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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 人类正迈入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 工业互联网作
为建立在生产对象之间、对象与外部环境之间、对象与人之间高度协同、共享智能的全球性网络, 是
实现这场革命的核心. 然而目前对工业互联网的研究大多局限在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等各自辖
域, 其云端协同尚处于 “感、联、知、控” 的初级阶段, 尤其缺乏云端融合、共享智能的体系结构及关
键技术, 无法应对其中感知对象更加复杂、联网实体更加多元、数据处理更加快速、反馈控制更加智
能等需求. 为此, 本文首先重点调研和归纳了该研究领域所涉及的几个重要方向的研究现状和面临挑
战; 在此基础上, 提出一个云端融合的工业互联网新型体系结构及相关关键技术的解决方案; 之后, 针
对智能制造领域的具体应用场景, 将所提相关技术进行应用; 最后, 总结全文并展望了云端融合的工
业互联网未来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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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 工业的发展不断推动着社会进步与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 在过去 200 多
年的时间里, 世界工业历经了三次革命与飞跃, 从机械化、电气化发展到如今的信息化, 极大提升了人
类的物质文明. 然而, 随着社会发展, 世界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 资源、能源短缺, 尤其是近年来用户
消费结构和市场竞争形势发生了剧烈变化, 为现有工业生产模式带来巨大挑战: 一方面, 现有批量化、
单一化的生产方式已无法满足消费者对商品个性化、多元化和服务网络化、便捷化的需求; 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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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粗放的、以人工为主的管理运维模式已难以进一步优化生产流程, 降低生产成本. 因此, 如何基于
现有工业生产条件实现智能制造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多元化的需求, 从而降低企业生产成本, 提升
产品质量, 增强企业竞争力, 不仅是第四次工业革命面临的挑战, 也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难题.
当前, 以互联网融合创新引领未来工业发展已取得广泛共识1)2)3)4) . 与此同时, 移动互联网、物联
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新兴信息通信技术快速发展, 进入集成突破新阶段, 为未来工业发展提供了新
的思路和契机, 催生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变革, 工业互联网正是实现这场变革的核心. 清华大学
刘云浩教授定义工业互联网是通过互联网与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在工业中的深度融
合和创新应用, 建立能够在联网对象彼此之间、联网对象与外部环境之间、联网对象与人之间高度协
同、共享智能的全球性网络, 形成实体联网 (network of entities)、数据联网 (network of data) 以及服
务联网 (network of services) 的网络开放平台, 为最终实现网络化的智能生产、制造、管理等提供支撑
服务 [1] . 根据该定义可知, 工业互联网与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联系紧密又有所区别. 首先,
工业互联网是面向基于互联网的工业生产活动. 相较于传统互联网, 工业互联网在网络连通性、实时
性和安全性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 目的是使工业生产实体能够进行高效地协同工作. 其次, 为了实
现智能制造, 工业互联网借助于物联网技术感知生产环境, 利用大数据技术控制生产过程. 相较于传
统的物联网和大数据技术, 工业互联网侧重于感知、分析与工业生产相关的人、机、物, 并强调实体之
间自组织自适应的智能化柔性生产. 为此, 需要围绕工业互联网的特征和需求展开相应的研究和开发
工作, 以促进工业互联网的普及与发展.
目前, 学术界和工业界提出了基于 “工业云 + 终端” 的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 [2∼4] , 将弹性的、可
共享的资源和业务能力, 通过泛在网络, 以按需自服务方式, 为工业企业提供各种服务, 从而实现资源
的共享与能力的协同, 如图 1(a) 所示. 这种 “云 + 端” 的模式由工业云负责完成所有计算任务, 获得
决策结果反馈给控制器, 再由控制器反馈给终端, 最终完成工业控制; 而终端设备负责采集获取数据、
执行控制指令和完成生产制造过程管理. 该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证异构工业系统的无缝衔接、终
端设备的高效管理和工业数据的安全可靠. 然而, 这种 “云端分离” 的工业互联网模式, 在面对千级用
户万级终端、复杂工业场景感知、TB 级数据秒级处理以及毫秒级工控时延等需求情况下, 无法保证
工业生产决策控制的实时、准确与安全. 具体地, 现有公众互联网业务承载和隔离能力较弱, 难以满足
大量工业企业专线互联的需求, 且以 IPv4 为基础的公众互联网自身面临地址枯竭的困境, 难以承载工
业互联网数以百亿终端和用户接入的要求; 其次, 在复杂生产过程中, 现有企业网络采取 “两层三级”
的技术体系和网络架构相互隔离的状况使得企业 IT 系统与生产现场之间的通信存在较大障碍, 工控
网络与信息网络技术标准各异, 难以互联互通, 无法保证柔性生产毫秒级的时延需求; 此外, 目前企业
数据源较差, 尤其是对于机器设备、生产线等实时生产数据采集数量、类型、精度、频率以及交互共
享方面存在很大障碍, 数据融合应用价值难以有效挖掘应用, 工业大数据应用范围和效能有限. 与此
同时, 针对现有 “云端分离” 带来的挑战, 黄罡等 [5] 提出了 “云 – 端融合” 的创新应用模式, 即软件应
用能根据设备特性、用户偏好、使用场景、资源现状等情况, 动态/在线地调整自身计算和数据在云端
和终端的分布, 进而按需使用终端和云端的计算、存储、网络、平台、应用、数据, 甚至用户等资源.
基于此, 我们需要实现 “云端融合” 的工业互联网, 达到工业云与生产实体之间高度协同、功能深度融
合、智能开放共享, 从而保证工业生产实时、准确与安全的决策与控制, 为上层应用提供支撑服务, 如
图 1(b) 所示.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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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网络版彩图) 云端分离与云端融合的工业互联网
Figure 1 (Color online) Cloud-client separation and cloud-client integration in industrial Internet. (a) Cloud-client
separation mode; (b) cloud-client integration mode

“云端融合” 的工业互联网其内涵是通过全面深度感知工业制造过程中生产实体的特性和状态, 动

态/在线地在工业云 (云) 和生产实体 (端) 间进行数据交换和计算分发, 进而高效、无缝、透明地协
同使用工业互联网云端和终端的计算、存储及网络、平台、数据及用户等资源, 以实现网络化、智能
化、柔性化工业生产. 本文认为实现 “云端融合” 的核心就是通过信息网络使原本割裂的工业数据实
现流通, 主要包括以下 4 大环节: 首先, 复杂多样的工业生产实体智能地识别、感知和采集生产相关数
据, 即 “感” 环节; 之后, 这些工业数据在互联互通的泛在化网络上进行传输和汇聚, 即 “联” 环节; 再
次, 对这些网络化的工业大数据进行快速处理和实效分析, 即 “知” 环节; 最后, 将数据分析所得的信
息形成开放式服务, 从而反馈到工业生产, 即 “控” 环节, 如图 2 所示. 其本质是以人、机、物、网络和
工业云构成的云 + 端架构为基础, 通过云端融合对工业大数据进行全面深度感知 (感)、实时联网传
输 (联)、快速计算处理和高级建模分析 (知), 从而实现智慧决策优化和精准执行控制 (控). 工业互联
网通过云端融合实现多个产业链的融合, 是实现网络化智能柔性生产、构建未来工业生态系统的必由
之路.
然而, 目前工业界和学术界对于工业互联网的研究大多仅将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和大数
据等技术简单集成, 其云端融合尚处于 “感、联、知、控” 的初级阶段, 缺乏契合工业互联网相关特
征的体系结构及关键技术, 无法应对未来生产中 “感知对象更加复杂、联网实体更加多元、数据处理
更加快速、反馈控制更加智能” 等需求. 具体地, 在体系结构方面, 目前国内外研究主要从 3 种视角
划分工业互联网的层次. 一是 “由端至云” 的工业制造视角, 典型代表是辛辛那提大学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所提的 “5C 模型” [6] 和德国工程师协会的 “工业 4.0 参考模型”5) ; 二是 “由云至端” 的互
5) http://www.omg.org/news/meetings/tc/berlin-15/special-events/mfg-presentations/adolph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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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网络版彩图) 工业互联网核心环节
Figure 2

(Color online) Core components of industrial Internet

联网视角, 典型代表为美国工业互联网联盟 (Industrial Internet Consortium, IIC) 的 “工业互联网参考
架构”6) ; 三是从 “网络、数据、安全” 的三维视角, 典型代表为中国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 (Alliance of
Industrial Internet, AII) 的 “工业互联网体系架构”7) . 但是上述工业互联网体系架构尚缺乏针对云端
融合内涵的定义, 如何形式化地建模、描述和分析工业互联网云端融合体系结构, 加强云端高度协同、
共享智能的顶层设计, 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在数据感知方面, 现有工作主要研究如何准确地感知设
备状态、生产材料和生产环境等要素. 当前生产环境已部署大量温、湿度传感器等感知设备, 而在强干
扰、大范围、多目标的复杂工业环境下, 实现精确的定位跟踪、活动识别和行为理解仍面临挑战; 在网
络传输方面, 当前主要关注设备接入、数据交换、设备互联 3 方面的问题. 未来工业互联网将呈扁平
化、融合化、大规模化发展, 实现低时延、高安全的工业互联网网络传输仍是一大难题; 在数据分析和
精准控制方面, 面向生产制造的工业云计算平台是目前主流趋势. 其目标是利用云平台帮助制造业客
户做出业务决策, 优化工业生产过程. 典型系统包括通用电气公司的 Predix8) 、IBM 的 Bluemix9) 和西
门子的 Sinalytics10) . 当前, 工业大数据的分析决策与反馈控制正向组件化、智能化和柔性化的方向发
展, 需通过云端融合关键技术解决灵活性、实时性、精准性等方面的问题.
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认为云端融合的工业互联网研究应针对未来工业的特点进行深度创新, 尤其
要从体系结构的视角, 加强云端高度协同、共享智能的顶层设计, 通过形式化地建模、描述和分析工
业互联网云端融合体系结构, 在此基础上, 通过关键技术突破, 实现 “智感、效联、迅知、谐控” 的高
级阶段. 为此, 本文首先重点调研和归纳了该研究领域所涉及的几个重要方向的研究现状和面临挑战;
基于此, 提出一个云端融合的工业互联网新型体系结构及相关关键技术的解决方案; 之后, 针对智能
制造领域的具体应用场景, 将所提相关技术进行应用示范; 最后, 总结并展望了云端融合的工业互联
6) https://www.iiconsortium.org/IIRA.htm.
7) http://www.aii-alliance.org/index.php?m=content&c=index&a=document.
8) https://www.ge.com/digital/predix-platform-foundation-digital-industrial-applications.
9) https://www.ibm.com/cloud/.
10) https://www.siemens.com/digitalization/public/pdf/Sinalytics-and-Digital-Services-Presentat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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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网络版彩图) 现有的工业互联网体系结构
Figure 3 (Color online) Existing industrial Internet architectures. (a) Three-tier IIoT system architecture (from industrial
Internet consortium); (b) RAMI4.0 architecture; (c) 5C architecture; (d) AII architecture

网研究领域未来发展趋势.

2

现状与挑战

近年来, 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技术日趋成熟, 离散的工业以太网在高速数据传输网络、庞大
云资源的支持下, 使得实现工业互联网成为可能. 目前工业界和学术界已对工业互联网的云端融合进
行了初步的探索和尝试, 但主要还是基于现有物联网及云计算等技术在工业领域的初级应用. 本节重
点调研和归纳了该研究领域所涉及的几个重要方向的研究现状和面临挑战.
2.1

工业互联网体系结构

工业互联网通常被视为信息物理系统 (cyber-physical systems, CPS)11) 的应用. 由于目前工业互
联网尚处于早期发展阶段, 因此设计并提出一个合理、高效的工业互联网体系结构在工业系统设计以
及规范化工业系统集成运作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 工业界和学术界已针对工业互联网
体系结构提出了若干参考模型, 如图 3 所示.
美国工业互联网联盟按照工业数据的作用范围将工业互联网分为边缘层、平台层、企业层 3 个层
次. 其中, 边缘层对应工业生产环境中的设备, 负责感知数据并执行操作, 通过邻近网络从边缘节点采
集数据. 平台层分析来自边缘层和其他层的数据, 实现设备管理、数据查询分析等功能, 同时接收、处
理并发送从企业层到边缘层的控制命令. 企业层对应于商业应用, 涉及企业间协同互操作, 实施决策
支持并提供相应终端用户接口, 向平台层与边缘层发送控制命令并接收相关数据. 边缘层、平台层和
企业层各层间可通过不同的网络互联, 临近网络可实现边缘节点间互联, 访问网络实现边缘层和平台
层间的数据流和控制流, 服务网络则实现平台层和企业层服务间的连接.
1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yber-physic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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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工程师协会提出了立体的 RAMI4.0 (reference architectural model industrie 4.0) 架构, 主要
从商业理念涉及的基本问题、产品生命周期、工厂体系等 3 个维度对工业互联网进行层次划分. 其中,
商业理念涉及的基本问题自下而上一共划分成 6 个层级, 包括: 资产层、集成层、通信层、信息层、功
能层和业务层. 具体地, 资产层表示机器、文档、软件、用户、服务提供商或任何其他物理实体的物
理组件. 集成层连同其下层资产层对各种资产进行数字化虚拟表示. 通信层在集成层和信息层之间提
供标准化的通信, 通常可使用各种互联网络及协议实现数据传输和通信. 信息层存储和管理控制信息
和业务信息. 功能层负责生产、操作、处理和系统控制. 业务层包括业务相关销售、广告、客户关系管
理、预算、定价模型和成本分析等. 产品生命周期相关的横轴表示产品开发、生产、维护的生命周期
及其所包含的价值链. 工厂体系相关的横轴表示工厂功能的分层结构. 辛辛那提大学的 Lee 等 [6] 作
为学术界代表, 基于 CPS 提出的 5C 模型, 将工业互联网分为智能互联层、数据转换层、网络层、认知
层和配置层. 其中, 最底层是智能互联层 (connection), 即对工业生产所需要的数据进行无障碍且精确
地获取. 第 2 层是数据转换层 (conversion), 其需要处理从传感器或其他数据源收集的原始数据, 并且
需要在移动到下一层之前从中提取分析出可供局部决策的信息. 第 3 层是网络层 (cyber), 即通过从所
有连接的机器设备中获取与检索信息, 并作为支持工业互联网中大数据处理分析的集中式的信息汇聚
中心. 第 4 层是认知层 (cognition), 由第 3 层获得的信息, 以及监控设备状况, 通过大数据分析处理技
术, 以可视化的方式, 向决策者提供关于工业生产过程状态的认知, 并使决策者能够做出相应的决策.
第 5 层是配置层 (conﬁguration), 目的是通过网络空间, 把决策信息传送到物理空间, 再反馈到相应的
子系统中, 完成对相应的设备或系统做出调整的实际操作.
中国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认为工业互联网的核心是基于全面互联而形成数据驱动的智能, 据此提
出了以 “网络”、“数据” 和 “安全” 作为工业互联网共性基础和支撑的工业互联网体系架构. 其中, “网
络” 是工业系统互联和工业数据交换传输的支撑基础, 其体系包括网络互联、标识解析和应用支撑 3
部分, 实现信息数据在工业互联网内无缝传递. “数据” 是工业智能化的核心驱动, 其模块包括数据采
集交换、处理分析、决策优化和反馈控制等, 实现机器设备、系统运营和商业行为的智能优化. “安全”
是网络与数据在工业应用的安全保障, 包括网络安全、设备安全、控制安全、数据安全、应用安全等,
实现对工业互联网系统的全面安全保护. 基于工业互联网的网络、数据与安全, 可构建面向机器设备
运行优化、生产运营优化、企业协同用户交互与产品服务优化在内的工业智能化发展 3 大优化闭环.
从上述模型可以看出, 现有相关研究工作大多从工业制造流程的角度对工业互联网进行分层, 但
未突出网络互联的重要性. 同时现有工业互联网在实现方式方面主要关注于 “云 + 端” 的模式, 终端
设备负责采集获取数据、执行控制指令、完成生产制造过程管理, 工业云完成所有计算任务, 获得决策
结果反馈给控制器, 再由控制器反馈给终端完成工业控制. 由于缺乏有效的云端融合机制, 现有模式无
法保证决策控制的实时、安全、准确.

2.2

工业传感技术

为实现工业自动化, 需要将先进的传感技术应用于工业系统, 使得机器和产品与环境彼此交互并
自动完成生产过程. 物理传感器如运动传感器、超声波、照相机、麦克风以及红外等, 以原始传感数据
的形式感知环境, 智能传感通过智能推理算法收集原始数据并推断有用信息, 从而使机器和产品实现
自我意识. 依据感知目的, 当前工业领域的感知技术可分为身份感知与识别、状态感知与监测以及位
置感知和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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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身份感知与识别

工业互联网是传统行业与新兴信息通信技术相结合的产物. 为了实现工业系统的高效自动化, 身
份感知与识别是第 1 个重要步骤. 通过识别设备, 设备之间可以相互通信; 通过识别产品, 传统产品可
以变成 “智能产品”. 身份感知需有通用唯一 ID 并且可以彼此交互. 配备有标签或传感器的支持无线
功能的智能设备现在能够在不同设备之间自动感知和通信, 每个工业服务或设备都分配有通用唯一标
识符. 随着越来越多的工业设备配备了 RFID 或智能传感器, 识别和交互变得更加容易. 工业互联网
中涉及的识别和跟踪技术包括 RFID、条形码、智能传感器和无线接口. 简单的 RFID 系统包括 RFID
阅读器和 RFID 标签. 由于 RFID 系统具有强大的识别、跟踪和跟踪生产领域设备的能力, 因此 RFID
系统越来越多地用于各种行业, 如物流, 供应链管理和医疗保健监控. 目前工业 RFID 系统的研究和
开发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7] : (1) 具有高效识别、检索和基数估计的大规模 RFID 系统; (2) 管理
RFID 应用的技术. 在工业互联网中开发基于 RFID 的应用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8] . 为了进一步实现
工业 RFID 的潜力, 可以与最新的无线传感技术结合, 通过将从智能传感器收集的数据与 RFID 数据
相集成, 开发出更强大的工业领域身份感知系统.
2.2.2

状态感知与监测

监测关键部件和机器的健康状态和剩余使用寿命在工业生产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 利用运动传
感器和温湿度传感器等相关的先进传感技术, 可以直接监控机器状态, 推断其健康状态. 在工业系统
中, 预测方法是根据其当前的健康状态和未来的操作环境估计物理系统的运行状态. 了解物理组件的
运行状况对于使机器保持良好的运行状态至关重要. 为了避免由于系统故障导致的异常情况, 可以依
据状态估计算法智能地预测故障发生时间, 允许系统管理员在故障发生之前维护系统 [9] . 目前有许多
方法来估计机器的运行状态值, 这些方法通常可分为两类: 基于模型的预测和数据驱动的预测. 基于
模型的预测通过建立数学或物理模型来模拟退化现象 (疲劳、磨损、腐蚀等) [10] . 在数据驱动方法中,
从连接到物理组件的传感器收集的数据被转换为状态预测的相关模型 [11, 12] . 如文献 [12] 提出的数据
驱动预测方法, 首先确定关键部件, 并通过安装加速度计、温度传感器等传感器提供直接感知数据. 该
方法分为两个阶段: 基于传感器输入训练模型的学习阶段, 以及机器运行状态的在线估计阶段. 智能
运行状态感知技术使机器能够自我了解其当前状态, 并使用户能够显著降低维护成本.
2.2.3

位置感知与定位

在工业系统中, 高精度位置感知至关重要, 因为位置是工业机器人成功完成自动化任务的最重要
的背景信息之一. 例如, 在工业自动化系统中的工业机器人预定义工作空间路径规划, 以及在航空航天
装配中铆接、焊接、材料处理和零件装配等应用中的高精度位置感知和路径跟踪 [13∼15] . 在过去几年
中, 已经提出了许多关于工业机器人路径跟踪和控制策略的研究12)13) . 然而, 在这样的系统中总是存
在不期望的误差, 这些误差通常可以分为两类: (1) 由于制造缺陷导致的固有误差、装配间隙等, 以及
(2) 外部误差, 例如外部干扰等. 因此需设计误差纠正算法解决这一问题. 如文献 [16] 使用超声定位传
感器用于测量机器人末端执行器的路径偏移, 然后将测量的偏移作为路径校正控制输入提供给机器人
控制器以改善性能. 文献 [17] 通过迭代学习控制方法纠正预先计划的路径, 并在运行过程中沿路径校
准机器人运动学参数. 在诸如自动交付、导航等许多其他应用中需要准确的位置信息, 因此需要将准
确的多模态定位技术与未来的工业网络系统集成以支持更复杂的工业应用.
12) http://www.iiconsortium.org/vertical-markets/energy-utility.htm.
13) http://tinyurl.com/m4f9n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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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无线被动式场景感知

相较于传统感知技术, 利用无线信号进行感知, 具有耦合性小, 适用范围广等优势. 近些年来, 研
究人员的研究重心主要集中在对人体的感知, 使用 Wi-Fi [18] , RFID [19] , VLC [20] 等无线技术对人的手
势、姿势、动作等进行捕捉和跟踪, 取得了较大突破. 其中 Qian 等 [21] 同时利用 CSI 幅度与相位信息
实现了基于 Wi-Fi 的移动人员检测, 提升了被动式检测的准确率. Zhou 等 [22] 利用 CSI 实现了全方向
的被动式人员检测. Huang 等 [23] 探索了利用 Wi-Fi 信号进行场景信息断层图像扫描的可能, 并可实
现隔墙障碍物的检测和描绘. WiSee [18] 利用人体活动能使信号产生多普勒 (Doppler) 偏移, 来分析人
的运动状态. WiVi [24] 利用 MIMO 技术和反向合成孔径雷达能够透过墙壁感知到人的位置和移动特
征. RF-IDraw [25] 能够实时追踪手指移动轨迹, 进而可进行虚拟触屏操作. FEMO [19] 能够分析人的活
动特征, 并将其应用到健身运动中, 对人的健身活动质量进行评估. WiKey [26] 和 Chen 等 [27] 的研究
能够使用 Wi-Fi 信号追踪手指敲击键盘的动作, 使得虚拟键盘成为可能. 上述工作通常是分析信号变
化特征将其与特定动作建立起映射, 通过比较信号变化特征来发现用户行为. 近来, 研究者开始关注如
何使用无线信号对 3D 运动进行更细粒度感知, LiSense 通过 VLC 技术能够重建人体的 3D 模型 [28] ,
对人体的三维运动进行感知.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 这些传统的传感器技术具有感知范围有限、维度单一、场景感知难和部署代
价高等问题, 且现有多媒体感知的场景、范围和角度受限, 使其存在模式固定、缺乏协同等问题, 因此
面对复杂工业生产环境, 仍需研究适用于环境干扰严重等条件下的复杂人机交互行为和场景感知, 并
最终在监控范围大、节点多、网络资源受限的工业环境下的全方位感知技术. 与此同时, 目前的近场
感知工作多数只能感知人员较大幅度的动作, 对于静止的人员往往感知不到或者感知精度极低. 在工
业生产环境中, 工业实体往往集成的是普通商用无线模块, 生产环境极端复杂和不确定, 生产人员也
难以保证只在特定约束下行动, 这使得现有的感知技术难以直接应用于工业生产环境.
2.3

工业数据传输技术

在工业制造过程中, 数据来源有分布式传感器、设备控制器、企业制造系统等. 这要求工业互联
网中海量异构实体的互联互通, 以实现物与物、物与系统、物与人之间的通信组网以及基于此的各种
应用. 为了工业互联网中实体的互联互通, 首先要求对各类异构实体进行高效统一的标识和寻址, 在
识别物理和逻辑实体的基础上, 将这些实体进行联通并组成网络并高效交换数据. 同时, 由于各实体
相互连通且开放互联, 重要的控制信息和数据经常在实体、子系统、人之间传输和交互, 需要对网络接
入安全进行有效保证. 因此, 本文从标识与寻址、网络互联和接入安全 3 个方面对相关研究现状进行
阐述和分析.
2.3.1

标识和寻址

标识是识别工业互联网中物理和逻辑实体的方法, 基于识别结果可以实现对物理信息的整合和共
享、管理和控制, 对数据的寻址和路由, 并以此为基础组成联通网络. 在工业互联网中存在各类异构
实体, 包括强弱计算能力设备并存, 有缘无缘设备并存, 具有不同的计算能力和标识能力. 对于无缘或
弱计算能力的实体采用赋予性标识技术, 如基于射频识别 RFID 的标识技术. 在赋予性标识技术中,
具有代表性的技术有电子产品代码 (electronic product code, EPC) [29] 、泛在识别中心 (ubiquitous ID
center, uID center) [30, 31] . 其中 EPC 技术基于 RFID, 主要用于标识工业互联网中传感器、原材料、仪
表设备等. uID Center 采用具有唯一性的 128 位编码作为物品、电子设备的寻址地址, 在日本的企业
中得到了广泛推广 [32] . 对于有缘或强计算能力的实体, 采用自主性标识技术, 如计算机网络领域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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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4, IPv6 [33] 地址等标识方式. 采用 IPv6 技术实现工业互联网寻址具有天然的统一性, 可扩展性与

互联互通性 [34∼36] , 在目前的工业互联网中常用于企业制造系统的联网. 然而, 现有标识与寻址技术大
多针对特定实体类型, 不具备可扩展性, 普适性差. 因此, 亟需对工业生产实体已有的标识进行扩展,
采用变长的编码, 对大规模泛在分布的异构实体进行有效标识和寻址.
2.3.2

网络互联技术

工业生产网络具有众多标准与交换数据格式, 典型的数据交换和通信技术包括: 基金会现场总线
(foundation ﬁeldbus, FF) 技术 [37, 38] , 目前在加工业和电网中广泛使用; 控制器区域网络 (controller
area network, CAN) 技术 [39] , 其传输距离长速率快, 在目前工业制造的离散控制领域等设备长距离通
信中得到了广泛使用; 无线 HART 技术 WirelessHART 技术 [40∼44] 全称为可寻址远程传感器高速通
道开放通信协议, 常用于工业互联网中现场智能仪表和控制室设备之间的网络通信, 已成为全球智能
仪表的工业标准; 低功耗广域网技术 LoRa 和 NB-IoT [45, 46] , 具备广覆盖、可移动以及大连接数等特
性, 能够为工业互联网带来更加丰富的应用场景; 5G 技术 [47∼50] 能够实现千亿级的连接数, 1 ms 内
的延迟和 10 Gbps 的带宽, 其所带来的低延迟高可靠通信网络未来必将成为工业互联网的联网技术之
一. 然而, 5G 技术商业模式尚不明确, 成本问题也将成为制约大规模工业互联网部署和海量数据传输
的因素之一.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目前工业互联网中存在大量通信技术和协议, 由于以上联网技术具
有不同的通信信道、数据格式和协议规范, 导致工业实体互连而不互通 [51∼53] . 而工业互联网具有实
体规模大、网络异构性强、应用类型多样的特征, 难以提供高带宽、低时延、安全可靠的网络环境, 需
要提出有针对性的新型融合技术.
2.3.3

接入安全

工业互联网中有着大量异质实体, 有弱终端设备、计算设备、服务器等, 当实体接入互联网时需
要对设备、设备使用者和设备运行程序进行检测和控制, 确保设备安全. 设备在运行过程中产生大量
实时数据并在网络中传输, 这些数据是工业互联网能够实现高效、按需生产和自动分析的关键, 如何
对核心数据进行保护是数据安全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此外, 工业互联网存在大量可远程被访问的服
务, 服务安全需要保证工业互联网中各实体能够安全地被远程访问和控制. 因此, 本文从设备安全、数
据安全和服务安全 3 个方面进行调研.
设备安全. 设备的接入控制技术要求系统当设备请求接入时做出拒绝或者准入决策, 从而保证资
源不被未经允许的实体滥用 [54] . 接入控制通常采用最小特权原则, 分为自由接入控制 (discretionary
access control, DAC)、强制接入控制 (mandatory access control, MAC) 和基于角色的接入控制 (rolebased access control, RBAC). 其中, RBAC 识别用户的身份和角色, 并基于可配置的访问权限列表进
行授权. 在实践中, RBAC 等技术能够和工业互联网中各类标识技术如 EPC 等相结合, 能够适用于工
业生产的大部分设备安全场景.
数据安全. 主要包含数据加密、备份、掩码、擦写. 数据加密可以对终端设备上的数据加密, 同
态加密 [55] 可以应用于工业云的数据加密, 支持在加密形态下进行计算. 数据备份使得数据在被破坏
时能够及时恢复. 数据掩码技术对一组数据中的关键位置进行遮挡, 同时保证数据在计算时的一致性.
由于工业互联网中很多设备在外部, 容易被直接侵入, 需要数据擦写技术 [56] 保证数据被删除后无法
被还原. 工业互联网中参与人的行为数据也需要很好的保护 [57∼59] , 防止身份被窃取和冒充, 泄露工业
系统中的关键业务信息.
服务安全. 随着服务规模的扩大, 系统服务之间调用愈加复杂, 其可靠性和安全性愈加难以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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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存在大量攻击手段, 能够伪装成合法用户对远程服务进行特权访问 [60, 61] . 确保服务安全的一个
重要方法是主动安全技术, 如入侵检测技术, 通过收集和分析网络行为、安全日志、审计数据, 以及
其他可以获得的信息检查系统中的各项服务是否存在违反安全策略的行为和被攻击的迹象, 并进行
报警 [62] .
现有设备安全、数据安全和服务安全技术无法完全适用于工业互联网中不同生产实体的有效安全
防范. 其中, 设备安全技术中基于角色的接入控制粒度过粗, 用户之间的权限难以划分. 数据安全技术
中, 复杂加密算法由于计算复杂度和能耗原因, 无法适用于工业互联网中很多计算能力弱的终端. 服
务安全技术中, 由于工业互联网服务地理分布、远程访问等特点, 容易被模拟设备、冒充身份等多种攻
击手段威胁. 因此, 亟需研究基于物理、系统指纹标识的安全认证体系, 敏感隐私数据的保护机制, 实
现跨功能系统复杂服务的安全调用和功能服务间安全可靠互联, 为生产系统的全面安全提供保障.
工业云计算和大数据

2.4

工业大数据作为工业互联网的核心, 贯穿于工业的设计、工艺、生产、管理、服务等各个环节, 使
工业系统具备描述、诊断、预测、决策、控制等智能化功能, 是工业智能化发展的关键 [63∼65] . 工业云
是通过信息资源整合为工业提供服务支持的一种智能服务, 通过云计算、物联网和工业软件等技术手
段, 将人、机、物、知识等有机结合, 向用户提供资源和能力共享服务等 [2] . 工业大数据14) 处理云平台
通过将工业大数据与工业云结合, 以实现物理设备与虚拟网络融合的数据采集、传输、协同处理和应
用集成为目标, 需通过云端融合关键技术解决工业大数据处理实时性、精准性等重要问题, 达成工业
大数据的处理分析决策与反馈控制的智能化和柔性化 [66, 67] .
2.4.1

工业云计算

云计算的定义和特点 [68] . 根据美国国家标准和技术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NIST) 的定义, 云计算是一种利用互联网实现随时随地、按需、便捷地访问共享资源池 (如
计算设施、存储设备、应用程序等) 的计算模式. 云计算具备弹性服务、资源池化、按需服务、服务可
计费、泛在接入等特点. 虚拟化是云计算的最重要特点, 可提供资源分享、资源定制、细粒度资源管理
等核心功能, 是实现云计算资源池化和按需服务的基础.
云制造的定义和特征 [69∼71] . 云制造是一种基于网络的、面向服务的智慧化制造新模式, 融合发
展了现有信息化制造技术与云计算、物联网、服务计算、智能科学和高效能计算等新兴信息技术, 将
各类制造资源和制造能力虚拟化、服务化, 构成制造资源和制造能力的服务云池, 并进行统一、集中的
优化管理和经营, 用户只要通过云端就能随时随地按需获取制造资源与能力服务, 进而智慧地完成其
制造全生命周期的各类活动. 云制造是云计算在制造领域的落地与延伸, 其典型技术特征可以概括为
制造资源和能力的物联化、虚拟化、服务化、协同化和智能化等.
面向工业环境的边缘计算. 随着物联网的快速发展和无线网络的普及, 工业环境中网络边缘设备
数量迅速增加. 由于边缘设备传输海量数据到云中心会致网络传输带宽的负载急剧增加, 造成较长的
网络延迟, 以云计算模型为核心的集中式大数据处理无法实时高效处理工业环境中边缘设备所产生的
数据 [72, 73] . 因此, 边缘计算可应用于云中心和网络边缘端的大数据处理, 实现工业环境中大数据高效
实时处理 [74] .
14) http://www.cesi.cn/201703/22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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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工业大数据

传统大数据的定义和特点. 美国国家标准和技术研究院认为大数据是指数据的容量、数据的获取
速度或者数据的表示限制了使用传统关系方法对数据的分析处理能力, 需要使用水平扩展的机制以提
高处理效率. 国际数据中心 IDC 认为大数据技术从大规模多样化的数据中通过高速捕获、发现和分析
技术提取数据的价值, 该定义刻画了大数据的 4 个显著特点 (4V), 即容量 (volume)、多样性 (variety)、
速度 (velocity) 和价值 (value).
工业大数据的定义和特点. 中国电子标准化研究院和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大数据标
准工作组共同编制的《工业大数据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 给出工业大数据定义如下: 工业大
数据是指在工业领域中, 围绕典型智能制造模式, 从客户需求到销售、订单、计划、研发、设计、工艺、
制造、采购、供应、库存、发货和交付、售后服务、运维、报废或回收、流程再制造等整个产品全生
命周期各个环节所产生的各类数据及相关技术和应用的总称. 在传统大数据 4V 特点的基础上, 工业
大数据具备实时性、准确性和闭环性等特点. 实时性是指工业大数据在数据采集频率、数据处理、数
据分析、异常发现和应对等方面均具有很高的实时性要求; 准确性主要指工业大数据的真实性、完整
性和可靠性; 闭环性包括产品全生命周期横向过程中数据链条的封闭和关联, 以及智能制造纵向数据
采集和处理过程中, 需要支撑状态感知、分析、反馈、控制等闭环场景下的动态持续调整和优化. Li
等 [67] 认为工业大数据除具备传统大数据 4V 特点外, 还具有可视化 (visibility) 的特点, 即原本潜在的
信息可以被挖掘并可视化.
2.4.3

工业大数据处理云平台

传统大数据处理类型及平台. 大数据处理主要包括静态数据批量处理、流式数据实时处理和图
数据处理. 大数据批量处理系统适用于先存储后计算, 实时性要求不高, 数据的准确性和全面性更重
要的场合, 代表性系统为 MapReduce 编程模型. 流式数据通常具备数据连续不断、来源众多、格式
复杂、物理顺序不一、数据价值密度低等特点, 对应的处理系统需具备高性能、实时和可扩展等特性,
典型的系统包括 Twitter Storm, Apache Spark Streaming 等. 图数据处理系统实现亿级节点和边数量
规模图的存储、查询、模式挖掘、分类、聚类等操作. 典型的图数据处理系统包括 GraphLab, Giraph,
Pregel 等.
工业大数据处理平台架构. 工业大数据借鉴传统大数据的处理分析流程及技术, 实现工业数据采
集、处理、存储、分析、可视化. 《白皮书》提出了工业大数据处理平台架构, 其中包括了数据采集层、
数据存储与集成层、数据建模层、数据处理层、数据交互应用层. 类似地, Wang 等提出工业大数据处
理平台的参考模型, 主要可分为 3 层: 数据接入层、数据管理层和数据分析层. 此外, Li 等 [67] 提出工
业大数据的平台包括数据获取、数据传输、数据存储和检索、数据挖掘等功能组成部分.
现有的工业大数据处理云平台. 目前典型的工业大数据处理平台包括: 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面向
工业数据和分析的云平台 Predix, 负责将各种工业资产设备和供应商相互连接并接入云端, 并提供资
产性能管理和运营优化服务, 承载行业用户的工业互联网应用. 德国西门子公司的 Sinalytics 平台, 以
平台即服务的形式提供了一个高性价比可扩展云平台, 可记录和分析大量生产数据, 通过预测性维护、
数据管理、资源优化等, 提高工厂生产效率. 瑞士的 ABB 集团推出产品 Ability, 集成了 ABB 集团从
设备到边缘计算再到云服务的跨行业、一体化的数字化能力. 法国的施耐德电气推出了 EcoStruxure
平台, 综合了施耐德公司的互联互通产品、边缘控制, 以及应用、分析和服务. 国内三一重工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等企业也开始打造自己的平台, 分别推出了三一树根物联平台、航天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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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平台等工业互联网平台产品. 然而, 现有的工业大数据处理云平台多仍将前端设备产生的大数据全
部汇聚至后端云数据中心进行集中式处理, 无法实现大数据高效实时处理.
2.4.4

工业大数据时效处理技术

在工业互联网和工业大数据处理研究中, 嵌入式实时系统、面向服务架构 (service-oriented architecture, SOA)、信息物理系统 (CPS) 等新技术被引入其中, 提升实时应用的及时性和服务质量是重
要的研究方面. 在实时系统架构与调度方面, Eide 等 [75] 指出, 单纯提高软件的计算性能, 一般情况
下不足以满足精准的实时性需求. 因此, 应当采取适当的调度策略和分析技术, 以提升实时响应能力.
先前一些对于分布式实时应用实时调度策略的工作 [76∼78] , 往往是一种针对中间层组件的调度. 基于
CORBA 标准的方法也是一类重要方法. 如 Schantz 等 [79] 实现了实时 CORBA, 这一架构使分布式
实时应用通过 CORBA 标准实现基本功能. Krishnamurthy 等 [80] 运用计算和网络层实时调度设备实
施对中间件服务质量 (quality of service, QoS) 自适应控制. Buttazzo [81] 对实时 CORBA 标准进行了
动态调度扩展, 解决了引入基于期限的调度和自适应改变调度参数, 但不能保障满足时间约束的执行.
工业制造系统也尝试采用 SOA, 各智能设备可以相互组合并构成更高级别的服务, 从而具有更好的可
扩展性. 但是对实时性敏感的任务, 很难通过 SOA 形式达到令人满意的实时响应. 欧洲的 IRMOS 项
目研究了如何在网络层、技术层和存储层使用 SOAs 和实时技术. 该项目旨在提供基于 SOA 的高性
能计算服务, 以提供宽带互联网接入服务, 完善服务层协议 (service-level agreement, SLA) 以丰富 QoS
标准, 并与商业模型通过 SLA 协议交互. Cucinotta 等 [82] 针对工业自动化平台, 提出了一个增强实时
性的面向服务的架构. 这种架构允许客户端向 Web 服务器协商 QoS, 并为用户操作提供特定时间封
装. 这样对于每一项服务, 可以单独进行先验的时间分析, 从而避免了不必要的干扰. 在信息物理系统
实时性保障方面, CPS 最初同样是面向整合工业中的计算与物理过程而提出. CPS 的主要模型从控制
理论中继承了时间一致性概念, 即在系统的各个部分时间一致. 虽然在传统计算机分布式系统中会强
调异步性, 但当这些概念应用到控制问题中, 通常假定控制系统满足时间一致性. Olfati-Saber 等 [83]
将计算机科学领域的一致性问题转化为控制系统的形式, 仍引入了对时间全局绑定的概念. 对于网络
软件, 时间一致性不能被精确实现. 对于 CPS, 使模型具有时间语义是很自然的事情. 这类语言的一个
例子是时序递增描述语言, 这是一种应用于汽车开放系统架构的特定领域语言. Eidson 等 [84] 展示了
前述 PTIDES 模型对于提升 CPS 应用实时性的作用, 解释了 PTIDES 模型如何提供事件的确定性处
理, 并考虑了网络情形, 得出事件网络传输的最后期限临界值. 进一步, 说明了如何指定 PTIDES 模型
中事件的时间相互作用.
由以上分析知要实现网络化工业化大数据实时实效处理, 面临 3 方面的挑战: (1) 数据汇聚难. 实
际有限资源 (带宽、能量、计算等) 与海量工业大数据之间存在矛盾, 无法保障所有数据能被快速、有
效地聚合; (2) 传算协调难. 目前工业大数据 “先传再算” 的处理模式, 使得传输和计算过程割裂, 难以
兼顾数据处理的实时性与实效性; (3) 动态处理难. 现有工业大数据处理通常针对标准化生产过程, 传
算过程相对固定, 难以满足动态化生产过程中数据处理的多变需求.
2.5

工业反馈控制技术

工业互联网的控制主要负责根据决策信息监控和控制生产过程中的机械和设备, 同时对企业内部
各工业制造系统, 如 ERP, MES 或 PLM 等进行逻辑上的智能控制, 包括参数提交、决策执行、时间同
步以及误差修正等, 以实现整个工业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执行. 因此工业控制系统在工业生产中发挥着
非常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工业控制系统正在向智能化、柔性化发展, 目前已在很多工业生产领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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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初步应用, 如无人驾驶系统 [85, 86] 、智能电网巡检等. 现有面向物理控制对象的工业控制系统主要包
括数据采集系统 (SCADA) [87] 、分布式控制系统 (DCS) [88]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PLC) [89] , 以及其他
控制系统等.
2.5.1

数据采集系统

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 (supervisory control and data acquisition, SCADA) 系统, 是以计算机为基
础的生产过程控制与调度自动化系统, 可对工业生产环境中的设备进行监视和控制, 以实现数据采集、
故障测量、参数调整、状态报警等各项功能. SCADA 系统主要可分为两个层面, 其中服务器与硬件设
备通信, 进行数据处理和运算; 客户端用于人机交互, 如用多媒体的方式展示现场状态, 并可对开关、
阀门等组件进行操作. SCADA 系统应用领域很广, 可应用于电力、冶金、石油、化工等领域的数据采
集、监视控制, 以及过程控制等.
2.5.2

分布式控制系统

分布式控制 (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 DCS) 系统是一个由过程控制级和过程监控级组成的多
级计算机系统, 其综合了计算机、通信、显示和控制等技术. DCS 通常采用若干个控制器对生产过程
中的众多控制结点进行控制, 各控制器间通过网络链路链接并进行数据交换. 具体操作过程由计算机
通过网络与控制器连接, 收集数据并传达操作指令. 其基本思想是集中操作、分散控制、配置灵活以
及组建便捷. 随着工业自动化的不断发展, DCS 可按需与更高级的工业应用系统 (如 MES, ERP 等)
进行互联, 以实现更加智能化的工业制造过程控制, 例如: 在生产过程中将产品的生产过程及参数配置
等通过软件实现在 MES 中, 然后将控制参数下达至 DCS 系统, 即可实现根据生产目标动态更新 DCS
系统参数.
2.5.3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 PLC) 是专门为工业环境应用设计的数字运算
操作电子系统. 它采用可编程的存储器, 用来存储执行逻辑运算、顺序控制、算术运算等操作的指令,
并通过数字及模拟形式的输入和输出, 以控制各种类型的机械设备或工业生产过程. 可编程逻辑控制
器及相关设备, 都应按便于同工业控制系统整合以及功能扩展灵活的原则进行设计. 在制造工业中存
在大量以开关量为主的顺序控制逻辑, 它按照逻辑条件进行顺序及时序动作, 除此之外还有按照逻辑
设定进行连锁保护动作的控制, 以及大量状态量为主的数据采集监视. PLC 能够很好地满足并实现这
些控制和监视的需求, 因此成为很多工业控制系统的核心部分.
以上 3 种工业控制系统主要关注于对工业生产过程中底层物理设备的直接控制. 然而为了实现智
能化、柔性化工业生产, 需要在底层工业控制系统的基础上, 结合工业生产更高层次的业务系统 (如
MES, ERP 等), 通过 “感、联、知” 3 个环节完成对整个工业生产过程状态与数据的分析与挖掘并获
得决策依据, 完成工业生产全过程的闭环反馈控制.
2.6

现状小结

由研究现状的归纳和分析可知, 目前国内外学者已在工业互联网的体系结构、工业传感技术、工
业数据传输技术、工业云计算和大数据实时处理技术和工业反馈控制技术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 但
仍面临着一些挑战:
(1) 在体系结构方面, 相关研究大多从工业制造流程的角度对工业互联网进行分层设计, 缺乏有效
的云端融合机制, 无法保证决策控制的实时、安全、准确, 且未突出网络互联的重要性. 工业互联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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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智能制造基石, 更侧重于感知、分析与工业生产相关的实体, 并强调实体间通过高效的互联进行协
同工作, 以满足智能化的柔性生产要求. 如何设计一个合理、高效的云端融合的工业互联网体系结构,
在工业系统设计以及规范化工业系统集成运作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2) 在工业大数据感知采集方面, 工业生产实体面临计算、通信、感知 3 方面能力的纵向升级和

横向融合. 虽然现有工业实体的计算能力得到了飞速发展, 但在复杂多变的工业环境下其通信能力对
环境动态适应性不够强, 同时面对不同对象之间深度协作的工业生产其对复杂环境对象的全面感知能
力不够高, 二者之间也处于先感后传、传感独立的现状. 如何突破现有基于传感器感知技术的局限, 设
计并实现面向工业生产环境的智能感知, 将是未来重点研究的方向之一.
(3) 现代工业生产实体广泛存在于多种异构工业网络中, 由于缺乏统一的标识以及安全机制, 互连

实体间往往无法实现信息的有效交换. 各行业信息化取得了一定进展, 但仍存在信息孤岛和数据烟囱.
未来工业是一种满足个性化需求的自组织柔性生产, 其动态需求使得网络服务质量需求时变性强, 同
时实体状态频繁改变, 如何设计和实现面向多元异构工业生产实体的高效、安全互联, 满足泛在化网
络的有效互联互通, 也将是未来的重点研究方向.
(4) 工业大数据主要来自大量生产实体和各个生产过程, 数据量庞大且是全天候地产生和传输, 呈

现明显的网络化特征, 同时大部分数据具有极强的本地性, 需即时处理为本地设备提供实时决策. 但
是现有工业大数据的处理通常针对标准化生产过程, 传算过程相对固定, 难以满足动态化生产过程中
数据处理的多变需求. 如何设计面向柔性生产的网络化工业大数据动态传算, 实现数据处理的实时实
效, 也是未来重点研究的方向.

3

云端融合的工业互联网体系结构及关键技术

针对上述问题和挑战, 本节提出了一个云端融合的工业互联网体系结构和 4 大关键技术的大致解
决方案.
3.1

云端融合的工业互联网体系结构

由上述分析可知, 现有工作大多都是从工业制造流程的视角对工业互联网进行了分层设计, 未突
出网络互联的重要性. 同时, 现有工业互联网在实现方式上主要关注于云端分离的模式, 缺乏有效的
云端融合机制, 无法保证决策控制的实时、安全、准确. 为此, 本文针对工业互联网中云端高度协作与
有机融合的需求, 重点考虑网络互联的重要性, 结合工业互联网中云端融合规律, 提出以 “感、联、知、
控” 为核心要素, 层次化与对象化相结合的新型体系结构, 如图 4 所示. 在此模型中, 自底向上分别是:
基础设施层 (infrastructure)、智能设备层 (sensor)、网络互联层 (connection)、数据服务层 (analysis)、
决策控制层 (control), 以及工业应用层 (business), 由此构成整个 BASIC2 体系结构. 其中, 基础设施层
和智能设备层构成了传统意义上的 “端 (client)”; 而数据服务层和决策控制层则组成了工业互联网的
“云 (cloud)”. 两者之间通过网络互联层彼此融合协作, 形成以 “智感 (smart sensing)、效联 (eﬃcient
connection)、迅知 (fast analysis)、谐控 (harmonious control)” 4 大技术为主的 “云端融合” 闭环技术
体系, 构成了云端融合的工业互联网的核心, 具体如图 4 所示. 各模块功能具体说明如下:
基础设施层. 主要包括生产过程中基本实体和基础设施, 例如, 物料、机械、车间、工厂等, 同时
也包括了传统的工业以太网 [13] , 如 POWERLINK, EtherCAT, EPA, NCUC-Bus, EtherMAC 等. 其是
智能设备作用的对象, 也是完成智能制造的功能主体. 该层设计与德国工程师协会所提的 RAMI4.0 体
系结构中的资产层涵盖范畴类似, 但本文此层更加强调与工业生产直接相关的 “人、机、物” 及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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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网络版彩图) 云端融合的工业互联网体系结构
Figure 4

(Color online) Industrial Internet architecture with cloud-client integration

的生产环境.
智能设备层. 主要完成对基础设施层中异构的设备、信道、场景、人员等感知对象, 进行全场景、
富媒体、精确、高效的数据感知与采集, 并基于此进行元数据的初步计算、分析与汇聚, 从而获得一定
的本地决策信息, 实现对终端设备的智能控制和诊断. 相较于辛辛那提大学 Lee 等基于 CPS 提出的
5C 模型中的智能互联层 (connection) 的功能 (即对工业生产所需要的数据进行无障碍且精确地获取),
本文此层涵盖的智能设备范围更广、功能更全面, 例如还包括了具备非传感器感知能力以及本地处理
能力的设备等.
网络互联层. 主要通过统一标识大规模联网实体, 并提供通用、安全的通信协议标准和接口规范,
利用互联网、物联网、工业以太网等对应的异构网络融合技术, 实现底层大规模异构工业生产实体与
局部工业以太网的高效安全自适应的互联, 进而实现异质网络上数据的实时安全传输和信息的高度共
享. 该层功能与 5C 模型中的网络层 (cyber) 和 RAMI4.0 中的通信层功能类似, 主要完成海量工业信
息的汇聚, 但本文此层的设计更加全面地考虑了大规模异质终端高效安全的自适应互联机制, 以保障
大规模异构异质的工业生产实体安全需求.
数据服务层. 主要完成对网络层汇聚的工业生产数据进行低延迟、高可靠、高效的分析与挖掘,
以获得用于后续智能控制的决策信息. 主要包括面向工业生产的大数据存储和处理技术、数学模型、
仿真技术、优化算法等方面, 同时设计合理的传输、存储、处理协同计算框架, 将 “边缘智能” 和 “中
心智能” 相统一, 以实现分析响应低延时, 能够为工业应用层提供决策依据, 达到优化生产流程、排查
潜在危险、协调设备仪器等目标. 相较于 5C 模型中的认知层 (cognition), 该层功能扩展了传统大数据
集中处理模式, 能够满足动态 “传 – 算” 的边缘计算模式.
决策控制层. 主要根据数据服务层分析获取的生产决策信息, 对企业内部子系统, 如 ERP, MES
等进行智能控制, 包括时间同步、决策执行, 以及相应的误差修正等功能; 同时, 还将负责对控制结果
进行感知与采集, 以支撑后续控制流程的闭环反馈. 该层设计与现有工业互联网体系结构中涉及反馈
控制的功能模块 (如 5C 模型中的配置层、RAMI4.0 中的功能层和 AII 所提的数据层) 类似.
工业应用层. 主要包括工业互联网在能源、航天、智能制造等诸多领域的应用, 体现人与机器之
间、机器与机器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协作关系, 实现智能化、网络化、柔性化的工业生产. 工业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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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层需要同其他各层进行交互, 以获取针对工业生产的预测、决策、优化等数据, 同时反馈给每层各自
所需的用户需求、智能控制等信息.
总之, BASIC2 体系结构中涉及的层次模块较全面地涵盖了智能生产所涉及的主要流程和相关实
体, 相较于现有的工业互联网体系结构, 更加强调通过高效安全的自适应互联完成 “云端融合”, 可作
为一个基本的参考模型. 通过对工业互联网中 “感、联、知、控” 4 个核心要素进行进一步的理论研究
和技术突破, 实现基于 “智感、效联、迅知、协控” 的云端融合技术体系和框架, 使得能够在联网对象
彼此之间、联网对象与外部环境之间、联网对象与人之间建立高度协同、共享智能的工业互联网, 为
最终实现网络化的智能生产、制造、管理等提供支撑服务.
3.2

智感: 面向工业互联网的智能感知技术

当前, 在强干扰、大范围、多目标的复杂工业环境下, 实现精确的定位跟踪、活动识别和行为理解
仍面临挑战. 为此, 需实现面向工业生产环境的非传感器感知和多媒体信息自适应感知等智能感知技
术, 即 “智感”, 由此可通过无线信号特征分析对环境信息、人员行为等的感知认知和人机交互, 实现
面向工业环境的场景感知和人员感知, 以及在网络带宽、隐私保护、内容、时空等约束下音视频等多
媒体信息自适应感知和多终端融合. 主要包括:
面向复杂工业环境的非传感器感知技术. 利用商用无线信号的非传感器感知技术是近年来兴起
的热点研究内容, 可实现人员感知、定位以及行为识别等工作. 然而, 其在实际应用中仍具有以下 3 个
方面局限性: 缺乏对感知分辨率的理论探索, 尤其缺乏复杂射频环境下对感知分辨率的分析; 信号特
征 (例如信号幅度、相位等) 严重依赖部署环境, 使得基于此类特征的非传感器感知普适性差且学习训
练成本高; 缺乏在无线信号空间对人员行为活动的精细时空建模, 感知精度低、鲁棒性差. 因此, 为解
决上述问题, 需设计实现基于无线信号特征的精确目标追踪模型与方法、针对复杂工业生产环境中的
人员活动识别和人机交互技术, 以及面向鲁棒感知的射频干扰检测和消除技术.
面向工业生产场景的多媒体信息自适应感知技术. 实现面向工业环境的多媒体自适应感知, 首
先需要通过智能设备获取复杂工业环境的多媒体信息 (音视频). 在复杂的工业生产环境中, 传统的
Wi-Fi 和移动网络通信的方式在现有条件下并不能满足多媒体信息采集的全面覆盖、高效传输的需求,
因此需要建立基于无线多跳网络的视频自适应监控系统. 其次单个摄像头采集的多媒体信息只是表现
局部的环境信息, 难以实现对整个监控区域的全方位监控, 因此需要将环境中部署的多个音视频环境
信息进行三维融合, 设计实现基于多路多媒体信息融合的协同场景感知技术.
3.3

效联: 面向工业互联网大规模异质终端的高效安全自适应互联技术

针对目前相关研究在标识寻址、网络互联和接入安全 3 方面所面临的挑战, 需设计面向大规模异
质终端的工业互联网的高效安全自适应互联技术, 从工业互联网的标识定位、实体互联和安全保障 3
个方面出发, 解决工业互联网中泛在化网络联通性问题, 实现多元异构生产实体间更加高效的联通, 即
“效联”. 在标识定位方面, 为一个联网工业实体提供统一有效的标识符, 扩展标识码, 增加类型字段,
实现唯一标识, 最终构建一个级联的定位符管理服务系统; 在实体互联方面, 通过在不同工业联网实
体之间实现有效数据交互, 屏蔽工业协议异构性, 以实现不同协议之间的互联互通; 在安全保障方面,
通过弱标识符、物理标识符等进行多维度实体识别, 设计设备安全、数据安全和服务安全的多维度安
全机制, 保障大规模异构异质的工业生产实体安全需求. 主要包括:
异构实体标识体系与寻址技术. 充分利用已有的标识体系, 如 RFID 的 EPC 标签、IPv6 的 128
位地址等标识符, 为实体确定全局唯一的标识符, 同时保证融合后的标识唯一性和可寻址, 从而将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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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中的各个孤立分离的网络进行有效融合. 基于融合标识符, 采用基于多级定位符进行高效寻址,
将工业互联网中的复杂场景抽象为唯一定位符, 以树形结构组织和存储层次化定位符, 确保可扩展和
快速寻址. 在数据交换时, 使用融合标识符作为联网工业实体的唯一标记, 在网络逻辑组织中, 将融合
标识符转换成多级定位符以进行具体选路和传输, 实现移动实体的快速寻址和可靠通信.
基于双网关结构的网络融合机制. 在各个工业网络的边缘设置报头转换网关, 负责对报头进行转
换. 当数据到达两个异构网络边缘时, 将报头转换为承载网中统一地址信息, 以在核心承载网络中进行
寻址与路由. 在承载网中, 设置应用数据转换网关, 负责对应用数据进行转换. 当源工业网络的数据格
式与目标工业网络的数据格式不一致时, 进行应用数据格式转换, 实现两个工业实体之间的有效数据
交换. 基于双网关结构的网络融合机制通过将报文头部和荷载分离, 增强了系统的扩展性, 将变数较
大的应用数据转换放在承载网中的高性能网关上进行, 方便随时升级, 实现工业互联网中异构网络协
议的互联互通.
面向大规模异构实体的安全互联技术体系. 针对工业互联网安全性的需求, 从设备安全、数据安
全和服务安全 3 个维度保证工业互联网的安全. 在设备安全方面, 基于跨环境、跨设备的高效物理层
信号指纹提取, 结合终端系统特征, 提供难以伪造的可靠终端标识. 在提取终端特征的基础上, 针对
异质设备能力差异问题, 设计强能力终端和弱能力终端间安全协作机制, 为弱终端设计在线认证协议、
软件完整性检测、保密通信、访问控制等轻量级安全算法. 在强终端, 如工控机等上实现对弱终端的
安全中间件, 对弱终端的软硬件完整性, 可认证性和不可否认性进行检测, 并以强终端作为主控节点
实现对网络中攻击的检测、防御和追踪. 通过弱终端和强终端在协同安全框架下的协同工作, 实现对
泛在分布的大规模异质终端进行安全识别, 确保工业互联网中异构设备的安全. 在数据安全方面, 由
于工业应用场景中的感知数据中隐藏着大量隐私数据, 从保护数据内容的角度出发, 首先采用智能方
法自动对多种隐私信息进行自动识别. 在此基础上, 采用轻量级可验证的保护隐私计算协议, 通过密
码学技术和匿名化、泛化、聚合操作对数据进行脱敏, 通过加密信道存放至公有云. 在云端采用数据
溯源方法, 对错误、虚假数据的发送端识别和追责. 通过基于以内容为中心的敏感数据的隐私保护技
术, 在保证工业互联网基于数据内容的控制和管理前提下, 防止泄露敏感信息. 在服务安全方面, 面向
工业互联网中跨多功能系统复杂服务的安全需求, 对每一个参与生产服务的功能系统进行可信的系统
接入认证, 基于多层次隐式指纹实体识别, 在应用层、设备层、协议层和硬件层提取指纹, 采用强标识
精确匹配和弱标识关联匹配算法对实体进行联合识别, 确保服务功能接入的安全性. 在此基础上, 合
理选择多个相应的功能系统提供服务, 协同满足用户需求. 对错误、虚假数据的发送端识别和追责, 以
确保生产服务的效率和整个服务过程的可追溯. 在服务访问时, 基于入侵检测技术检测和抵抗恶意攻
击, 面对大规模流量攻击时, 根据攻击的实际的影响情况, 采用流量牵引技术, 将正常业务流量快速分
摊到未受影响的节点上去, 直到影响修复, 从而实现跨功能系统的复杂服务需求的高效定制化网络连
接体系结构.
3.4

迅知: 面向网络化工业大数据的动态传算技术

针对工业大数据在工业互联网中数据汇聚难、传算协调难和动态处理难的问题, 本文提出了面向
网络化工业大数据的动态传算技术, 即 “迅知”, 通过将计算与传输结合建立传算耦合机理, 利用多个
网络节点进行协同信息处理, 并在柔性生产过程进行动态重构, 实现传算相谐, 保证网络化工业大数
据的实时实效. 主要包括:
工业互联网 “传 – 算” 耦合机理. 在工业互联网中, 前端设备获取的数据时空冗余度较大, 同时
对多类信息进行融合计算的复杂度高, 如何刻画工业互联网中 “传 – 算” 关系, 合理设计高效融合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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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与汇聚路由, 并保证信息的可靠收集是工业大数据传算过程中相互关联的问题. 为此, 通过研究计
算时间开销、传输时间开销与数据计算实效性间的量化关系, 为实现工业互联网中的数据传输优化提
供基础; 通过研究最小时延数据汇聚路由的表达模型与决策方法, 实现工业互联网数据传输的实时性
与实效性联合优化; 通过分别研究有线和无线环境下基于有效到达信息量的信息可靠传输准则与层次
化容错汇聚架构, 实现汇聚数据的实效性保障需求.
时延约束下的工业生产实体协同计算方法. 工业互联网中, 生产实体生成数据量大、异构性强、计
算复杂, 由于单个节点的存储、计算、通信能力所限, 网内智能化处理是一个难题, 因此如何突破单点
处理能力有限的瓶颈, 利用多个网络节点进行协同信息处理并满足一定时延约束, 是必须解决的关键
问题. 为此, 通过对工业生产中实体间协作交互行为的层次化分解, 建立面向工业生产实体协作的 “合
作 – 任务 – 活动” 层次化协作模型, 以实现统一的抽象描述, 刻画工业过程中生产实体间的交互特点;
在考虑联网节点能力与时延约束的条件下, 构建协作节点优化选择模型; 通过分类器构造、子分类器
划分与最优执行节点选择等一系列方法, 解决工业数据智能处理过程中广泛存在的模式识别问题.
面向柔性生产的传算过程动态重构机制. 传统 “刚性” 自动化生产线主要实现单一品种的大批量
生产, 而 “柔性” 生产是针对模块化、标准化生产弊端所提出的新型生产模式, 通过计算机及自动化
技术将一组加工设备连接起来, 在不停机的情况下实现多品种工件的加工, 使生产系统能对市场需求
变化做出快速响应, 同时消除冗余损耗. 所谓 “柔性” 是系统适应外部环境变化与内部变化的能力, 需
要弹性的传算过程进行支撑. 为此, 需要在传算资源虚拟化管理和传算过程动态部署两方面实现面向
柔性生产的传算过程动态重构. 在传算资源虚拟化管理方面, 实现同时满足底层网络和虚拟网络收益
最大化的资源分配方案; 通过实现分布式虚拟化资源管理架构, 解决虚拟化资源管理架构可扩展性不
强、自治性差等问题. 在传算过程动态部署方面, 基于软件定义网络技术, 提出工业互联网的数据平面
与控制平面的构成与体系结构; 通过设计分布式控制器的层次控制机制与控制器间的交互方式, 解决
控制平面的控制器构成方式; 通过提出基于 SDN 的网络快速重路由方案, 解决传算过程中可能存在
的网络故障问题.
3.5

谐控: 工业大数据驱动的运行优化与反馈控制技术

针对柔性工业过程产业链长、结构复杂难以进行数学建模的挑战, 需设计和实现工业大数据驱动
的运行优化与反馈控制技术, 即 “谐控”, 采用运行过程的实际数据, 建立面向工业生产各环节的一系
列开放式标准化服务, 从而实现对工业全过程的反馈控制.
其中, 针对柔性工业生产过程复杂难以进行数学建模, 当前决策控制回路的设定值只能采取近似
的数学模型或者根据运行专家的成功经验, 采用运行过程的实际数据, 结合知识挖掘、智能方法, 设
计数据驱动的运行控制方法是解决复杂工业过程运行控制的有效途径. 柔性生产面向市场个性化、多
样化需求在同一条生产线上通过设备调整来完成不同品种的批量生产任务, 既满足多品种的多样化要
求, 又使设备流水线的停工时间达到最小. 因此, 柔性生产的影响因素众多, 决策往往也具有多个目标.
除了传统的多目标决策方法, 需在云端融合平台基础上, 实现企业订单、物料管理等资源管理系统与
生产制造系统互联整合 (MES 与 ERP 的融合), 采用大数据技术从市场需要数据、订单数据、生产数
据等多源数据中挖掘信息, 进行决策支持. 此外, 针对工业装置的运行指标与全流程生产指标之间的
特性难以采用机理分析的方法建立数学模型问题, 需要设计面向运行指标的多目标优化决策方法; 针
对无线网络环境下噪音与丢包造成难以闭环控制的挑战, 需要设计工业互联网复杂网络环境下的闭环
控制稳定性保障方法.
工业大数据分析结果形成的决策依据, 通过多种面向工业生产应用的标准化服务, 反馈到工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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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alization

Flexible manufacturing

Customized delivery

图 5 (网络版彩图) 海尔互联工厂的个性化智能制造
Figure 5

(Color online) Personalized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in Haier interconnected factory

产各个环节, 从而实现对工业生产的控制和调节. 因此, 与传统工业制造的自动控制不完全一样, 该研
究需贯穿工业生产全流程, 形成多环结构.

4

云端融合的工业互联网应用实例

本节以智能生产为例, 介绍基于云端融合的工业互联网在实际生产环境中的应用. 正如本文引言
所述, 当前批量化、单一化的生产方式已无法满足消费者对商品个性化、多元化和服务网络化、便捷
化的需求. 并且, 现有粗放的、以人为主的管理运维模式已难以进一步优化生产流程, 降低生产成本.
下面以海尔集团的互联工厂15) 等典型项目为例, 介绍智能制造企业如何借助工业互联网应对上述两方
面挑战.
在生产方式方面, 传统制造业正面临生产制造环节与用户实际需求严重脱节问题. 一方面, 自动化
流水线批量地生产大规模同质产品, 却无法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 导致产品积压、产销脱节. 另一方
面, 用户的创新想法、特殊需求无法及时传达至生产企业, 导致产品更新换代慢、按需生产难等问题.
而海尔互联工厂允许用户与工厂生产线直接对话, 实现从线上用户定制方案, 到线下柔性化生产的全
定制过程. 在现今的海尔互联工厂平台上, 消费者可根据个人喜好选择产品功能、材质、颜色等, 也可
以按个人需求自行设计有定制需求的部件, 其流程如图 5 所示.
然而, 实现个性化生产并非易事. 例如, 在传统的冰箱生产工厂, 加工不同型号的门壳需要不同的
冲压机器, 一个车间总要十台八台, 整个工序用工约 40 人; 仅仅将门壳搬下生产线, 运至固定工位这
一生产环节就需二三十人, 每个门壳二三十斤, 每人每天要搬运几千个, 不仅劳动量巨大, 还会出现错
拿错放的现象16) . 如今, 海尔互联工厂内遍布了成千上万个不同类型的功能传感器、近万个数据采集
点 (实际上就是 “智感” 技术的应用), 数据信息可以在 “人、机、物” 之间流畅地、自动地传递 (“效联”
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 海尔互联工厂的柔性生产线可自动识别不同型号的门壳、自动切换冲压方式;
门壳与内胆、箱门与箱体完全由机器搬卸, 按照嵌入芯片自动识别、精准匹配, 完全不用人为干预. 在
完成产品后, 每一件产品都自带专属配送信息, 无需入库和经销商, 直接配送给发送订单的用户 (这一
系列功能均得益于 “迅知、谐控” 技术). 基于互联工厂, 同一生产线可生产 500 多种型号, 定单交付周
期由 15 天缩短至 7 天, 而工人的数量却不足相同规模工厂的一半.
15) http://factory.haier.com.
16) https://tech.china.com/news/11146421/20150802/201201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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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网络版彩图) 基于云端融合工业互联网的设备维护流程
Figure 6

(Color online) Equipment maintenance process based on cloud-client-integrated industrial Internet

在生产管理方面, 单台设备停机可能会中断整条生产线, 对业务造成巨大的影响. 据艾默生 (Emerson) 的估计, 每年全球由于缺乏有效维护而造成的损失达到 500 多亿美元17) . 目前, 大多数工厂采用

人工巡检的方式进行设备维护, 其效率依赖于巡检的频度和巡检工人的经验, 即不能在发生故障时实
时做出响应, 也难以发现潜在的性能问题. 此外, 即便发现了设备的性能问题, 还需经验丰富的工程师
定位故障, 并从制造商处购买损坏的部件, 整个流程需要数天乃至数月时间. 在工业互联网时代, 我们
期待工厂车间的机器如人一样自主地寻医问诊, 一旦检测到潜在故障可以立即进行维修, 将停机时间
降到最短 (如图 6 所示).
为了达到上述目标, Intel 公司为货车零部件公司 Scattolini 设计了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智能维护系
统 . 该系统通过无线网络收集了转轴震动、马达表面温度、液压系统水压、化学液体池成分等监控
数据 (“智感”), 使运维人员可以远程监控 Scattolini 工厂内起重机、风扇和泵等机器的状态 (“效联”).
当监控数据发生异常时, 该系统将立即自动报警, 并将警报信息以短信或邮件的方式发送给运维人员
(“迅知”). 若警报长时间未被响应, 该系统会自动关闭机器, 避免故障进一步扩散 (“谐控”). 该系统还
利用云计算和机器学习技术分析未来可能发生的故障, 并通知运维人员及时更换机器零件, 避免停机
的突然发生. 而 SAP 公司则实实在在地演示了什么是 “机器人看病记” [1] . 在一次德国汉诺威工业展
会上, SAP 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展现所有机器人运行状况的界面时, 发现有台的机器人显示故障. 为了
解决该故障, 他点击进去了解到机器人发生了一些异常, 然后通过一个 3D 视频的指引, 知道了具体
损坏的部件. 然而, 公司内部人力资源系统却显示, 该公司没有匹配处理此类问题的专业工程师. 此时,
SAP 的工业互联网络发挥了其全球互联的优势, 在世界范围内找到了一名合适的工程师, 并在其帮助
下修好了机器. 这是 “智感、效联、迅知、谐控” 技术综合应用的一个典型故事.
18)

当然, 工业互联网的应用远远不止这些. 未来, 云端融合的工业互联网将进一步提升智能制造的
效率. 我们相信, 得益于 “智感、效联、迅知、谐控” 技术的进一步突破发展, 针对 “人、机、物” 的感知
将更全面、互联将更安全、决策将更精准、控制将更实时, 这使得消费者能够参与到工厂设计、制造、
17) http://partners.wsj.com/emerson/unlocking-performance/how-manufacturers-can-achieve-top-quartile-performance.
18) https://software.intel.com/en-us/articles/increasing-eﬃciency-and-uptime-with-predictive-mainte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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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过程中去; 工厂能够跟踪产品的生产、使用、维修等全流程; 产品能够根据用户的喜好、习惯、特
点自主优化. 未来的工业互联网将有效解决当前工业生产中产销脱节、成本过高、浪费严重等突出问
题, 并大力推动全球工业从 “刚性” 的大规模定制向 “柔性” 的专属化、个性化定制的过渡.

5

总结和展望

工业互联网是实现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 本文提出了一个云端融合的工业互联网新型体系结构,
从 “感、联、知、控” 4 个方面分别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提出了基于 “智感、效联、迅知、谐控” 的工业
互联网关键技术和解决方案. 然而, 目前对工业互联网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工业互联网还有若干关
键技术亟待研究. 一是安全保障体系的建立, 传统工业控制系统认为工控网络是相对安全封闭的环境,
但是工业互联网打通了工控网络、企业管理网络和社会消费网络, 使工业数据的可用性、保密性和完
整性面临被攻击的风险. 为此, 需要建立涵盖设备安全、控制安全、网络安全、平台安全和数据安全
的工业互联网多层次安全保障体系. 二是反馈控制的实时性保障, 相较于传统工业控制系统 (小闭环),
保证工业互联网 “智感、效联、迅知、谐控” (大闭环) 的实时性更为困难. 所以, 需要加强研究面向云
端融合工业互联网的低时延网络传输协议、边缘计算和实时机器学习等技术, 实现具有时延保证的工
业云服务.
我们相信, 经过未来五到十年发展, 随着工业互联网核心技术以及新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领
域取得新突破, 工业互联网将凝聚企业界和学术界的群体智慧, 逐步推广到具有规模经济、行业集中
度高的各个领域. 我们大胆预测, 未来网络化、柔性化、智能化生产模式将不断涌现, 即智能生产. 之
后, 一大波智能产品将会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给人类生活带来极大便利. 然后, 许多传统生产厂商
也将完成角色转变和模式重塑. 最终, 虚拟工厂、云工厂等新型制造模式将纷纷面世, 全球的工业制造
领域势必迎来比互联网革命大百倍甚至千倍以上的创新和创业浪潮. 也许就会像电影《阿凡达》所展
示的那样, 主人公杰克 · 萨利 (Jake Sully) 和其 DNA 匹配人造物种 “阿凡达” 能够融为一体, 使得人
类能够代入式地操控这种人造物种在外太空星球完成各项使命. 而云端融合的工业互联网中 “智感、
效联、迅知、谐控” 等各项核心技术正是工业互联网的 DNA, 这些技术的不断突破将会逐步完成工业
互联网 DNA 的拼图, 使得工业互联网中的 “人、机、物” 各种实体高度协同, 形成无缝融合的最终形
态. 届时, 工业互联网发展的红利将惠及整个人类社会.
综上所述, 工业互联网作为制造业转型升级、发展实体经济的新型网络基础设施, 是中国制造向
中国智造升级的核心催化剂, 是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升级和跨越发展的国之重器. 然而, 目前我国工业
互联网部分核心技术还受制于国外先进企业, 同时, 国外企业和政府在标准和规范上难以达成共识导
致推进速度缓慢, 中国和世界都在解决各自面临的难题, 国际产业分工格局正在重塑. 如何在工业互
联网高地尚未形成之前抢占制高点, 建成全球领先的技术体系和产业体系, 避免工业互联网成为下一
个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因特网, 是关乎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中
之重.
致谢 本文的撰写得到了江苏省网络与信息安全重点实验室的金嘉晖、张竞慧、沈典、方效林和
单冯等博士的帮助, 特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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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rchitecture and key technologies for an industrial Internet
with synergy between the cloud and cl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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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has been unveiled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of things
(IoT), cloud computing, and big data. The industrial Internet, as a highly cooperative and intelligence-sharing
global network that connects entities, human being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smart manufacturing, is the core of
this revolution. However, most current research on the industrial Internet is restricted to IoT, cloud computing, or
big data, respectively. The synergy between the cloud and clients is currently at a very primary stage of sensing,
connection, and knowledge, lacking a cloud-client-integrative architecture and key technologies that could meet
the evolving requirements of networked smart production, including more complex objects to be sensed, more
diversification of entities to be connected, faster data processing, and more intelligent feedback control. This
paper first surveys some important research directions with respect to this research field and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challenges. On this basis, a novel cloud-client integrative industrial Internet architecture and
solutions for related key technologies are proposed. Then, the proposed technologies are demonstrated for some
specific applications in the field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Finally, the prospects for cloud-client-integrative
industrial Internet research are discussed and conclu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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