、EtherCAT

等。这些总线通常可以分为两类：基于RS485和基于以

太网。虽然基于以太网的工业现场总线通常能提供更快

的通讯速度与更大的网络容量，但仍有大量的工业现场

采用基于RS485的串行通讯方式来降低成本。即使是工

业以太网总线，也分为基于IP和不使用IP两种，因此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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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工业互联网边缘计算落地，“全联接”成为了一个

必须要面对的挑战。

无论是哪种工业现场总线，目的都是为了保证控

制器与现场设备模块间的确定性通讯，即在规定时间内

完成I/O数据的交互。这里的规定时间通常指的是PLC

轮询时间，即最差执行时间（Worst	Case	Execution	

Time）。为保证控制器与I/O设备同步，工业现场总线

必须在每一轮询周期内确保完成一次数据交互。而控制

层、监控层与管理层之间，由于实时性要求相对较低，

基本已经实现了基于IP网络的通讯方式。因此，OT与IT

融合的一个关键问题即如何打通这两大网络，实现从云

到设备的一网到底。

近年来，各种新型网络技术层出不穷[3]，例如

IEEE	 802工作组正在积极制定与推动时间敏感网络

（Time-Sensitive	Networking，TSN）来取代现有工业

现场总线。TSN在数据链路层针对现有的工业网络特性

与需求进行了优化，自2012年开始，包括时间同步、

调度与整形等一系列三十余个标准已经发布或正在制定

中。TSN可以保证时间敏感任务在以太网中的确定性传

输。此外，由华为发布的确定性IP网络同样也获得了高

度关注，相对于TSN更多地针对数据链路层进行修改，

确定性IP网络（Deterministic	IP）则是基于网络层，通

过引入周期性转发与调度机制，将数据包放入确定性的

传输周期内，从而保证了网络报文传输的时延上限。确

定性IP网络还通过资源预留与路径规划的方式，可以随

时创建确定性路径，进一步地保证了点对点的确定性传

输。在仪表方面，APL/IP异军突起，以最小的改造代价

来实现传感器网络的IP化。此外，5G（5.5G）、Wi-Fi	6

等无线技术，也通过冗余通道的方式来保证通讯时延的

确定性，减小抖动时间。但是由于工业现场的强干扰，

容易造成丢包等错误，从而严重影响工业实时控制的可

靠性，目前工业无线网络多数都应用于实时性与可靠性

要求相对较低的场景，想大规模部署还需要进一步降低

最差执行时间。先进工业网络架构如图3所示。

	

图3  先进工业网络架构[3]

工业控制系统在保证通讯的实时性与可靠性的前

提下，尽可能地降低成本。对大多数工业场景来说，只

要能满足这些基本诉求，终端用户并不会指定具体使用

的通讯协议网络。因此，要实现工业云平台与边缘计算

节点的“全联接”，支撑一网到底的透明化网络是工业

数字底座的根基。为实现OT与IT的深度融合，统一的IP

网络是较为可行的方案，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每个工

厂可以将TSN、DIP、APL/IP、工业5.5G、Wi-Fi	6、光

通讯等技术自由搭配，组建最适合行业特性的一体化网

络解决方案。

4　“全解耦”—虚拟化应用软件

在边缘端，目前工业现场设备搭载的软件基本上

都是“专机专用”，硬件与软件强耦合，当硬件性能与

网络发生改变时，软件无法被直接应用移植。当边缘计

算节点具备了可支配计算与储存能力，以及基于IP网络

实现点对点确定性通讯之后，软件形态也需要改变来适

应这些新的特性。

要实现软件可复用、可移植、可重构等特性，需

要实现软硬件的彻底解耦，现有的工业边缘计算应用开

发方式首先需要变革。在设计时，工程师可以使用一套

设计语言与开发环境来实现异构网络平台的工业边缘计

算应用开发；在部署时，工程师可以实现系统一键下发

并且能自由调整部署方案；在运行时，工业边缘计算应

用则可以根据实时需求变化来动态调整自身功能参数。

23



期012022.
专 家 视 点边缘计算产业观察

而支撑这些功能，则需要一套支持虚拟化的工业边缘计

算应用开发与运行环境。

开放自动化系统及其标准IEC	61499正逢其时[4]。

IEC	61499标准提出的分布式工业控制软件系统级建模

语言，以图形化的功能块网络为基础，通过系统、设

备、资源、功能块、应用、部署、管理等七大标准模

型，实现了软硬件解耦设计、一体化系统部署以及分布

式运行协作等一系列OT与IT融合关键问题。以此为基

础，通过将IEC	61499运行时系统与虚拟化技术结合，

将C/C++、Python、IEC	61131-3等不同编程语言编写的

代码通过统一接口的功能块封装，将功能块网络作为轻

量级容器打包下发到设备，在确保实时性与可靠性的基

础上，进一步实现自发现、自诊断、自优化等智能化管

理功能，形成“全解耦”的工业边缘计算应用软件。

5　工业数字底座应用前景

由开放硬件计算平台、点对点确定性通讯以及软

硬解耦虚拟应用组成的工业数字底座究竟能发挥多大的

威力？首先，“全计算”使得一台算力强大的边缘节点

设备可以替代多台专用设备，软件可以根据实际硬件资

源配置随意部署，从而大幅度降低了系统的建设成本；

其次，“全联接”的统一IP工业网络除了能保证高实时

要求的工业生产任务，还能实现从云到端一网到底，彻

底打通信息桥梁；最后，“全解耦”的工业边缘计算节

点可以实时监控边缘应用软件的运行状态，针对突发状

况进行动态调配负载，从而保证了工业边缘计算系统的

可靠性。具备“全计算、全联接、全解耦”的工业数字

底座将为现有工业带来革命性的进步，在保证实时性与

可靠性的同时，大幅度提升了系统的灵活性，降低了从

设计到运维的全生命周期成本。

基于工业数字底座，2021年5月由华为、紫金山实

验室、上海交通大学与宝信软件共同完成了全球首个

广域云化PLC实验，如图4所示，使用鲲鹏服务器、欧

拉操作系统、确定性IP网络以及海王星IEC	61499运行

环境，在钢铁行业中，实现了在相距600公里间的两个

边缘计算节点间控制周期稳定小于6ms。此次实验的成

功，标志着技术上工业数字底座已经能够满足工业的实

际需求。未来，当标准化的解决方案部署到工厂内时，

能对汽车制造、冶金钢铁、核电风电等各行业产生颠覆

性的影响。

	

图4  广域云化PLC试验

6　结语

随着工业互联网与边缘计算的推进，五花八门的

现场设备与“七国八制”的工业网络严重阻碍了OT与IT

的深度融合。将标准化硬件平台、确定性IP网络以及虚

拟化应用软件相结合，通过工业云平台赋能工作数字底

座，从而满足离散制造与流程工业不同特性，真正打通

工业互联网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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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智能机电管理
平台iBAS方案

1　目标和概述

截至2020年底，中国内地有45个城市开通城轨

交通运营线路共269条，运营线路总长度达7978.19公

里。需要维护的设备种类及设备设施的数量达到几十万

/百万台套级别。不断延伸的线路和增加的客流为行业

带来持续的发展机会，同时设备状态监控及分析预测能

力的落后，也为轨道交通的设备维修保养等工作带来了

难以疏解的繁重压力，具体表现在：信息碎片化现象严

重，数据一致性差；数据类型单一，无法支撑有效的数

据分析手段；各专业信息形成孤岛，共享困难；信息滞

后，实时性和追踪性差。

轨道交通机电设备种类和数量繁多、运行机理各

异，设备运维保养也面临上述同样问题。为此和利时公

司使用边缘计算和云边协同技术，在边缘侧部署边缘智

能控制器，与车站的边缘云相结合。基于虚拟化及工业

互联网架构，依靠强大灵活的通讯能力和运算能力，使

用一套系统实现多维数据采集，以及多个专业的统一监

控管理。

该方案的主要目标是采用边缘计算与云边协同技

术，通过自动、实时、全面透彻的感知，实现物与物、

人与物、人与人的全面互联、互通、互动，处置由事后

向事前预警预测转移，实现预测维修管理模式落地。通

过各专业设备相关数据整合与大数据设备建模分析，智

能生成设备运维工作建议，从而提高运维效率，降低运

维成本，提升运行安全。

2　方案介绍

城市轨道交通智能机电管理平台iBAS方案，使

用基于和利时集团自主研发的边缘智能控制器（Edge	

Intelligence	Controller，EIC）替代传统可编程控制器

PLC，采用虚拟化技术并搭载AI人工智能算法，实现传

统BAS功能和机电智能诊断功能。利用EIC边缘计算功

能并结合AI人工智能算法，实现节能控制、扶梯/风机/

水泵/冷水机组等机电设备的智能故障诊断等更广泛的

应用。搭载无线物联模块，通过无线网络实现设备的无

线接入，减少复杂网络布线，节约施工和材料成本。方

案系统架构图如图1所示。

	

图1  城市轨道交通智能机电管理平台iBAS方案系统架构图

2.1　解决方案硬件平台

EIC采用工业级无风扇设计，搭载高性能4核CPU，

北京和利时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王仁哲，行增晖，刘小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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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USB、DP、Powerlink、以太网等多种外设接口，

支持多种存储介质扩容以提升整机系统硬件性能，单体

设备能提供80TOPS的算力，同时通过算力网络来实现

边缘侧多个EIC之间的算力均衡和算力调度。依托虚拟

化技术，EIC可划分为工业控制、边缘计算等不同业务

系统，灵活划分各业务系统的硬件资源、外设，使得各

系统安全隔离、灵活扩展。作为边缘控制平台，集成成

熟的工业控制、边缘计算、协议转换等行业应用，与云

平台深度融合，实现云边端协同。EIC外观与软件功能

划分分别如图2、图3所示。

图2  EIC外观图

	

图3  EIC软件功能划分图

和利时EIC技术水平及指标：

（1）最小输入输出响应周期≤10ms，且与系统规

模无关。

（2）单站支持I/O物理点数≥300,000点。

（3）支持高速采集通道≥200通道，单个通道采

样率≥64Ksps，分辨率16bits。

（4）支持机架冗余，冗余切换时间≤50ms。

（5）支持在线下装，可在运行中无扰修改逻辑、

硬件、任务等资源。

（6）支持联合仿真。

（7）全系统时间同步，时间分辨率≤1ms。

（8）可扩展算力，最大算力≥100TOPS。

2.2　解决方案人工智能算法

在云端进行大数据的存储，利用大数据分析和机

器学习建立模型；云端将训练的模型通过云边通道同步

到边缘侧，在边缘智能控制器中进行计算，实现设备的

控制输出；云端根据设备的运行情况，持续优化模型。

目前在北京19号线地铁项目中已经实现自动扶梯故障诊

断与预测分析、风机故障诊断与预测分析、站台门故障

诊断与预测分析、蓄电池故障诊断与预测分析、节能控

制与冷水机组诊断分析等AI算法，收到预期效果。iBAS

方案云边协同人工智能算法实现逻辑如图4所示。

	

图4  iBAS方案云边协同人工智能算法实现逻辑图

该项目主要产生3项专利、6项软件著作权，具体

如表1、表2所示。
表1  主要知识产权列表

序号 名称 编号 类别

1
一种数据同步方法、
系统和存储介质

ZL 2021 1 0012633.4 发明专利证书

2
一种总线轮询方法和
装置

ZL 2019 1 0517428.6 发明专利证书

3 一种信号仿真系统 ZL 2020 2 0324781.0 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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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主要软件著作权成果列表

3　代表性及推广价值

城市轨道交通智能机电管理平台iBAS方案是完全

落地的边缘计算与云边协同的典型场景案例。整体技术

充分考虑地铁行业设备运维的实际需要，方案具备良好

的可扩展性，能满足行业对设备运维的高标准要求。该

方案使用一套系统实现对监控系统多维度的高效统一管

理；系统的大规模应用，可帮助企业用户实现智能监

控，支撑预测维修管理模式落地，实现故障处置由事

后向事前预警预测转移。该方案已应用于北京地铁19

号线上，在该线路上采用了EIC实现传统BAS功能以及

机电智能诊断功能。通过虚拟化技术，EIC替代传统物

理PLC，并融合FEP、边缘计算，实现了自动扶梯、风

机、站台门、蓄电池、节能控制等五类设备或系统的故

障诊断与预测分析，利用平台功能整合孤立的机电运维

系统，实现统一运维。同时EIC实现传统BAS功能和机

电智能诊断功能，进一步实现“降本增效保安全”的建

设目标。

该方案在先进技术应用上具有以下代表性：

（1）对象化管理（数字孪生）：针对设备对象，

融合运行状态数据、监视状态数据、辅助监视系统数

据，将设备自身状态、工艺状态、环境状态及历史信息

统一进行整体建模，实现对象化的设备监视管理。

（2）智能化应用（数据驱动）：基于EIC整合的

多维度大数据，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实现设备在线故障

诊断报警、健康监测、故障趋势预测、预测维修、故障

原因分析、维修效果评估等功能。提升运行安全，降本

增效。

（3）边缘计算：该方案以EIC作为边缘计算平

台，采用高性能处理器及灵活的硬件资源扩展架构，实

现算力、存储、网络资源的扩展，提高边缘侧处理能

力，降低云端资源需求。同时EIC具有强大的网络接口

功能，支持智能仪表、现场总线、物联网、视频/图像

等多种接入方式，简化系统硬件架构，降低设备和工程

部署成本。

（4）云边协同：该方案将云原生技术应用到传统

监控系统中，提高系统部署的灵活性，并为系统的持续

升级提供便利的方法。提供容器化的部署平台，形成云

边协同，将传统监控系统中的控制器、现场总线、I/O

通道等资源整合到云端，通过云端管理，同时云端通过

计算平台采集的数据做模型训练，推理部署到边缘计算

平台，从而实现各种预测功能。

城市轨道交通智能机电管理平台iBAS方案仅仅是

以EIC为计算平台的边缘计算一个落地方案，在城市

轨道交通中，边缘计算方案也可以推广应用到信号、

供电、隧道、通信等不同的专业设备运维中，据行业

保守估计，到2025年，轨道交通维保市场规模将达到

1500亿元以上。该方案能帮助用户降本增效，实现设

备全生命周期管理，使设备可靠性提高10%以上，故

障率降低15%，设备可用率达96%以上，维护成本下

降15%。

此外，以EIC为核心的边缘计算方案还可以在以

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等为代表的大交通行业及电力、

石化、智能工厂、新能源等领域有广泛应用场景。对

推动全行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具有重大意

义。

序号 软件著作权名称 受理/登记号

1 综合智能维护管理系统 V1.0 2019SR1455989

2 物联网关配置管理软件 V1.0 2019SR0645777

3
轨道交通控制系统运行分析与安全审计系统 
V1.0

2019SR0960783

4 工业控制系统数据采集系统 V1.0 2019SR0914844

5 设备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平台软件 申请中

6 综合运维管理平台软件 申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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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辰视界视频边缘智能解决方案

1　目标和概述

5G、AI、云计算以及网络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与普

及，促进了很多新业务的诞生，特别是视频类业务，

例如AR/VR、无人驾驶、远程监控等，这些新业务在时

延、带宽、可靠性上都有更高的要求，传统的云计算模

式无法有效支撑这些新业务，算力和智能分析的下沉已

成为主要趋势。同时，视频因其本身数据量大、计算密

集等特点，在产生的边缘进行处理以获得及时的反馈，

成为视觉智能的必然选择。但作为一个新兴行业，视频

边缘智能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遇到许多挑

战，具体包括：

·	解决方案匮乏：在各个边缘场景下，个性化程度

高，且行业刚起步，缺少可借鉴的成熟解决方案。

·	边缘能力不丰富：当前各厂商提供的视频能力主要

以人像为主，视频AI、XR、视频质量评测等则相对缺乏。

·	智能摄像头成本高：当前市场也有基于智能摄像

头的方案，但是该方案软硬耦合，容易被厂商锁定，且

初始投入过高。

·	硬件兼容性差：视频设备种类多，协议不尽相

同，显著增加了产品设计和相应技术支持的复杂度。

·	业务部署不灵活：芯片种类多，模型需适配，否

则精度、速度等推理性能都无法充分发挥。

·	边缘节点运维管理难：边缘在地理上分布，需要

统一的运维手段来提升效率。

针对产业界构建视频边缘智能时的难点，中国移

动研究院打造了星辰视界视频边缘智能解决方案。星辰

视界基于视频、AI和边缘计算技术，提供一个开放的、

可信的、智能的平台，结合产业需求，让更多的企业在

视频产生的边缘便捷地使用视觉智能，加速业务发展，

使能行业数字化与智能化转型。

星辰视界面向CHBN（C：移动市场、H：家庭市

场、B：政企市场、N：新兴市场）提供完整的视频边

缘智能解决方案，将云端视频AI能力、视频质检能力、

XR能力下沉至边缘侧和端侧，实现泛视频接入、智能化

处理、边缘节点纳管等功能，满足数据不出园区、低成

本、灵活部署、边端轻量化能力定制等应用需求，同时

提供适配第三方平台的能力，提供完整的边缘视频智能

化解决方案。如图1、图2所示。

图1  功能架构图

图2  边缘硬件及能力概览

星辰视界以云计算技术和边缘计算技术为抓手，

以视频智能分析技术为核心，创新性地为用户提供了云

边协同的视频智能开放平台，并通过算法仓服务架构，

既可以快速地将已有的创新型视频算法拓展到边缘，也

可以加载及管理第三方应用算法，还可以在边缘节点按

中国移动通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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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边缘处理节点。

·	边：完成视频处理与分析。边缘节点提供计算、

存储、网络、AI、虚拟化等基础设施，根据具体场景，

其可以位于园区机房、基站，也可以是现场级的智能盒

式设备。边缘节点以Docker镜像的方式从云端获取视频

能力并以容器的方式运行，从而提供视频分析能力。边

缘节点硬件支持X86、ARM架构，并可接入GPU、AI加

速卡等硬件设施；操作系统需为Linux，且安装Docker

容器引擎。

·	网：网络将边缘节点连接到中心平台，由于视频

处理已在边缘完成，网络主要用于传输控制及管理信

息，大大降低了对带宽的需求。

·	云：包含算法层和平台层两个部分。在算法层，

星辰视界聚焦高频视频应用需求，针对监控、园区、金

融、商业等场景的共性需求，提供了人像分析、环境物

品分析、文本分析、事件分析以及视频质量评测和XR

类能力。平台层则提供了云边协同的管理功能，实现节

点管理、应用管理、任务管理、云边消息管理等功能。

当前云端中心平台提供了Linux的安装部署包。云边基

于WebSocket进行通信，视频数据则在边缘节点完成处

理，保障了数据隐私和数据安全。

3　代表性及推广价值

星辰视界视频边缘智能解决方案已在中国移动集

团13省、专公司落地十余项应用，覆盖了智慧城市、智

慧乡村、森林防火、明厨亮灶、视频监控等场景。

星辰视界整合视频、AI、联接、计算等技术优势，

聚焦视频数据密集型边缘场景，提供最佳的边缘视频智

能解决方案；以视频为核心、以AI为抓手、以边缘为落

脚点，构筑最强的视频“端边云”协同解决方案，并以

开放、有粘性、可运营的平台，使能千行百业智能化升

级，其可在多个行业释放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力

量，使园区、工厂、学校、医院和家庭等更加智能。

需组合不同算法，对多路视频协同处理，有效地驱动各

行业的数字化与智能化。

2　方案介绍

星辰视界视频边缘智能解决方案，融合了视频、

人工智能、边缘计算、云计算等技术，通过纳管边缘节

点，将平台的视频能力延伸到边缘，在靠近视频采集源

头的边缘侧提供视频处理服务，同时，在云端提供统一

的边缘节点管理、应用下发与监控、日志采集等运维能

力，是各边缘场景智能化的理想选择。

星辰视界采用“中心+边缘”的二级架构，星辰视

界中心平台统一管理所有边缘节点，这些边缘节点在地

理上可以分布在不同的位置，如图3所示。中心平台通

过能力库管理视频能力，并将视频能力分发到不同的边

缘节点，边缘节点为视频能力提供了基础的运行环境。

视频设备产生的视频流可以被拉取到就近的边缘节点并

进行一项或多项视频分析。

图3  云边端协同示意图 

星辰视界视频边缘智能解决方案由端、边、网、

云四部分组成，如图4所示。

图4  星辰视界视频边缘智能解决方案架构图

·	端：完成视频感知，视频采集设备通过有线或无

线的方式，按照视频传输协议，将视频数据传输到就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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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瀚度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新型智慧城市、数据中心

北京瀚度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在中国互联网关键节点城市与新型智慧城市投资、设计、建造和运营高性能、

敏捷、绿色可持续的数据中心，以适应新一代物联网对于敏捷联接和实时业务的要求，通过为客户提供全链的业务部署

解决方案，打造具有核心定制优势、高质量运营能力、高附加值的基础设施运营平台。

北京通和实益电信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
软件测评、网络及信息安全测评

北京通和实益电信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是数据通信科学技术研究所的全资子公司，拥有国家级实验室“威

尔克通信实验室”和“信息产业数据通信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完善设备设施基础及技术人才队伍，主要承担

面向通信运营企业和第三方行业客户的软件测评、网络及信息安全测评服务，可根据客户切身需求为其量身定制测

试服务项目，并具有定制产品开发的专业研究能力。近几年先后和各运营商、科研院所、高校、软件企业、互联网

企业、行业客户等单位合作开展了大数据、云计算、边缘计算、区块链、北斗、AR、VR、人工智能、物联网、工

业互联网、工控安全等项目的研究试验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研究下一代网络信息系统测试方法、信息通信系统

安全测评方法、代码审计、代码开源检测、物联网智能终端测试方法、嵌入式软件和云计算环境下的软件测试方法

等。

杭州初灵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连接、高效的数据感知、安全的智能应用

杭州初灵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致力于为客户提供简洁的智能连接、高效的数据感知、安全的智能应用三大边

缘计算核心技术能力，集成“云边端”协同的边缘计算生态，聚焦5G行业及企业数智化应用推广。公司多年深耕企

业（行业）智能连接网络、垂直行业边缘应用型DPI（安全、物联网类）、视频及其他行业（企业）的智能应用等技

术，初步构成“云边端”协同的边缘计算生态。截至2021年，公司边端系统已经连接近150万+；已采集超过30个省

级运营商的流量数据，DPI技术得到运营商认可，具备龙头优势；视频“云边端”智能应用，已经覆盖约4000万大

屏；企业市场其他数智化应用，也有1000家SAAS收费用户。业务方面，公司从提供单项能力向为客户数智化改造提

供边缘计算生态服务能力，形成项目和运营服务双模式；产品技术方面，持续聚焦构建5G	Fixed+Data+AI三大边缘计

算技术能力，积极布局在5G行业边缘计算应用和企业数智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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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开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数字营销、数字科技、数字文创

开域集团致力于利用大数据及人工智能等创新性技术，推动企业、行业及政府的数字化发展，重视新技术的研发

与实践，目前集团业务主要涉及数字营销、数字科技、数字文创三大板块：开域数字营销是开域集团打造的一站式数

字营销平台。平台以数字创意为核心，结合集团大数据分析能力，为客户提供以精准投放、品牌公关、电商运营为核

心的一站式服务，涵盖数字媒体、搜索引擎、社交媒体、应用商店等多元渠道。开域数字科技依托自研的人工智能、

视觉分析能力和大数据能力，针对不同应用场景提升数字化水平：目前已推出新零售解决方案、智慧城市解决方案、

数据可视化解决方案，为政企客户提供AI智能测温和轨迹分析防疫系统、数据中台和可视化中控等硬核科技产品，打

造数字机场、平安校园等多个数字科技项目。开域数字文创借助开域深度嵌入数字经济生态的产业优势，形成为IP及

内容赋能的数字化商业运营闭环解决方案。

网络通信与安全紫金山实验室
未来网络、新型通信、网络安全

紫金山实验室是江苏省和南京市共同推进建设的重大科技创新平台，面向网络通信与安全领域国家重大战略需

求，以引领全球信息科技发展方向、解决行业重大科技问题为使命，通过聚集全球高端人才，开展前瞻性、基础性

研究，力图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开展重大示范应用，促进成果在国家经济建设中落地。主要研究领域包括：（1）

未来网络：服务定制网络架构与协议、大网操作系统、多云交换互联系统、新型网络承载系统、服务定制工业互联

网、空间卫星互联网等核心技术的研究与应用。（2）新型通信：毫米波通信、感知与探测、天地融合通信系统、太

赫兹通信、人工智能在通信中的应用、高能效移动通信。（3）网络安全：互联网内生安全机制、无线通信物理层安

全机制、人工智能在网络安全中的应用。

西安工程大学计算机学院
VR/AR建模与交互理论、机器学习与大数据智能处理、信息安全

西安工程大学历经100余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所以工为主，纺织、服装为特色，工、理、文、管、经、法、

艺术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高校。计算机科学学院设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智能

科学与技术、网络空间安全5个本科专业。是国家级一流本科建设专业、国家级“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	专业。学

院具有新型网络智能信息服务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和陕西省服装设计智能化重点实验室两个国家级和省级科

研平台，在VR/AR建模与交互理论、机器学习与大数据智能处理、信息安全、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及可穿戴计

算等前沿科学领域展开研究，先后承担了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课题以及其他国际国内合作项目，170多篇学术论

文被SCI、EI检索，申请和获批专利5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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