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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白皮书由国际电工委员会 ( ＩＥＣ) 市场战略局 (ＭＳＢ) 下属 ＩｏＴ ２０２０ 项目

组编制ꎬ 成员来自各国的研究机构、 企业和设备供应商ꎮ 为完成本书ꎬ 项目组分

别在瓦尔多夫、 慕尼黑、 东京举行了四次研讨会ꎬ 并召开了多次电话会议ꎮ «ＩｏＴ

２０２０: 智能安全的物联网平台» 白皮书英文版于 ２０１６年 １０月正式发布ꎮ

本白皮书主要论述了下一代智能安全的 ＩｏＴ平台ꎮ 第 １ 章为概述ꎬ 第 ２ 章至

第 ７章为主要内容ꎬ 第 ８章为结论和建议ꎮ 其中ꎬ 第 ２章从基本功能、 架构模式、

主要挑战等方面概述了 ＩｏＴ 平台的发展现状ꎮ 第 ３ 章给出并解释了诸如安全性、

集成性、 组合性以及高级分析和可视化等关键方面尚存的问题ꎮ 第 ４ 章描述了

ＩｏＴ平台在工业领域、 公众领域和消费者领域的三个用例ꎮ 第 ５ 章进一步解释了

在构建智能安全 ＩｏＴ平台时将面临的技术挑战ꎮ 第 ６ 章介绍对实现智能安全 ＩｏＴ

平台至关重要的若干项技术ꎮ 第 ７ 章讨论当前的标准环境ꎬ 并明确了智能安全

ＩｏＴ平台的标准化需求ꎮ

近年来ꎬ 中国物联网产业规模高速增长ꎬ 在行业领域的应用逐步深化ꎬ 智能

电网是物联网的主要应用场景之一ꎮ 智能电网信息化、 自动化、 互动化等特征ꎬ

决定了电网需要在各个环节应用 ＩｏＴ 等新技术ꎬ 以支撑电网运行及企业管理全过

程的全景感知、 互联互通ꎮ 国家电网公司高度重视物联网技术研发ꎬ 全面部署

ＩｏＴ平台在智能电网中的应用研究与实践ꎬ 建成了智能电网物联网应用示范工程ꎮ

为更好地推动 ＩｏＴ技术发展及其在中国电力系统中的应用ꎬ 经 ＩＥＣ同意ꎬ 现

将英文版白皮书翻译成中文出版ꎮ

译　 者

２０１７年 ８月



执行摘要

　 　 市场预测显示ꎬ 物联网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ꎬ ＩｏＴ) 已经对全球经济产生影响ꎮ

对 ＩｏＴ技术在未来 ５ １０年的经济影响ꎬ 虽然估计略有不同 (ＩＤＣ估计在 ２０２０年

将达到 １. ７万亿美元[１]ꎬ Ｇａｒｔｎｅｒ预估在 ２０２０ 年将达到 ２ 万亿美元[２]ꎬ ＭｃＫｉｎｓｅｙ

预测到 ２０２５年将有 ４ 万亿美元到 １１ 万亿美元的增长[３] )ꎬ 但是观点是一致的ꎬ

都认为 ＩｏＴ技术产生了巨大影响ꎬ 并且这种影响正与日俱增ꎮ

Ｇａｒｔｎｅｒ也指出ꎬ 虽然已经存在显著的影响ꎬ 但目前 ＩｏＴ及其相关的商业模型

尚未成熟[２]ꎮ 因此ꎬ 物联网引起的经济乃至全社会的巨大变革正在到来ꎮ

本 ＩＥＣ白皮书对 ＩｏＴ未来一个重大进步 (智能安全 ＩｏＴ 平台的研发) 提出展

望ꎮ 该平台显著改进安全领域的功能ꎬ 并且能在不同的 ＩｏＴ 平台之间实现桥接ꎬ

而现有的平台往往是 “遗留” 系统的组合ꎬ 并未围绕 ＩｏＴ 的目标进行设计ꎮ 据

Ｇａｒｔｎｅｒ预测ꎬ 到 ２０２０ 年ꎬ 因数据收集方法不当ꎬ 可能会导致全部 ＩｏＴ 项目的

８０％在实施阶段失败[４]ꎮ 因此ꎬ 智能安全 ＩｏＴ平台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成为 “平

台的平台”ꎮ

本白皮书首先综述当前 ＩｏＴ 的发展现状ꎬ 针对 ＩｏＴ 系统设计和架构模式ꎬ 重

点分析了当前 ＩｏＴ框架的优缺点和局限性ꎬ 包括安全性、 互操作性、 可伸缩性等

方面ꎮ 进而围绕下一代智能安全 ＩｏＴ平台的功能需求ꎬ 对工业领域、 公众领域和

消费者领域的多个用例进行深入剖析ꎮ 依据这些不同的用例及关注的领域ꎬ 推导

出智能安全 ＩｏＴ平台的功能和要求ꎮ 随后ꎬ 讨论了智能安全 ＩｏＴ 平台的下一代技

术ꎬ 重点关注了连接、 处理、 安全等方面的平台级技术ꎮ

为实现物联网的愿景ꎬ 还需要在标准化方面开展大量工作ꎬ 例如关于互操作

性的专项研究ꎮ 针对这些需求ꎬ 本白皮书介绍了未来的 ＩｏＴ标准化生态系统环境ꎮ

本白皮书为 ＩＥＣ及其委员会提出了以下建议:
■ ＩＥＣ应在建立 ＩｏＴ标准化生态系统环境过程中发挥引领作用ꎮ
■ 为 ＩＳＯ / ＩＥＣ ＪＴＣ １分配相关任务ꎬ 主导关键 ＩｏＴ标准化活动ꎮ
■ 与政府机构更密切合作ꎬ 提高其参与程度ꎬ 使 ＩＥＣ的成果可以满足相关的

需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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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表

　 　 布朗菲尔德方法 (ｂｒｏｗｎｆｉｅｌ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一种为在现有 (遗留) 的软件应用 /系统上开发和部署新的软件系统提供业

务解决方案的方法ꎮ

Ｃｌｏｕｄ Ｆｏｕｎｄｒ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一种开源云计算 ＰａａＳ (平台即服务)ꎮ

信息物理系统 (ｃｙｂｅｒ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ＣＰＳ)

１ 通过网络空间和工程物理元件的融合ꎬ 增强物理系统的自适应功能和预测

性 [ＮＩＳＴ]ꎮ

２ 计算元件及物理元件紧密结合的工程系统 [ＮＳＦ]ꎮ

边缘 (ｅｄｇｅ)

包括整个 ＩｏＴ系统的运行域ꎮ

通常包括传感器、 控制器、 执行器、 标签和标签读取器、 通信组件、 网关和

物理装置本身ꎮ

网关介导边缘 (ｇａｔｅｗａｙ￣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ｅｄｇｅ)

汇聚来自所有终端的数据流和连接的装置ꎮ

Ｈａｄｏｏｐ®

一种开源软件架构ꎬ 基于商用硬件构建计算集群ꎬ 支持大数据集的分布式存

储和分布式处理ꎮ

Ｌａｍｂｄａ 架构 (Ｌａｍｂｄａ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一种数据处理架构设计ꎬ 利用批处理和流处理方法来处理大量数据ꎮ

语义互操作性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ｉｎ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在计算机系统之间进行无歧义、 共享的数据交换的能力ꎮ

５Ｇ ( ｆｉｆｔｈ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ｏｂｉｌ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ꎬ 建立在现在的 ４Ｇ / ＩＭＴ￣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标准之上的下一代移

动通信标准ꎮ



１
引　 　 言

　 　 通信技术ꎬ 包括关于机器与运营

技术 (ＯＴ) 的通信、 机器与基础信息

技术 (ＩＴ) 平台的通信以及机器与用

户 (例如消费者、 运营者和决策者ꎬ

这些用户使用机器、 控制机器或被机

器所操控) 的通信ꎬ 快速涌现并产生

颠覆影响ꎮ 物联网概念最早由麻省理

工 学 院 (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ＭＩＴ) 的 Ａｕｔｏ￣ＩＤ 中心联

合创始人 Ｋｅｖｉｎ Ａｓｈｔｏｎ 提出ꎬ Ａｕｔｏ￣ＩＤ

中心曾为射频识别 (ＲＦＩＤ) 和其他传

感器创建了全球标准体系[５]ꎮ 当前ꎬ

ＩＳＯ / ＩＥＣ对物联网 ( ＩｏＴ) 的定义是:

“一种物、 人、 系统和信息资源互联的

基础设施ꎬ 结合智能服务ꎬ 使其能够

处理物理和虚拟世界的信息并作出

响应[６]”ꎮ

虽然 “物联网” 概念已被广泛接

受ꎬ 但实际上正在出现的是一系列消

费者网络、 工业网络、 公众网络与混

合网络ꎬ 它们共同利用互联网来创建

闭环网络ꎬ 将信息物理装置 (物) 的

运营技术与传感器、 控制器、 网关和

服务等连接起来ꎮ 所创建的网络可以

基于传统架构或云架构ꎬ 并且通常使

用专用的 ＩｏＴ 平台提供优化各种设备

性能的服务ꎮ 与大多数颠覆性技术类

似ꎬ 上述平台是多种技术的交叉融合ꎬ

并从现有的解决方案衍生出新技术ꎬ

满足新需求ꎮ

然而ꎬ 为了能够真实体现这种新

兴技术的潜力ꎬ 除了性能优化之外ꎬ

必须进行新方法研究ꎮ 本白皮书尝试

给出这些新方法及其要求ꎬ 并以简明

扼要的方式论述这些方法ꎬ 在 ＩｏＴ 项

目特性的提升过程中ꎬ 为决策者、 架

构师、 开发人员和应用实施人员提供

帮助ꎬ 使 ＩｏＴ 实现从基本的转型ꎬ 到

包括设备识别、 监测、 控制等方面的

重大演进ꎮ 同时ꎬ 对保障设备和网络

安全性的方法、 多个相互依赖系统如

何彼此协作等问题进行了阐述ꎮ

１ １　 背景

目前的 ＩｏＴ 应用主要集中在通过

１



ＩｏＴ ２０２０: 智能安全的物联网平台 (中英文版)

附接到设备的各种传感器收集性能和

环境数据ꎬ 在接近设备的近场网络

(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 中执行初步分析ꎬ

或者通过特定的网络将数据传输到企

业内部或云平台ꎮ 对于不强调远程设

备控制能力的多种 ＩｏＴ 应用以及主要

用于数据检索、 归档等批处理应用ꎬ

现有的模型已经能够支撑其应用及

部署ꎮ

然而ꎬ 上述方法并未充分发挥新

兴的颠覆性技术的真正优势ꎬ 仅提供

了较低的投资回报率 (ＲＯＩ)ꎬ 因此ꎬ

企业决策者们对是否投入资源大力发

展此类技术产生疑虑ꎮ 新的 ＩｏＴ 平台

正在不断涌现ꎬ 提供预测型检修、 可

视化、 物流跟踪系统、 智能家居、 公

共监控或远程信息处理以及远程设备

配置和管理等高级服务ꎮ 这些服务通

过为企业核心业务提供深入分析ꎬ 提

供了多种选择以减少企业总体运营成

本ꎬ 并且提供或增强工业领域、 消费

者领域和公众领域的服务甚至拓展新

的市场ꎬ 从而创造更大的价值ꎮ 虽然

存在上述新出现的优点ꎬ 但决策者对

ＩｏＴ转型的潜在 ＲＯＩ等方面仍有疑问ꎮ

此外ꎬ 随着新方法的提出ꎬ 也出

现了新问题、 新挑战ꎮ 由于先前被隔

离、 受到高度保护的设备可能会暴露

在显著的风险环境中ꎬ 安全性变得更

加重要ꎮ 随着越来越多的个人信息被

采集和共享ꎬ 数据隐私问题ꎬ 特别是

在消费者 ＩｏＴ 空间中的数据隐私问题

日益凸显ꎮ 在当前的工业领域和公众

领域中ꎬ 从制造业到物流、 医疗保健

乃至其他垂直行业的许多设备已经过

时ꎬ 可能面临不能数字化、 不能连接

到 ＩｏＴ 网络等问题ꎮ 因此ꎬ 与日新月

异的消费电子领域相比ꎬ 新设备投资

要高得多ꎮ

１ ２　 进展

现有解决方案供应商们在开发专

门为 ＩｏＴ 设计的高级服务和平台方面

正不断取得重大进展ꎮ 这些新的平台

和服务强化了 ＩｏＴ 的颠覆性潜能ꎬ 但

仍需要更进一步的发展ꎮ

为了抓住 ＩｏＴ 提供的革命性机遇ꎬ

当今 ＩｏＴ平台和 ＩｏＴ装置、 传感器、 执

行器和网络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ꎮ 基

于深度学习和人工智能的更复杂的数

据分析技术需要显著提高算法性能ꎮ

诸如自动驾驶汽车和完全重组工厂设

备的自动化装置对实时系统的反应时

间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ꎮ 这反过来

需要发展低时延或零时延的海量实时

数据处理及存储能力ꎮ 实时 ＩｏＴ 应用

需要实时平台的支持ꎬ 该平台允许在

近场网络以及整个网络范围内进行复

杂的信息处理ꎮ 数据的跨行业使用ꎬ

２



１　 引言

例如汽车行业使用智能家居的数据ꎬ

可以拓展新的商业模式ꎮ 水平行业

(如电信运营商) 和垂直行业 (如汽

车制造商) 可以寻求合作伙伴关系ꎬ

并从这种新的商业模式中获益ꎮ

随着 ＩｏＴ 网络日益成为业务的核

心ꎬ 诸如装置的容错自愈、 环境安全、

信息安全、 动态组合、 半自动重组乃

至全自动重组、 重新配置问题等都将

至关重要ꎮ 对这些新需求的响应不仅

驱动新型 ＩｏＴ 平台架构的发展ꎬ 还将

产生全新的、 无法预期的机遇和需求ꎮ

这些需求和支持它们的高级平台、

装置、 网络和架构在新的高级别数据

语义、 情境、 转换和传输标准下才能

实现ꎬ 涉及分析引擎的信息共享、 安

全性、 可连接性、 互操作性及新兴 ＩｏＴ

智能生态系统的各个方面ꎮ 该新兴生

态系统中的先进平台 (以下简称智能

安全 ＩｏＴ 平台) 需要更强大的能力来

扩展智能 ＩｏＴ设备及其智能网络ꎮ

１ ３　 技术范围

本白皮书关注了以下关键问题:
■ 现有 ＩｏＴ 架构提供哪些关键功

能ꎬ 存在哪些限制和缺陷?
■ 现有能力是否能支持预期的新

应用 (如智能城市)? 如果不能ꎬ 需

要新增或强化什么功能? 智能安全 ＩｏＴ

平台应该是什么样?
■ 现有技术是否足够? 如果不是ꎬ

只通过对现有技术的增强和调整就可

以满足未来应用的要求吗? 或者ꎬ 需

要提出哪些新技术?
■ 哪些国际标准已经建立或正在

研究之中? 如有必要ꎬ 需要扩展哪些

标准化工作来支持 ＩｏＴ应用?
■ 应该由谁明确新标准的需求ꎬ

以及新标准的定义、 发布和维护?
■ ＩＥＣ在此过程中应发挥什么样的

作用?

１ ４　 本书结构

本白皮书的结构如下:
■ 第 ２章概述了 ＩｏＴ的现状ꎬ 并描

述了现有 ＩｏＴ 平台的基本功能ꎬ 包括

数据关联和信息检索、 连接和通信、

集成和互操作、 安全性、 隐私和可信ꎮ

进一步描述了用于构建当今 ＩｏＴ 平台

的最常见的架构模式ꎬ 并提供了对现

有参考架构的简要概述ꎮ 本节最后对

现有 ＩｏＴ 系统进行分析ꎬ 使得能够识

别这些系统的主要缺陷和局限性ꎮ
■ 第 ３ 章系统地给出并解释了如

安全性、 集成性、 组合性以及高级分

析和可视化等关键方面尚存在的问题ꎮ
■ 第 ４ 章关注了工业领域、 公众

领域和消费者领域三个不同应用领域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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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未来 ＩｏＴ应用案例ꎮ
■ 第 ５ 章概述了智能安全 ＩｏＴ 平

台、 智能装置和智能网络ꎬ 并进一步

解释了在创建智能安全 ＩｏＴ 平台时将

面临的技术挑战ꎮ
■ 第 ６ 章重点介绍对实现智能安

全 ＩｏＴ平台至关重要的若干项下一代

技术ꎮ
■ 第 ７ 章讨论当前的标准环境并

明确智能安全 ＩｏＴ平台的标准化要求ꎮ
■ 第 ８ 章总结本白皮书对 ＩＥＣ 及

其他标准化组织 (如政府) 在标准方

面的具体建议ꎮ

４



２
ＩｏＴ 发展现状

　 　 关于 ＩｏＴ、 ＩｏＴ 平台、 ＩｏＴ 架构、

ＩｏＴ 中 “物” 自身的 “标准” 定义有

很多ꎬ 为了准确、 清晰地描述未来 ＩｏＴ

和智能安全 ＩｏＴ 平台的发展前景ꎬ 关

于目前的 ＩｏＴ、 构成 ＩｏＴ 系统的各种组

件以及领先的 ＩｏＴ架构ꎬ 有必要就 ＩＥＣ

的观点给出清晰的定义ꎮ

２ １　 ＩｏＴ 组件

尽管目前已有很多不同的 ＩｏＴ架

构模式定义 (参见 ２ ３节)ꎬ 但这些架

构都有着类似或等价的基本概念ꎬ 如

物理装置、 边缘、 平台等ꎮ 以下小节

将详细描述这些概念ꎬ 并提出在整个

本白皮书中使用的通用术语ꎮ

２ １ １　 物理装置

在目前的 ＩｏＴ 系统架构中ꎬ ＩｏＴ 中

包含的 “物” 有许多名称ꎬ 包括信息

物理装置、 装置、 终端、 实体、 人类

实体等ꎬ 如图 ２￣１所示ꎮ 所有这些 “物”

图 ２￣１　 典型的边缘环境

５



ＩｏＴ ２０２０: 智能安全的物联网平台 (中英文版)

不管在什么领域ꎬ 都有一个共同的属

性ꎬ 即它们作为物理装置的个体身份ꎮ

这些物理装置具备了一定水平的计算

能力ꎬ 这些计算能力可能嵌入装置中ꎬ

或者直接以执行器或控制器的形式附

接ꎮ 这些物理装置还可以连接到其他

物理装置、 边缘平台、 网关、 一个或

多个 ＩｏＴ系统ꎮ

２ １ ２　 边缘

在当前的 ＩｏＴ 系统架构中ꎬ “边

缘” 的概念包括了整个 ＩｏＴ 系统的运

行域ꎮ 边缘通常包括传感器、 控制器、

执行器、 标签和标签读取器、 通信组

件、 网关和物理装置本身ꎮ 边缘是运

行组件进行连接、 通信和交互的地方ꎬ

可以存在于组件之间、 组件与平台之

间ꎬ 某些情况下ꎬ 组件与其他边缘的

组件之间也有直接交互ꎮ 边缘是具有

相对性的逻辑概念ꎬ 可以很小ꎬ 例如

与平台直接连接的单个物理装置ꎻ 也

可以很大ꎬ 例如制造工厂ꎬ 具有综合

通信功能组件和边界计算平台或其他

多种组件ꎬ 将生产设备组织起来ꎮ 在

边缘中支持处理的平台不是必备的ꎮ

边缘通信组件可以由一个或多个独立

的局域网组成ꎬ 其中的组件可以使用

一种协议或直连 (直接连接到网关)

方式ꎬ 也可以使用多种协议或多路由

方式ꎬ 连接到边缘网关 /集线器 /总线ꎬ

再连接到更大的网络或云端平台ꎮ 本

地 网 络 可 以 使 用 星 型 ( Ｈｕｂ￣ａｎｄ￣

Ｓｐｏｋｅ)、 网状 (Ｍｅｓｈ)、 Ｗｉ￣Ｆｉ、 蜂窝

或其他拓扑用于内部连接和到网关 /集

线器的连接ꎮ

边缘处理解决了边缘组件或系统

功能性的需求及其局限性ꎮ 这些需求

和局限性包括装置连接性ꎬ 因为装置

(例如ꎬ 在工业环境中的装置) 可能

只具备本地连接能力ꎮ 其他要求包括

以恰当的方式对装置做离线操作ꎬ 即ꎬ

由于某些装置不需要 ２４×７在线ꎬ 在装

置离线时进行数据采集ꎬ 在连线时上

传数据ꎮ 另外ꎬ 需要装置边缘分析、

边缘事务处理、 其他作为 ＩｏＴ 平台的

扩展或独立于 ＩｏＴ 平台的边缘功能ꎮ

只有部分数据需要传到平台保存ꎬ 边

缘应具备本地存储能力ꎮ 为了减少传

递到平台的数据量ꎬ 一般需要在边缘

对来自装置的数据进行动态过滤、 采

样、 聚合等处理ꎮ

２ １ ３　 平台

在现有的 ＩｏＴ 系统架构中ꎬ ＩｏＴ 平

台的概念通常被表达为是指代多个域

的中心枢纽ꎬ 共同构成包含一个或多

个聚合边缘环境的体系结构功能视图

的物理实现ꎮ

ＩｏＴ平台是一个集成的物理 /虚拟

实体系统ꎬ 采用各种应用和组件ꎬ 提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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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能够全面互操作的 ＩｏＴ 服务和服务

管理ꎮ 这一系统中包括但不限于网络、

ＩｏＴ 环境、 ＩｏＴ 装置 (传感器、 控制

器、 执行器、 标签和标签读取器、 网

关) 和所附接的物理装置、 ＩｏＴ 操作

和管理ꎬ 以及与外部供应商、 市场和

ＩｏＴ系统的临时利益相关者[７]的外部连

接ꎮ 典型的 ＩｏＴ 平台包含以下域或与

以下域互动[８]:
■ 控制———包括由控制机制执行

的功能ꎬ 使得 ＩｏＴ 装置能够具备感知、

执行、 通信、 资产管理、 运行等功能ꎮ

在行业应用环境中ꎬ 控制系统通常采

用近场方式ꎬ 部署在连接到物理装置

的 ＩｏＴ 装置附近ꎮ 在消费者环境中ꎬ

控制系统可以采取近场或远程方式ꎮ

在公共环境中ꎬ 控制系统通常是近场

或远程的组合ꎮ
■ 操作———通常在 ＩｏＴ平台上并且

优化跨多个控制域的操作ꎬ 包括预测、

优化、 监控和诊断、 设置和部署以及

管理ꎮ
■ 信息———通常在 ＩｏＴ平台上ꎬ 也

可以作为边缘的一部分ꎬ 包括核心 ＩｏＴ

分析和数据ꎬ 并负责数据搜集、 转换、

持久化和数据建模ꎬ 以支持制定最优

的决策ꎬ 系统范围的运营和系统模型

的改进ꎮ
■ 应用———通常在 ＩｏＴ平台上ꎬ 但

也可以包含作为业务域一部分的组件ꎮ

通常由应用程序接口、 用户界面和逻

辑和规则组成ꎬ 负责 ＩｏＴ 系统自身的

功能实现ꎮ
■ 业务域———通常在与上述操作、

信息、 应用、 控制域 (在一定程度

上) 等 ＩｏＴ 核心功能分离的平台上ꎬ

它将 ＩｏＴ 功能与后端应用程序 (如

ＣＲＭ、 ＥＲＰ、 计费和支付等) 集成ꎮ

ＩｏＴ平台可以在云端部署ꎬ 也可以

在本地部署ꎬ 或在云端 /本地混合部

署ꎮ 它可以包括单个服务器、 多个服

务器或物理和虚拟服务器的组合ꎮ 无

论其物理位置或架构如何ꎬ 构成 ＩｏＴ

平台的各个域 (操作、 信息、 应用、

甚至业务和控制) 都包含相关的数据

流和控制流ꎮ 这些数据流和控制流存

在于业务域后端应用、 边缘的物理系

统 /控制域ꎬ 以及各域之间ꎮ ＩｏＴ 平台

的附加服务可以包括资源交换ꎬ 以允

许访问 ＩｏＴ 系统外部的资源、 网络服

务、 云集成服务以及由特定平台供应

商定义的其他多种服务ꎮ

２ ２　 ＩｏＴ 系统设计

存在多种工具来协助 ＩｏＴ 系统设

计者使用 ２ １ 节中描述的 ＩｏＴ 系统组

件ꎮ 其中主要是 ＩＳＯ / ＩＥＣ / ＩＥＥＥ架构描

述标准[９]ꎮ 此外ꎬ 不同的标准组织和

以 ＩｏＴ为重点的联盟也提供了许多 ＩｏＴ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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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 /参考架构ꎮ 以下章节叙述了当前

可用的最典型成果ꎬ 以便更好地了解

ＩｏＴ ２０２０智能安全 ＩｏＴ平台的各种选择

和潜在机遇ꎮ

２ ２ １　 ＩＳＯ / ＩＥＣ ３０１４１ꎬ 物联网参考

架构 (ＩｏＴ ＲＡ)

国际标准化组织 ( ＩＳＯ) 和 ＩＥＣ

联合技术委员会 １ ( ＩＳＯ / ＩＥＣ ＪＴＣ１)

特许建立其工作组 (ＷＧ) １０ 来审查

和提供推荐ꎬ 并且开发 ＩｏＴ 国际标准ꎮ

该组的第一个主要成果是国际标准

ＩＳＯ / ＩＥＣ ３０１４１工作草案ꎮ 该工作草案

对 ＩｏＴ实施者面临的问题ꎬ 特别是 ＩｏＴ

架构设计和实施的具体方面提供了关

键思路ꎬ 这将对未来 ＩｏＴ 架构师在设

计无缝互操作性和即插即用 ＩｏＴ 系统

方面提供帮助ꎮ 草案定义了 ＩｏＴ 的各

个组件以及概念模型、 参考模型、 多

视图的参考架构ꎮ ＷＧ １０ 已经与 ２ ２

节中引用的多个架构工作组建立了联

络机制ꎬ 他们的建议在当前工作草案

中有所体现ꎮ

２ ２ ２　 ＩＴＵ￣Ｔ Ｙ ２０６０

国际电信联盟的电信标准化部门

(ＩＴＵ￣Ｔ) 第 １３ 研究组编制了 ＩＴＵ￣Ｔ

Ｙ ２０６０ꎮ 该标准规定了 ＩｏＴ功能特性、

高层需求和参考模型等内容[１０]ꎮ 该标

准中规定的功能特性包括互联性、 与

“物” 相关的服务、 异构性、 动态变

化和规模等ꎮ 针对 ＩｏＴ 列举的高级需

求包括: 基于身份识别的连接、 互操

作性、 自组网、 基于位置的能力、 安

全性、 隐私保护、 高质量和高安全性

的体域服务、 即插即用和可管理性ꎮ

该模型正式地定义了关键术语

“装置” “物” “物联网”ꎬ 以作为核心

概念 (与许多模型一样ꎬ 关注于装置

的连接以作为 ＩｏＴ的区别性特征)ꎮ 如

图 ２￣２所示ꎬ 该模型分为四层: 应用

层、 服务和应用支持层、 网络层和设

备层ꎬ 模型提供了每一层所需的管理

能力和安全能力ꎮ

图 ２￣２　 ＩＴＵ￣Ｔ Ｙ ２０６０ 概述

安全分为通用安全能力和特定安

全能力ꎮ 特定安全能力与应用要求相

关ꎻ 通用能力与应用独立ꎬ 对应每个

层进行定义ꎮ 授权和认证是在应用层、

网络层和设备层定义的能力ꎮ 应用层

增加了应用数据机密性和完整性保护、

隐私保护、 安全审核和防病毒能力ꎮ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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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层增加了使用数据以及信令数据

机密性和信令完整性保护ꎮ 设备层增

加了装置完整性验证、 访问控制、 数

据机密性和完整性保护能力ꎮ

２ ２ ３　 ＩＩＣ ＩＩＲＡ

工业互联网联盟 ( ＩＩＣ) 致力于

ＩｏＴ的工业应用ꎮ ＩＩＣ 提出的工业互联

网参考架构 ( ＩＩＲＡ) 定义了四个视

角: 商 业、 用 户、 功 能 和 实 现ꎬ 如

图 ２￣３ 所示ꎮ 其中ꎬ 商业和用户视角

反映了在实现工业系统时对业务问题

和业务案例的重视程度ꎬ 以及系统在

其设计中相关域和应用场景的重要性ꎻ

从功能视角ꎬ 架构分为控制、 操作、

信息、 应用和业务等功能域ꎻ 从实现

视角ꎬ 通用架构包括结构、 组件分布、

连接拓扑等ꎬ 提供系统组件 (接口、

协议、 行为等) 的技术描述ꎬ 提供了

一个应用到功能组件、 功能到实施组

件的实现映射ꎬ 以及关键系统特性的

实现映射ꎮ 这些视角为架构师创建自

己的架构提供了指南ꎮ

在每个视角中ꎬ 安全 (以及相关

的保密和安全问题) 都被明确识别和

重点讨论ꎮ 将安全问题与特定视角整

合ꎬ 实际上反映了所有利益相关者都

有安全设计的理念ꎮ 在该架构中分别

规定了安全、 隐私和可信、 弹性、 可

集成性、 互操作性和可组合性、 连接

性、 数据管理、 分析、 智能和弹性控

制、 动态组合性和自动集成等关键系

统特征ꎮ

图 ２￣３　 ＩＩＣ 工业互联网参考架构

２ ２ ４　 ＲＡＭＩ ４ ０

德国联邦信息技术、 电信和新媒

体协会 (ＢＩＴＫＯＭ)、 德国电子电气行

业总会 (ＺＶＥＩ) 和德国机械设备制造

业联合会 (ＶＤＭＡ) 正在积极推进工

业 ４ ０ 参考架构模型 ( ＲＡＭＩ ４ ０)ꎬ

目的是成为下一代工业制造系统构建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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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考架构[１１]ꎮ

如图 ２￣４所示ꎬ ＲＡＭＩ ４ ０的核心是

对 “工业 ４ ０” 技术进行分类的三维分

层模型ꎮ 它结合国际标准 ＩＥＣ ６２２６４ 和

ＩＥＣ ６２８９０的部分内容ꎬ 利用已建立的模

型来描述下一代系统的不同方面ꎮ

图 ２￣４　 “工业 ４ ０” 参考架构模型 ＲＡＭＩ

该模型根据 ＩＥＣ ６２２６４ 系列标准

(企业 ＩＴ 和控制系统) 定义了 “等级

层次 (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ｌｅｖｅｌｓ) ”ꎬ 其目的是

将工厂或设施的各种功能扩展到工业

４ ０ꎬ 包括与 ＩｏＴ 和互联网服务的连接

(称为 “外部连接” ) 以及工件 (称

为 “产品” )ꎮ 基于 ＩＥＣ ６２８９０ꎬ 该模

型还涵盖了产品的整个 “生命周期与

价值流”ꎬ 包括设计、 生产、 交付、 使

用、 维护等ꎮ 基于 ＩＥＣ ６２８９０ꎬ 模型中

增加 “类型” 与 “实例” 的概念来区

分设计 /原型阶段与生产过程ꎬ 使得该

模型能够表示产品和设施生命周期ꎮ

在该架构中ꎬ “分层 ( ｌａｙｅｒｓ) ” 轴共

划分为六档ꎬ 支持将机器分解到其部

件属性ꎮ

在 ＲＡＭＩ 模型基础上可以扩展安

全能力ꎬ 即安全性可构建到模型的每

个层和每个维度中ꎮ

２ ２ ５　 ＩｏＴ￣Ａ ＡＲＭ

ＩｏＴ￣Ａꎬ 作为欧盟第七框架计划的

灯塔综合项目ꎬ 已经开发出 ＩｏＴ￣Ａ 架

构参考模型 (ＡＲＭ) 作为基础参考架

构文档ꎬ 推动和促进 ＩｏＴ 技术的成长

和发展[１２]ꎮ ＩｏＴ￣Ａ ＡＲＭ 由三个组件组

成ꎬ 其中参考模型是 ＡＲＭ最抽象的组

件ꎮ 如图 ２￣５所示ꎬ 参考模型包括域、

信息、 功能、 通信和安全模型ꎮ 域模

型负责描述 ＩｏＴ 中的核心概念ꎬ 例如

“装置” “ ＩｏＴ 服务” 和 “虚拟实体”

(其对物理实体进行建模)ꎮ 信息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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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ＩｏＴ 发展现状

定义 ＩｏＴ 系统中信息的通用结构属性ꎮ

功能模型基于域模型中定义的关系来

识别功能性群组ꎮ 通信模型解决了 ＩｏＴ

环境中通信的复杂性ꎮ 由于可信、 安

全和隐私 (ＴＳＰ) 模型对 ＩｏＴ用例场景

的重要性ꎬ 因此均给出单独的阐述ꎮ

图 ２￣５　 ＩｏＴ￣Ａ ＡＲＭ

除了 ＩｏＴ 参考模型之外ꎬ ＡＲＭ 还

定义了 ＩｏＴ 参考架构ꎬ 它是 “构建合

规 ＩｏＴ 架构的参考”ꎬ 是用来指导 ＩｏＴ

系统架构师创建实际架构的指导方针ꎮ

２ ２ ６　 ＡＩＯＴＩ 参考架构

物联网创新联盟 ( ＡＩＯＴＩ) 是欧

盟委 员 会 在 ２０１５ 年 倡 议 发 起 的ꎬ

ＡＩＯＴＩ旨在发展和支持 ＩｏＴ市场中欧洲

参与者之间的对话和互动ꎮ ＡＩＯＴＩ 已

经开发了两种 ＩｏＴ 模型ꎬ 即域模型和

功能模型ꎮ

ＡＩＯＴＩ的域模型源于 ＩｏＴ￣Ａ域模型

(参见第 ２ ２ ５ 节)ꎬ 从最高层面总结

了域的主要概念和关系ꎬ 并提供了通

用词典作为所有其他模型和分类法的

基础ꎮ 在这个模型中ꎬ 用户 (人或其

他实体) 与物理实体交互ꎮ 该交互由

虚拟实体相关联的 ＩｏＴ 服务作为媒介ꎬ

虚拟实体是物理实体的数字表示ꎮ ＩｏＴ

服务则通过暴露物理实体能力的 ＩｏＴ

装置与 “物” 交互ꎮ

ＡＩＯＴＩ 功能模型描述了域内的功

能和接口 (交互)ꎬ 同时也支持域外

的交互ꎮ 如图 ２￣６ 所示ꎬ 功能模型由

三层组成: 应用层、 ＩｏＴ 层和网络层ꎮ

功能模型描述 ＩｏＴ 系统的功能及功能

间的接口ꎮ 功能并不要求任何特定的

实现或部署方式ꎬ 因此ꎬ 不应假设功

能必须与操作部署中的物理实体相对

应ꎮ 在功能模型的实例化中ꎬ 有可能

对物理设备中的多个功能进行分组ꎮ

２ ３　 架构模式

通过借鉴 ２ ２节中给出的各种参考

架构ꎬ 许多架构模式不断涌现ꎬ 并得到

了广泛的接受和实施ꎮ 为了更好地理解

智能安全 ＩｏＴ平台的需求及机遇ꎬ 以下

章节给出最常用的几种架构模式ꎮ

２ ３ １　 三层架构

三层架构由边缘层、 平台层及企

业层组成ꎬ 三层之间由近场网、 接入

网和业务网连接ꎮ 该架构中的网络ꎬ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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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６　 ＡＩＯＴＩ 参考架构

常采用有线和无线技术的组合ꎬ 例如

ＲＦＩＤ、 蓝牙、 蜂窝、 ＺｉｇＢｅｅ、 Ｚ￣Ｗａｖｅ、

Ｔｈｒｅａｄ、 以太网等ꎮ 如图 ２￣７所示ꎬ 边

缘层通过近场网从边缘节点 (在装置

或 “物” 层级) 收集数据ꎬ 再经过接

入网将这些数据转发到平台层ꎮ 平台层

一方面处理从边缘层发送来的数据并转

发到企业层ꎬ 另一方面也在接入网中传

输从企业层返回到边缘层的控制指令ꎮ

平台层通过业务网与企业层进行通信ꎬ

而企业层提供终端用户接口、 控制指令

和领域专业应用[１３]ꎮ

２ ３ ２　 介导网关边缘的连接和管理

介导网关边缘的连接和管理是一

种架构模式ꎬ 其中ꎬ 网关作为局域网

(ＬＡＮ) 和广域网 (ＷＡＮ) 之间的媒

介ꎬ 网关一侧的 ＬＡＮ 由边缘节点组

成ꎬ 网关另一侧连接到 ＷＡＮꎮ 网关是

ＷＡＮ 网络中的一个端点ꎬ 同时也是

ＬＡＮ网络中的一个管理边缘设备的实

体ꎬ 从而起到隔离边缘节点和ＷＡＮ的

作用ꎮ 如图 ２￣８ 所示ꎬ 传感器和执行

器可以直接连接到边缘网关ꎬ 也可以

通过一个或多个路由器连接到边缘网

关ꎮ ＬＡＮ本身的拓扑结构可能是辐射

(Ｈｕｂ￣ａｎｄ￣Ｓｐｏｋｅ) 型ꎬ 也可能是 Ｍｅｓｈ

(Ｐｅｅｒ￣ｔｏ￣Ｐｅｅｒ) 型ꎮ 在辐射型拓扑结

构中ꎬ ＬＡＮ 网络中所有通信都通过网

关ꎬ 而在 Ｍｅｓｈ拓扑结构中ꎬ 一些边缘

节点具有路由能力ꎮ 不经过网关的节

点之间可能还存在其他的连接路径ꎮ

２ ３ ３　 边缘—云架构

边缘—云架构 (Ｅｄｇｅ￣ｔｏ￣ｃｌｏｕｄ) 与

介导网关边缘的差异在于ꎬ 装置和资产

可以直接广域连接和寻址ꎬ 而不是通过

边缘网关隔离所有的边缘装置[１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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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ＩｏＴ 发展现状

图 ２￣７　 三层体系架构

图 ２￣８　 介导网关边缘架构模式

２ ３ ４　 多层数据存储

多层数据存储是一种根据功能和

目的来将数据分层ꎬ 从而优化存储性

能的架构ꎮ 例如ꎬ 为实现性能、 容量、

归档等不同目的ꎬ 可以将存储层分成

多个层次ꎮ

２ ３ ５　 分布式分析

分布式分析架构将接近边缘的近场

分析和集中式深度分析结合起来ꎮ 例

如ꎬ 在网络时延较大或受到其他网络约

束ꎬ 使得完全集中处理不是最优解决方

案时ꎬ 此架构模式可以发挥作用ꎮ

２ ３ ６　 Ｌａｍｂｄａ 架构

Ｌａｍｂｄａ架构与本节论述的其他参

考架构不同ꎬ 原因在于它既不是针对

ＩｏＴ设计 (除了数据流分析之外)ꎬ 也

没有对任何实现进行描述ꎮ 之所以在

本书中介绍ꎬ 不仅是因为它得到广泛

应用ꎬ 还因为它在能够处理传感器产

生的大量数据的 ＩｏＴ 系统的设计方面

具有一定重要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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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ｍｂｄａ架构提出了与 ＩｏＴ 大数据

相关的海量数据流实时处理的必要性ꎬ

并将该实时处理分成两个视图: 批处理

视图和流视图ꎮ 架构本身被分成三层:

批处理层、 服务层以及实时处理层ꎮ 批

处理层负责主数据集、 不可变的数据集

以及扩展数据集ꎻ 服务层负责对批处理

层的数据视图生成索引以便有效检索ꎻ

实时处理层负责为实时数据提供低时延

功能ꎬ 并为流视图获取最新数据ꎮ 传入

数据被同时发送到批处理层和实时处理

层ꎬ 批处理层是为了实现高时延、 更完

整的处理ꎻ 当批处理层不能兼顾处理的

正确与完整时ꎬ 数据在实时处理层进行

快速处理和分析ꎮ

上述方法特别适合 ＩｏＴ 架构ꎮ 原

因在于ꎬ 实时应用中可能面临来自成

百上千个边缘装置的数据ꎬ 且不管涉

及的数据量是多少ꎬ 在某些情况下需

要立即响应并得出初步分析结果ꎮ 另

一方面ꎬ 同一个应用还需对这些数据

进行精确且深入的分析ꎬ 以实现持续

响应、 原始分析结果的修正、 历史数

据归档处理以及扩展分析等目标ꎮ

２ ４　 ＩｏＴ 典型特征

为了准确定义 ２０２０ 智能安全 ＩｏＴ

平台ꎬ 除了需要理解 ＩｏＴ 架构的概念

和模式外ꎬ 还需要充分理解目前 ＩｏＴ

的典型特征ꎮ 以下章节将列举 ＩｏＴ 系

统将来要考虑的重要因素ꎮ

２ ４ １　 数据关联和信息检索

智能数据处理是 ＩｏＴ 的关键特性

之一ꎮ 当前 ＩｏＴ 具备支持传感器的泛

在部署及数据的快速有效采集能力ꎬ

将促进新的协同模式的发展ꎮ ＩｏＴ系统

中的组件产生了不同特征类型的数据ꎬ

如流、 批处理和异步数据ꎮ 如在小的

学习任务中的数据处理ꎬ 通常会被推

向边缘ꎬ 而大规模的处理倾向于集中

化ꎮ 这些数据被处理后可用于系统反

馈、 流程改进、 故障检测以及真实情

境与业务流程融合ꎮ 目前 ＩｏＴ 利用自

生成数据的语义建模ꎬ 来更实用、 直

观地使用这些数据ꎬ 并促进互操作性ꎮ

具备语义支持的公共模型 (如智慧城

市)ꎬ 以及通过数据抽象而具备所有实

体特性信息的虚拟实体ꎬ 使得现实世

界中的实体模型不限于提供数据的传

感器ꎮ 合适的抽象度有助于实时的态

势处理ꎬ 因为所有的信息源在语义方

面可以保持一致ꎮ

２ ４ ２　 通信

当前 ＩｏＴ 的通信架构多样化ꎬ 取

决于哪种网络与边缘架构的组合形式

在给定的场景中更适用ꎮ 目前ꎬ ＩｏＴ中

的通信主要通过 ＶＰＮ 或公共网络ꎮ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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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应用依赖于边缘和集中式服务器

之间、 服务和汇聚点之间的通信ꎮ 目

前 ＩｏＴ通信能力已经跨越了传统企业

间的 “孤岛”ꎮ 工厂集成解决方案只允

许在一个特定的制造领域进行应用及

改进ꎬ 而 ＩｏＴ 平台允许来自多个异构

实体的信息采集ꎬ 并支持跨越传统企

业孤岛的合作ꎮ

２ ４ ３　 集成和互操作

目前 ＩｏＴ 解决方案的特色是不同

程度的集成和互操作ꎮ 集成的目标是

使最初设计时未考虑互操作性的系统

之间能够协同工作ꎮ 虽然目前尚未全

面可用ꎬ 但在公司内部产品之间可能

有一定程度的集成和互操作性ꎬ 可以

将上层技术与支撑技术实现集成ꎮ

在许多情况下ꎬ 基于典型的沙漏

模型实现集成ꎬ 在这个模型中ꎬ ＩＰ 是

中间层ꎬ ＨＴＴＰ 和 ＲＥＳＴ ＡＰＩ 是通用的

通信标准ꎮ 这一点非常有用ꎬ 因为无

论是在本地还是在云端ꎬ ＩｏＴ服务往往

由不同的供应商提供ꎮ 然而ꎬ 这不排

除 Ｍ２Ｍ网络也是 ＩｏＴ 解决方案中的一

部分ꎮ 此外ꎬ 产业界希望支持开放协

议 (如 ＭＱＴＴ、 ＯＰＣ 和 ｗｅｂ ｓｏｃｋｅｔｓ)ꎬ

以及在智能产品 /智能服务栈中开发和

利用开源组件 (例如 Ｃｌｏｕｄ Ｆｏｕｎｄｒｙ、

ＯｐｅｎＳｔａｃｋ等)ꎮ

ＩｏＴ的另一个新兴特点是跨产业域

语义互操作性ꎬ 并且该特点在许多标

准开发组织 (ＳＤＯ)、 联盟和开源软件

(ＯＳＳ) 计划中都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

注ꎮ 该技术和其他新兴的互操作技术

支持跨产业领域使用数据ꎬ 并促进新

的商业模式ꎮ

２ ４ ４　 安全、 隐私和可信

如上所述ꎬ ＩｏＴ 由多种不同的设

备、 传感器和执行器组成ꎬ 甚至可能

包括整个云基础设施ꎮ 显然ꎬ 当涉及

安全问题时ꎬ 没有万能的解决方案ꎮ

目前 ＩｏＴ 关于安全方面的功能大致可

以分为传感器安全、 装置安全、 边缘

安全、 云基础设施及网络安全四个方

面ꎮ 迄今为止ꎬ 传感器受制于有限的

处理能力和资源ꎬ 往往由于加密算法

和密钥管理的开销较大ꎬ 导致相关的

安全机制不足ꎮ 在很多行业应用领域ꎬ

装置安全也面临相同的问题ꎬ 如传统

工业装置ꎬ 同样情况也存在于智能家

居消费电子产品ꎮ 当前 ＩｏＴ 中装置安

全在很大程度上与网络或边缘安全有

关ꎬ 采用如 ＴＬＳ 等标准安全协议ꎬ 或

防火墙、 安全网关等标准过滤技术ꎬ

或通过边缘节点来建立加密的通信通

道ꎮ 装置安全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具

体问题具体分析ꎬ 结合用户的需求和

能力来实现的ꎮ 在边缘及网关中加入

安全功能ꎬ 是对网关后方的端点和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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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提供统一防护的最简单的方法ꎮ 这

可以在不必改变并接触每个装置的情

况下ꎬ 支持访问控制、 认证或检测入

侵等机制ꎮ 但是ꎬ ＩｏＴ装置通常是物理

可访问的ꎬ 网络安全只是第一级保护ꎮ

设备和传感器自身的保护作为第二级

保护ꎬ 以及边缘及平台相结合对设备

提供安全监视和威胁分析的第三级保

护ꎬ 都是必不可少的ꎮ 目前已有相关

解决方案的用例: 如监视摄像机实现

了对数据和装置的完整性保护ꎬ 使其

可以用于合法取证ꎮ 另外ꎬ 需要注意

的是ꎬ 安全能力的要求和保障安全的

范围与行业特征密切相关ꎮ 在某些领

域中ꎬ 与数据安全相比ꎬ 厂家更关注

反馈机制和控制过程的安全性ꎬ 并提

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ꎮ 在云安全方面ꎬ

身份和访问管理、 隔离、 虚拟化和入

侵检测等保护机制已经投入使用ꎮ

当前 ＩｏＴ 中的隐私保护在很大程

度上依赖于非技术层面的管理手段ꎬ

使用数据基于服务等级协议 ( ＳＬＡ)

和用户许可ꎮ 在保护隐私的技术层面

上ꎬ 只有一些非常简单的机制ꎮ 常见

的功能有: 通过加密隐藏敏感信息ꎬ

使用假名替换个人标识ꎬ 或在大量信

息中隐写私有数据ꎬ 等等ꎮ 在云基础

设施中使用的隐私保护ꎬ 通常使用行

之有效的措施ꎬ 例如以加密的方式存

储和传送数据ꎬ 或采用访问控制来防

止未经授权的信息泄漏ꎮ 在数据分析

方面ꎬ 往往缺乏隐私增强技术ꎬ 而是

使用 ＳＬＡ 和其他确保数据处理合法性

的用户协议等非技术手段ꎮ 总而言之ꎬ

目前 ＩｏＴ 隐私功能集中在通过设计或

默认方法实现数据源端的隐私保护ꎮ

为了发挥 ＩｏＴ 的巨大潜力同时保证隐

私保护ꎬ 需要更灵活的能力来根据应

用控制数据使用和数据处理ꎮ

为了建立 ＩｏＴ 实体之间的可信ꎬ

独特的装置、 服务、 交易身份以及强

认证都是必需的ꎮ 目前 ＩｏＴ 的可信一

般基于证书机制ꎬ 证书可用于用户、

服务器和网关等网络设备的身份认证ꎬ

使用公钥基础设施 ( ＰＫＩ) 来生成并

加以管控ꎮ 装置标识通常是委托给充

当身份代理的网关ꎮ 在一些安全至关

重要的环境中ꎬ 还可以采用基于硬件

的信任锚ꎬ 如可信平台模块 (ＴＰＭ)ꎬ

它提供了基于硬件的可信根和基于特

定设备实现的身份的高保密性ꎮ 一些

设备和网关已经利用可信执行环境来

隔离应用程序ꎬ 或使用不同的容器实

现方案 (例如在 Ｌｉｎｕｘ 系统上)ꎬ 以便

为应用程序提供隔离的执行环境ꎮ

由于 ＩｏＴ 是一个动态的系统ꎬ 因

此需要确保 ＩｏＴ 组件全生命周期的可

信度ꎮ 然而ꎬ 在现有的 ＩｏＴ 中尚不存

在这种完整性认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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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现有 ＩｏＴ 中的局限与缺陷

　 　 现有的 ＩｏＴ 平台采用兼容并蓄的

策略ꎬ 将现有的解决方案排列组合ꎮ

最初只是用于解决在开发和部署 ＩｏＴ

信息—物理系统的过程中遇到的平台

问题ꎬ 涵盖消费者和工业领域ꎮ 目前ꎬ

许多 ＩｏＴ 解决方案正在致力于融合不

同的 “烟囱式” 应用与系统ꎮ 这些系

统所使用的协议、 标准和概念并非专

为 ＩｏＴ设计ꎬ 对 ＩｏＴ的真实潜力也缺乏

预见ꎮ 反之ꎬ 这些系统只是试图把物

理装置的 ＯＴ 与现有的 ＩＴ 及后端平台

和应用捆绑在一起ꎮ 所有这些系统主

要用于解决装置注册问题、 大规模装

置登录问题ꎬ 以及潜在的大规模数据

问题ꎮ

深入研究现有 ＩｏＴ 复杂多样的实

现方式ꎬ 揭示了以下领域中相关联的

基本问题: 保密性、 安全性、 集成性、

互操作性、 组合性、 数据管理、 分析、

弹性、 虚拟化和监管ꎮ 所有这些问题

都增加了成本ꎬ 阻碍了基础技术与 ＩｏＴ

的发展ꎮ

以下章节简要总结现有 ＩｏＴ 方案

面临的突出问题ꎮ

３ １　 安全、 可信、 隐私和身份

管理

系统的安全属性通常由系统的安

全模型描述ꎮ 这些模型通常被描述为

特定的安全策略和组成这一策略的规

则所支配的实体ꎮ 目前ꎬ 创建和维护

一种能够应对 ＩｏＴ 系统动态变化的整

体安全模型变得越来越困难ꎬ 其主要

原因是装置的不断增加ꎬ 增加的装置

涉及不同的原始设备制造商 (ＯＥＭ)、

不同的传感器、 不同的物理设施安全

方法ꎬ 安全复杂度指数性上升ꎮ 与此

同时ꎬ 关于客户 /合作伙伴 /系统供应

商的职责问题的解决方案ꎬ 在安全领

域尚未达成一致ꎮ 现阶段缺乏一种灵

活、 动态的 ＩｏＴ 安全模型ꎬ 既能够支

持关键任务系统ꎬ 又能够应对未来 ＩｏＴ

的快速发展趋势ꎮ

目前的 ＩｏＴ 系统通常是基于布朗

菲尔德方法ꎬ 不但能连接服务ꎬ 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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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ｏＴ ２０２０: 智能安全的物联网平台 (中英文版)

能把现有的传感器、 装置、 基础设施

组件连接起来ꎮ ＩｏＴ为这些元件引入了

新的开放水平ꎮ 目前的 ＩｏＴ 平台包含

来自多种供应商的技术解决方案ꎬ 其

中每种解决方案都专注于提供不同安

全级别的异构组件ꎮ 当前 ＩｏＴ 组件的

安全措施在设计之初就缺乏考虑 ＩｏＴ

的连接能力以及其数据相关性与信息

检索能力之间的相互依赖ꎮ

例如ꎬ 工业装置经常缺少合适的

认证机制ꎬ 因为其原本是设计在物理

保护和隔离环境下使用的ꎮ 而工业装

置作为 ＩｏＴ 的一部分ꎬ 与多种设备和

系统相连ꎬ 特别是部分后端系统引入

了商用 ＩＴ技术的固有缺陷ꎮ 所以能够

进入商用 ＩＴ平台的攻击者ꎬ 例如利用

浏览器缺陷ꎬ 通常也能够进入安全措

施薄弱的 ＩｏＴ 工业装置ꎮ 因此ꎬ 在消

费者和工业环境中引进大量的终端ꎬ

易受攻击的薄弱环节将大为增加ꎬ 攻

击破坏甚至会引发安全事故ꎮ 对以前

完全封闭的同质系统ꎬ 加固终端安全、

保障装置间通信安全、 确保装置和信

息的可信性等ꎬ 是一项全新的挑战ꎮ

因此ꎬ ＩｏＴ平台需要综合风险威胁的分

析方法及其管理工具ꎮ

３ １ １　 可信

目前的 ＩｏＴ 安全措施主要关注网

络安全和边缘安全ꎮ ＩｏＴ缺乏能够提供

深度保护的安全概念ꎬ 例如基于硬件

的信任锚和监控、 威胁分析服务等ꎬ

这些概念可以与边缘后方的 ＩｏＴ 装置

集成ꎮ 正确的识别认证能力以及与复

杂 ＩｏＴ 环境的协同能力也缺失ꎬ 这就

使得在 ＩｏＴ 组件之间可信建立非常困

难ꎬ 而这是那些关键 ＩｏＴ 应用安全性

的前提条件ꎬ 也是在诸如智能城市之

类需要 ＩｏＴ组件间点对点 (ａｄ￣ｈｏｃ) 连

接的未来应用场景的前提条件ꎮ 另外ꎬ

数据可信性也是值得关注的ꎮ ＩｏＴ的可

信管理对确保数据分析引擎能够使用

有效数据十分必要ꎮ

３ １ ２　 隐私

当今 ＩｏＴ 的隐私保护问题仍然是

一个开放性的挑战ꎮ 思路引领者 (例

如 Ｇａｒｔｎｅｒ等) 早已意识到发展和维护

数字伦理的迫切性ꎬ 尤其是面临公共

舆情压力的情况下[１５]ꎮ 面对 ＩｏＴ 数据

分析的巨大潜力ꎬ 需要提出更灵活的

隐私保护设计ꎮ 例如ꎬ 克服现有问题

的候选技术有: 使用控制、 同态加密、

可搜索加密等ꎮ 除了这些技术上的挑

战ꎬ 监管需求同样具有挑战性ꎮ 供应

商必须面对隐私法规的明显地域差异ꎮ

３ １ ３　 身份管理

当前的企业级身份和访问管理

(ＩＡＭ) 解决方案主要关注如何在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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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现有 ＩｏＴ 中的局限与缺陷

授权访问应用、 资源、 数据时ꎬ 强制

执行最小访问策略ꎮ 然而ꎬ 对于 ＩｏＴꎬ

当前的 ＩＡＭ系统在大规模存储身份和

实体的能力方面受到限制ꎮ 这种限制

导致基于 ＩｏＴ 的应用缺少应用集成层ꎮ

与此同时ꎬ 缺乏完整的框架ꎬ 能够用

于跨不同的解决方案来发现和管理 ＩｏＴ

实体及其身份ꎮ 当前的 ＩＡＭ 系统需要

进一步发展ꎬ 以支持更强的覆盖与更

广泛的实体关系ꎮ 增强的 ＩＡＭ 将会改

变认证 (授权) 的方法以及授权访问

的方式ꎮ 现在的发展趋势是提供基于

预期角色ꎬ 而不是基于最小权限的访

问ꎮ 因此ꎬ 来自相同装置的认证可能

导致不同的访问能力ꎬ 能力的差异基

于用户在装置中的认证方式ꎮ 除此之

外ꎬ ＩｏＴ要求传统的 ＩＡＭ 系统包括机

器—机器 (Ｍ２Ｍ) 的实体ꎮ 这项任务

十分复杂ꎬ 因为部分通信方式将会基

于诸如虚拟云的临时性实体ꎬ 而部分

实体则会使用专有的通信和认证模式ꎮ

总之ꎬ 在基于 ＩｏＴ 的系统中ꎬ 为了达

到身份的全面覆盖ꎬ 需要改进 ＩＡＭ

平台ꎮ

３ ２　 安全性

系统安全性和可靠性在许多 ＯＴ平

台处于最高优先级ꎮ 安全性意味着防

止系统及其组件造成不可接受的伤害

或物理损坏风险、 保护环境免受危害、

避免重要流程中断ꎮ 由于以前的大多

数 ＯＴ系统没有联网ꎬ 所以对安全和隐

私的关注不多ꎮ ＩｏＴ的出现从根本上改

变了这一观点ꎮ 现在的 ＩｏＴ 缺乏一套

整体的风险威胁分析机制ꎬ 这种机制

需要考虑由蓄意攻击造成的故障之间

的相关性ꎮ 在当前 ＩｏＴ 的 ＯＴ 与 ＩＴ 连

接中ꎬ 远程攻击者能够利用工业、 消

费者和公众领域 ＩｏＴ 系统中的弱点ꎬ

入侵 ＯＴ系统ꎬ 将其导入不安全或不可

靠的状态ꎮ

此外ꎬ 远程管理的使用ꎬ 包括装

置的重新配置和更新ꎬ 以及运行中的

监控和操作性重新编程ꎬ 会产生严重

的下一代保密和安全问题ꎮ 具有开放

性端口的 ＩｏＴ 系统的引入ꎬ 以及潜在

的恶意代码感染 (特别是在安全至关

重要的装置和系统中ꎬ 例如交通、 城

市公共安全和供水)ꎬ 正在对保密与安

全性问题提出新的要求ꎮ

３ ３　 集成性、 互操作性和组合性

当前的 ＩｏＴ 系统主要关注如何把

多种组件集成为一个共同体ꎮ 这种集

成性表现在所有系统组件都具备通信

能力ꎬ 可以通过基于兼容性信令和协

议的手段与其他系统组件通信ꎮ 从图

３￣１可见ꎬ 集成性构成了集成堆栈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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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ꎮ 互操作性在集成性之上ꎬ 是组

件间基于共同概念模型和对情境中的

信息解释ꎬ 来交换信息的能力ꎮ 最高

层为组合性ꎬ 即组件间基于对交互方

行为的预期ꎬ 通过重组方式与任何其

他组件交互以满足需求的能力ꎮ

图 ３￣１　 集成堆栈

３ ３ １　 集成性

集成能力是 ＩｏＴ 系统的推动力量ꎮ

由于 ＩｏＴ自身的复杂性ꎬ 引发了新的、

更复杂的连接问题ꎬ 需要提出新的解

决方案ꎮ ＩｏＴ系统使终端和地理上分散

的信息源的数量快速增长ꎬ 也使得新

的系统到系统的连接需求越来越多ꎬ

并伴随着对功能和性能的新要求ꎮ ＩｏＴ

系统同时面临维持会话且不丢失连接

的问题ꎮ 网络负载的增加导致 ＩｏＴ 对

网络速度的要求越来越高ꎬ 特别是针

对需要瞬时响应的关键性安全组件来

说尤为苛刻ꎮ 穿越多个网络资源、 并

将逻辑推向边缘部分的数据采集问题

(例如通过防火墙多重保护的内部网

络) 引起了广泛关注ꎮ 从后端到边缘

的规则联合ꎬ 需要新的改进型协议

支持ꎮ

３ ３ ２　 互操作性

ＩｏＴ系统依赖于四个组件 (语法转

换、 域转换、 语义转换和情境化)ꎬ 真

正实现组件之间的互操作[１３]ꎮ

连接性框架层 (ＩＳＯ / ＩＥＣ ７４９８ ＯＳＩ

模型的第 ５ 层到第 ７ 层) 使用关于数

据结构的知识和系统中各种组件之间

的变换规则ꎬ 提供了一种语法互操作

性机制ꎮ 现有的 ＩｏＴ 系统可以部分满

足这一要求ꎮ ＩｏＴ系统还可以使用 “域

转换” 将一个数据域转换为另一个数

据域ꎬ 例如信息从 ＯＴ 系统转到 ＩＴ 系

统ꎮ ＩｏＴ系统的 “语义转换” 需要信

息发送方和接收方对语义有共同的理

解ꎮ 到目前为止ꎬ 还不存在完全可行

的情境化机制ꎮ 虽然在语法和域转换

层面对数据转换取得了一些进展ꎬ 但

现在的 ＩｏＴ 系统仍然需要应对所有四

种互操作性组件ꎮ 在解决这些问题的

标准制定方面仍然需要大量工作ꎮ

此外ꎬ ＩｏＴ系统必须解决缺乏 ＡＰＩ

依赖性管理的问题ꎮ 一个 ＡＰＩ 的改变

会破坏整个系统ꎬ 同时还存在微服务

和服务编排的难题ꎮ 由于不同的 ＩｏＴ

“孤岛” 基于不同的解决方案ꎬ 云端

部署和前端部署并存ꎬ 后台流程间的

互操作性仍是一个问题ꎬ 例如端到端

的流程集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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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现有 ＩｏＴ 中的局限与缺陷

３ ３ ２ １　 语义交互性

当今越来越复杂的异构 ＩｏＴ 系统

包含大量不同的模型ꎬ 包括真实世界

实体抽象模型、 基于时间序列的模型、

基于位置的模型等ꎮ 业务用户、 数据

建模者、 系统设计者等已经通过各种

技术构建了这些数据模型ꎬ 这些技术

包括从简单的电子表格分析到更复杂

的 ＵＭＬ 设计ꎮ 然而ꎬ 现在的 ＩｏＴ 系统

正在努力解决与不明确共享含义的数

据交换问题ꎮ 在没有对数据模型做耗

时费力的手动映射的情况下ꎬ 语义互

操作性很弱ꎬ 这种方案不适用于未来

的 ＩｏＴꎮ 机器可计算逻辑、 推理、 知识

发现、 数据联邦等ꎬ 都需要复杂的语

义互操作性ꎮ 本体通常受限于单个系

统或用例ꎬ 并且缺乏一致的命名和定

义规则ꎮ 诸如 ＩＳＯ / ＩＥＣ １１１７９ 和 ＩＳＯ

１５０００￣５的国际标准提供了一致的命

名、 定义和元数据语义理解规则ꎬ 但

是这需要额外的投入以让数据在 ＩｏＴ

中得到扩展与应用ꎮ

３ ３ ２ ２　 情境

情境化是在当下对所捕获环境的

总体理解 (包括终端节点、 传感器、

人类和环境)ꎬ 并以完全可理解的元数

据的形式记录该信息ꎮ 目前缺乏具有

鲁棒性的信息情境化技术ꎬ 尤其是在

ＩｏＴ边缘ꎬ 限制了 ＩｏＴ 系统的发展ꎮ 这

种 ＩｏＴ信息的情境化表示是实现互操

作性的下一步ꎬ 对于实现可靠分析和

安全操作至关重要ꎮ 目前没有正式商

定的标准或方法来明确地识别和共享

情境信息ꎮ 此外ꎬ 情境信息可能包含

机密数据ꎬ 而边缘计算有助于在边缘

隔离情境信息ꎬ 对边缘计算的安全保

护很重要ꎮ

３ ３ ３　 组合性

组合性是组件以重组方式与其他

组件交互的能力ꎬ 目的是满足基于对

交互方行为预期的需求[１６]ꎮ 在 ＩｏＴ中ꎬ

它表现为 ＩｏＴ 系统能够自组织并能够

根据其环境的变化进行自适应和重新

配置的能力ꎮ ＩｏＴ系统正在研究处理动

态环境中的响应问题ꎬ 超越传统的点

对点客户端—服务器模型ꎬ 并转换为

网状多对多模型ꎬ 这些模型需要新的

方法来处理各种层次之间的自主性问

题ꎬ 以及同时响应和解决灵活组合需

求的问题ꎮ 越来越多的自主系统正在

尝试应对动态情况ꎬ 并确保安全性和

弹性ꎮ 在上下文情境中考虑到操作环

境、 交互实体、 用户心理状态ꎬ 以及

其他不可预见的问题等ꎬ 这些要素和

条件可能存在不兼容ꎬ 目前的 ＩｏＴ 系

统尚缺少解决机制ꎮ ＩｏＴ系统还缺乏支

持动态关系处理的能力ꎬ 在这种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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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中ꎬ 自我形成的组合可以在线处

理活动和状态变化ꎮ

３ ４　 弹性

ＩｏＴ系统或组件发生故障后依然能

够维持功能ꎬ 对现有的 ＩｏＴ 系统是一

大挑战ꎮ 在军用战机、 民用运输、 作

战支持、 应急响应等军用、 民用重要

系统的设计中ꎬ 需要对此类事件进行

充分的考虑与规划ꎬ 在系统或组件发

生故障后ꎬ 依然能够维持功能ꎮ 这种

规划的目的是提供系统弹性ꎬ 其含义

是指 “系统的状况能够在完成分配的

任务的同时ꎬ 能够避免、 承受和管理

动态恶劣状况ꎬ 并在故障后重建操作

能力” [１３]ꎮ 这些关键性安全组件和系

统使弹性成为一项必须具备的能力ꎮ

然而ꎬ 弹性不仅限于这些用例ꎬ 它是

构成许多 ＩｏＴ 应用程序的必备条件ꎮ

ＩｏＴ系统及其复杂关系涉及许多子系统

网络ꎬ 必须使其既能够获得互操作性

和组合性ꎬ 又无需开发静态解决方案

使弹性受到影响ꎮ 智能平台必须开发

更高级的方法ꎬ 来管理系统组件的

弹性ꎮ

３ ５　 数据收集、 管理和确权

当前的 ＩｏＴ 在数据处理中面临着

前所未有的新问题: 数据量、 数据类

型、 数据位置、 数据敏感性ꎬ 等等ꎮ

数据来自 ＩｏＴ 系统和为其服务的平台ꎬ

它们在边缘环境中的连接终端数量和

传感器数量正在呈爆炸性增长ꎮ 多架

构模式进一步加剧了何地、 何时、 为

何、 如何提供数据和分析数据的问题ꎮ

面向装置和面向实体的数据需要更高

的抽象层ꎮ ＩｏＴ系统资产的异构性ꎬ 导

致了获得多源数据访问权的问题ꎮ

伴随着大量数据的产生ꎬ 在数据

收集、 存储、 检索和查询方面出现了

重要的需求ꎮ ＩｏＴ系统正在面临收集和

存储数据的数量以及确切地收集和存

储数据类型的问题ꎮ 一些系统正在尝

试将现有平台应用未使用的 “生数据”

尽量存储在边缘ꎮ 客户要求获取越来

越多的数据 (基本上是所有数据源的

全天候数据)ꎬ 然而用户不一定同意在

边缘进行数据整合ꎮ 因此ꎬ 一部分 ＩｏＴ

系统会使用数据全集ꎬ 耗尽连接通道ꎮ

关于数据所有权ꎬ 尤其是 ＩｏＴ 数

据所有权的问题已经有很多论述ꎮ 对

于谁拥有哪些数据和谁控制数据的归

处等问题ꎬ 在监管、 道德和财务方面

都是重要课题ꎮ 客户认为他们拥有所

有数据ꎻ 原始设备制造商 (ＯＥＭ) 认

为他们拥有ꎬ 或至少有处理其端点数

据的访问权ꎻ 在许多情况下ꎬ ＰＡＡＳ供

应商认为他们与应用程序供应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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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现有 ＩｏＴ 中的局限与缺陷

拥有数据ꎮ 由于部署了来自更多不同

组织的异构 ＩｏＴ 系统ꎬ 数据所有权问

题越来越复杂ꎮ ＩｏＴ系统供应商将该问

题进一步复杂化ꎬ 它们通过为个人或

操作层面的数据—数据采集和分析服

务提供数据ꎬ 从而违反或至少规避了

终端使用许可协议ꎮ 企业实体在保护

其专有业务数据和商业秘密ꎬ 以及责

任限制方面ꎬ 都给予高度关注ꎬ 例如

在存储、 处理或消费第三方输入数据

的过程的隐私泄露ꎮ 终端用户尤其希

望掌控其个人数据ꎬ 即使在同意允许

系统将其数据用于特定目的情况下ꎬ

也希望相关隐私数据受到保护ꎮ 现有

的 ＩｏＴ平台缺乏鲁棒的数据权限管理

系统ꎬ 使得各方对数据及其相应问题

(在哪操作、 怎样操作、 由谁操作、 作

何用途等) 在可接受的水平上实现

控制ꎮ

３ ６　 高级分析方法和高级数据

处理

ＩｏＴ中的传感器和系统产生了大量

数据ꎬ 常规的处理技术存在不足ꎮ ＩｏＴ

数据分析处理技术用于对系统和传感

器产生的海量数据进行转换和可描述、

可预测、 规范性的分析ꎮ 传输这些数

据需要巨大的带宽ꎬ 并且其中大部分

原始数据是不必要或者不可用的ꎮ 因

此ꎬ 我们对边缘分析甚至是在物理装

置自身中的数据分析更感兴趣ꎬ 尤其

是与安全相关的系统ꎬ 但是这会在数

据管理、 高级分析和操作控制等领域

产生额外的复杂度ꎮ 在物理装置或边

缘上分析的一个重要问题是ꎬ 会降低

“数据洞察” 能力ꎬ 这种洞察力只有

在跨越多个边缘、 系统ꎬ 以众包模式

进行大数据分析时才能获得ꎮ 当今的

环境缺乏协调边缘分析和云分析的技

术ꎮ 这种协调对创造未来的智能安全

ＩｏＴ平台是必需的ꎮ

另一个问题是传感器之间缺乏时

间同步ꎮ 系统的消息传递是无序的ꎬ

需要通用的时间同步技术ꎮ 可用的数

据往往不适用于高级分析系统ꎬ 例如

存在数据丢失、 数据破坏、 数据错误

等ꎬ 因为没有按照在 ＩｏＴ 中已经部署

的预测分析或其他形式的分析等新方

法进行设计ꎮ ＩｏＴ系统正面临着接收和

处理 “干净数据” 的重大挑战ꎮ 无意

的人为干预 (如端点关闭) 会降低数

据的整体性ꎬ 并影响数据的情境ꎮ 尽

管机器生成的数据通常是高质量的ꎬ

但在当前的 ＩｏＴ 中ꎬ 由边缘计算生成

的数据缺乏质量ꎬ 因为边缘数据不断

遭受破坏、 不正确的语义、 语境理解

的影响ꎮ 此外ꎬ ＩｏＴ系统试图使用那些

并非专门为其使用而设计的数据ꎮ 这

导致了语法与语义的双重困难ꎬ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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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使得 ＩｏＴ 系统之间只存在很小的

有用数据的交集ꎮ ＩｏＴ分析系统在适用

下一代新概念 (例如社交和众包数

据) 方面也只是起步阶段ꎮ

３ ７　 虚拟化

现在的 ＩｏＴ 平台在很大程度上依

赖于不支持虚拟化功能的 “遗留装

置” 和 “遗留 ＩＴ 系统”ꎮ 这些装置通

常已具备一定的 “智能”ꎬ 可以仅通

过软件下载就获得最终的指令ꎮ 现今

的 ＩｏＴ 装置缺乏内嵌的虚拟化能力ꎬ

这些能力可允许附加的抽象水平ꎬ 为

设备提供通用管理层和虚拟机ꎬ 支持

功能的动态扩展ꎮ

３ ８　 可伸缩性

ＩｏＴ的分布式特征既促进了数据中

心之外的数据创建和处理ꎬ 也促进了

在核心数据中心或云端建立大规模后

置处理分析系统ꎮ 当前大部分数据中

心所依赖的传统架构尚不能适应这些

新兴需求ꎮ 因此ꎬ 到 ２０２０ 年ꎬ 因数据

收集方法不当ꎬ 可能会导致全部 ＩｏＴ

项目的 ８０％ 在实施阶段失败[４]ꎮ 为了

满足这些要求ꎬ 同时跟上 ＩｏＴ 预期的

快速增长 (据 Ｇａｒｔｎｅｒ 估计ꎬ 到 ２０２０

年ꎬ 数据密集型行业的存储量将增加

约 ５００％ )ꎬ 需要 Ｗｅｂ 级的 ＩＴ 技术ꎮ

Ｇａｒｔｎｅｒ将 Ｗｅｂ 级 ＩＴ 看作一种面向系

统的架构模式ꎬ 依据灵巧、 轻量和持

续的原则实现基于Ｗｅｂ的 ＩＴ服务的开

发和交付ꎬ 而目前的 ＩｏＴ 尚缺乏 Ｗｅｂ

级 ＩＴ能力ꎮ

３ ９　 监管

ＩｏＴ致力于使社会运转更加高效、

更加安全、 更加环保ꎬ 因此政府机构

努力制定法规ꎬ 在支持创新和保护消

费者之间获得适当的平衡ꎮ 虽然目标

是相同的ꎬ 但不同地缘政治实体之间

的实现方法差别很大ꎮ 这不仅导致市

场混乱ꎬ 考虑到系统和地缘政治边界

的关系ꎬ 同构和异构系统在设计、 建

设、 部署和运营过程中的复杂性增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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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下一代智能安全 ＩｏＴ 平台的用例

　 　 基于第 ２ 章和第 ３ 章的描述ꎬ 可

见当前 ＩｏＴ 的功能受到约束ꎬ 并存在

一些缺陷ꎮ 这些因素结合起来ꎬ 限制

了 ＩｏＴ 解决方案的可用性ꎬ 并且阻碍

了智能安全 ＩｏＴ 平台的发展ꎮ 此外ꎬ

克服这些缺陷本身并不足以发挥 ＩｏＴ

的全部潜力ꎮ 相反ꎬ 还需要重新审视

具有前瞻性思维的用例ꎬ 以便更好地

定义 ＩｏＴ 平台的必备功能ꎮ 本章概述

了来自工业、 公众、 消费者视角的三

个用例ꎬ 推导出未来 ＩｏＴ 系统和智

能安全 ＩｏＴ 平台必需的关键功能ꎬ 如

图 ４￣１所示ꎮ 智能安全 ＩｏＴ平台还包括

其他多种功能和需求ꎬ 这些内容将在

本书的其余部分进行说明ꎮ 关于上述

三个用例以及表 ４￣１ 列出的七个其他

前瞻性思维用例的更详细说明见本书

附录ꎮ

图 ４￣１　 智能安全 ＩｏＴ 平台关键功能

表 ４￣１ 前瞻性思维用例

用例领域 用　 例　 名　 称 描述符

工业

业务连续性管理 ＢＣＭ

用于高级检修服务的异常检测系统 Ａｎｏｍ Ｄｅｔｅｃｔ

协作型供应链管理 (ＳＣＭ) ＣＳＣＭ

预测型检修与服务 Ｐｒｅｄ Ｍａｉｎｔ

公众
智慧城市 Ｓｍｒｔ Ｃｔｙ

社会传感器 Ｓｏｃ Ｓｅｎｓ

消费者

为乘客 (包括有特殊需要的乘客) 改善公共交通的出行体验 Ｊｏｕｒｎ Ｅｘｐ

车联网 Ｃｏｎｎ Ｃａｒ

智能滑雪 Ｓｋｉ

家用设备智能工厂 Ｓｍｒｔ Ｆａ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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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１　 工业领域: 智能化生产线

业务连续性管理 (ＢＣＭ) 使用从

组织的 ＩＴ 和 ＯＴ 系统收集到的数据ꎬ

确保组织业务流程的连续性ꎮ ＢＣＭ 的

目标是对收集到的 ＩＴ 和 ＯＴ 数据进行

处理ꎬ 提供高级风险评估ꎬ 并实施必

要的措施以减轻对组织业务流程的影

响ꎬ 如图 ４￣２所示ꎮ

图 ４￣２　 工业领域用例

ＢＣＭ ＩｏＴ 平台从各种安全系统

(即 ＩＴ 系统) 收集事件信息ꎬ 除此之

外ꎬ 也利用传感融合技术从生产控制

系统 (即 ＯＴ 系统) 收集计划的和实

际的生产数据ꎮ ＢＣＭ ＩｏＴ 平台导入来

自其他组织的威胁情报信息ꎬ 从而洞

察到其他互联系统的态势并了解当前

和未来所面临的攻击ꎮ 该平台将分析

事件信息并执行事件风险分析ꎮ 还将

创建安全措施ꎬ 例如制订对生产活动

的影响降至最低程度的风险缓解计划ꎬ

其安全措施还包括隔离受影响的子系

统或中断生产线ꎮ 为应对每个生产现

场受到的影响ꎬ ＩｏＴ平台通过分析生产

数据ꎬ 形成最优的生产计划ꎮ

现有的技术还不足以实现该用例ꎬ

需要加强的方面如下:

连接
■ 缺陷———网络时延问题ꎬ 多平台访问和认证ꎮ
■ 需要加强的方面———通过时延性能与支持跨平台访问和认证的网络协议ꎬ 提供鲁棒性的网络支持ꎮ

处理

数据采集与管理
■ 缺陷———能力不足以支持预期设备和传感器数量的爆炸性增长以及由此产生的数据流ꎬ 缺乏情境化的

状态信息ꎬ 传感器数据清理ꎮ
■ 需要加强的方面———先进的数据存储技术、 先进的数据科学能力、 内存数据库、 对于归一化状态信息

的元数据情境标准化ꎮ
分析
■ 缺陷———在存储和算法方面不足以支持工业水平的分析ꎮ 不成熟的分布式分析程序ꎮ
■ 需要加强的方面———内存数据库、 提高算法的自学习和自优化能力、 人工智能、 语义互操作性、 数据

的情境化、 分布式平台解决方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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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存储 —

感知

■ 缺陷———传感器的增长能力ꎬ 数据交换的中介方案ꎬ 传感器认证ꎬ 完整性的证明ꎮ ＩＴ / ＯＴ 的协作、 驱
动ꎬ 传感器接口ꎬ 传感器重组能力ꎮ

■ 需要加强的方面———支持分布式平台和所需符合安全和相关要求的数据的高级传感器功能ꎮ 具有增强
的传感器重配置功能ꎬ 军用级弹性ꎬ 动态可组合性的先进传感功能ꎮ

执行

控制接口装置
■ 缺陷———有限的 ＩＴ / ＯＴ集成协议ꎮ
■ 需要加强的方面———充分利用 ＩｏＴ的概念和机会提出先进的标准
执行器
■ 缺陷———范围和条件的评估能力ꎮ 用于多平台连接的优先排序例程ꎮ
■ 需要加强的方面———具备内置 (ｏｎ￣ｂｏａｒｄ) 处理能力的高级执行装置ꎬ 用以支持分解、 评估、 条件
启动ꎮ

安全

安全模型
■ 缺陷———创建和维护整体安全操作的安全模型ꎬ 以应对 ＩｏＴ系统的动态变化和新型系统攻击ꎮ
■ 需要加强的方面———针对互联 ＩｏＴ系统优化高级安全功能ꎬ 用于在互联系统中实施针对系统威胁的保
护措施ꎬ 包括优化当前功能和跨系统的协作安全性ꎬ 以实现整体态势图ꎮ 这些功能包括优化现有的安全
功能 (如 ＰＤＣＡ和 ＯＯＤＡ)ꎬ 以满足 ＩＴ和 ＯＴ系统的要求ꎻ 以及新的安全功能ꎬ (例如互联系统之间的协
作安全)ꎬ 以获得整体的态势图ꎮ
安全身份和 ＩＭ
■ 缺陷———用于发现和管理 ＩｏＴ实体及其跨越不同系统的身份的整体框架ꎮ 对于由多类设备和互联系统
组成的 ＩｏＴ系统是必不可少的ꎮ
■ 需要加强的方面———用于安全性实施功能的高级执行能力ꎮ

４ ２　 公众领域: 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解决方案整合了众多异

构 ＩｏＴ 平台ꎬ 这些平台包括各种类型

的传感器和数据源ꎬ 例如温度、 湿度、

噪声、 气体和运动传感器、 摄像头、

移动设备、 网络嗅探器、 智能电表、

水表以及大量的其他装置ꎬ 共同监控

城市动态ꎬ 优化城市运营ꎬ 同时增强

公共服务质量ꎮ 智慧城市 ＩｏＴ 平台基

于语义互操作性把来自各种 ＩｏＴ 平台

的多模态感知信息进行综合ꎬ 转化为

跨领域和实时的信息聚合 (ｍａｓｈｕｐ)ꎮ

高级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技术将无障

碍地访问各种不同平台及其运行环境ꎬ

为居民和机构提供应用服务ꎬ 智慧城

市 “平台的平台” 提供实时应用功

能ꎬ 以提高公共安全ꎬ 改善城市流动

性ꎬ 优化公共设施的使用ꎬ 并提高涉

及多方面的公共服务品质ꎮ 智慧城市

ＩｏＴ 平台和 “平台的平台” 很大程度

上基于智能安全的感知技术来提供优

质服务ꎬ 整合来自公众、 私有和个人

(必要时匿名) 的数据ꎬ 可以无缝地

描绘智慧城市更全面的环境视图ꎮ 基

于跨领域通信技术ꎬ 这些平台将各个

机构部署的、 地理位置不同的 ＩｏＴ 系

统进行整合ꎬ 实现跨领域合作和优化ꎬ

如图 ４￣３所示ꎮ

智慧城市平台和 “平台的平台”

基于语义消歧和情境化技术ꎬ 支持面

向公众服务优化的高级数据处理和下

一代分析方法ꎮ 这些平台将利用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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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３　 智慧城市的优化应用

连接技术ꎬ 诸如 ５Ｇ 和内存数据库等ꎬ

来传输和处理城市范围内的海量装置

产生的数据ꎮ 平台将支持边缘感知流

处理技术ꎬ 以便在并行网络系统上进

行拓扑处理ꎮ 智慧城市平台将使用下

一代技术为市民创造更智能、 更安全

的生活环境ꎮ

现有的技术还不足以实现该用例ꎬ

需要加强的方面如下:

连接
■ 缺陷———足够的网络带宽和网络会话ꎬ 以及对间歇性连接的支持ꎮ
■ 需要加强的方面———下一代通信架构和协议ꎬ 如 ５Ｇꎮ

处理

数据采集与管理
■ 缺陷———固化、 不灵活的互操作信息结构和词汇表ꎬ 环境元数据机制ꎮ 面向装置的从装置到平台的单

向流ꎮ 数据所有权、 数据保护和数据贡献缺乏清晰性和一致性ꎮ 不能将来自不同数据源的非结构化、
噪声和间歇性数据解释为有意义的、 情景化的信息ꎬ 以支持实时系统ꎮ

■ 需要加强的方面———用于域内和跨域信息清晰度的语义互操作标准ꎬ 以及与源格式无关的顶层 ＩｏＴ 本
体ꎮ 环境上下文信息的元数据标准ꎮ 支持在装置、 传感器、 执行器和平台之间按需、 情境化、 多方向
的数据流ꎮ

分析
■ 缺陷———分析较为固化ꎬ 不能满足服务质量 (ＱｏＳ) 的要求 (例如紧急响应) 和系统重配置ꎮ 适应条

件变化 (如天气、 社会偏好等) 的能力有限ꎮ
■ 需要加强的方面———使用能够在装置、 边缘和平台之间分布式分析的算法和动态拆分任务的工具ꎬ 可

满足计划和独特的 ＱｏＳ要求ꎮ 动态重配置功能支持改变系统架构ꎬ 包括计划更改和系统弹性ꎮ 边缘感
知流处理用于在并行网络系统上进行拓扑处理ꎬ 以便于管理应用的执行ꎮ

系统互操作性
■ 缺陷———刚性架构缺乏对动态任务分配和服务迁移的支持ꎮ 操作协调和协作不够成熟ꎮ 在异构平台环

境中确保互操作性的标准不一致ꎮ
■ 需要加强的方面———用于不同系统之间协调和合作的异构实体 (装置、 子系统、 网络和服务) 解决方

案ꎮ 动态登录和系统重配置功能ꎮ

存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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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下一代智能安全 ＩｏＴ 平台的用例

续表

感知 —

执行

控制接口装置
■ 缺陷———安全和保密的数据传播、 远程管理、 执行权限和跨域控制ꎮ
执行器
■ 缺陷———刚性编程缺乏灵活性ꎮ
■ 需要加强的方面———能够基于装置、 边缘、 平台和系统环境的实时情境进行调整的灵活例程ꎮ

安全
■ 缺陷———操作技术安全和安全管理ꎮ 健全的预防—检测—缓解威胁的生命周期管理以确保安全操作的

连续性ꎮ
■ 需要加强的方面———执行器权限控制ꎬ 实体之间的数据交换的认证ꎬ 自动保护和异常缓解策略ꎮ

４ ３　 消费者领域: 智能公共交通

ＩｏＴ 出行体验系统将帮助乘客ꎬ

包括那些有特殊需要的乘客ꎬ 根据个

人的需求和偏好优化到达目的地的路

线ꎮ 底层平台将监测乘客的移动ꎬ 确

定偏移ꎬ 提供替代路线并关注乘客安

全ꎮ 首先ꎬ 乘客将出行信息录入系

统ꎬ 进而系统将根据乘客提供的信息

以及乘客的需求和偏好ꎬ 找到路线ꎮ

ＩｏＴ出行体验系统将选择优化的检查

点来关注乘客的行程ꎮ ＩｏＴ 系统将通

过众包和分析实际用户数据以及相关

的运输服务数据 (如公共汽车和铁路

运营商、 警察或城市机构)ꎬ 从而动

态确定预期的出行时间ꎮ 智能安全

ＩｏＴ平台将支持所有必要的数据隐私、

数据所有权ꎬ 以及数据使用监管限制

和指导ꎮ

ＩｏＴ出行体验系统基于智能安全平

台架构ꎬ 与智慧城市 ＩｏＴ 系统配合ꎬ

可以优化公共汽车、 火车等交通问题ꎬ

调节公共交通运营ꎬ 在对其他乘客的

干扰降至最小的同时ꎬ 为有特殊需求

的乘客提供更好的服务ꎮ 例如ꎬ 公共

汽车 ＩｏＴ 系统将配合出行体验系统ꎬ

确保公共汽车在给定的路线和给定的

时间内ꎬ 具备处理轮椅或其他特殊需

求的能力ꎮ

ＩｏＴ出行体验系统将基于自身的运

行经验以及从其他系统共享的数据ꎬ

进行自我学习ꎮ 该系统将基于具体情

境来获取和分析知识ꎬ 从而动态地重

新配置自身及其他相关系统ꎻ 并将使

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实现跨系统共享ꎬ

作为融入到智慧城市的私有系统ꎮ 自

适应选择方法将管理由于现实世界动

态性而引入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ꎮ 基

于包含底层 ＩｏＴ 系统的 “物” 的安全

性、 可信、 行政、 位置、 关系、 信息

和情境特性ꎬ 实现管理决策和运行时

适应性ꎮ

现有的技术还不足以实现该用例ꎬ

需要加强的方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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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ｏＴ ２０２０: 智能安全的物联网平台 (中英文版)

连接
■ 缺陷———连接协议的标准化
■ 需要加强的方面———采用 ５Ｇ标准以支持在连接的可靠性和速度方面所需求的改进ꎮ

处理

数据情境化和数据管理
■ 缺陷———具有鲁棒性的数据情境化ꎮ
需要加强的方面———用于用户、 系统、 接口系统和其他连接的任何人 /物的标准化情境化机制ꎮ
分析
■ 缺陷———对个别用例的重点分析算法ꎬ 分布式分析以支持间歇性平台连接ꎬ 应用适应情境的能力ꎮ
■ 需要加强的方面———分布式分析以支持分布式平台ꎬ 标准化情境化机制支持数据的动态情境化ꎬ 以实

现增值分析ꎮ
动态组合
■ 缺陷———支持持续改进的系统适应性ꎮ
■ 需要加强的方面———支持持续动态组合和服务改进的机器学习算法ꎮ

存储 —

感知 —

执行 —

安全
■ 缺陷———物理传感器的保护、 信息操作、 隐私数据可信、 数据匿名化、 个人跟踪和定位ꎮ
■ 需要加强的方面———克服信息源风险暴露和控制的数据可信机制ꎮ 跨越不同的互联 ｌｏＴ 系统及平台适

用的安全装置识别和完整性解决方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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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智能安全 ＩｏＴ 平台功能需求

５ １　 通用功能需求

未来的 ＩｏＴ系统基于智能安全 ＩｏＴ

平台实现ꎬ 将对装置、 边缘、 平台等

方面提出很多新的技术需求ꎬ 使 ＩｏＴ

具备新的功能ꎬ 并使这些新功能协同

运作ꎮ 例如ꎬ 新的智能安全功能需要

边缘计算和传感器上的附加特性ꎮ 用

于管理传感器组和 ＩｏＴ 网关之间交互

的新的 ＡＰＩ 将需要设备和平台的双重

支持来封装各种架构模式和操作环境

(例如云)ꎬ 并向上层提供统一的视图

(例如ꎬ ＩｏＴ 应用、 服务接口、 配置控

制等)ꎮ

在 ＩｏＴ 架构模式中ꎬ 单平台的传

统概念将被颠覆ꎮ 智能安全 ＩｏＴ 平台

将会实现 “共生生态系统”ꎬ 在其中

将会有多个系统相互依赖、 互惠协作ꎬ

打破传统的信息孤岛ꎬ 实现跨越不同

ＩＴ和 ＯＴ 系统的增值服务和业务流程

优化[１７]ꎮ 跨越不同互联系统的信息集

成和安全措施实施将会成为智能安全

ＩｏＴ平台亟需解决的两个重要挑战ꎮ 这

种平台系统允许边缘中装置的自动部

署和动态重组ꎬ 来满足系统的集成性

和弹性需求ꎮ

智能安全 ＩｏＴ平台将会使用新的操

作系统ꎬ 例如ꎬ 遵循 Ｃｌｏｕｄ Ｆｏｕｎｄｒｙ®方

法来开发、 部署、 维护和增强的开源

系统ꎮ 这些平台将会使用内存数据库

技术ꎬ 来增强 Ｈａｄｏｏｐ®、 Ｌａｍｂｄａ 架构

和一些新方法ꎬ 以最大化计算能力ꎬ

并支持增强的数据科学技术ꎮ 智能安

全 ＩｏＴ平台将实现以下提升:
■ 支持扩展的感知能力ꎬ 在这种

情况下传感融合在多个相互交织的 ＩｏＴ

系统和对未来的分析之中ꎬ 这会显著

增强和扩展用于支持 ＩｏＴ 生产力的现

有概念和新概念而提出的算法ꎮ
■ 利用基于新标准的新建数据

情境和数据语义机制能够增强对信

息的理解能力ꎬ 从根本上提高分析

性能ꎮ
■ 提供增强的安全机制ꎬ 解决在

跨地域、 跨系统等情况下ꎬ 如何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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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ｏＴ ２０２０: 智能安全的物联网平台 (中英文版)

地对装置和数据进行隐私保护等复杂

问题ꎮ
■ 支持 ＩＴ 和 ＯＴ 系统的关键安全

功能 和 策 略ꎬ 例 如 策 划—实 施—检

查—行动 (ＰＤＣＡ)、 观察—判断—决

策—行动 (ＯＯＤＡ) 和相关系统之间

的协作安全操作ꎬ 来应对不断变化的

各种网络和物理威胁ꎮ

智能安全 ＩｏＴ 平台将允许数据通

过网络在装置、 产品和边缘之间全方

向流动ꎬ 并允许对与 “物” 有关的信

息进行收集、 存储和分析ꎬ 同时将企

业与 ＩｏＴ 具体应用进行整合ꎮ 该平台

将会提供终端数据处理和全生命周期

管理的方法ꎬ 这些方法是跨数据类型

和处理技术的集成方法ꎮ 它能够结合

关键平台的服务 /功能来实现创新性的

应用开发ꎬ 并且允许对智能安全产品

的远程管理、 服务 (配置更改、 软件

更新、 远程控制) 和连接ꎮ 此外ꎬ 随

着 ＩｏＴ 系统工作模式的进步ꎬ 智能安

全 ＩｏＴ 平台将支持网关、 产品或装置

的分散数据预处理ꎬ 例如边缘计算、

雾计算等ꎮ

未来的 ＩｏＴ系统将会继承源自 ＩｏＴ

的 “智能” 特性ꎮ 这在智能安全 ＩｏＴ

平台以及它们所包含的产品和服务中

将会很常见ꎮ 这种特性将包括增强的

连接性 (如连接到互联网、 云端)、

多样的自主化水平、 为优化横跨多个

ＩｏＴ实体和系统的过程而收集和处理数

据的能力以及上下文感知和自优化行

为ꎮ 这些功能将会改善预测型维护和

规范化服务ꎬ 让用户、 制造商和服务

提供商能够更好地监测和控制系统及

组件ꎮ 它们将支持标准任务 (例如ꎬ

设备加载) 的最大自动化水平ꎬ 并且

能够促进实体 (群体智能) 之间的协

作ꎮ 一种名为 “发现” 的功能 (例如

实体的本地化信息) 可以为系统组件

或子系统提供情境关联ꎮ 当实体移动、

改变状态或改变情境关联时ꎬ 它也能

够描述一些必要的实体、 属性和元数

据信息来帮助理解生成的数据ꎮ

在底层ꎬ 这些 “智能特征” 能够

存放系统组件的设计、 制造、 使用或

维护信息ꎻ 在更高级别的情况下ꎬ 这

种特征将能够提供询问系统特定问题

的能力ꎬ 例如查询当前天气等ꎮ 在开

发过程中ꎬ 可扩展性和互操作性有助

于整合多家供应商的产品ꎬ 构建复杂

的 ＩｏＴ系统ꎮ

未来的 ＩｏＴ系统将提供横跨 ＩｏＴ系

统及其组件的整个生命周期的 “整体

安全能力”ꎬ 涵盖设计、 开发、 操作和

维护阶段ꎮ 这些新功能将考虑到相互

依赖性ꎬ 例如商业 ＩＴ 和 ＯＴ 之间的相

互依赖性ꎮ 因此ꎬ 智能安全 ＩｏＴ 平台

将提供新的威胁分析、 风险管理和自

我修复功能ꎬ 以此来检测和抵抗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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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智能安全 ＩｏＴ 平台功能需求

的攻击ꎮ 为了提高系统弹性ꎬ 智能安

全 ＩｏＴ 平台将建立跨越装置、 平台和

企业的可信安全协作管理系统ꎮ 这些

安全协作系统可以运行新型的威胁智

能机制ꎬ 使得组织之间能够以可信赖

的方式交换安全相关信息ꎮ 此外ꎬ 智

能安全 ＩｏＴ 平台的预想智能特性需要

更高级的功能来识别所涉及的 “物”ꎬ

例如传感器、 设备和服务ꎬ 并确保数

据的完整性、 所有权和隐私性ꎮ 需要

全新的身份和接入融合管理机制ꎬ 来

收集、 集成和处理来自不同传感器、

装置和系统的异构数据ꎮ 未来 ＩｏＴ 系

统必须能够确保跨企业边界的数据所

有权可控ꎬ 才能支撑未来的 ＩｏＴ 用例ꎮ

为了在利用大量数据的同时保留客户

和 /或企业的隐私ꎬ 需要提出新的数据

分析算法和加密方法ꎬ 例如ꎬ 可搜索

加密或同态加密ꎮ

标准兼容仍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ꎬ

更多动态、 可配置和复杂的 ＩｏＴ 系统

需要构建在兼容不同地理区域和监管

领域中的法规的特性之上ꎮ 智能安全

ＩｏＴ平台还将具有某些内在特性ꎬ 使

ＩｏＴ系统顺应和符合复杂的监管环境ꎮ

５ ２　 核心功能需求

接下来的几小节将描述未来智能

安全 ＩｏＴ 平台的核心功能ꎬ 同时ꎬ 每

个功能又都与某个未来 ＩｏＴ 用例有关

(见附录)ꎮ 此外ꎬ 还概述了有关技

术、 基础设施、 组织、 过程的进一步

要求ꎮ

５ ２ １　 连接

实时 的 态 势 处 理 与 意 义 建 构

(ｓｅｎｓｅ￣ｍａｋｉｎｇ) 是在边缘和平台级别

所提供的基于连接性的主要功能之一ꎮ

为此ꎬ 保持与源数据和系统接收部分

的实时连接能力是很重要的ꎮ 同时ꎬ

由于与装置 /产品通信的低时延ꎬ 在边

缘上的态势处理与意义建构的实时处

理在某些情况下也是非常必要的ꎬ 这

使得访问本地上下文信息变得容易ꎬ

同时能够减少需要传输到集中式服务

器的数据量ꎮ

远程访问和安全连接功能需要端

到端实现ꎬ 它们在装置和边缘级别中

都有特别的影响ꎮ 因此ꎬ 可靠、 安全

和可信的连接需要考虑从装置到平台

的整体情况ꎬ 比如认证和访问控制ꎮ

平台不仅需要维护装置的安全远程访

问功能ꎬ 而且还必须支持对 ＩｏＴ 系统

本身的安全远程访问ꎮ 这同样适用于

边缘级别ꎬ 其中认证和访问控制能力ꎬ

以及在设备级别和连接层面确保数据

的数据完整性和可靠性的能力都是必

要的ꎮ

在产品层面上ꎬ 未来 ＩｏＴ 装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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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功能和需求可能与当前 ＩｏＴ 实体

在许多方面有所不同ꎮ 装置和产品需

要有连接到多个系统ꎬ 而不是仅连接

到一个系统形成 “孤岛” 的能力ꎬ 并

使得它们的功能不局限在装置或产品

内ꎬ 而是可以体现在产品之外ꎮ 考虑

到设备的移动性ꎬ 能够适应不同的带

宽和协议 (因为不同的资源可能在不

同的时间点可用) 也是未来的必要功

能之一ꎬ 这能够促进基于硬件的网络

解决方案向软件定义转变ꎮ 类似的ꎬ

装置的连接功能可通过软件升级ꎬ 使

之符合符合新标准ꎬ 也将成为一项重

要因素ꎬ 可以使未来 ＩｏＴ 系统保持灵

活性和高度的可配置性ꎮ

工业领域 公众领域 消费者领域

ＢＣＭ Ａｎｏｍ
Ｄｅｔｅｃｔ ＣＳＣＭ Ｐｒｅｄ

Ｍａｉｎｔ
Ｓｍｒｔ
Ｃｔｙ

Ｓｏｃ
Ｓｅｎｓ

Ｊｏｕｒｎ
Ｅｘｐ

Ｃｏｎｎ
Ｃａｒ Ｓｋｉ Ｓｍｒｔ

Ｆａｃｔ

实时的态势处理 ● ● ● ● ● ● ● ● ●

多系统连接 ● ● ● ● ● ● ● ● ●

远程功能 ● ● ● ● ● ● ● ●

对任意带宽 /协议的
适应性

● ● ● ● ●

对新的连接性标准的
升级能力

● ● ● ● ●

合法拦截功能 ●

远程访问 ● ● ● ● ● ● ● ● ● ●

身份认证和访问控制 ● ● ● ● ● ● ● ● ● ●

可靠性和完整性 ● ● ● ● ● ● ● ● ● ●

５ ２ １ １　 连接—附加需求

上文所描述的新型的连接功能产

生很多不同的技术需求ꎬ 其中最重要

的就是显著减少整个系统的时延ꎮ 特

别是对于实时系统ꎬ 在网络和装置层

面的低时延是非常必要的ꎮ 为了实现

这种需求ꎬ 装置配置将可以被动态的

改变ꎬ 实体集也会发生显著的变化ꎮ

同时ꎬ 尽管采取了减少时延的措施ꎬ

但是现有的协议仍然不能处理高时延

的系统ꎮ 例如ꎬ ＴＣＰ 在设计中并未考

虑信号传播时间ꎬ 因而 ＴＣＰ 在用于卫

星连接中存在高时延问题ꎮ 因此ꎬ 未

来 ＩｏＴ 平台支持新型连接功能ꎬ 可能

也需要超越 ＴＣＰ / ＩＰ 的新型网络协议ꎮ

然而ꎬ 降低或容忍时延并不是仅

有的连接性相关需求ꎮ 我们也需要新

型的通信接口来促进多自治系统之间

的数据交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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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智能安全 ＩｏＴ 平台功能需求

５ ２ ２　 处理

装置所收集数据的数量和种类需

要我们在各类 ＩｏＴ 系统中都提供额外

的处理功能ꎬ 以提高处理日益复杂的

动态应用、 大型设备和边缘处理的能

力ꎮ 装置和边缘级别的增强性预处理

使得系统反应时间缩短ꎬ 并减少了要

传输到中心服务器的数据量ꎬ 同时内

置 ( ｏｎ￣ｂｏａｒｄ) 分析功能也变得越来

越强大ꎮ 此外ꎬ 机器学习将融入装置、

边缘和平台之中ꎮ

为了能够实现高级数据处理ꎬ 未

来的 ＩｏＴ系统需要基于受控的装置 /产

品和外部系统的数据ꎬ 提供情境化信

息ꎮ 这影响了虚拟传感器数据的处理ꎬ

虚拟传感器就是把多个传感器动态组

合到一个虚拟设备之中ꎮ 因此ꎬ 边缘

上的设备动态组合和自配置也被看作

一种特性ꎬ 这也使得与自愈、 弹性相

关的处理功能非常有用ꎮ

为了能够处理在未来异构、 动态

变化的 ＩｏＴ 系统中的数据所有权问题ꎬ

用于跟踪数据所有权和实现数据访问

规则的新功能将成为未来平台的一个

组成部分ꎮ 与此同时ꎬ 在边缘也会存

在更多的数据匿名能力ꎮ 但是可能不

是每个 ＩｏＴ 系统都会选择低级别匿名

化ꎬ 因为不同的匿名化算法会被用来

处理不同级别的数据ꎮ 因此ꎬ 尽管在

数据收集期间可能会进行某些隐私保

护ꎬ 但是通常在信息保留和匿名化之

间进行权衡ꎬ 因为对很多应用来说ꎬ

直到数据进入更高、 更集中的层级之

前ꎬ 为了进行数据处理ꎬ 可能需要保

留一定的信息ꎮ

工业领域 公众领域 消费者领域

ＢＣＭ Ａｎｏｍ
Ｄｅｔｅｃｔ ＣＳＣＭ Ｐｒｅｄ

Ｍａｉｎｔ
Ｓｍｒｔ
Ｃｔｙ

Ｓｏｃ
Ｓｅｎｓ

Ｊｏｕｒｎ
Ｅｘｐ

Ｃｏｎｎ
Ｃａｒ Ｓｋｉ Ｓｍｒｔ

Ｆａｃｔ

内置分析
(Ｏｎｂｏａｒｄ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 ● ● ● ● ● ● ● ● ●

外接分析
(Ｏｆｆｂｏａｒｄ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 ● ● ● ● ● ● ● ● ●

机器学习 ● ● ● ● ● ● ● ●

情境化 ● ● ● ● ● ● ● ● ● ●

匿名化 ● ● ● ● ● ●

信息聚合 ● ● ● ● ● ● ● ● ● ●

语义互操作性 ● ● ● ● ● ● ● ● ● ●

装置的动态组合 ● ● ● ● ● ● ● ●

动态可配置性 ● ● ● ●

追踪数据所有权 ● ● ● ● ● ● ● ● ●

(群体) 感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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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ｏＴ ２０２０: 智能安全的物联网平台 (中英文版)

５ ２ ２ １　 处理—附加需求

５ ２ ２ １ １　 可伸缩性和操作

考虑到平台上的新功能以及越来

越多的装置级别新功能所带来的额外

需求ꎬ 为支撑未来 ＩｏＴ 平台并进行复

杂的 ＩｏＴ 数据处理ꎬ 新的系统架构需

要包含新型操作系统ꎮ 如第 ３ ８ 节所

述ꎬ 需要增强的云架构和自适应的高

级流程以便在未来的 ＩｏＴ 平台中采用

Ｗｅｂ级 ＩＴ技术ꎮ 也就是说ꎬ 企业的 ＩＴ

部门将变得更像公共云服务提供者ꎬ

提供基于云的服务ꎬ 用于规模经济、

管理快速简便以及基础设施、 设备和

流程的自动化ꎮ 由于 ＩｏＴ 在本质上是

ｆａｉｌ￣ｆａｓｔ的ꎬ 同时为多种用户提供服

务ꎬ 需要快速持续地迭代更新需求、

交付应用ꎬ 可以采用 ＤｅｖＯｐｓ 开发运维

模式ꎮ

５ ２ ２ １ ２　 代价

此外ꎬ 对于许多 ＩｏＴ 系统的应用

与实现来说ꎬ 对复杂数据处理过程的

计算能力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可能是非

常高的ꎮ 例如ꎬ 需要实现平台级的低

成本计算技术ꎬ 来支持 ＩｏＴ 系统的新

业务和用例ꎮ 在边缘中ꎬ 我们需要能

够加速计算和加密的技术ꎮ 为了促进

下一代 ＩｏＴ系统的发展ꎬ ＩｏＴ 系统必须

在代价和性能之间实现更好的平衡ꎮ

５ ２ ２ １ ３　 不可信域的数据处理

未来 ＩｏＴ 系统要求对于从装置收

集到的数据ꎬ 必须尽可能在靠近装置

的地方进行计算处理ꎮ 通常情况下ꎬ

这些域可能不满足数据拥有者的安全

需求ꎬ 即ꎬ 数据不应该对处理它的 ＩｏＴ

系统的组件公开ꎮ 因此ꎬ 需要一种机

制ꎬ 它既能够保护数据机密性和完整

性ꎬ 又能够产生对数据拥有者有意义

的结果ꎮ

５ ２ ２ １ ４　 数据科学

数据科学家能够创建模型来解决

特定的业务问题ꎬ 这些模型只被少数

专业人员使用ꎮ 如果这些模型不是 ＩｏＴ

平台的一部分并且不是应用于支持业

务流程平台上的应用程序的ꎬ 那么跨

行业数据挖掘标准过程 (ＣＲＩＳＰ￣ＤＭ)

将不会得到规模发展ꎮ ＩｏＴ平台在模型

创建和执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ꎮ

在 ＣＲＩＳＰ￣ＤＭ 中ꎬ 由业务专家定

义业务问题ꎮ ＩｏＴ平台允许使用平台工

具来进行数据理解、 数据准备、 建模、

评估和部署的过程ꎬ 并且设计了专用

的工具用于解决 ＣＲＩＳＰ￣ＤＭ 中的每个

步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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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智能安全 ＩｏＴ 平台功能需求

为了从数据中凝炼出有价值的

“数据洞察” 并采取措施ꎬ 数据科学

算法和人的参与缺一不可ꎮ 由数据科

学模型凝炼出的可执行结果ꎬ 不能直

接被用户使用ꎬ 此功能需要嵌入到 ＩｏＴ

平台中ꎬ 使得运行在平台上的应用和

互联平台可以使用数据ꎬ 支持领域专

家对业务进行优化ꎮ

数据科学将得到更广泛深入的应

用ꎮ 随着 ＩｏＴ 的快速发展ꎬ 预计到

２０１８ 年ꎬ ＩｏＴ 设备每年所产生的数据

将达到 ４０３万亿 Ｇｂ [１８]ꎮ 在 “非数据”

挖掘领域ꎬ 例如对文本、 图像和视频

的数据挖掘规模也会增长ꎮ 这将大大

推进数据科学技术领域的发展ꎮ 在数

据理解、 数据准备、 特征选择和评估

等过程领域中ꎬ 数据科学任务的自动

化将变得越来越普遍ꎮ

数据科学预测将会更加普遍ꎬ 并

且可以达到 “零空间占用” (即应用

不要求终端用户安装任何软件)ꎮ 这将

大大减少企业需要花费在数据科学基

础设施上的预算ꎮ 此外ꎬ 还会有很多

开源的解决方案将被引入市场ꎮ

数据科学项目的成功依赖于期望

管理、 业务利益、 数据质量、 团队工

作和最终能否将分析付诸行动ꎮ

５ ２ ２ １ ５　 互操作性

异构类型的传感器、 设备和平台

之间的高度互操作性将确保组件之间

能够相互通信ꎬ 并且信息可以无缝共

享ꎮ 在 ＩｏＴ 层次架构中不同层次上多

个部分之间的协作ꎬ 能够促进不同合

作方之间的合作ꎬ 例如ꎬ 具有众多利

益相关者的生产线或供应链网络之间

的合作ꎮ 因此ꎬ 平台所需要满足的一

个重要特性就是对语义互操作性的支

持ꎮ 这意味着系统的不同部分能够共

享相同的通信标准 (通用语法)ꎬ 或

者 ＩｏＴ平台可以集成多种标准并在各

种语言之间进行翻译 (综合方法)ꎮ

互操作性的要求也会影响到平台

级的集成ꎮ 为了将 ＩｏＴ 应用于包括商

业、 安全和福利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

面面ꎬ 我们不仅需要考虑单平台ꎬ 还

需要考虑 “平台的平台”ꎬ 即包含多

个协作平台的平台系统ꎮ 一般来说ꎬ

平台由多个层组成ꎬ 每层都包含若干

不同的 ＩＴ系统ꎮ 基于不同规则 (孤岛

系统) 的 ＩＴ系统彼此之间不能进行共

同的或高密度的通信ꎮ 这导致需要特

定的机制来处理和管理不同 ＩＴ 系统之

间以及多个平台之间的通信ꎮ

构建这种机制一个可能的解决方

案是ꎬ 为每个 ＩＴ 系统和平台提供通

道ꎬ 通过该通道可以进行数据和信息

的交 换ꎮ 这 样 的 一 个 通 道 被 称 为

“ｐｒｏｆｉｌｅ”ꎮ ｐｒｏｆｉｌｅ相当于索引ꎬ 它包含

每个 ＩＴ系统或平台所需要的或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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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ｏＴ ２０２０: 智能安全的物联网平台 (中英文版)

的信息和属性ꎮ 它的访问控制和数据

提供等功能ꎬ 能够响应来自于其他 ＩＴ

系统和平台的请求ꎮ ｐｒｏｆｉｌｅ 可以分为

两类: 双重转换、 协作 ｐｒｏｆｉｌｅꎬ 前者

在单个平台中处理数据交换ꎬ 而后者

则负责管理不同平台间的协作ꎮ

５ ２ ３　 存储

在 边 缘 上 的 数 字 产 品 存 储

(ＤＰＭ) 功能ꎬ 可以提供产品的生命

周期、 性能数据、 来源和其他现实世

界元素的信息ꎬ 需要平台的支持ꎬ 也

需要集成到分析和应用的组件中ꎮ 将

小型化嵌入式系统集成到日常物品和

产品中ꎬ 就可以实现 ＤＰＭ功能[１９]ꎮ

增强的存储器和更小更集成的嵌

入式系统ꎬ 还将实现更先进的性能数

据存储和模式识别功能ꎬ 可以在边缘

和更抽象的层面中用于机器学习和分

析ꎬ 具体的应用领域ꎬ 取决于资源位

置和所涉及的应用ꎮ

工业领域 公众领域 消费者领域

ＢＣＭ Ａｎｏｍ
Ｄｅｔｅｃｔ ＣＳＣＭ Ｐｒｅｄ

Ｍａｉｎｔ
Ｓｍｒｔ
Ｃｔｙ

Ｓｏｃ
Ｓｅｎｓ

Ｊｏｕｒｎ
Ｅｘｐ

Ｃｏｎｎ
Ｃａｒ Ｓｋｉ Ｓｍｒｔ

Ｆａｃｔ

数字产品存储 ● ● ● ●

模式识别 ● ● ● ● ● ● ●

性能数据 ● ● ● ● ● ● ● ●

５ ２ ３ １　 存储—附加需求

未来的智能安全 ＩｏＴ 平台需要支

持非关系型数据库存储技术 (例如

Ｈａｄｏｏｐ®ꎬ Ｓｐａｒｋ 等)ꎮ 为了支持未来

ＩｏＴ系统的大数据分析ꎬ 需要提供新的

数据存储和处理技术 (例如基于内存

的技术)ꎮ 此外ꎬ 还必须开发出支持云

边缘存储和处理的技术ꎮ

５ ２ ４　 感知

下一代 ＩｏＴ 系统应该兼顾先进感

知功能与感知数据保护的需求ꎬ 特别

是装置将具有越来越复杂的感知功能ꎬ

具有与边缘的其他装置以及 ＩｏＴ 系统

其他组件共同处理和交换传感器数据

的能力ꎮ 随着装置能够收集更多的信

息ꎬ ＩｏＴ 系统也需要足够的能力来应

对、 传输和处理这种越来越复杂和繁

多的传感数据ꎬ 以及装置的新型感知

功能ꎮ 数据不仅能够在装置之间进行

直接交换ꎬ 还需要以平台为媒介的感

知数据交换功能ꎮ 为了数据准确性、

可信度、 隐私保护等目的ꎬ 平台和边

缘功能都需要对原始传感数据进行清

洗ꎮ 平台、 边缘及相关装置需要拥有

评估从装置获取的传感器数据的可信

度的功能ꎬ 还需要拥有保证 ＩｏＴ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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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智能安全 ＩｏＴ 平台功能需求

内的各个实体之间通信时的数据可信

度的功能ꎮ 评估和确保由平台组件使

用和传输的数据的完整性和隐私的能

力ꎬ 对于确保数据可信度也是必需的ꎮ

虽然当前的传感器在很大程度上不需

要或不支持认证ꎬ 但是考虑到下一代

传感器和装置的复杂性 (以及高级处

理能力)ꎬ 下一代传感器和装置与不同

的 (并且可能处于动态变化中的) 实

体 (相对于传统制造商的 “孤岛” )

所包含的 ＩｏＴ 系统组件的相互影响ꎬ

下一代传感器和装置的可配置性ꎬ 以

及可能使用到它们的新型应用程序ꎬ

认证功能是必需的ꎮ

由于位置感知技术的进步ꎬ 现在

的 ＩｏＴ系统能够实现在传感器级别的

超精密定位ꎬ 并且能够为传感器相关

的数据类型提供新的维度ꎮ 与此同时ꎬ

对高精度数据的处理ꎬ 特别是由超精

密定位数据的处理ꎬ 需要来自平台级

别的支持ꎬ 特别是需要确保源隐私、

辅助 ＩｏＴ 系统应用和分析ꎮ 对于能够

在边缘上收集详细感知信息的装置ꎬ

可能需要过滤和泛化以及加密存储和

通信的能力ꎬ 以确保能够将敏感数据

的公开程度降到最低ꎮ

在边缘层面上ꎬ 下一代 ＩｏＴ 系统

可以通过传感器融合技术ꎬ 将在其控

制下的多种传感器信息与外部系统的

信息整合ꎬ 来提供组成虚拟传感器的

能力ꎮ 由于此功能的复杂性ꎬ 传感器

重配置作为该功能的一部分ꎬ 将扩展

到目 前 不 具 备 这 种 能 力 的 传 感 装

置中ꎮ

工业领域 公众领域 消费者领域

ＢＣＭ Ａｎｏｍ
Ｄｅｔｅｃｔ ＣＳＣＭ Ｐｒｅｄ

Ｍａｉｎｔ
Ｓｍｒｔ
Ｃｔｙ

Ｓｏｃ
Ｓｅｎｓ

Ｊｏｕｒｎ
Ｅｘｐ

Ｃｏｎｎ
Ｃａｒ Ｓｋｉ Ｓｍｒｔ

Ｆａｃｔ

应对越来越多的具有
传感功能的装置

● ● ● ● ● ● ● ● ● ●

传感数据的介导交换 ● ● ● ● ● ● ● ● ● ●

数据可信度 ● ● ● ● ● ● ● ● ● ●

原始数据的净化 ● ● ● ● ● ● ● ● ● ●

超精密定位能力 ● ● ● ● ● ● ●

隐私 ● ● ● ●

数据完整性 ● ● ● ● ● ● ● ● ● ●

要求认证的复杂传感器 ● ● ● ● ● ● ●

传感器重配置能力 ● ● ● ● ●

５ ２ ４ １　 感知—附加需求

开发超精密定位技术是对感知技

术的新需求之一ꎬ 通过信标、 超宽带

(ＵＷＢ) 和基于视觉的定位等方式来

促进技术发展ꎮ 此外ꎬ 该需求将在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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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级和平台本身产生影响ꎮ

５ ２ ５　 执行

５ ２ ５ １　 控制接口设备

安全智能 ＩｏＴ 平台和边缘功能可

以在运行时和配置中ꎬ 提供校准和控

制一组装置的功能ꎮ 此外ꎬ 平台支持

对装置的动态组合及其管理ꎬ 包括装

置的动态登录ꎮ

平台具有根据环境和情境来调整

适应装置控制方式的能力ꎮ 平台可以

将功能延展到保证安全方面ꎬ 例如在

预测型检修的情况下ꎻ 平台同时还支

持认证、 接入控制和授权ꎮ 此外ꎬ 未

来智能安全 ＩｏＴ 平台还将拥有发言权

控制和管理的能力ꎬ 能够支持自我控

制的 ＩｏＴ 装置集群ꎬ 从而提供层次控

制和协作控制策略ꎮ 最后ꎬ 平台的功

能还可以扩展到集群控制的安全性以

及情境感知控制领域ꎮ

除此之外ꎬ 控制操作还用于控制

ＩｏＴ装置本身的 (技术) 操作ꎮ 执行

器操作用于控制 ＩｏＴ 设备所连接的

(信息￣) 物理系统ꎮ 未来 ＩｏＴ 系统能

力将超越对所连接的装置的微观管

理ꎬ 为装置的操作留有一定的自由

度ꎬ 仅对装置需遵从的一般运行策略

进行控制ꎮ 例如这样一些能力: 用于

管理 “自我控制的 ＩｏＴ 装置集群” 的

控制策略 (层次型和协作型控制策

略)ꎬ 或装置的情境感知控制功能ꎬ

以及根据环境 /情境对其行为进行调

整适应ꎮ

工业领域 公众领域 消费者领域

ＢＣＭ Ａｎｏｍ
Ｄｅｔｅｃｔ ＣＳＣＭ Ｐｒｅｄ

Ｍａｉｎｔ
Ｓｍｒｔ
Ｃｔｙ

Ｓｏｃ
Ｓｅｎｓ

Ｊｏｕｒｎ
Ｅｘｐ

Ｃｏｎｎ
Ｃａｒ Ｓｋｉ Ｓｍｒｔ

Ｆａｃｔ

校准 ● ● ● ● ● ● ●

装置群组的控制 ● ● ● ● ● ● ●

装置的动态组合 ● ● ● ● ● ● ● ● ●

根据情境而调整装置的
控制方式

● ● ● ● ● ● ● ●

安全要求 ● ● ● ● ●

认证、 访问控制及授权 ● ● ● ● ● ● ● ● ● ●

发言权控制 ● ● ● ● ● ●

群体 /自我优化的控制智能 ● ● ● ●

群体安全控制 ● ● ●

情境感知控制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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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智能安全 ＩｏＴ 平台功能需求

５ ２ ５ ２　 执行器

未来 ＩｏＴ 系统通过执行器提供对

现实世界 (包括 ＩｏＴ 装置所附接的信

息物理系统) 的操作ꎮ 不同的执行器

任务有着不同程度的抽象性和复杂性ꎮ

直接执行器的任务是直接操控设备ꎬ

例如ꎬ 用于电源插座或灯泡的简单开

关ꎻ 范围执行器的任务是控制给定范

围内的所有设备ꎬ 例如具有特定特性

的设备或给定操作条件下的设备ꎬ 范

围执行器可以通过边缘或平台组件传

递到设备直接启动ꎬ 或者可以被转发

到装置ꎬ 然后装置自检其范围ꎻ 条件

执行器的任务在特定条件下被触发ꎮ

平台上的执行器必须处理来自不

同应用程序的大量请求ꎬ 他们向 ＩｏＴ

系统请求执行器任务ꎮ 这需要依靠协

调、 冲突解决和恢复程序ꎮ 对于非功

能性的需求ꎬ 需要能够确保安全性的

操作ꎬ 根据应用和装置的量来扩展ꎬ

以处理冲突请求并且提供错误处理和

诊断机制ꎮ

另一方面ꎬ 边缘装置需要具备接

收和发送执行器任务的能力ꎮ 这种能

力主要用于控制执行器任务的进度

(包括执行器的质量)ꎬ 向 ＩｏＴ 系统通

知其自己的状态和情境ꎬ 以及可靠地

执行给定执行器的手段ꎮ

目前ꎬ 边缘装置只连接到一个平

台ꎮ 将来ꎬ 可以考虑连接多个平台或

应用程序 (多租户边缘) 的边缘装

置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平台需要考虑同

步、 发言权控制、 冲突解决和错误恢

复的机制ꎮ

执行器的特性之一是影响非直接

连接的系统ꎬ 诸如光、 声、 无线或其

他物理信号ꎬ 对系统产生间接影响ꎮ

一个例子是仅允许在无线信标的范围

中操作的装置ꎬ 例如汽车无钥匙进入

系统ꎮ 对直接、 间接影响到人的系统

也包括在内ꎬ 例如通过文本显示、 操

控光照条件等影响人的行为ꎬ 等等ꎮ

５ ２ ５ ３　 用户 Ｉ / Ｏ

高级用户 Ｉ / Ｏ 功能是未来 ＩｏＴ 演

进的自然组成部分之一ꎬ 并且需要得

到系统所有层面的支持ꎮ 触觉界面、

增强现实工具 (例如眼镜) 和多装置

用户接口都将是下一代 ＩｏＴ 系统中增

强可用性和用户体验的一部分ꎮ

这些高级用户 Ｉ / Ｏ 功能需要平台

上的高级处理和分析ꎬ 虚拟建模和模

拟功能 (例如车间布局) 的支持ꎬ 从

而超越用户的直接感觉ꎬ 扩展其行动

和理解ꎮ 然而ꎬ 考虑到需要采集的数

据量ꎬ 通过平台单独建模和模拟整个

ＩｏＴ系统未必可行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建

模和仿真可能会转移到边缘ꎬ 同时ꎬ

平台将会接管底层组件集成和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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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ｏＴ ２０２０: 智能安全的物联网平台 (中英文版)

功能ꎮ

通过触觉接口的控制有时需要在

短时间内对事件做出响应ꎮ 当通过远

程触觉接口进行控制时ꎬ 存在物理距

离所导致的通信时延问题ꎮ 在这种情

况下ꎬ 边缘功能可以用作远程用户代

理以快速响应事件ꎮ

可访问性也是下一代 ＩｏＴ 的功能ꎬ

它为所有人提供更简单、 更好的用户

界面ꎬ 以及适应有特殊需求的用户

(例如ꎬ 先进假肢可以更自然地响应佩

戴者发出的信号)ꎮ

工业领域 公众领域 消费者领域

ＢＣＭ Ａｎｏｍ
Ｄｅｔｅｃｔ ＣＳＣＭ Ｐｒｅｄ

Ｍａｉｎｔ
Ｓｍｒｔ
Ｃｔｙ

Ｓｏｃ
Ｓｅｎｓ

Ｊｏｕｒｎ
Ｅｘｐ

Ｃｏｎｎ
Ｃａｒ Ｓｋｉ Ｓｍｒｔ

Ｆａｃｔ

触觉接口 ● ● ● ● ●

多装置用户接口 ● ● ● ● ● ● ● ●

虚拟建模 ● ● ● ● ●

仿真 ● ● ● ● ● ● ●

可访问性 ● ● ● ●

增强现实 ● ● ●

可用性和用户体验 ● ● ● ● ● ●

５ ２ ５ ４　 执行—附加需求

未来的 ＩｏＴ 平台需要系统机制来

描述和执行不同类别的执行器任务

(直接的、 范围内的、 有条件的、 组

合的任务) 和支持持久的执行器任

务 (例如控制循环) ꎮ 此外ꎬ 平台还

需要用于监测执行器任务进展和状

态的机制ꎮ 需要能够在装置、 边缘

和云之间自动地和情境感知地分配

执行器任务的技术ꎮ 对于正确认证

和授权的执行器ꎬ 需要支持其安全

运行的技术ꎮ 可靠和可信赖的执行

器依赖于新技术和扩展的系统架构ꎬ

用以确保可靠地执行任务ꎬ 并能够

从系统故障 (例如ꎬ 从网络或装置

中) 恢复ꎮ 其他需求不仅包括支持

低时延运行的技术和协议ꎬ 还包括

提供运行容错的服务ꎮ

５ ２ ６　 安全

未来 ＩｏＴ系统平台概念的引入ꎬ 为

开发端到端的安全策略和风险管理功能

提供了机会ꎮ 这得益于将所有组件实体

和子系统策略集成在 ＩｏＴ系统中ꎮ 平台

应当提供管理和授权非管理区域中边缘

装置资源的能力ꎮ 原则上ꎬ 平台还应当

提供关于可用物理资源和安全鲁棒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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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智能安全 ＩｏＴ 平台功能需求

优化框架ꎬ 对应于 ＩＳＯ ２７００１ 中的策

划—实施—检查—行动 (ＰＤＣＡ)ꎮ

ＩｏＴ平台还应提供用于监视 ＩｏＴ 系

统中装置和异常检测的功能ꎮ 这些功

能对协调和分析数据以确定事件十分

重要ꎮ 这是用于检测以及对系统威胁

做出响应的观察—判断—决策—行动

(ＯＯＤＡ) 循环的一半ꎻ 支持弹性和容

错 (包括信息物理攻击) 的能力是此

循环的另一半ꎮ

除了管理 ＩｏＴ 系统的策略之外ꎬ

平台还应提供系统之间的 ＩＤ 相关、 联

合 ＩＤ管理、 保护设备 ＩＤ 以及真实性

管理 (特别是数据的可靠性和不可否

认性) 的管理能力ꎮ

自适应、 响应和协作安全是应在平

台级得到支持的附加重要功能 (并且可

能具有需要由装置和边缘支持的必要功

能)ꎮ 简而言之ꎬ 系统需要自适应地吸收

并学习新的威胁信息、 制订并发布针对

额外威胁的计划ꎮ 还需要能够快速和适

当地应对威胁和攻击ꎬ 尽可能减少损害ꎮ

最后ꎬ 需要合作诊断问题ꎬ 并在不同子

系统之间实施减少风险和主动的安全计

划ꎮ 正是这些功能可以把未来的 ＩｏＴ 系

统与现有的 ＩｏＴ区分开来[２０]ꎮ

在边缘级别ꎬ 未来的 ＩｏＴ 系统需

要具备认证和授权装置 /产品ꎬ 并确定

其身份以及基于其身份控制对装置 /产

品的访问的功能ꎮ

边缘装置能够在 ＩｏＴ 系统中承担

更大的责任ꎬ 其资源和功能既可以用

于满足由平台定义的安全动态需求ꎬ

也可以管理外部区域中的安全问题和

事件ꎮ 装置需要能够适应由平台部署

的关于物理资源和安全鲁棒性的优化

安全框架ꎬ 但还将提供用于系统威胁

的检测和响应能力ꎮ

虽然总体安全策略管理是一个平

台级的问题ꎬ 但是更适用的装置自身

应具备策略管理功能ꎬ 既处理本地策

略ꎬ 也能处理由平台管理的那些策略ꎬ

来作为更全面的安全策略的一部分ꎮ

此外ꎬ 装置需要增强身份管理功能ꎬ

以促进联合 ＩＤ 管理ꎬ 系统之间的 ＩＤ

相关性等ꎬ 并且装置必须具备保护其

身份的能力ꎮ 如果设备本身不能提供

这些功能ꎬ 边缘功能将会充当代理ꎬ

以将装置连接到 ＩｏＴ 系统ꎮ 这导致需

要提供正确的装置和产品标识ꎬ 并具

备确定从装置获得数据的可信度的能

力ꎬ 以及对系统间和联合 ＩＤ 管理之间

的 ＩＤ相关性进行管理的功能ꎮ

装置需要具备增强的弹性和容错

能力ꎮ 虽然当前 ＩｏＴ 中的装置可以向

上层服务和应用提供数据以执行异常

检测ꎬ 但在未来ꎬ ＩｏＴ装置应当具有促

进和执行边缘异常检测的能力ꎬ 尽量

当时当地化解攻击和检测故障ꎬ 而不

仅是为此目标汇集数据提交远程处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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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ｏＴ ２０２０: 智能安全的物联网平台 (中英文版)

工业领域 公众领域 消费者领域

ＢＣＭ Ａｎｏｍ
Ｄｅｔｅｃｔ ＣＳＣＭ Ｐｒｅｄ

Ｍａｉｎｔ
Ｓｍｒｔ
Ｃｔｙ

Ｓｏｃ
Ｓｅｎｓ

Ｊｏｕｒｎ
Ｅｘｐ

Ｃｏｎｎ
Ｃａｒ Ｓｋｉ Ｓｍｒｔ

Ｆａｃｔ

端到端策略管理 ● ● ● ● ● ● ● ● ● ●

关于可用的物理资源和
安全性的优化框架

● ● ● ● ● ● ●

弹性 ● ● ● ● ● ● ● ●

容错性 ● ● ● ● ● ● ● ● ●

对系统威胁的检测和响应 ● ● ● ● ● ● ● ●

装置的监控 ● ● ● ● ● ● ● ● ● ●

对威胁的协调与分析 ● ● ● ● ● ● ● ● ●

身份管理 ● ● ● ● ● ● ● ● ● ●

装置的 ＩＤ保护 ● ● ● ● ● ● ● ●

真实性管理 ● ● ● ● ● ● ● ● ● ●

异常检测 ● ● ● ● ● ●

５ ２ ６ １　 安全—附加需求

５ ２ ６ １ １　 安全身份和身份管理

未来的 ＩｏＴ 系统将包括无数嵌入

在异构系统中的执行器和组件ꎬ 它们

必须在不同的级别上相互可信ꎮ 这些

“物” 将暴露在如克隆装置等新型攻

击方式下ꎬ 正确、 完整和及时的数据

是所有 ＩｏＴ 系统的关键ꎮ 这需要一种

技术来确保数据完整性和数据真实性ꎬ

以及数据传送和处理不会被干扰和控

制ꎮ 这主要通过可扩展的、 高效的技

术来识别未来 ＩｏＴ 系统中的装置和智

能对象ꎬ 不依赖于重量级的公钥基础

设施 (ＰＫＩ)ꎮ 需要基于新材料的ꎬ 可

伸缩、 高效的技术ꎬ 以不可克隆的方

式将唯一的身份绑定到 “物” 上ꎮ 此

外ꎬ 需要新的联合身份管理系统来收

集、 集成和处理来自不同系统的异构

数据ꎮ

５ ２ ６ １ ２　 在多元和动态情境中保护

隐私[２１][２２]

系统大于其所有部件的总和ꎬ 这

使得 ＩｏＴ 系统的隐私问题更加复杂ꎮ

底层装置中的隐私问题的关注点ꎬ 与

应用程序或数据分析层面截然不同ꎬ

但是任何层面的隐私泄露都会影响到

整个系统ꎮ

例如ꎬ 低级 ＲＦＩＤ标签可以在一定

范围内被高速无线读取[２３]ꎬ 这意味着

可以在远端获得对象的位置数据 (可

能是人的位置)ꎮ 甚至在被动攻击

(如对路人的窃听) 中ꎬ 可以通过读

取器附近无线读取标签来获取用户位

置和数据隐私ꎬ ＲＦＩＤ 标签、 人和时间

的组合可以有效地用作唯一标识符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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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智能安全 ＩｏＴ 平台功能需求

从而可以隐蔽地跟踪用户的位置和

活动ꎮ

一旦引入通信ꎬ 即使在较低级的

网络层次中 (例如无线传感器网络)ꎬ

隐私暴露的风险也会增加ꎮ 因为传感

器通常只具有极其有限的计算和存储

能力 (如果有的话)ꎬ 所以需要保护

数据流的新方法ꎬ 如嵌入式和轻量级

加密等ꎮ 传感器通常使用多跳传输的

模式ꎬ 而这种模式不支持端到端的加

密通信ꎬ 必须开发内嵌新型密钥交换

机制和路由协议ꎮ

对传感器数据的随意远程处理会

增加隐私暴露的风险ꎬ 而即使是在有

计划的服务处理过程中也存在对隐私

保护的挑战ꎮ 使用数据的服务 (无论

其是来自公司实体、 设备制造商还是

应用程序供应商) 会增加用户数据保

密性的攻击面ꎬ 这意味着用户的数据

隐私性与允许访问的设备实体的安全

性是同等的ꎮ 此外ꎬ 从数据拥有者的

角度来看ꎬ 使用用户数据的通用服务

都是潜在的威胁ꎮ 随着通过共享基础

设施存储、 传输和处理数据ꎬ 未来的

ＩｏＴ平台将需要新服务、 新技术来实施

足够的访问控制ꎬ 从而保护所存储的

数据ꎮ

此外ꎬ 当数据不在自己手中时ꎬ

诸如 “使用控制” 等新技术将会为用

户提供对于数据的控制能力ꎮ 这不仅

仅是对于用户满意度的需求ꎬ 在很多

行政区域 (例如欧盟) 存在法律问题

(对公司而言) 或权利问题 (对终端

用户而言)ꎮ 未来 ＩｏＴ系统实施过程中

将会兼顾到本地数据泄露的管控以及

多系统交互过程中的端到端的隐私

保护ꎮ

５ ２ ６ １ ３　 可信建立

大多 数 可 信 建 立 ( ｔｒｕｓｔ ｅｓｔａｂ￣

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的基础设施是以个人用户或

组织的形式ꎬ 保证密钥和密钥所有者

之间的关联ꎮ 虽然存在诸如可信网站

(Ｗｅｂ ｏｆ Ｔｒｕｓｔꎬ ＷｏＴ) 等去中心方式ꎬ

但是大多数实际使用的方法 [如基于

证书管理机构 (ＣＡ) 的公钥基础设施

(ＰＫＩ) ] 依赖一组双方都可接受的可

信实体ꎬ 可以通过交叉证明来建立传

递信任关系ꎮ 这样的基础设施具有几

个众所周知的缺点ꎬ 例如ꎬ 对实体

(尤其是证书管理机构) 的可信不能

被证实ꎬ 因为曾经为未授权用户发布

加密证书ꎮ 此外ꎬ 证书的注册、 颁发

和撤销ꎬ 特别是交叉认证是非常消耗

处理资源的ꎬ 这些都需要在装置间通

信建立之前通过大量的人工操作预先

完成ꎮ 这使得中心可信建立机制对于

大多数 ＩｏＴ 场景不可行ꎬ 而这些场景

中可信必须与先前未注册的和未知的

对等点以点对点 (ａｄ￣ｈｏｃ) 方式建立ꎬ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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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需要用户交互ꎮ 因此ꎬ 需要建立

新的轻量级可信算法ꎮ

５ ２ ６ １ ４　 威胁分析和风险管理

在考虑安全要求和功能时ꎬ 性能

和安全性之间的平衡仍然至关重要ꎮ

根据 ＩｏＴ 应用和平台的相应特性ꎬ 需

要支持不同安全要求的安全功能的架

构ꎮ 具体分为适应性、 响应性和协同

性三个关键要求[２４]ꎮ

未来的 ＩｏＴ 系统需要包含适应性ꎬ

这是一种在每次识别新威胁时向系统

添加主动安全防御对策的能力ꎮ 其中

使用了 ＰＤＣＡ 周期ꎬ 该技术在安全管

理中被广泛使用ꎮ ＰＤＣＡ 是一种在过

程中进行的技术ꎬ 涉及识别新威胁、

确定如何应对新威胁、 规划如何实施

对策ꎬ 然后继续实施和评估ꎮ

然而ꎬ 主动安全防御对策往往是

不够的ꎬ 为了减轻损害ꎬ 未来的 ＩｏＴ

系统还需要能够做出适当的响应ꎮ 事

故响应措施的重要性日益增加ꎬ 需要

提出响应性的概念ꎬ 尽可能减少在攻

击或灾难后发生的损害ꎬ 并加快恢复ꎮ

可以通过监测和评估情况的 ＯＯＤＡ 循

环来实现ꎬ 在实时 /准实时级别上决定

应对措施及实施方案ꎮ

最后ꎬ 协同性是对未来的 ＩｏＴ 系

统的关键要求ꎮ 虽然 ＩｏＴ 系统的相互

依赖提供了先进的服务ꎬ 但是在特定

子系统中ꎬ 攻击或灾难所造成的损害

将对其他相互依赖的子系统产生影响ꎬ

从而导致整个 ＩｏＴ 系统遭受损害ꎮ 处

理此问题ꎬ 需要应用协同性的概念ꎬ

不同的子系统对彼此的情况进行准确

评估ꎮ

因此ꎬ ＩｏＴ平台需要开发动态安全

和攻击模型ꎬ 这些模型既要考虑到系

统的各个层次ꎬ 也考虑系统的整个生

命周期ꎮ 从广义上讲ꎬ 有两种方法建

立对策来处理日益多样化的威胁ꎬ 即

自适应安全和全系统覆盖能力ꎮ

即使引入了先进的安全特性和功

能ꎬ 也不能完全消除极端事件风险

(例如自然灾害)ꎮ 由于互联系统造成

的威胁ꎬ 或者对物理安全的明显威胁ꎬ

例如人为操作错误、 系统故障和自然

灾害ꎬ 这些都可能导致重大的损害ꎬ

需要加强安全措施ꎬ 作为安全 ＩｏＴ 系

统架构的设计和实现的组成部分ꎮ 安

全级别和成本之间的权衡ꎬ 高度取决

于特定的条件ꎬ 即用例和业务环境ꎮ

例如ꎬ 考虑消费品生产和部署医疗设

备的安全级别和成本ꎮ 当然ꎬ 有必要

用适当的方法和模型来评估各种风险ꎬ

并在 ＩｏＴ 系统组件设计实现过程中ꎬ

在安全性与成本之间做出平衡ꎮ 特别

是在涉及信息物理攻击时ꎬ 由于未来

ＩｏＴ系统、 终端装置、 边缘装置和平台

本身所带来的复杂性的增加ꎬ 需要通

６４



５　 智能安全 ＩｏＴ 平台功能需求

用信息的支持ꎬ 以及更高级的风险分

析与管理ꎮ

跨越整个系统生命周期的风险评

估和风险管理方法 (参见下文的持续

安全管理主题) 需要新技术来收集和

处理安全相关数据ꎬ 并基于该数据执

行动态和在线威胁分析ꎮ 这需要基于

机器学习的新方法来执行实时威胁分

析ꎬ 能够处理来自异构和分布式源的

可信或不可信的数据ꎮ 所需的新型威

胁分析算法必须提高准确度ꎬ 降低误

报率ꎮ 此外ꎬ 它们必须能够应对 “对

抗式攻击”ꎬ 即通过故意伪造和扰乱机

器学习样本数据ꎬ 来控制机器学习算

法输出的攻击方式ꎮ 另外ꎬ 新的合作

风险管理系统和安全协议是有必要的ꎬ

以实现未来 ＩｏＴ 系统的预警和反应

能力ꎮ

５ ２ ６ １ ５　 持续安全管理

ＩｏＴ系统中ꎬ 易受攻击的组件可能

违反某些群体的安全要求ꎬ 例如平台

供应商或 ＩｏＴ 服务消费者ꎮ 此类漏洞

将威胁到所有参与者的业务模式ꎮ 为

了减少这些风险ꎬ ＩｏＴ组件的安全审计

功能会检查组件是否满足安全要求ꎬ

从而提高安全级别ꎮ

传统上ꎬ 安全审计适用于被假定

在特定时间间隔内 (例如ꎬ 一年) 的

有效的离散任务ꎮ 针对 ＩｏＴꎬ 这种稳定

性假设不成立ꎮ 因为 ＩｏＴ 组件的属性

随时间而变化ꎬ 这些变化有时很难被

平台供应商和服务消费者检测或预测

到ꎮ 此外ꎬ 仅考虑单个 ＩｏＴ 组件的安

全级别ꎬ 没有考虑到 ＩｏＴ 服务涉及多

种异构技术ꎬ 例如ꎬ 平台和装置之间

的交互ꎮ

因此ꎬ 对 ＩｏＴ 系统进行安全审计

需要一种不同的方法ꎬ 能够检测 ＩｏＴ

服务的持续变化ꎬ 并实时评估其安全

级别ꎮ 此外ꎬ 这些方法形成了安全缓

解和预防措施的基础ꎬ 从而保护 ＩｏＴ

服务免受攻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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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重点介绍实现智能安全 ＩｏＴ平

台所需的几项关键的下一代技术ꎮ 在第

４章中ꎬ 提出了用例中有必要增强的技

术ꎬ 将其与第 ５章提出的功能需求相结

合ꎬ 从而推导出关键技术需求ꎮ

本白皮书通过对智能化生产线的业

务连续性管理、 智慧城市、 改善公共交

通的出行体验等三个主要用例进行分

析ꎬ 结果表明ꎬ 目前的技术还存在缺

陷ꎬ 有必要增强ꎮ 虽然安全性、 实时和

互操作性的数据管理在 ＩｏＴ的背景下并

不新鲜ꎬ 但它们仍然至关重要ꎬ 需要全

面的下一代技术解决并应用于日常现实

场景ꎮ 图 ６－１为关键技术增强域ꎮ

在更具体的层面上ꎬ 如第 ４ 章和

第 ５章所述ꎬ 从用例推导出的技术增

强体现在以下方面ꎮ

图 ６￣１　 关键技术增强域

６ １　 连接技术

６ １ １　 下一代卫星通信的传输层协议

(更高带宽ꎬ 高时延)

现在广泛用作 ＩＰ 网络中的传输层

协议的 ＴＣＰ (传输控制协议) 具有拥

塞控制功能ꎮ 该功能的本质是通过调

整发送端的发送速率来控制网络的负

荷量ꎮ ＴＣＰ 通过增加发送速率来探测

网络的实际承载能力ꎬ 并对网络发回

的拥塞信息做出响应ꎬ 调整信息发送

速率ꎮ 卫星连接通常具有高带宽和高

时延 (例如几百毫秒) 的限制ꎬ 而

ＴＣＰ 在一次传输数据量估计不准的情

况下ꎬ 不能充分利用可用带宽ꎮ 由于

往返时延估计值偏大ꎬ 降低 ＴＣＰ 的传

输效率ꎬ 在通过卫星连接的端到端通

信过程中ꎬ 不能使用卫星连接的全部

带宽ꎮ 可以有效地开发和引入新的协

议技术ꎬ 诸如使通信设备提供带宽信

息而不是使发送装置进行估计ꎬ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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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使得具有更高带宽和高时延的卫

星链路得到更充分的利用ꎮ

６ １ ２　 下一代通信系统

６ １ ２ １　 第 ５代蜂窝式接入 (５Ｇ)

５Ｇ无线网络将支持 １０００ 倍的容

量增益、 至少 １０００ 亿个装置的连接以

及超低时延、 超快响应的 １０Ｇｂｉｔ / ｓ 个

人用户极速体验ꎬ 这些网络蓝图将在

２０２０ ２０３０年间部署实现ꎮ ５Ｇ无线接

入基于新的无线接入技术 (ＲＡＴ) 和

演进的现有无线接入技术 (如 ＬＴＥ、

ＨＳＰＡ、 ＧＳＭ和 ＷｉＦｉ)ꎬ 无线网络的创

新突破也将以全新的方式推动经济和

社会的发展ꎬ ５Ｇ 将实现人与互联设备

之间的零距离通信ꎮ

５Ｇ技术的发展是实现 ＩＣＴ 网络转

型突破的基石ꎮ 无论人机所在何处ꎬ

超宽带和智能管道将实现人与互联设

备之间的 “零等待” “零距离” 连接ꎬ

而这仅是 ５Ｇ技术的第一步ꎮ

为顺应下一代 ＩｏＴ 系统ꎬ ５Ｇ 无线

网络需具备: 支持超大容量和超高连

接的能力ꎻ 支持日益多样化的服务、

应用和用户ꎬ 且这些服务、 应用和用

户对日常生活和工作的需求都有极大

的差异性ꎻ 灵活高效的使用所有可用

的离散频谱以适配各种不同的网络部

署场景ꎻ 移动网络将日益成为人与人、

人与设备之间互联的主要方式ꎮ

移动网络的服务质量、 可靠性和

安全性应该与固网相匹配ꎮ 为此ꎬ ５Ｇ

技术需要达到 １０Ｇｂｉｔ / ｓ 类似光纤的传

输速度ꎬ 实现超高清视频通信和如临

其境的多媒体互动ꎮ 这些技术都依赖

于超宽带和亚毫秒级时延的网络能力ꎮ

移动业务的日益多样化和广泛应

用对性能有不同的要求: 时延从 １ｍｓ

到数秒不等ꎻ 每个小区的永久在线用

户数从几百到数百万ꎻ 工作周期从毫

秒级到数日ꎻ 信令负荷从不足 １％至接

近 １００％ ꎮ

如图 ６￣２所示的 ５Ｇ 超业务立方体

(Ｈｙｐｅｒ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ｕｂｅ) 是对 ５Ｇ 网络多

种服务类型所需的吞吐量、 时延和连

接数的多维度展示ꎮ

图 ６￣２　 ５Ｇ 超业务立方体 (Ｈｙｐｅｒ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ｕｂｅ)

６ １ ３　 低功耗无线接入网络

低功耗无线接入网络 (ＬＰＷＡＮ)

市场已经存在了大约 １０ 年ꎮ 支持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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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现有技术 (解决方案) 是分散

的、 非标准化的ꎬ 因此存在可靠性差、

安全性差以及运行和维护成本高的缺

点ꎮ 而且ꎬ 部署新的网络覆盖是比较

复杂的ꎮ

最近提出的新标准ꎬ 特别是 ３ＧＰＰ

Ｒｅｌ １３ ＬＴＥ Ｃａｔ￣Ｍ１ (增强型机器通信ꎬ

ｅＭＴＣ) 和 Ｃａｔ￣ＮＢ１ ( ＮＢ￣ＩｏＴ)ꎬ 解决

了上述缺陷ꎬ 具备很多优点ꎬ 例如广

域普遍覆盖、 快速升级现有网络、 低

功耗保证 １０年电池寿命、 高耦合、 低

成本终端、 即插即用、 高可靠性和运

营商级高网络安全ꎬ 以及统一的业务

平台管理ꎮ 网络初始投资可能相当可

观ꎬ 但后续的使用成本非常低ꎮ 作为

上述的成熟技术之一ꎬ 窄带物联网

(ＮＢ￣ＩｏＴ) 完美地匹配 ＬＰＷＡＮ 市场需

求ꎬ 使运营商能进入该新领域ꎬ 因此

作为 ＬＰＷＡＮ 技术的示例进行详细

描述ꎮ

ＮＢ￣ＩｏＴ使运营商以低成本、 大连

接的方式开展智能抄表、 追踪等传统

业务ꎬ 并向智慧城市、 电子健康等行

业应用拓展ꎮ ＮＢ￣ＩｏＴ 可以连接更多的

“物”ꎬ 因此管理所产生的大数据的商

业价值成为一个主要任务ꎮ 运营商可

以与相关行业建立合作: 除了提供连

接ꎬ 还可以提供数据ꎮ

首先ꎬ 覆盖是 ＬＰＷＡＮ 应用的基

本要求ꎬ 这样应用就可以部署在任何

地方ꎬ 例如地下或深层室内ꎮ 当前的

２Ｇ / ３Ｇ / ４Ｇ 技术的设计目标是人与人

之间的通信ꎬ 在用于机器间通信时存

在覆盖性问题ꎮ 来自某城市的数据表

明ꎬ 由于覆盖能力弱ꎬ 基于 ２Ｇ技术的

智能电表中有 ２％ 不能上报数据ꎬ 这

２％ 的用户数据只能依靠人工抄表

获得ꎮ

此外ꎬ 低功耗是近 ８０％的 ＬＰＷＡＮ

用例的先决条件ꎬ 例如智能电表、 智

能泊车、 可穿戴设备、 智能电网等应

用ꎬ 其基本要求是ꎬ 装置安装后数年

内都是免维护的ꎬ 从而为了降低运维

成本ꎬ 对于大规模连接应用ꎬ 每隔几

天更换电池的方式绝不可行ꎮ

大多数 ＬＰＷＡＮ 装置是传感器ꎬ

例如烟雾探测传感器ꎬ 土壤探测传感

器或安全传感器ꎮ 此类装置单价非常

低ꎬ 其中大部分售价约 １０ 美元ꎮ 连接

这些传感器的通信模块也应该非常便

宜ꎬ 不能超过总价格的 ５０％ ꎬ 否则将

成为运营商安装传感器相关应用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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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障碍ꎮ

对于诸如 ＰＯＳ 机和智能仪表等智

能装置应用ꎬ 已经存在几种候选 ＩｏＴ

技术ꎮ ＮＢ￣ＩｏＴ 在覆盖和功耗方面超越

了这些技术ꎬ 但是价格也是用户选择

这些智能装置的重要因素ꎮ ２Ｇ 模块的

当前价格为 ８ １３ 美元ꎬ 而最便宜的

ＳｉｇＦｏｘ 模块已经降到了 ９ 美元ꎮ 业界

的共同观点是ꎬ ＮＢ￣ＩｏＴ 模块的理想价

格应该低于 ５美元ꎮ

移动宽带 (ＭＢＢ) 连接数量的增

长受到人口的限制ꎬ 而 ＩｏＴ 将连接无

数的 “物”ꎬ 例如汽车、 仪表、 动植

物等ꎬ 因此在未来几年 ＩｏＴ 连接的增

长速度将比 ＭＢＢ连接发展得更快ꎮ 据

Ｍａｃｈｉｎａ预测ꎬ 到 ２０２４年ꎬ ＩｏＴ总数将

达 到 ２７０ 亿[２６]ꎬ 复 合 年 增 长 率

( ＣＡＧＲ) 为 １８％ ꎮ 作为 ＩｏＴ 子集的

ＮＢ￣ＩｏＴ也将显著增长ꎮ 为了实现日常

事务的连接ꎬ ＮＢ￣ＩｏＴ 小区的容量应该

比 ＭＢＢ小区的容量大得多ꎮ 假设每平

方千米家庭密度为 １５００ꎬ 每个家庭中

平均有 ４０个装置ꎬ 每个小区的连接容

量必须达到 １００ ０００个ꎮ

６ １ ４　 用例映射

工业领域 公众领域 消费者领域

ＢＣＭ Ａｎｏｍ
Ｄｅｔｅｃｔ ＣＳＣＭ Ｐｒｅｄ

Ｍａｉｎｔ
Ｓｍｒｔ
Ｃｔｙ

Ｓｏｃ
Ｓｅｎｓ

Ｊｏｕｒｎ
Ｅｘｐ

Ｃｏｎｎ
Ｃａｒ Ｓｋｉ Ｓｍｒｔ

Ｆａｃｔ

下一代卫星通信的传输层协议 ● ● ●

第五代蜂窝接入系统 (５Ｇ) ● ● ● ● ●

低功耗无线接入网络
(Ｌｏｗ ｐｏｗｅｒ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ａｃｃｅｓｓꎬ ＬＰＷＡＮ) ● ● ● ● ●

６ ２　 处理技术

６ ２ １　 系统配置和动态组合

新的传感融合技术将考虑不仅来自

“物理传感器” 而且还包括 “虚拟传感

器” 的数据ꎬ 诸如社交媒体、 人的数

据 (所谓的 “人传感器” ｈｕｍａｎ￣ａｓ￣ａ￣

ｓｅｎｓｏｒ) 等众多数据源ꎮ 将这些传感数

据纳入新技术的设计ꎬ 将促进传感融合

和处理的能力提升ꎬ 例如智慧城市ꎮ 由

于在未来的 ＩｏＴ平台中预期将以压缩的

方式收集数据ꎬ 因此ꎬ 这项新技术解决

了在收集数据时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数

据实用程序并最大限度地减少隐私风险

的问题ꎮ 实时 ＤｅｖＯｐｓ 技术是开发和部

署更新软件的灵活过程ꎮ 可以将可编程

和可重新配置的软件组件 (例如ꎬ 数

据分析的算法或数据虚拟化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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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去耦合或重新耦合ꎬ 以适应未来

ＩｏＴ平台中的动态更新和需求ꎮ

６ ２ ２　 数据情境化

数据情境化是一个双重过程ꎮ 各

种 ＩｏＴ组件本身 (单独或共同) 捕获

提供情境化的元数据ꎮ 另外ꎬ 数据本

身可以经受情境变化处理ꎬ 以提取隐

藏在数据后面的透明或隐藏信息ꎮ 总

的来说ꎬ 数据情境化是通过上下文挖

掘和分析算法ꎬ 在某些知识域中表示

有意义形式的数据ꎮ 新兴的数据情境

化技术将大大增强历史数据分析、 实

时态势感知和态势预测ꎮ 历史数据分

析以增量方式更新情境化信息和特征ꎮ

实时态势感知检测某些事件ꎬ 并基于

它们发现未知事件的情境化特征ꎮ 态

势预测可以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ꎮ 数

据情境化过程可以发生在分布式平台

的任何组件上ꎮ

在各种智慧城市应用中可以看到

数据情境化的示例ꎮ 随着移动设备

(例如便携计算机、 智能电话和平板电

脑) 的盛行ꎬ 可以通过这些移动设备

的嵌入式感测数据及发射的信号来估

计特定区域中的拥挤度ꎮ 人的移动信

息通常隐藏在网络信号背后ꎬ 通过对

历史数据的分析能够找到移动性模式

的规律性 (例如ꎬ 火车站每周的人群

拥挤度)ꎮ

实时态势感知检测拥挤程度ꎮ 环

境背景信息可从其他传感器获得ꎬ 各

种服务的平台之间的交叉引用可以进

一步提供数据的情境化ꎬ 态势预测可

以基于历史数据和实时数据预测人群

的时间和位置ꎮ 位于边缘层的 ＩｏＴ 网

关在数据发送到平台之前ꎬ 执行轻量

级数据过滤和私有信息散列ꎮ 数据情

境化任务主要在平台中执行ꎮ 然而ꎬ

随着未来 ＩｏＴ 网关能力的增强ꎬ 实时

态势感知可以迁移到边缘ꎻ 同时ꎬ 高

层情境信息将被上报到云端ꎬ 对历史

数据进行分析ꎬ 并进一步展开态势

预测ꎮ

由于未来智能安全 ＩｏＴ 平台将适

应拥有海量数据源和用户的应用程

序ꎬ 未来的数据情境化技术预期为某

些服务质量要求管理一个灵活的处理

拓扑ꎮ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ꎬ 处理任务

可以自适应地卸载到边缘和下游传感

器上ꎮ 因此ꎬ 需要探索数据交换模型

和接口的标准化以便于进行数据并行

分析ꎮ 为便于对信息进行网格化ꎬ

需要对数据收集、 情况注解以及从

终端、 机器、 边缘到平台的附加网

格等方面添加标准化接口ꎮ 例如ꎬ

在上述移动性分析中ꎬ 将超精确信

息的抽象注释为语义地点ꎬ 可以对

从移动设备到平台的数据收集上执

行ꎮ 最后ꎬ 未来情境化信息模型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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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转换为情境知识的元数据ꎬ 可

用于整个系统ꎮ

６ ２ ２ １　 优化资源管理

未来平台中的数据量和处理工作

负载正在显著增加ꎮ 此外ꎬ 未来平台

需要为各种应用提供多租户支持ꎮ 由

于大规模和实时 ＩｏＴ 应用程序的部署

和维护成本很高ꎬ 跨多个应用程序和

用户共享资源ꎬ 跨边界和平台管理资

源以及跨前端和后端实体分配处理工

作负载需要优化ꎬ 这需要在未来的平

台上扩展数据情境化过程ꎮ

６ ２ ２ ２　 实时 ＤｅｖＯｐｓ

由于实时数据流、 数据处理和驱

动将推动未来的 ＩｏＴ 应用ꎬ 需要以按

需方式快速开发和运营 ＩｏＴ 服务ꎬ 以

引导一组多样化的 ＩｏＴ 应用ꎮ 为了实

现这一目标ꎬ “实时 ＤｅｖＯｐｓ” 将能够

缩短启动新的 ＩｏＴ 应用程序的生命周

期ꎬ 开发人员可以直接将可重新编程

和可重新配置的数据情境化组件链接

到一起ꎬ 并立即激活新的服务ꎮ

６ ２ ３　 自主数据交换

对于包括设备、 装置、 ＩＴ 系统和

平台的实体之间的自主数据交换ꎬ 管

理数据通信的配置文件 ( ｐｒｏｆｉｌｅ) 起

着重要的作用ꎮ 这是为了能够进行自

主数据交换ꎬ 需要建立数据交换规则ꎮ

配置文件必须基于数据交换规则来设

计ꎬ 并且需要提供必要和充分的通信

管理功能ꎮ 此外ꎬ 它还必须具有灵活

的数据访问控制功能ꎬ 控制权限根据

情况而定ꎮ 例如数据使用的目的和数

据的安全级别ꎮ

未来的 ＩｏＴ系统将使 ＩｏＴ装置能够

自主交换数据ꎬ 或者直接在装置与装

置之间、 或以边缘 /云平台为中介交换

数据ꎮ 此外ꎬ 存储数据的 ＩｏＴ 系统能

够与其他 ＩｏＴ 系统交换此数据 (超连

接 ＩｏＴ)ꎮ 为了控制这种自主的数据交

换ꎬ 需要一种系统机制ꎬ 使得 ＩｏＴ 用

户以及 ＩｏＴ 网络供应商能够控制自主

数据交换ꎮ 这样的系统机制需要代表

服务开发商ꎬ ＩｏＴ 用户和 ＩｏＴ 网络供应

商自主地工作ꎮ 因此ꎬ 他们的需求必

须写在相应的配置文件中ꎬ 然后系统

机制自主地解释配置文件ꎮ 这样的配

置文件被称为 “自主数据交换控制配

置文件 (ＡＤＥＣＰ) ”ꎮ ＡＤＥＣＰ 中定义

了允许交换何种数据以及在何种条件

下的数据交换规则ꎮ 此外ꎬ 配置文件

需要包含元数据ꎬ 描述配置文件的有

效时间ꎬ 以及何时需要针对在线资料

库对配置文件进行有效性检查ꎮ 配置

文件必须提供必要的和充分的通信管

理功能ꎮ 此外ꎬ 它还必须提供根据所

识别的态势和情境来控制许可的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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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访问控制功能ꎮ 例如ꎬ 可以考

虑目标系统中的数据使用的目的和数

据的安全级别ꎮ 最后ꎬ 该配置文件需

要识别在自主数据交换期间将使用哪

个联网机制ꎬ 例如: 加密数据、 加密

传输层、 虚拟网络切片等ꎮ

对于 ＡＤＥＣＰ 每个配置文件特性ꎬ

ＩｏＴ平台中都有相应的系统机制支撑ꎮ

目前已有以下几种系统机制:
■ 管理 ＡＤＥＣＰ 配置文件 (创建、

更改、 生命周期、 删除)
■ 审核 ＡＤＥＣＰ 配置文件 (监控

ＡＤＥＣＰ ｐｒｏｆｉｌｅ 的影响ꎬ 并将此信息提

供给 ｐｒｏｆｉｌｅ 的创建者ꎬ 以便他们了解

其影响)ꎮ
■ 控制功能ꎬ 指示装置、 边缘计

算机以及云服务自动交换信息ꎮ
■ 控制功能ꎬ 强制执行自主数据

交换的安全设置ꎮ
■ 信息功能ꎬ 确定当前态势和情

境ꎬ 并允许自主数据交换功能适应变

化情况ꎮ
■ 网络控制功能ꎮ

６ ２ ４　 传感融合技术

传感融合技术是通过组合、 集成

和关联多个不同传感器来实现智能传

感ꎬ 以获得对所观察的事物、 态势、

情境的更全面了解ꎮ 传感器可以包括

图像传感器、 视觉传感器、 声音传感

器、 气味传感器和触觉传感器ꎬ 并且

数据源不限于物理传感器ꎮ 从智能手

机和移动设备收集的社交媒体数据和

统计数据可以被视为来自 “社交传感

器” 的数据ꎮ 此外ꎬ 网络信标还可以

提供描述城市中的人类移动特征和网

络使用信息的传感信息ꎮ 在传感融合

中ꎬ 随着传感器数量和类型的不断增

长ꎬ 只要收集的信息被正确处理ꎬ 则

可以获得更全面的知识ꎮ 因此ꎬ 在未

来的传感融合中ꎬ 传感器资源将被多

方共享并广泛用于多种目的ꎮ 然而ꎬ

对于使用未来传感器融合的应用ꎬ 例

如智慧城市应用或在公共机构情境中

的应用ꎬ 关键在于确保完整性和授权ꎮ

信息治理将提供装置完整性和授

权特征ꎮ 装置完整性特征能确保由各

种机构安装的设备不被损害ꎬ 并且从

设备访问到的信息是可靠的ꎮ 用户只

接收需要知道的信息ꎬ 此外ꎬ 授权功

能使各种机构能够访问所需的信息ꎬ

同时使用多维度访问权限保护它们ꎮ

这意味着在某种情况下协作的各种机

构可以实施其各自的安全策略ꎬ 以确

保在适当的地点和适当的时机ꎬ 通过

“需知 (ｎｅｅｄ ｔｏ ｋｎｏｗ) ” 标准ꎬ 由适

当的用户访问一组数据ꎮ 除了实现机

构间协作之外ꎬ 已经利用传感融合技

术来执行人群估计以实现智能城市视

图ꎬ 其中使用诸如 ＣＯ２、 噪声、 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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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度等物理传感器来提取人流和环境

条件之间的关联ꎮ

６ ２ ５　 机器学习

ＩｏＴ 产生了空前的数据量ꎬ 此数

据为无数场景和用例提供了必要的

信息ꎬ 包括如第 ４ 章中所描述的安

全生产中的威胁检测或智能城市中

的资源优化利用ꎮ 在过去ꎬ 专家系

统基于人类专家的经验ꎬ 通过基于

规则的系统进行编程实现上述场景ꎮ

实质上ꎬ 虽然系统观察和动作触发

是自动的ꎬ 但仍依赖于人工的洞察ꎮ

然而ꎬ 未来 ＩｏＴ 系统的动态性以及它

们在技术栈的不同层次上产生的数

据量ꎬ 阻碍了人工洞察ꎬ 只能对必

要的观察者、 预测器和执行器进行

明确的编程ꎮ

机器学习使计算机能够在未经过

明确编程的情况下从大量数据中自主

学习ꎮ 智能算法能够连续地监视所生

成的 ＩｏＴ 数据流ꎬ 通过观察系统状态

和行为模式ꎬ 预测最可能的未来系统

状态ꎬ 并且潜在地使用这些见解来导

出导致期望的未来状态的建议或动作ꎮ

因此ꎬ 使用机器学习ꎬ 能够将以前的

手动观察变成自动化ꎬ 这是实现未来

的复杂和数据密集的 ＩｏＴ 用例所必

需的ꎮ

机器学习最终可以促进 “自主业

务”ꎬ 这是当前自动化流程和服务的逻

辑延伸ꎬ 以提高效率和生产力ꎬ 而不

是简单地替换人力劳动力[２６]ꎮ 由于机

器学习使 “物” 更加智能ꎬ 这样的

“物” 甚至将获得在数字商业和 ＩｏＴ世

界中购买和销售的能力ꎮ 这为收入、

效率和客户关系管理提供了新机遇ꎬ

但也带来了风险ꎬ 需要以合理合法的

方式进行管理[２８]ꎮ

６ ２ ６　 虚拟化技术

为了使用新颖的虚拟化技术支持

未来的 ＩｏＴ 平台ꎬ 虚拟机包含了操作

系统以及业务逻辑ꎮ 未来在工厂生产

的装置只具有硬件、 虚拟化层和管理

层ꎬ 它们将连接到云端并且可以下载

允许装置执行其特定功能的业务逻

辑ꎮ 由于装置只有绑定到云端才能获

得业务逻辑ꎬ 因此ꎬ 装置制造商创建

一个通用装置ꎬ 而对其最终功能一无

所知ꎮ 装置连接到机器ꎬ 它通过标准

接口获取机器的身份ꎬ 并向云端报告

身份ꎬ 云端已经准备好并且正在等待

连接报告ꎻ 然后ꎬ 云端为装置提供所

需的软件内容ꎬ 装置下载该内容ꎬ 实

例化虚拟机并准备好运行ꎮ 管理层还

使得业务内容能够安全地与云端进行

通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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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２ ７　 用例映射

工业领域 公众领域 消费者领域

ＢＣＭ Ａｎｏｍ
Ｄｅｔｅｃｔ ＣＳＣＭ Ｐｒｅｄ

Ｍａｉｎｔ
Ｓｍｒｔ
Ｃｔｙ

Ｓｏｃ
Ｓｅｎｓ

Ｊｏｕｒｎ
Ｅｘｐ

Ｃｏｎｎ
Ｃａｒ Ｓｋｉ Ｓｍｒｔ

Ｆａｃｔ

系统配置与动态组合 ● ● ● ● ● ● ●

数据情境化 ● ● ● ● ● ● ● ● ●

自主数据交换 ● ● ● ● ● ● ● ●

传感融合技术 ● ● ● ● ● ● ● ●

机器学习 ● ● ● ● ● ● ● ● ● ●

虚拟化 ● ● ● ●

６ ３　 存储技术

虽然现代流式数据、 内存和其他

存储技术能够支持 ＩｏＴ 的实时交互以

及低时延或零时延访问ꎬ 但是存储信

息的方式仍将发生变化ꎮ “物” 和装

置的虚拟表示以及基于产品本身的去

中心化的数据存储ꎬ 可以支撑实现更

大的规模ꎬ 并且能够促进建立非中心

化的 ＩｏＴ业务网络及供应链ꎮ

６ ３ １　 数字产品存储

数字产品存储 ( ＤＰＭ) 代表了

ＩｏＴ的愿景ꎬ 其中的对象携带关于自身

的信息ꎬ 并且实现自身与外界信息的

交换ꎮ 以前借助于 ＲＦＩＤ标签或二维码

已经可以存储并轻松访问大量的数据ꎮ

在未来的 ＩｏＴ 系统中ꎬ 将在此技术的

基础上发展语义特征的存储产品ꎮ 该

概念基于语义技术、 Ｍ２Ｍ 通信、 智能

传感器网络、 ＲＦＩＤ 技术和多模式交

互ꎮ 存储产品可以使用短距离无线

(例如蓝牙、 ＺｉｇＢｅｅ、 ＮＦＣ) 相互之间

及其与外部环境进行通信ꎮ 语义技术

允许各种存储产品与智能环境之间进

行数据交换ꎬ 以及存储产品之间的友

好交互[２８]ꎮ

ＤＰＭ 的语义具有鲜明的领域与行

业特点ꎬ 也具有显著的研究项目的特

点ꎮ 对于制造业ꎬ 德国 “工业 ４ ０”

参考架构模型 ( ＲＡＭＩ ４ ０) 提出了

“管理壳” 的概念ꎬ 其中定义了产品

主数据的语义描述、 产品源、 生命周

期、 适用的处理方法ꎬ 以及需要执行

的任务等ꎮ “管理壳” 可以采用不同

的实现方式ꎬ 例如 ＲＤＦ、 ＲＤＦ 模式

或 ＯＷＬ[２９]ꎮ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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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３ ２　 用例映射

工业领域 公众领域 消费者领域

ＢＣＭ Ａｎｏｍ
Ｄｅｔｅｃｔ ＣＳＣＭ Ｐｒｅｄ

Ｍａｉｎｔ
Ｓｍｒｔ
Ｃｔｙ

Ｓｏｃ
Ｓｅｎｓ

Ｊｏｕｒｎ
Ｅｘｐ

Ｃｏｎｎ
Ｃａｒ Ｓｋｉ Ｓｍｒｔ

Ｆａｃｔ

数字产品存储 ● ● ●

６ ４　 感知技术

在过去十年中ꎬ 智能手机已经发展

成熟并且集成了大量的传感器ꎬ 而现在

移动设备正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ꎮ 传感

器正在从智能手机扩展到人体、 汽车、

电视和洗衣机以及建筑领域[３０]ꎮ

６ ４ １　 超精密定位技术

全球定位系统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ＧＰＳ) 是一种空间导航系统ꎬ

在任何天气条件、 任何地点ꎬ 无论是

地面还是空中ꎬ 只要能顺利连接至少

４ 颗卫星就可以提供位置与时间信

息[３１]ꎮ ＧＰＳ已在手机中成为标配ꎬ 并

且还将进入可穿戴设备等新领域ꎮ

ＧＰＳ于 １９９５ 年 ７ 月 １７ 日达到完

全运行能力[３２]ꎬ 完成其原始设计目

标ꎮ 然而技术的进步和对现有系统的

新需求引发了 ＧＰＳ 系统现代化的浪

潮ꎮ 截至 ２０１５年初ꎬ 高质量 ＧＰＳ接收

机提供的水平精度优于 ３ ５ｍꎮ 使用增

强系统可以获得更高的 ＧＰＳ 精度ꎬ 已

实现厘米级实时定位ꎬ 进一步可以将

测量精度提高到毫米级[３３]ꎮ

ＧＰＳ ＩＩＩＡ作为 ＧＰＳ的进一步发展ꎬ

将于 ２０１７❶ 年启动ꎮ 此项目包括新的

地面站及卫星ꎬ 分别为民用和军用领

域提供导航信号ꎮ ＧＰＳ ＩＩＩＡ 旨在提高

所有用户的准确性和可用性ꎬ 例如用

以网络为中心的架构替代旧式计算机

和通信系统ꎬ 从而允许更频繁和精确

的卫星指令[３４]ꎮ

６ ４ ２　 用例映射

工业领域 公众领域 消费者领域

ＢＣＭ Ａｎｏｍ
Ｄｅｔｅｃｔ ＣＳＣＭ Ｐｒｅｄ

Ｍａｉｎｔ
Ｓｍｒｔ
Ｃｔｙ

Ｓｏｃ
Ｓｅｎｓ

Ｊｏｕｒｎ
Ｅｘｐ

Ｃｏｎｎ
Ｃａｒ Ｓｋｉ Ｓｍｒｔ

Ｆａｃｔ

超精密定位技术 ● ● ● ● ●

７５

❶ ＧＰＳ三代星的第一个型号———ＧＰＳ ｂｌｏｃｋ ⅢＡ首次发射需延期到 ２０１８年ꎮ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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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５　 可执行技术

虽然 ＩｏＴ 未来将在某些领域越来

越少的需要人类的参与ꎬ 但是在很多

领域中 ＩｏＴ 与人的互动还很重要ꎬ 因

为至关重要的决策及富有创造力的解

决方案不可或缺的需要人的参与ꎮ 为

了帮助人做出最优决策ꎬ 不仅从 ＩｏＴ

场景中的大量可用数据中提取真实可

靠的信息很重要ꎬ 而且还要使数据易

于理解ꎬ 并将其按照合适的粒度级别

进行聚类ꎮ

除了显示器上的典型的二维和三

维可视化数据之外ꎬ 增强现实和虚拟

现实可能将变得更重要ꎬ 并且需要新

的方法来解决如何可视化数据和信息ꎬ

以便人能快速轻松地进行处理ꎮ

６ ５ １　 增强现实

增强现实是物理的、 现实世界环

境的直接或间接展现ꎬ 其元素通过计

算机生成的感觉输入 (例如视频、 图

形或 ＧＰＳ 数据) 来增强 (或补充)ꎮ

这 与 被 称 为 介 导 现 实 (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ｒｅａｌｉｔｙ) 的更普通的概念有关ꎬ 而后者

的视角很可能是被设备删减而不是增

强ꎮ 因此ꎬ 该技术通过增强人类对现

实世界的感知而发挥作用[３５]ꎮ

６ ５ ２　 虚拟现实

虚拟现实复制了一个模拟真实

(或想象的) 世界中的物理存在的环

境ꎬ 允许用户与该世界交互ꎮ 虚拟现

实人为地创造感官体验ꎬ 即主要集中

在视觉上ꎬ 但也可以包括听觉和触觉ꎮ

大多数最新的虚拟现实使用特殊的立

体显示器来展现ꎬ 并且有些模拟场景

不仅融入了感知信息ꎬ 还结合了为虚

拟现实用户提供的真实声音信息ꎮ 高

级触觉系统包括通常称为力反馈的触

觉信息ꎬ 在医疗ꎬ 游戏和军事领域得

到应用ꎮ 对于 ＩｏＴ 应用程序ꎬ 沉浸式

环境应该无限接近现实世界ꎬ 为用户

创建更加逼真的体验ꎬ 而这些需要强

大的计算能力ꎮ

６ ５ ３　 触觉互联网

许多未来的 ＩｏＴ 应用和功能将需

要极低的时延才能实现ꎮ 在用户 Ｉ / Ｏ

领域中ꎬ 最令人期待的发展之一是出

现所谓的触觉互联网[３６]ꎮ 触觉互联网

是指由极低时延的 Ｉ / Ｏ 带宽支撑的接

口类型和实时交互ꎬ 由人体反应的实

际时延驱动ꎮ 国际电信联盟电信标准

局 (ＩＴＵ￣Ｔ) 估计ꎬ 为了能用于人类感

知的实时环境ꎬ “在触觉互联网应用中

需要 １ｍｓ的端到端等待时间”ꎮ[３７]这显

示出低端设备以及 ＩｏＴ 部分组件最终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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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来自于设备和平台级别上的技术 支撑ꎮ

６ ５ ４　 用例映射

工业领域 公众领域 消费者领域

ＢＣＭ Ａｎｏｍ
Ｄｅｔｅｃｔ ＣＳＣＭ Ｐｒｅｄ

Ｍａｉｎｔ
Ｓｍｒｔ
Ｃｔｙ

Ｓｏｃ
Ｓｅｎｓ

Ｊｏｕｒｎ
Ｅｘｐ

Ｃｏｎｎ
Ｃａｒ Ｓｋｉ Ｓｍｒｔ

Ｆａｃｔ

增强现实 ● ● ● ●

虚拟现实 ● ●

触觉互联网 ● ● ●

６ ６　 安全技术

下一代技术将提供安全可靠的系

统协作ꎬ 用于在整个组织之间交换威

胁情报信息ꎮ 同时ꎬ 融合技术也在传

感器级别允许来自多个数据源的 ＩＴ 和

ＯＴ数据的集成ꎮ 数据科学技术将把处

理风险评估的信息内置化ꎮ

在装置之间、 装置和边缘之间ꎬ

以及装置和平台之间的通信中ꎬ 安全

设备识别技术和下一代密码技术 (例

如嵌入式加密) 是 ＩｏＴ 应用中的主要

支撑技术ꎮ 隐私保护技术和下一代密

码技术 (例如可搜索加密) 对于隐私

安全是非常必要的ꎮ

６ ６ １　 基础安全技术

６ ６ １ １　 “物” 的身份

当以前在封闭系统中的装置连接

到 ＩｏＴ系统时ꎬ 它们可能是 ＩＴ 系统中

常见的网络攻击的目标ꎮ 安全辨识每

一个装置的身份是重要的ꎬ 这样才能

确保装置生成数据的可信性ꎬ 还可以

提高 ＩｏＴ 系统中该数据分析结果的可

信度ꎮ 因此ꎬ 识别 “物” 将是成功实

现安全 ＩｏＴ 的主要先决条件ꎮ 正如人

类的生物测定越来越成为人们认证的

标准ꎬ 未来 ＩｏＴ 中的实体身份也是如

此ꎮ 物理不可克隆函数 (ＰＵＦｓ) 是用

于 “物” 的生物测定的手段ꎮ 加密密

钥和身份可以从不可克隆的材料属性

导出ꎬ 允许 ＰＵＦ 与基于秘密密钥的经

典加密技术一起使用ꎮ 区别仅在于密

钥将与每个组成部分绑定且不可分离ꎮ

另外ꎬ 新的密码协议可以通过 ＰＵＦ 来

实现ꎬ 可以在量子计算时代中用作安

全技术的补充替代技术ꎮ

连接到 ＩｏＴ 系统的装置可能位于

无法提供物理安全性的环境中ꎬ 并且

可能会由于拆解或物理克隆而受到攻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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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ꎮ 因此ꎬ 即使在装置被物理克隆时

防止装置的标识符被伪造的技术ꎬ 诸

如 ＰＵＦ和 ＴＰＭ (可信平台模块) 也是

重要的ꎬ 包括操作和管理这些技术的

技术ꎮ ＰＵＦ 甚至可以通过不同材料的

组合来构造ꎬ 这允许识别组合部分ꎬ

例如ꎬ 由卡体和嵌入式芯片组成的智

能卡ꎮ 如果部分被分离ꎬ 则 ＰＵＦ 及每

个部分的身份及每个部分所关联的密

钥都将失效ꎮ 基于这种技术ꎬ 可以检

查由许多部件组成的复杂产品的完

整性ꎮ

如果 ＰＵＦ信息与传感器数据 (例

如水印) 不可分离地组合ꎬ 则可以确

保传感器数据从测量源头到云端的完

整性ꎬ 其中有些是数据用于进行重要

的、 关乎安全的决定ꎮ

６ ６ １ ２　 同态加密

同态加密技术使得在密文条件下

进行数学运算成为一种可能ꎬ 其结果

可以通过单独的解密过程得到明文结

果ꎬ 并且将与同在明文条件下的数学

运算的明文结果一致ꎮ

这得益于同态加密密码算法的一

种属性ꎬ 即可延展性ꎮ 通常的加密方

案的目标中ꎬ 可延展性不是必须要实

现的目标ꎮ 而一旦某个加密算法具有

了这种属性ꎬ 攻击者即可以将此密文

转换为另一个密文ꎬ 此密文将与另外

一个明文相对应ꎮ 而相对于同态加密

而言ꎬ 可延展性使得数学计算的结果

可以被多次解密ꎬ 最后得到计算结果

的明文ꎮ 同态加密因 ２００９ 年 Ｇｒａｉｇ

Ｇｅｎｔｒｙ引入了第一个完全同态模式而

声名鹊起ꎮ 在此之前ꎬ 具有同态特性

的加密方案也已见报道ꎮ 然而ꎬ 具有

同态性质仅意味着密文在某些操作下

是可延展的ꎬ 例如 ＥｌＧａｍａｌ 是一个同

态属性的加密方案ꎬ 使其在乘法下同

态ꎮ Ｇｅｎｔｒｙ 的方案是第一个在加法和

乘法下同态的方案ꎬ 这就是为什么这

种方案通常被称为全同态方案ꎮ 这允

许一系列应用ꎬ 例如对加密数据的数

据分析或在不显露搜索模式的情况下

搜索加密数据ꎮ 然而ꎬ 对于这样的应

用ꎬ 加密方案的性能太低ꎮ Ｇｅｎｔｒｙ 报

告中指出每个基本位操作大约需要

３０ｍｉｎ的时间ꎮ

全同态加密的几种新方法仍在研

发中ꎬ 将会诞生更加高效的全同态加

密算法ꎮ 例如我们称之为 “部分同态

加密” 的方案还尚不成熟ꎬ 它们将允

许对密文进行无限数量某种类型的操

作ꎬ 但是只允许有限数量的某种类型

的操作ꎮ 举例而言ꎬ 一个部分同态加

密方案可以允许对密文进行任何次数

的加法同态操作ꎬ 但只允许两次乘法

同态操作ꎮ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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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６ １ ３　 可搜索加密技术

在当前正在开发的加密域中的另

一种新颖方法被称为 “可搜索加密”ꎮ

它描述了一种允许存储供应商在加密

数据中搜索关键字或模式的加密方案ꎮ

存储介质不能解密存储的数据ꎬ 因此

不能获得基本明文的任何知识ꎬ 但是

仍然能够执行关键字搜索ꎮ 有三个与

可搜索加密的讨论相关的相关概念:
■ 对称可搜索加密 (ＳＳＥ) 基于对

称加密机制ꎮ 数据所有者可以在加密

之前组织其数据再进行加密ꎬ 可以增

加允许有效地访问相关数据的数据结

构ꎬ 如在其上执行关键字搜索ꎮ 准备

好数据后ꎬ 所有者将其上传到不受信

任的服务器ꎮ 自然地ꎬ 只有那些访问

用于加密数据的加密密钥的人才能对

存储在服务器上的加密数据执行搜索ꎮ

这种方法的一个缺点是如果向服务器

提交查询ꎬ 则服务器将获知搜索模式ꎮ
■ 非对称可搜索加密 (ＡＳＥ) 或

公钥可搜索加密机制ꎬ 与 ＳＳＥ 不同之

处在于搜索加密数据的用户可以不是

生成加密数据的用户ꎮ 因此ꎬ 与 ＳＳＥ

相比ꎬ ＡＳＥ支持更大的潜在场景集合ꎮ

与 ＳＳＥ一样ꎬ ＡＳＥ 也将向不可信服务

器泄露查询的条件ꎮ
■ 单数据库私有信息检索 (ＰＩＲ)

专注于从服务器检索的数据ꎬ 而不泄

露用户的查询条件ꎮ 与 ＳＳＥ 和 ＡＳＥ 不

同ꎬ 不可信服务器上的数据是非加密

状态ꎮ 为了隐藏用户的查询ꎬ 查询操

作将涉及每一个数据项ꎮ 因此ꎬ ＰＩＲ

的应用方案中要求其计算复杂度与数

据库的规模大小呈线性关系ꎬ 这也是

ＰＩＲ方案的一个不足ꎮ 然而ꎬ 这种特

点也使得多用户多次查询情况下的复

杂度降低成为了可能ꎮ

为适应未来 ＩｏＴ 平台的应用环境ꎬ

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开发同态加密

与可搜索加密技术方案ꎮ

６ ６ １ ４　 信任建立

如上所述ꎬ 当前的信任建立架构

主要集中于建立对公钥的可信及分配ꎮ

未来的 ＩｏＴ 场景将需要附加对交易和

协议的可信ꎬ 以及对装置和平台的完

整性的可信ꎮ

６ ６ １ ４ １　 平台的可信

在 ＩｏＴ 中ꎬ 先前未知的装置将自

发地与其他未知的装置建立点对点连

接ꎬ 并且必须与其连接的装置建立可

信关系ꎬ 以便相关的应用可以在其连

接中正常的使用ꎮ 技术上ꎬ 这归结到

令人信任的对等点ꎬ 平台具有安全属

性ꎬ 使得对等点可以自动决定装置在

应用中的使用程度ꎬ 其提供的数据是

否可信ꎬ 以及可以给它分配哪些计算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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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ꎮ 要求保护免受某些类型的攻击

的更高可信级别将促进未来的使用控

制技术的实施ꎬ 诸如在使用期之后远

程删除关键数据ꎬ 或者由更高可信度

的实体的感知数据进行可信分级ꎮ 一

般来说ꎬ 远程平台上自动建立可信有

两种方法: 硬件和软件远程认证ꎮ 然

而ꎬ 两者在今天都是不完善的ꎮ 硬件

远程认证在概念上是健全的ꎬ 但是由

于诸如硬件安全模块 (ＨＳＭ) 或可信

平台模块 (ＴＰＭ) 的特定硬件模块而

增加成本ꎬ 这对于低成本传感器硬件

来说不可行ꎮ 此外ꎬ 这种硬件的附加

资源消耗对于许多电池供电的设备是

不可接受的ꎮ 对于软件远程认证ꎬ 在

概念上不可能在整个平台中保证可信ꎬ

但可以作为大多数应用可接受的保护

等级的实用方法ꎮ 将来进一步开发和

集成诸如代码混淆、 白盒加密、 控制

流完整性、 应用程序与底层执行环境

的复杂交织之类的现有技术ꎬ 以提供

整体的仅基于软件的远程认证ꎮ

６ ６ １ ４ ２　 交易与协议的可信

除了在特定身份和平台配置中建

立可信之外ꎬ 未来 ＩｏＴ 应用程序还需

要建立对实体之间的交易和协议的可

信ꎬ 并能够向第三方证明它们ꎮ 目前

正在兴起的一种能够解决这一挑战的

技术是基于区块链的协议ꎮ 在这种技

术中ꎬ 交易不是由中央可信实体存储ꎬ

而是分布在任何数量的平等实体上ꎬ

这通过使得个体攻击者难以针对大多

数诚实的客户而在共同的可信账本上

达成共识ꎮ 各种传统的区块链技术取

得了长足的发展ꎬ 他们不仅以可信的

方式归档过去的交易ꎬ 同时通过计算

任务的方式使得执行过程可信ꎮ 而在

此过程中可创立智能合约ꎬ 例如实体

之间在服务水平的条款、 接入控制、

保障声明等的自执行合约ꎮ 基于区块

链的智能合约可能会成为未来 ＩｏＴ 可

信基础设施的关键组成部分之一ꎬ 因

为它们是无人干预情况下设备之间的

核心业务交互的前提条件ꎮ

然而ꎬ 当前基于区块链的解决方

案如 Ｂｉｔｃｏｉｎ、 Ｎａｍｅｃｏｉｎ 或 Ｅｔｈｅｒｅｕｍ 仍

需要进一步的研发ꎬ 以适用于 ＩｏＴ 的

核心安全应用ꎮ 未绑定的存储要求、

加入网络实体的大量数据传输、 可信

去中心化的点对点 ( ｐｅｅｒ￣ｔｏ￣ｐｅｅｒ) 基

础设施向主导网络的几个中心实体的

退化ꎬ 和未经证明的安全协议等ꎬ 都

有可能颠覆当前区块链发展的基础ꎮ

一种可行的方案是ꎬ 在有限存储及带

宽下ꎬ 针对 ＩｏＴ 应用对区块链协议作

定制优化ꎬ 为特定的交易提供可证明

的安全性ꎮ

６ ６ １ ５　 安全系统协同

实现相互依赖的系统之间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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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智能安全 ＩｏＴ 平台的下一代技术

安全措施的网络威胁智能技术对于实

现安全的 ＩｏＴ 平台是至关重要的ꎮ 该

技 术 旨 在 提 供 一 个 通 用 态 势 图

(ＣＯＰ)ꎬ 捕获 ＩｏＴ 平台中包含的每个

相互依赖的系统的情况ꎮ 该技术提供

标准化术语ꎬ 用于指示每个组织的情

况ꎬ 交换机器可读信息的机制以及来

自不同组织的信息的集中呈现和管理ꎮ

该技术允许每个系统的操作员以接近

实时的方式精确地评估诸如系统故障、

网络 /恐怖袭击和自然灾害事件ꎬ 这将

帮助他们评估事件将对其系统造成的

影响ꎮ 该技术还允许不同的系统共享

在每个系统中获取和管理的威胁情报

信息ꎬ 以实现对当前和未来攻击的更

加一致的认知ꎮ 目前的相关技术包括:

ＯｐｅｎＩＯＣ (开放性攻击指示器)、 ＳＴＩＸ

(结构化威胁信息表达)、 ＴＡＸＩＩ (指

示信息可信自动交换) [３８]ꎮ

诸如由 ＣＭＭＩ (能力成熟度模型

集成) 和 ＩＥＣ ６２４４３ 提供的成熟度模

型是实现合作和安全的 ＩｏＴ 平台的关

键组件ꎮ ＣＭＭＩ 提供了成熟度级别ꎬ

用于定义系统及其操作员在满足应用

于平台的安全性要求方面的性能ꎮ 这

对于相互依赖的系统的运营商至关重

要ꎬ 因为它提供了评估相互依赖系统

的安全能力的标准化标准ꎬ 从而确保

它们之间的安全级别ꎮ

６ ６ ２　 安全即服务

来自于未来 ＩｏＴ 系统中的安全架

构和服务的大量新需求不仅不是一个

障碍ꎬ 而且更是作为发展可靠的技术

支撑服务的驱动力ꎬ 也是未来商业模

式的核心ꎮ 两个主流的研究将促进创

建新的服务产品: 自动化安全监控和

从数据防泄漏到数据使用控制的模式

转变ꎮ

６ ６ ２ １　 通过应用控制实现隐私保护

数据使用控制是未来隐私保护的

一种支撑技术ꎮ 它是传统访问控制概

念的延伸ꎬ 而不是必须在数据视图和

数据操作方面来加以区分ꎮ 其认为数

据使用是一个持续的过程ꎬ 具有目的

性而不仅仅是二进制的表示ꎮ 这些方

面都不属于传统访问控制的范围ꎬ 传

统访问控制仅实现了在单个时间点上

主体对数据资源的访问ꎮ 未来的数据

使用控制技术将结合各系统应用ꎬ 在

数据使用的过程中进行跟踪和标记ꎮ

这种技术将允许定义细粒度使用限制ꎬ

以便在大数据集上强化隐私属性的保

护ꎮ 而与此同时ꎬ 仍然允许在这些数

据上进行相关的机器学习算法和大数

据分析ꎮ 例如ꎬ 通过加强数据透视ꎬ

使其达到一定的聚合度ꎬ 确保不能对

单个用户进行去匿名化ꎮ 再如ꎬ 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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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原始数据的访问权ꎬ 但阻止特定数

据集的组合ꎬ 以保护用户的隐私ꎬ 或

在不影响分析结果的情况下在个人数

据中引入扰动ꎮ

６ ６ ２ ２　 持续性的安全审计

进行持续的 ＩｏＴ 安全级别的认定

需要自动收集数据 (即 ＩｏＴ 的可观察

信息)ꎬ 并且加以分析评估ꎮ 根据相关

信息收集方式的不同ꎬ 可以将其区分

为基于测试的方式来收集数据和基于

监测的方式来收集数据ꎮ 基于测试的

审计通过控制对 ＩｏＴ 系统的一些输入

以及评估其相关的输出来产生相关的

认定依据ꎬ 例如调用组件的接口并检

查响应情况ꎮ 基于监视的审计方法则

是分析作为 ＩｏＴ 系统应用中的相关组

件来获取相关数据信息形成认定依据ꎬ

例如日志文件、 性能指标等ꎮ

在针对 ＩｏＴ 系统进行持续性安全

审计时存在如下挑战: 首先ꎬ 在定义

和描述 ＩｏＴ 系统组件的过程中形成一

致的描述方法ꎬ 对于确定哪些组件在

特定时间点构成特定 ＩｏＴ 系统是至关

重要的ꎬ 这些服务描述必须在异构 ＩｏＴ

系统之间交换ꎬ 从而支持 ＩｏＴ 组件的

分布式部署ꎻ 其次ꎬ 只要有 ＩｏＴ 服务

描述可用ꎬ 就必须开发基于测试和基

于监控的安全审计方法ꎬ 支持动态评

估 ＩｏＴ 系统的实时安全级别ꎬ 这些审

计方法需要能够评估大量异构 ＩｏＴ 组

件ꎬ 从小型装置所需的最小侵入以及

到平台和边缘组件的全面安全评估的

轻量级算法ꎮ

６ ６ ３　 身份管理

当前的身份和访问管理 ( ＩＡＭ)

系统允许安全、 集成地管理来自不同

装置和系统的数据ꎮ 在未来的 ＩｏＴ 系

统中ꎬ 必须基于高级安全和可信管理

技术来控制不同实体之间的自主数据

交换ꎬ 例如使用控制或可信设备标识ꎮ

同时ꎬ 不同域中的应用程序需要隔离ꎬ

安全边界技术需要确保隔离受事故影

响的子系统ꎮ

６ ６ ３ １　 用于 ＩｏＴ的 ＩＡＭ技术

Ｗｅｂ 中的现代 ＩＡＭ 技术栈包括

ＳＡＭＬ[３９]、 ＯｐｅｎＩＤ￣Ｃｏｎｎｅｃｔ ( ＯＩＤＣ)[４０]、

ＯＡｕｔｈ ２ ０[４１]和 ＳＣＩＭ[４２]ꎮ 虽然 ＳＡＭＬ

在诸如跨国公司和学术界等大型组织

中很受欢迎ꎬ 但 ＯｐｅｎＩＤ Ｃｏｎｎｅｃｔ 是一

个既新颖又成熟的技术ꎬ 用于在包括

Ｇｏｏｇｌｅ和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在内的大型身份供

应商的 Ｗｅｂ 应用程序和服务中进行身

份验证ꎮ ＳＡＭＬ 正在解决各种 ＩＡＭ 需

求ꎬ 包括身份联合和 ＳＳＯ功能ꎮ 然而ꎬ

协议的复杂性和大多数软件的本地占

用限制了其对 ＩｏＴ 的实用性ꎮ ＯＡｕｔｈ

２ ０和特别是当前新出现的扩展ꎬ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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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受限环境的 ＡＣＥ[４３]ꎬ 很好地适应

ＩｏＴ生态系统ꎮ 此外ꎬ ＯＡｕｔｈ ２ ０ 协议

与诸如 ＣｏＡＰ[４４]和 ＭＱＴＴ[４５]的受限设

备协议兼容ꎮ 因此ꎬ ＯＡｕｔｈ ２ ０甚至进

入了 ＯＴ领域[４６]ꎮ ＯＡｕｔｈ ２ ０也是高度

可扩展的ꎬ 允许以用例为中心的配置

和使用ꎮ ＯＡｕｔｈ ２ ０最初缺少的功能逐

渐增加ꎬ 如拥有证明方案[４７]ꎮ 除了传

统和既定的协议与概念ꎬ 替代方法也

正层出不穷ꎮ 例如ꎬ 基于区块链的 ＩｏＴ

方法已内置策略实施、 设备注册、 可

追溯等特性ꎮ 然而ꎬ 这一概念的可行

性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ꎮ

６ ６ ３ ２　 应用隔离与安全边界技术

软件定义边界 (ＳＤＰ) 是一种用

于动态构建安全边界的技术ꎬ 以隔离

处于危险中的应用程序基础设施ꎬ 并

保护其他应用程序基础设施免受基于

网络的攻击ꎮ ＣＳＡ (云安全联盟) 已

经建立了一个特定的工作组来研究

ＳＤＰꎬ 并发布了规范[４８]ꎮ 工作组进一

步发起了关于 ＩａａＳ 的 ＳＤＰ 的研究ꎮ 软

件定义网络 (ＳＤＮ) 可用于支撑 ＳＤＰ

功能以实现网络级安全性ꎬ 防止未经

授权的访问和恶意软件[４９]ꎮ 与防火墙

协作检测异常行为ꎬ ＳＤＮ 决定适当的

网络隔离以及阻塞目标硬件ꎬ 并进行

动态重路由ꎬ 以保障与其他硬件的正

常操作ꎮ

６ ６ ４　 用例映射

工业领域 公众领域 消费者领域

ＢＣＭ Ａｎｏｍ
Ｄｅｔｅｃｔ ＣＳＣＭ Ｐｒｅｄ

Ｍａｉｎｔ
Ｓｍｒｔ
Ｃｔｙ

Ｓｏｃ
Ｓｅｎｓ

Ｊｏｕｒｎ
Ｅｘｐ

Ｃｏｎｎ
Ｃａｒ Ｓｋｉ Ｓｍｒｔ

Ｆａｃｔ

物的标识 ● ● ● ● ● ● ●

同态加密 ● ● ● ● ●

可搜索加密 ● ● ● ●

可信建立 ● ● ● ● ●

安全系统协同技术 ● ● ● ● ● ● ● ● ● ●

通过使用控制的隐私 ● ● ● ●

持续安全性审计 ● ●

用于 ＩｏＴ的 ＩＡＭ技术 ● ● ● ● ● ● ● ● ●

应用隔离与安全边界技术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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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标　　准

　　ＩｏＴ标准化存在明显的碎片化和重

叠。鉴于目前对该技术的炒作泛滥，

这一现象并不奇怪。但是，与其之前

的Ｗｅｂ服务、云计算和许多其他技术

倡议一样，碎片化将不利于实现智能

安全ＩｏＴ平台。

７１　标准化环境

为了帮助理解当前 ＩｏＴ标准化状

态，有必要同时考虑当前以及未来所

需的环境。

７１１　当前ＩｏＴ标准化环境

对当前 ＩｏＴ标准化环境的分析主

要包含以下内容。

７１１１　主要的不利因素

■ 倡议 （标准化活动）———ＩｏＴ的

每一层，包括水平和垂直空间，均存

在许多互相竞争的标准和联盟倡议，

虽然目前没有这方面的统计数据，但

是有ＩＥＣ会员曾经跟踪报告过直接影

响其产品供应的 ＩｏＴ标准化倡议高达

５０多个。

■ 需求———标准开发组织和联盟

面临各种各样的碎片化、不一致甚至

竞争性的需求。在某种程度上，这种

情况是由行业竞争驱动的，而缺乏对

技术的清晰认识加剧了这一状况。目

前针对哪些方面应该标准化与哪些方

面应该保持竞争力这一问题仍缺乏明

确的共识。更为严重的是，各种标准

化组织和联盟之间的竞争也进一步加

剧了这一问题。

■ 数据所有权和隐私权———数据

所有权和隐私权方面的重大问题比比

皆是。所有的参与者，包括最终用户、

设备或传感器所有者或制造商、ＩｏＴ系

统供应商或系统采购商，平台供应商

等等之间存在广泛的分歧。

■ 政府———各级政府机构都在关

注ＩｏＴ的监管责任和机遇。在许多情

况下，最终出台的法规预计将不利于

ＩｏＴ发展，这主要是由于这些法规设置

了不切实际或限制性的边界影响了Ｉｏ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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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标准

创新，或者以牺牲私营部门和消费者

需求为代价过于狭隘地专注于政府

要求。

７１１２　主要的有利因素

■ 新兴合作———目前业界已经开

始有围绕需求和可交付成果的合作。

工业互联网联盟、工业 ４０平台、中

国制造２０２５和ＯｐｅｎＦｏｇ联盟等都是定

义需求而不是从事标准化的 ＩｏＴ组织。

它们均致力于将这些需求提交给合适

的标准化组织，来修订现有标准或制

定新标准。它们之间也开始相互合作，

例如ＩＩＣ和工业４０之间的合作，它们

正在协作制订各自的参考架构，并确

定其他机会来深化和扩展合作关系。

此外还有日本 “机器人行动委员会”

与德国工业 ４０之间的合作协议，日

本经济贸易产业省 （ＭＥＴＩ）和德国联

邦经济事务与能源部 （ＢＭＷｉ）之间

的促进合作协议等。

■ 新兴分析 （不断涌现的成

果）———许多主要的标准组织和联盟

积极参与 ＩｏＴ的研究和分析，目前高

质量成果正陆续发布。例如 ＩＥＣ智能

安全ＩｏＴ平台白皮书、ＩＩＣＩＩＲＡ和 ＩＩＣ

安全框架文档、工业４０ＲＡＭＩ、ＩＳＯ／

ＩＥＣＪＴＣ１ＷＧ５关于 ＩｏＴ的报告以及

ＩＳＯ／ＩＥＣＪＴＣ１ＷＧ９大数据工作组和

ＷＧ１０ＩｏＴ工作组的相关成果。

■ 自然选择 （发展阶段）———由

于ＩｏＴ相关炒作开始消退，实际成果

的现实需求开始凸显，标准／联盟的运

作空间开始缩减。然而，这种现象仍

然处于早期阶段，还有很多待完成的

事情。

７１２　未来ＩｏＴ标准化环境

如前一章节所述，目前的标准化

环境对推进 ＩｏＴ标准化提出了挑战，

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建立更积极的，支

持政府、私营部门和用户需求的标准

化生态系统的机遇。这个生态系统应

该包含标准化组织和联盟在以下方面

的合作。

７１２１　标准

我们按照统一的标准综合考虑各

标准化组织的不同成果。

■ 水平标准化：国际标准应该是

在国际层面上详细制定跨领域、国界、

功能和需求标准活动的首选方法。

———ＩＳＯ、ＩＥＣ、ＩＴＵ、ＩＥＥＥ水平

标准

———ＩＥＴＦ互联网标准

———ＯｎｅＭ２Ｍ通用水平化服务标准

———ＯＭＧ建模标准

———来自Ｗ３Ｃ的Ｗｅｂ标准

■ 垂直和专业标准是来自相关组

织的基于特定领域或地域的标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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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情况下，它们应该利用更高层

次的水平标准。

７１２２　标准需求

主导联盟应该定义相关需求并将

其反馈至现有的标准中去。这里推荐

一个与上面介绍类似的两层构造法：

水平化组织应在各自领域发挥带头

作用，并建立需求和反馈的工作联络关

系。如 ＩＩＣ、ＯｐｅｎＦｏｇ、ＡＩＯＴＩ、ＡｌｌＳｅｅｎ

联盟、ＯＭＡ和ＮＧＭＮ等。

垂直联盟应该定义各自领域的要求，

建立需求和反馈共享的工作联络关系。

如工业４０、中国制造２０２５、物联网创新

联盟 （ＡＩＯＴＩ）、产 业 价 值 链 委 员

会等［５１～５２］。

７１２３　各角色作用建议

政府

 应专注于公共部门的ＩｏＴ的需求，如智能城市
 应彼此共享需求并和开放标准组织／行业联盟合作
 应与私营部门协同，并尽可能推进相互竞争的组织和联盟之间达成更多共识
 不应定义标准或控制标准的法定使用办法
 应避免控制关于数据所有权、数据管理、数据使用的区域政策

私营部门

 应推动国际开放标准开发和利用最大化
 应与公共部门一起，推动竞争的标准机构及协会结盟
 应联合关键标准机构和协会一起推进

标准机构和协会
 应像工业互联网联盟和工业４０平台那样建立与其他组织的良好合作关系
 应专注于核心标准化能力建设，而不是为组织生存或扩张制定竞争性的需求或标准

７２　标准需求

第４章、第 ５章和第 ６章明确了

实现智能和安全 ＩｏＴ平台所必需的一

些具体标准化需求。

连接

 ５ＧＩｏＴ网络性能和数据流量的急剧增长需要５Ｇ加速完成。虽然目前５Ｇ的研究工作和原型部署正在推进
中，但预计２０２０年前仍难以实现广泛部署。随着消费者预期时间的滞后，ＩｏＴ还将等待较长的一段时间。

 下一代卫星连接———为了更好地满足预期大幅增加的网络负载和时延要求，需要一个新的传输层协议
标准，以支持卫星和设备之间更高的带宽和更低的时延。如６１节所述，网络中的通信设备的有效性
将得到提高。在ＩＴＵＲ举行的２０１５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上，新的无线电频率被分配给移动地球站，
如飞机和船舶的卫星通信系统。此外，还计划在２０１９年世界无线电通信会议上讨论向移动地球站分配
额外的无线电频率。

 灵活性———需要为ＩｏＴ设备创建系统弹性、动态组合和相关功能标准，以便能够根据新的连接标准进
行更新。

处理

 在设备、边缘和平台内部和跨域范围提供透明信息需要数据语义化技术、数据语义化标准和语义互操
作标准。相关标准的制定应侧重于以下几个方面：

ｏ信息交换模型
ｏ语义元数据定义标准和模型
ｏ数据交换模型和接口及相关标准
ｏ自主数据交换配置文件和交换机制
ｏ元数据注释模型和接口
ｏ情境化信息模型
ｏ元数据上下文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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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标准

续表

存储  数字产品存储的标准化

感知

 元数据
 超精确、基于位置的技术
 传感器数据隐私 （为最终客户／消费者选择加入／退出）
 传感融合———开发用于抽象传感器观测的传感器元模型标准，将非结构化和噪声数据转换为高级领域
知识

执行

 用于唯一标识控制接口设备分组的标准模板
 规范跨系统ＩｏＴ用户Ｉ／Ｏ接口的通用标准
 独特的ＩｏＴ访问要求，反映超越典型的人机输入／输出的先进ＩｏＴ服务

安全

 社交系统中的ＩＤ联盟
 网络—物理攻击防护
 多系统同时连接的设备标识符，例如来自Ｗ３Ｃ的ＩＲＩ
 建立平台完整性可信协议
 协同安全框架，支持在相互依赖的系统之间交换网络威胁情报
 成熟度模型，实现相互依赖的系统之间的安全能力评估

７２１　用例映射

工业领域 公众领域 消费者领域

ＢＣＭ
Ａｎｏｍ
Ｄｅｔｅｃｔ

ＣＳＣＭ
Ｐｒｅｄ
Ｍａｉｎｔ

Ｓｍｒｔ
Ｃｔｙ

Ｓｏｃ
Ｓｅｎｓ

Ｊｏｕｒｎ
Ｅｘｐ

Ｃｏｎｎ
Ｃａｒ

Ｓｋｉ
Ｓｍｒｔ
Ｆａｃｔ

连接

技术

　实现５Ｇ的标准 ● ● ● ● ●

　用于在卫星和装置之间支持更高
的带宽／时延的新传输层协议的
标准

● ●

　ＩｏＴ设备具有升级到新连接标准
的能力的标准

● ● ● ● ●

处理

技术

　信息交换模型 ● ● ● ● ● ● ● ● ● ●

　语义元数据定义标准和模型 ● ● ● ● ● ● ● ● ● ●

　数据交换模型及接口和相关标准 ● ● ● ● ● ● ● ● ● ●

　自主数据交换配置文件和交换
机制

● ● ● ● ● ● ● ●

　元数据标注模型和接口 ● ● ● ● ●

　情境化信息模型 ● ● ● ● ● ● ● ● ● ●

　元数据情境标准 ● ● ● ●

存储

技术
　数字产品存储的标准化 ● ●

感知

技术

　元数据的标准 ● ● ● ● ● ● ● ● ● ●

　超精密定位技术的抽象标准 ● ● ●

　传感器数据隐私标准 ● ● ●

　传感融合标准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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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工业领域 公众领域 消费者领域

ＢＣＭ
Ａｎｏｍ
Ｄｅｔｅｃｔ

ＣＳＣＭ
Ｐｒｅｄ
Ｍａｉｎｔ

Ｓｍｒｔ
Ｃｔｙ

Ｓｏｃ
Ｓｅｎｓ

Ｊｏｕｒｎ
Ｅｘｐ

Ｃｏｎｎ
Ｃａｒ

Ｓｋｉ
Ｓｍｒｔ
Ｆａｃｔ

可执行

技术

　用于唯一地识别控制接口装置分
组的标准模板

● ●

　用于规范 ＩｏＴ用户跨系统 Ｉ／Ｏ的
通用标准

● ● ●

　独特的ＩｏＴ可访问性要求的标准 ● ● ● ●

安全

技术

　社会系统中的ＩＤ联合标准 ● ● ● ● ● ● ● ●

　信息—物理攻击保护标准 ● ● ● ● ● ● ● ●

　同时连接多个系统的装置标识符
的标准

● ● ● ● ● ● ● ● ●

　用于建立平台完整性可信的标准
协议

● ● ● ● ● ● ● ● ●

　协作型安全框架 ● ● ● ● ● ● ●

　实现在相互依赖系统之间的安全
性能力评估的成熟度模型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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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建　　议

　　依据本文所得出的结论，还存在

许多推动 ＩｏＴ发展并助力实现智能安

全ＩｏＴ平台的机遇。

８１　通用性建议

所有涉及 ＩｏＴ定义、开发、部署

和运行的标准机构、协会、政治组织

和其他机构应公开采用第 ７１２节中

描述的未来 ＩｏＴ标准化生态系统环境

的指导原则。

所有涉及 ＩｏＴ定义、开发、部署

和运行的标准机构、协会、政治组织

和其他机构应寻找机会促进更高水平

的合作与协作。

各国政府应增加对第 ６章明确的

各种技术要求的无限制研究的资金

支持。

ＩＴＵ、ＩＥＥＥ和 ３ＧＰＰ应在 ２０１８年

前牵头推进５Ｇ部署完成。

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应团结在一

起，建立共同的合作安全框架，以便

在相互依赖的系统之间交换网络威胁

情报、明确未来的安全增强机会，并

确定潜在的必要标准化活动。

８２　对ＩＥＣ及其委员会的建议

ＩＥＣ作为全球公认的标准化组织

之一，有着推动 ＩｏＴ发展、助力实现

智能安全 ＩｏＴ平台的独特地位。因此，

ＩＥＣ应采取以下行动：

■公开采用第７１２节中描述的未

来 ＩｏＴ标准化生态系统环境的指导

原则。

■与７１２中所述组织的公认领导

者合作，建立正式的谅解备忘录

（ＭｏＵ），对标准化组织和联盟、政府

实体 （如欧共体）和个别政府的恰当

角色进行认定。ＭｏＵ应包括设立一个

总体ＭｏＵ管理委员会，以便尽可能多

地合作创造所需的环境。

■ 审查第５～７章节所提的结果和

建议，明确由 ＩＥＣ标准化管理局

（ＳＭＢ）所承担的具体活动。

■ ＩＳＯ／ＩＥＣＪＴＣ１总体组指派 ＩＳ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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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ＴＣ１ＳＣ３２与 ＷＧ９、ＷＧ１０合作推进

ＩｏＴ需求和标准：

———信息交换模型

———语义元数据定义标准和模型

———数据交换模型及接口和相关

标准

———自主数据交换配置文件和交

换机制

———元数据注释模型和接口

———情境化信息模型

———元数据上下文标准

■ ＩＳＯ／ＩＥＣＪＴＣ１指派 ＩＳＯ／ＩＥＣ

ＪＴＣ１ＳＣ２７审查第４～７章明确的安全

要求，并开展适当活动。

■ ＩＳＯ／ＩＥＣＪＴＣ１指派合适的标准

委员会／工作组开展针对自主数据交换

标准化活动，从而定义：

———自主数据交换控制配置文件

（ＡＤＥＣＰ）的定义

———管理和实施 ＡＤＥＣＰ的系统

机制

———实施 ＡＤＥＣＰ所需的 ＩｏＴ装

置、边缘装置和云端之间的接口和

机制

■ 与政府机构合作，提高参与程

度和确定需求的水平，以便 ＩＥＣ的可

交付成果能够解决政府实际关切的

问题。

■ 支持更多的 ＩＴＵＲ无线电频率

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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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Ａ———用例
业务连续性管理 （ＢＣＭ）

１　用例描述

１１　用例名称

业 务 连 续 性 管 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ＢＣＭ）。

１２　用例范围和目标

１２１　范围

■ 领域：制造业、物流、供应链

管理。

■ 架构层次：ＩｏＴ平台、装置、边

缘、云。

１２２　目标

■ 通过收集和共享事件信息，进

行高级风险评估。

■ 自动且及时地执行安全措施。

■ 重新规划最优的生产计划，应

对网络威胁。

１３　用例叙述

１３１　用例总结

■ 感知：感知业务现场的状态，

并转化为数据。

———从各种安全系统收集数据，

发送至ＩｏＴ平台。

———从生产控制系统收集数据，

发送至ＩｏＴ平台。

■ 思考：分析数据，并创建行动

计划。

———分析以上收集到的数据，执

行风险分析。

———分析以上收集到的数据，重

新规划最优的生产计划。

■ 行动：实施行动计划。

———实施安全措施。

———实施生产计划。

１３２　用例性质

■ 协作型安全框架：在此框架中，

ＩｏＴ平台从不同的系统中收集、分析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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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并创建行动计划，以实现业务连

续性。

■ 响应型安全框架：在此框架中，

ＩｏＴ平台实施必要的安全措施，同时最

大程度减轻对生产活动的影响［５２］。

１３３　完整描述

■ ＩｏＴ平台不但可以从各种安全系

统中收集事件信息，而且可以从生产

控制系统中收集实际的和计划的生产

数据。

■ ＩｏＴ平台可以分析事件信息，并

执行事件的风险分析。它还可以创建

安全措施，例如风险缓解计划，这将

最小化对生产活动的影响。

■ ＩｏＴ平台可以执行安全措施，例

如终止通信线路或中断生产线。

■ 同时，为应对每个生产现场受

到的影响，ＩｏＴ平台通过分析生产数

据，形成最优的生产计划［５３］。

１４　用例图解

图Ａ１为业务连续性管理。

图Ａ１　业务连续性管理

１５　用例条件

１５１　假定条件

涉及不同的操作者和多个系统。

１５２　先决条件

无。

１６　关于用例的更多信息

１６１　最新进展

■ 现状

———准实时的数据采集，以及生

产控制系统的分析 （典型的分析周期

是每月）。

———创建独立于生产活动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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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 发展愿景

———基于来自各种安全系统的事

件信息，创建安全措施；并通过生产

活动的数据采集和实时分析，考虑这

些安全措施对生产活动的影响。

■ 为了从现状向愿景提升，需要

新的技术／标准来集成安全系统的数据

和生产控制系统的数据。

１６２　与其他用例的关系 （包括子用

例和上级用例）

用例Ｃ“协作型供应链管理”与

本用例相关，因为它也重点关注多个

系统的数据集成。

２　到特征功能的映射

２１　连接

功　　能 备　　注

　实时的态势处理 × 　包括实时的意义建构

　多系统连接 × 　连接到一个以上的系统

　远程功能 × 　驻留在产品之外的功能

　对任意带宽／协议的适应性
　重新配置以适应任何带宽／协议→从硬件解决方案切换
到软件解决方案

　对新的连接性标准的升级能力 　能够通过软件升级到新的连接性标准

　合法拦截功能

　远程访问 ×

　身份认证和访问控制 ×

　可靠性和完整性 ×

２２　处理

功　　能 备　　注

　内置分析 （ｏｎｂｏａｒｄ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

　外接分析 （ｏｆｆｂｏａｒｄ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

　机器学习 ×

　情境化 ×

　匿名化

　信息聚合 ×

　语义互操作性 ×

　装置的动态组合 × 　装置的动态组合，用于实现自愈／弹性

　动态可配置性 　根据需求变化，装置可由自身或系统动态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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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功　　能 备　　注

　追踪数据所有权

（群体）感知

２３　存储

功　　能 备　　注

　数字产品存储 　全生命周期；产品谱系

　模式识别 × 　基于人工智能／机器学习

　性能数据 × 　用于分析

２４　感知

功　　能 备　　注

　应对越来越多的具有传感功能的装置 ×

　传感数据的介导交换 ×

　数据可信度 ×

　原始数据的净化 ×

　超精密定位能力

　隐私

　数据完整性 ×

　要求认证的复杂传感器 ×

　重新配置传感器的能力

２５　执行

控制接口装置

功　　能 备　　注

　校准

　装置群组的控制 　运行时和配置

　装置的动态组合 　动态地将装置装载／分配到一个群组

　根据情境而调整装置的控制方式

　安全要求 ×

　认证、访问控制及授权 ×

　发言权控制 ×
　在被允许的人当中，谁能真正控制系统，以及交接机
制是什么

　群体／自我优化的控制智能

　群体安全控制

　情境感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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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Ｉ／Ｏ

功　　能 备　　注

　触觉接口

　多装置用户接口

　虚拟建模

　仿真 ×

　可访问性 　针对残疾人

　增强现实 　例如眼镜

　可用性和用户体验 ×

２６　安全

功　　能 备　　注

　端到端策略管理 × 　整合所有策略

　关于可用的物理资源和安全性的优化框架 ×
　关于可用的物理资源／安全鲁棒性的优化框架 （ＩＳＯ
２７００１中的ＰＤＣＡ循环法）

　弹性 × 　包括信息—物理攻击

　容错性 × 　包括信息—物理攻击

　对系统威胁的检测和响应 ×
　观察—判断—决策—行动
（ＯＯＤＡ，ｏｂｓｅｒｖｅｏｒｉｅｎｔｄｅｃｉｄｅａｃｔ）

　装置的监控 ×

　对威胁的协调与分析 ×

　身份管理 × 　联合身份管理，系统间的ＩＤ相关，…

　装置的ＩＤ保护 ×

　真实性管理 × 　数据的可说明性／不可抵赖性

　异常检测 ×

３　下一代技术

下一代技术 备　　注

连接技术

　下一代卫星通信的传输层协议 　高带宽，高时延

　第五代蜂窝接入系统 （５Ｇ）

　低功耗无线接入网络 （ｌｏｗｐｏｗｅｒ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ａｃｃｅｓｓ，ＬＰＷＡＮ）

处理技术

　系统配置与动态组合 ×

　数据情境化 ×

　自主数据交换 ×

　传感融合技术 ×

　机器学习 ×

　虚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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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下一代技术 备　　注

存储技术 　数字产品存储

感知技术 　超精密定位技术

可执行技术

　增强现实

　虚拟现实

　触觉互联网

安全技术

　物的标识

　同态加密

　可搜索加密

　可信建立

　安全系统协同技术 ×

　通过使用控制的隐私

　持续安全性审计

　用于ＩｏＴ的ＩＡＭ技术 × 　身份和访问管理

　应用隔离与安全边界技术 ×

４　必要的未来标准

标准需求 备　　注

连接技术

　实现５Ｇ的标准

　用于在卫星和装置之间支持更高的带宽／时延的新传输层协议
的标准

　ＩｏＴ设备具有升级到新连接标准的能力的标准

处理技术

　信息交换模型 ×

　语义元数据定义标准和模型 ×

　数据交换模型及接口和相关标准 ×

　自主数据交换配置文件和交换机制 ×

　元数据标注模型和接口 ×

　情境化信息模型 ×

　元数据情境标准

存储技术 　数字产品存储的标准化

感知技术

　元数据的标准 ×

　超精密定位技术的抽象标准

　传感器数据隐私标准
　终端客户和消费者可以选择启用
或停用

　传感融合标准 ×

　发展传感器元模型的标准，可以
促进非结构化噪声数据转换成高层

次的领域知识，传感器元模型用于

提取传感器的观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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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标准需求 备　　注

可执行技术

　用于唯一地识别控制接口装置分组的标准模板

　用于规范ＩｏＴ用户跨系统Ｉ／Ｏ的通用标准

　独特的ＩｏＴ可访问性要求的标准
　反映超越传统人机 Ｉ／Ｏ的高级
ＩｏＴ服务

安全技术

　社会系统中的ＩＤ联合标准 ×

　信息—物理攻击保护标准 ×

　同时连接多个系统的装置标识符的标准 ×
　例如 Ｗ３Ｃ的国际化资源标识符
（ＩＲＩ，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

　用于建立平台完整性可信的标准协议 ×

　协作型安全框架 ×
　支持在相互依赖的系统之间交换
网络威胁情报

　实现在相互依赖系统之间的安全性能力评估的成熟度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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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Ｂ———用例
用于高级检修服务的异常检测系统

１　用例描述

１１　用例名称

用于高级检修服务的异常检测

系统［５４］。

１２　用例范围和目标

１２１　范围

■ 领域：制造业等领域的检修。

■ 架构层次：ＩｏＴ平台、装置、边

缘、云。

１２２　目标

■ 实现设备状态诊断的自动化，

而以往则需要具备专业知识的工程师。

■ 通过高精度的异常检测，来帮

助预防生产设施意外停机带来的损失，

提升可用性。

■ 通过执行与设备状态相符的检

修，来降低检修管理的时间和成本。

１３　用例叙述

１３１　用例总结

该异常检测系统应用于紧凑型燃

气内燃发电机 （ｇａｓｅｎｇｉｎ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ｓ），

它从数十个传感器自动收集参数，诸

如温度、压力、发动机转速等。使用

数据库保存采集的数据，然后使用远

程监控和数据挖掘功能自动执行诊断

过程。检修服务人员通过屏幕上用颜

色编码的状态清单，即可得知每台设

备的诊断结果。

１３２　用例性质

■ 旨在利用数据挖掘技术从大数

据中提取有意义的信息，从而提前得

知硬件状态的异常变化。

■ 从数十个传感器自动收集数据。

■ 使用远程监控和数据挖掘功能

自动执行诊断过程。

■ 通过屏幕上用颜色编码的状态

清单，显示每台设备的诊断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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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３　完整描述

■ 以下是应用于紧凑型燃气内燃

发电机的异常检测系统的例子。

■ 该异常检测系统从数十个传感

器自动收集参数，诸如温度、压力、

发动机转速等。它将数据存储在数据

库中，然后使用远程监控和数据挖掘功

能自动执行诊断过程。检修服务人员通

过屏幕上用颜色编码的状态清单，即可

得知每台设备的诊断结果 （参见１４）。

■ 远程监测功能是基于物理的诊

断功能，首先根据操作人员的经验和

知识，为设备上的每个传感器信号设

置上下限阈值和变化速率评价标准，

然后检测状态变化。通过设置每个传

感器的异常检测阈值，来做出评估。

每个传感器信号都有一个单一的评估

阈值，反之亦然，因此很容易解释所

产生的错误和故障，但很难检测到涉

及多个传感器信号的状态变化。当有

季节性变化或设备安装环境差异时，

还需要针对变化的条件进行单独设置。

当存在许多不同的故障类型时，每种

故障类型的发生频率都不同，所以并

不存在一种永远最优的阈值设置。另

一个困难是，即使在同一类型的故障

中，导致故障的过程或原因也可能因

情况而异，所以不可能为每一种故障

类型确定单一的设置值。

■ 数据挖掘功能是基于实例的诊

断功能，通过正常状态数据的训练，

学习得到统计意义上的参考点。该功

能基于统计数据空间中的测量点与参

照点的差距，来检测设备状态的变化。

数据挖掘比远程监测具有更高的灵敏

度，可以在早期检测到状态变化。但

是，常规的数据挖掘功能也存在缺点，

当诊断结果源自复杂传感器信号的相

关性时，难以解释原因。这一系统旨

在辅助状态监测和原因分析，主要手

段是针对所检测到的状态变化，输出

一个排序的传感信号清单。

■ 异常检测系统的组成是：数据

采集单元，用于从设备接收传感器信

号数据 （如果已有数据收集机制，也

可以使用）；数据存储单元，用于存储

采集到的数据；诊断处理单元，用于

分析存储的数据；显示单元，用于输

出分析结果 （参见１４）。在 ＩｏＴ平台

的应用中，以上每个功能都是必备的。

■ 数据挖掘技术 （诊断引擎）作

为异常检测算法来使用，它首先对正

常状态的传感器数据进行机器学习，

然后创建监测数据和所学习的正常数

据组之间的差异指示符，最后给出正

常或异常的评估结果。

■ 如果诊断引擎是非参数化的方

法，则该方法可以适应传感数据在统

计上的限制。如果算法是无模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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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可以灵活响应，即使设备或系统的

运行状态发生了重大变化，也不需要

为每个状态变化进行模型构建或

模拟。

■ 根据所监测的设备或系统，或

者根据需检测的异常的特征，可分别

使用多个诊断引擎获得最佳的系统

配置。

１４　用例图解

图Ｂ１为用于高级检修服务的异

常检测系统。

图Ｂ１　用于高级检修服务的异常检测系统

１５　用例条件

１５１　假定条件

能够收集并存储大量的运行记录

数据和传感数据。

１５２　先决条件

无。

１６　关于用例的更多信息

１６１　最新进展

■ 现状

———对一个国家范围内的紧凑型

燃气内燃发电机进行远程监控。

———系统在有限的被监测设备上

得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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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测量信号有数十种，

测量周期为数十秒，基于这些数据进

行每日的诊断。

■ 发展愿景

———对全世界范围内的紧凑型燃

气内燃发电机进行远程监测。

———对各种不同类型的设备进行

远程监测。

———将系统应用于大量的设备。

———基于秒级和更短测量周期的

更多种不同传感器信号，进行实时

诊断。

———数据分析不仅用于异常检测，

也可用于多种其他目的。

■ 为了从现状向愿景提升，需要

新的技术／标准来提升 ＩｏＴ平台的整体

性能。

１６２　与其他用例的关系 （包括子用

例和上级用例）

用例 Ｄ“预测型检修与服务”与

本用例相关。

２　到特征功能的映射

２１　连接

功　　能 备　　注

　实时的态势处理 × 　包括实时的意义建构

　多系统连接 × 　连接到一个以上的系统

　远程功能 × 　驻留在产品之外的功能

　对任意带宽／协议的适应性
　重新配置以适应任何带宽／协议→从硬件解决方案切换
到软件解决方案

　对新的连接性标准的升级能力 　能够通过软件升级到新的连接性标准

　合法拦截功能

　远程访问 ×

　身份认证和访问控制 ×

　可靠性和完整性 ×

２２　处理

功　　能 备　　注

　内置分析 （ｏｎｂｏａｒｄ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

　外接分析 （ｏｆｆｂｏａｒｄ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

　机器学习 ×

　情境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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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功　　能 备　　注

　匿名化

　信息聚合 ×

　语义互操作性 ×

　装置的动态组合 × 　装置的动态组合，用于实现自愈／弹性

　动态可配置性 　根据需求变化，装置可由自身或系统动态的配置

　追踪数据所有权 ×

（群体）感知 ×

２３　存储

功　　能 备　　注

　数字产品存储 × 　全生命周期；产品谱系

　模式识别 × 　基于人工智能／机器学习

　性能数据 × 　用于分析

２４　感知

功　　能 备　　注

　应对越来越多的具有传感功能的装置 ×

　传感数据的介导交换 ×

　数据可信度 ×

　原始数据的净化 ×

　超精密定位能力 ×

　隐私

　数据完整性 ×

　要求认证的复杂传感器 ×

　重新配置传感器的能力

２５　执行

控制接口装置

功　　能 备　　注

　校准 ×

　装置群组的控制 × 　运行时和配置

　装置的动态组合 × 　动态地将装置装载／分配到一个群组

　根据情境而调整装置的控制方式 ×

　安全要求

　认证、访问控制及授权 ×

　发言权控制 ×
　在被允许的人当中，谁能真正控制系统，以及交接机
制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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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功　　能 备　　注

　群体／自我优化的控制智能 ×

　群体安全控制 ×

　情境感知控制 ×

用户Ｉ／Ｏ

功　　能 备　　注

　触觉接口 ×

　多装置用户接口 ×

　虚拟建模 ×

　仿真 ×

　可访问性 × 　针对残疾人

　增强现实 　例如眼镜

　可用性和用户体验 ×

２６　安全

功　　能 备　　注

　端到端策略管理 × 　整合所有策略

　关于可用的物理资源和安全性的优化框架 ×
　关于可用的物理资源／安全鲁棒性的优化框架 （ＩＳＯ
２７００１中的ＰＤＣＡ循环法）

　弹性 × 　包括信息—物理攻击

　容错性 × 　包括信息—物理攻击

　对系统威胁的检测和响应 ×
　观察—判断—决策—行动
（ＯＯＤＡ，ｏｂｓｅｒｖｅｏｒｉｅｎｔｄｅｃｉｄｅａｃｔ）

　装置的监控 ×

　对威胁的协调与分析 ×

　身份管理 × 　联合身份管理，系统间的ＩＤ相关，…

　装置的ＩＤ保护

　真实性管理 × 　数据的可说明性／不可抵赖性

　异常检测 ×

３　下一代技术

下一代技术 备　　注

连接技术

　下一代卫星通信的传输层协议 　高带宽，高时延

　第五代蜂窝接入系统 （５Ｇ）

　低功耗无线接入网络 （ｌｏｗｐｏｗｅｒ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ａｃｃｅｓｓ，ＬＰＷ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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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下一代技术 备　　注

处理技术

　系统配置与动态组合 ×

　数据情境化 ×

　自主数据交换 ×

　传感融合技术 ×

　机器学习 ×

　虚拟化

存储技术 　数字产品存储

感知技术 　超精密定位技术

可执行技术

　增强现实

　虚拟现实

　触觉互联网

安全技术

　物的标识

　同态加密

　可搜索加密

　可信建立

　安全系统协同技术 ×

　通过使用控制的隐私

　持续安全性审计

　用于ＩｏＴ的ＩＡＭ技术 × 　身份和访问管理

　应用隔离与安全边界技术 ×

４　必要的未来标准

标准需求 备　　注

连接技术

　实现５Ｇ的标准

　用于在卫星和装置之间支持更高的带宽／时延的新传输层协议
的标准

　ＩｏＴ设备具有升级到新连接标准的能力的标准

处理技术

　信息交换模型 ×

　语义元数据定义标准和模型 ×

　数据交换模型及接口和相关标准 ×

　自主数据交换配置文件和交换机制 ×

　元数据标注模型和接口 ×

　情境化信息模型 ×

　元数据情境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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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标准需求 备　　注

存储技术 　数字产品存储的标准化

感知技术

　元数据的标准 ×

　超精密定位技术的抽象标准

　传感器数据隐私标准
　终端客户和消费者可以选择启用
或停用

　传感融合标准 ×

　发展传感器元模型的标准，可以
促进非结构化噪声数据转换成高层

次的领域知识，传感器元模型用于

提取传感器的观测结果

可执行技术

　用于唯一地识别控制接口装置分组的标准模板

　用于规范ＩｏＴ用户跨系统Ｉ／Ｏ的通用标准

　独特的ＩｏＴ可访问性要求的标准
　反映超越传统人机 Ｉ／Ｏ的高级
ＩｏＴ服务

安全技术

　社会系统中的ＩＤ联合标准 ×

　信息—物理攻击保护标准 ×

　同时连接多个系统的装置标识符的标准 ×
　例如 Ｗ３Ｃ的国际化资源标识符
（ＩＲＩ，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

　用于建立平台完整性可信的标准协议 ×

　协作型安全框架 ×
　支持在相互依赖的系统之间交换
网络威胁情报

　实现在相互依赖系统之间的安全性能力评估的成熟度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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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Ｃ———用例
协作型供应链管理

１　用例描述

１１　用例名称

协作型供应链管理。

１２　用例范围和目标

１２１　范围

■ 领域：制造业、物流、供应链

管理 （ＳＣＭ）。

■ 架构层次：ＩｏＴ平台、边缘、云。

１２２　目标

■ 基地管理和最优物流规划。

■ 基地布局优化。

■ 全球供需调节。

１３　用例叙述

１３１　用例总结

■ 感知：感知业务现场的状态并

转化为数据。

———从ＰＳＩ（生产、销售、库存）

系统收集数据，发送至ＩｏＴ平台。

———从生产控制系统收集数据，

发送至ＩｏＴ平台。

■ 思考：分析数据并创建行动

计划

———分析以上收集到的数据，创

建基地管理和最优物流的计划。

———分析以上收集到的数据，创

建基地布局优化的计划。

■ 行动：实施行动计划

———基于 ＩｏＴ平台创建并实施全

球供需调节计划。

１３２　用例性质

■ ＩｏＴ平台分析从不同系统集成而

来的数据，并创建行动计划来实现多

种新应用、新效益。

■ 走出信息孤岛 （Ｂｅｙｏｎｄｓｉｌｏｓ）［５２］。

１３３　完整描述

■ ＩｏＴ平台从 ＰＳＩ（生产、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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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管理系统感知到实际的和预测

的ＰＳＩ数据，ＰＳＩ管理系统实现了全球

ＰＳＩ数据的可视化，ＩｏＴ平台还从生产

控制系统感知实际的和计划的生产数

据，而生产控制系统实现了生产过程的

可视化，并规划出最佳的生产计划［５５］。

■ ＩｏＴ平台提出了基地管理和最优

物流计划，使用模拟器分析上述收集

到的数据，并能精确评估其商业价值。

■ ＩｏＴ平台还提供了基地布局优化

的计划，通过分析上述收集到的数据，

优化工厂和物流基地的布局，扩张全

球市场。

■ ＩｏＴ平台实施全球供需调节计

划，通过分析上述收集到的数据，以

适当的库存规划布局响应需求波动。

１４　用例图解

图 Ｃ１为协作型供应链管理

（ｓｕｐｐｌｙｃｈａｉ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ＣＭ）。

图Ｃ１　协作型供应链管理

１５　用例条件

１５１　假定条件

涉及不同参与方。

１５２　先决条件

参见２３、２４、２５。

１６　关于用例的更多信息

１６１　最新进展

■ 现状

———在单个企业的各系统之间实

现协作。

———在大型企业及其下属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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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系统之间实现协作。

■ 发展愿景

———在之前从未有过关联的不同

企业的各系统之间实现协作。

■ 为了从现状向愿景提升，则需

要新的技术／标准，以便在不同企业之

间集成数据，并将不同企业的系统连

接起来。

１６２　与其他用例的关系 （包括子用

例和上级用例）

用 例 Ａ “业 务 连 续 性 管 理

（ＢＣＭ）”与本用例相关。ＢＣＭ用例

的ＩｏＴ平台与本用例都以类似的方式

进行感知、思考和行动。

２　到特征功能的映射

２１　连接

功　　能 备　　注

　实时的态势处理 × 　包括实时的意义建构

　多系统连接 × 　连接到一个以上的系统

　远程功能 × 　驻留在产品之外的功能

　对任意带宽／协议的适应性
　重新配置以适应任何带宽／协议→从硬件解决方案切换
到软件解决方案

　对新的连接性标准的升级能力 　能够通过软件升级到新的连接性标准

　合法拦截功能

　远程访问 ×

　身份认证和访问控制 ×

　可靠性和完整性 ×

２２　处理

功　　能 备　　注

　内置分析 （ｏｎｂｏａｒｄ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

　外接分析 （ｏｆｆｂｏａｒｄ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

　机器学习 ×

　情境化 ×

　匿名化

　信息聚合 ×

　语义互操作性 ×

　装置的动态组合 × 　装置的动态组合，用于实现自愈／弹性

　动态可配置性 　根据需求变化，装置可由自身或系统动态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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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功　　能 备　　注

　追踪数据所有权 ×

（群体）感知 ×

２３　存储

功　　能 备　　注

　数字产品存储 × 　全生命周期；产品谱系

　模式识别 × 　基于人工智能／机器学习

　性能数据 × 　用于分析

２４　感知

功　　能 备　　注

　应对越来越多的具有传感功能的装置 ×

　传感数据的介导交换 ×

　数据可信度 ×

　原始数据的净化 ×

　超精密定位能力 ×

　隐私

　数据完整性 ×

　要求认证的复杂传感器 ×

　重新配置传感器的能力

２５　执行

控制接口装置

功　　能 备　　注

　校准 ×

　装置群组的控制 × 　运行时和配置

　装置的动态组合 × 　动态地将装置装载／分配到一个群组

　根据情境而调整装置的控制方式 ×

　安全要求

　认证、访问控制及授权 ×

　发言权控制 ×
　在被允许的人当中，谁能真正控制系统，以及交接机
制是什么

　群体／自我优化的控制智能 ×

　群体安全控制 ×

　情境感知控制 ×

１９



ＩｏＴ２０２０：智能安全的物联网平台 （中英文版）

用户Ｉ／Ｏ

功　　能 备　　注

　触觉接口 ×

　多装置用户接口 ×

　虚拟建模 ×

　仿真 ×

　可访问性 × 　针对残疾人

　增强现实 　例如眼镜

　可用性和用户体验 ×

２６　安全

功　　能 备　　注

　端到端策略管理 × 　整合所有策略

　关于可用的物理资源和安全性的优化框架 ×
　关于可用的物理资源／安全鲁棒性的优化框架 （ＩＳＯ
２７００１中的ＰＤＣＡ循环法）

　弹性 × 　包括信息—物理攻击

　容错性 × 　包括信息—物理攻击

　对系统威胁的检测和响应 ×
　观察—判断—决策—行动
（ＯＯＤＡ，ｏｂｓｅｒｖｅｏｒｉｅｎｔｄｅｃｉｄｅａｃｔ）

　装置的监控 ×

　对威胁的协调与分析 ×

　身份管理 × 　联合身份管理，系统间的ＩＤ相关，…

　装置的ＩＤ保护

　真实性管理 × 　数据的可说明性／不可抵赖性

　异常检测 ×

３　下一代技术

下一代技术 备　　注

连接技术

　下一代卫星通信的传输层协议 　高带宽，高时延

　第五代蜂窝接入系统 （５Ｇ）

　低功耗无线接入网络 （ｌｏｗｐｏｗｅｒ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ａｃｃｅｓｓ，ＬＰＷＡＮ）

处理技术

　系统配置与动态组合 ×

　数据情境化 ×

　自主数据交换 ×

　传感融合技术 ×

　机器学习 ×

　虚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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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下一代技术 备　　注

存储技术 　数字产品存储

感知技术 　超精密定位技术

可执行技术

　增强现实

　虚拟现实

　触觉互联网

安全技术

　物的标识

　同态加密

　可搜索加密

　可信建立

　安全系统协同技术 ×

　通过使用控制的隐私

　持续安全性审计

　用于ＩｏＴ的ＩＡＭ技术 × 　身份和访问管理

　应用隔离与安全边界技术 ×

４　必要的未来标准

标准需求 备　　注

连接技术

　实现５Ｇ的标准

　用于在卫星和装置之间支持更高的带宽／时延的新传输层协议
的标准

　ＩｏＴ设备具有升级到新连接标准的能力的标准

处理技术

　信息交换模型 ×

　语义元数据定义标准和模型 ×

　数据交换模型及接口和相关标准 ×

　自主数据交换配置文件和交换机制 ×

　元数据标注模型和接口 ×

　情境化信息模型 ×

　元数据情境标准

存储技术 　数字产品存储的标准化

感知技术

　元数据的标准 ×

　超精密定位技术的抽象标准

　传感器数据隐私标准
　终端客户和消费者可以选择启用
或停用

　传感融合标准 ×

　发展传感器元模型的标准，可以
促进非结构化噪声数据转换成高层

次的领域知识，传感器元模型用于

提取传感器的观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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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标准需求 备　　注

可执行技术

　用于唯一地识别控制接口装置分组的标准模板

　用于规范ＩｏＴ用户跨系统Ｉ／Ｏ的通用标准

　独特的ＩｏＴ可访问性要求的标准
　反映超越传统人机 Ｉ／Ｏ的高级
ＩｏＴ服务

安全技术

　社会系统中的ＩＤ联合标准 ×

　信息—物理攻击保护标准 ×

　同时连接多个系统的装置标识符的标准 ×
　例如 Ｗ３Ｃ的国际化资源标识符
（ＩＲＩ，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

　用于建立平台完整性可信的标准协议 ×

　协作型安全框架 ×
　支持在相互依赖的系统之间交换
网络威胁情报

　实现在相互依赖系统之间的安全性能力评估的成熟度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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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Ｄ———用例
预测型检修与服务

１　用例描述

１１　用例名称

预测型检修与服务：基于设备状

态的检修与计划安排。

１２　用例范围和目标

１２１　范围

预测型检修与服务提供了全面的

资产健康管理，以及针对检修计划和

资源使用 （例如备品备件）的优化决

策支持。这种优化基于健康评分、异

常检测、图谱分析，以及机器学习。

预测型检修与服务运行于可扩展的、

高性能数据处理的 ＩｏＴ平台之上，可

以处理海量的 ＩＴ与 ＯＴ融合数据。通

过整合可用的先进数据科学方法与来

自多种资产控制和自动化系统的数

据，从而发现并缓解先前隐蔽的故障

模式。

图Ｄ１　预测型检修与服务时间轴［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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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Ｄ１所示，借助于预测型检

修与服务，可以持续不断地监控并分

析被关注的资产或设备。这将有助于

提前识别潜在的设备故障，并允许在

设备真正停运之前采取适当的措施。

从而减少非计划停机时间，提高检修

效率，降低运营成本。

本书所讨论的用例范围包括：

■ 业务数据 （ＩＴ）与ＯＴ产生的运

营数据融合。

■ ＩｏＴ平台的数据科学能力。

■ 将分析结果转化为有意义的

行动。

１２２　目标

预测型检修与服务的主要目标是

启用数据驱动的方法，来改善检修服

务的质量和时间安排。这将帮助企业

转变业务模式，提供创新的客户服务

和检修能力，从预测型检修供应商转

变为更具竞争优势的企业。

１３　用例叙述

１３１　用例总结

该用例主要强调了 ＩｏＴ平台的以

下能力：数据融合能力 （将各种不同

的数据源融合为单一可信来源）、数据

分析能力以及将结果转化为有意义的

行动的能力。在本用例中，我们将讨

论一家铁路运营商执行的基于设备状

态的检修与计划安排，以及预测型检

修与服务如何帮助这家铁路运营商主

动地满足维修需求，从而提高检修效

率、降低运营成本。

１３２　用例性质：检修优化

降低运营成本是运营商的重要目

标之一，而检修是运营成本的重要组

成部分。检修优化有助于确保检修操

作尽可能有效，用最少的预算和资源

达到最高的可用性。预测型检修与服

务可以通过数据驱动的分析、规划和

优化来支撑这些目标。

１３３　完整描述

１３３１　挑战：组合多数据源，将

“过量数据”凝炼为 “刚好

够用的数据”

ＩｏＴ平台的关键功能和主要支柱之

一是数据融合能力———将来自各种不

同源头的数据集合起来，合并为单一

可信来源。然而，据 Ｇａｒｔｎｅｒ预测，到

２０２０年，因数据收集方法不当可能会

导致全部 ＩｏＴ项目的 ８０％在实施阶段

失败［４］。

人们通常会针对某个特定的用例

去捕获运行数据，例如质量保证、部

件追踪、过程控制等，并未打算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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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运行数据集成。数据集成 （ＩＴ／ＯＴ

集成）与特大型数据集的数据质量，

是搭建出强大的 ＩｏＴ平台的主要挑战

和重要的成本因素。

数据通常存在于多个数据源之中，

需要将数据联合起来分析，才能创造

出有价值的分析结果。这些数据包括

业务信息，诸如供应商明细、部件主

数据等，也包括从用于不同目的的多

种传感器中收集到的运行数据。仅仅

是组合或融合这些数据，往往会带来

错误的结果，从而导致数据无用且质

量较低。要想克服这一点，就有必要

重新思考数据管理的方式。通过内存

数据处理、分布式计算和以人为中心

的数据挖掘等技术，使得 ＩｏＴ平台支

持超大规模的数据，这将成为克服性

能约束的首选方案，同时，数据集成、

协调和管理的方法也需要创新。

１３３２　挑战：大数据和数据分析

在现有的项目和商业实现的过程

中，可以普遍地观察到以下几个趋势：

■ 人类自身，甚至是目前的中型

计算机，都无法处理由机器和传感器

产生的大量数据。在迄今为止的所有

项目中，这一事实已经显而易见，其

中最大的数据集包含由机器生成的半

个ＰＢ的数据。没有高性能计算的支

持，人类根本无法处理这些数据。

■ 迄今为止，计算机算法尚不能

精确可靠地预测任意机器或部件的故

障。目前也没有通用、可靠且健壮的

方法，可以预测单台机器或跨域工作

的机器群组的故障。与此同时，我们

必须有效地使用算法来为用户提供有

意义的信息，因为机器产生的数据量

不能依靠人力处理。

■ 此外，由于数据的低质量和错

误，数据池中的机器数据有 ５０％～
６０％不能用于机器学习。

■ 并不存在一套跨行业的标准数

据模型来进行 ＩＴ／ＯＴ集成。此外，客

户往往想要以他们指定的格式来查看

和分析数据。

１３３３　为满足 ＩｏＴ当前和未来的需

求，需要一种 “新方法”

这种 “新方法”中使用的概念模

型，应该是溯因推理 （试探性假设→

理论）或演绎推理 （理论→假设→观

察→确认）之一，而为此过程提供输

入的数据科学可以看作是归纳推理

（观察→模式→试探性假设→理论）。

如图Ｄ２所示，在大部分情况下，这

种互动式的迭代过程强调领域专家和

数据科学之间的合作 （观察→理论→

观察）。

ＩｏＴ平台应当做好准备，用内存数

据处理、分布式计算和经济高效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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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Ｄ２　新方法的概念模型

储等技术来支撑超大规模的数据集。

应用高级数据科学功能和预测型场景

将充分利用组织的整体过程效率。数

据管理功能应随时准备好检索 “原

始”数据，并尽可能推迟数据处理。

只有处理完成后才会清除数据，并且

应该将数据集成到对应业务问题的特

定格式中。

跨行业 ＩｏＴ平台的目标用户，主

要是例如机械工程、化学工程，或其

他工程和制造业相关领域的业务用户

和领域专家。这些用户将使用 ＩｏＴ平

台来管理公司核心业务或业务线中的

复杂流程，诸如检修、售后服务、质

量、保修、产量、能源效率、产品改

进和过程改进等。ＩｏＴ平台的另一个重

要的设计理念是，从数据科学家或其

他预处理数据源 （例如复杂关键指标

的计算），为领域专家提供信息片段，

使其分析过程中获得帮助，如图 Ｄ３

所示。

图Ｄ３　跨行业ＩｏＴ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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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３４　用例：铁路运营商的检修

优化

预测型检修技术提供了全面的资

产健康管理，以及针对检修计划和资

源使用 （例如备品备件）的优化决策

支持。这种优化基于健康评分、异常

检测、谱图分析和机器学习。

下面讨论的用例简要概述了铁路

运营商如何利用预测型检修与服务解

决方案，来管理机车或机车部件的检

修。这个例子分析了机车中使用的蓄

电池，或某些机器所使用的特殊蓄电

池 （诸如列车照明、引擎启动、信号、

通信或其他电子单元等）。蓄电池是机

车的重要组成，它们可能导致意外停

运。在早期识别出蓄电池故障，可以

显著地降低停运时间。

１３３５　现状

每台机车有超过 ５００００个部件，

它们需要定期检修。目前是基于物料

供应商提供的计划来安排部件的检修

活动。这些计划是通过里程或时间计

算得到的，目的是解决已实际发生的

或预见到的部件故障 （即校正型检

修）；并未应用数据挖掘。

１３３６　目标

■ 建立健壮的、可伸缩的开放平

台，用于改进技术辅助的检修运营。

■ 使用更复杂的算法来扩展基于

规则的方法，以便能够检测到额外的

模式和异常。

■ 基于每个部件的特定模式，推

动一种新的、更灵活、更有效的检修

计划安排方法。

１３３７　基于距离的损坏分析

为了执行基于距离的损害分析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ｂａｄａｃｔｏ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需

要从时间序列存储中提取出设备的传

感数据。然后需要基于学习模型的定

义，对所提取的数据进行解释、丰富

和转化。具体做法是计算每个部件

（例如蓄电池）相对参考部件所运行

的里程，使用 ＥＭＤ （ＥａｒｔｈＭｏｖｅｒｓ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算法并将距离保存在时间序

列存储中。当蓄电池寿命超过一定的

阈值时，则被认为处于不良状态。在

检修服务业务系统中，会生成警报并

创建服务通知，如图Ｄ４所示。

上述预测型检修方法将帮助运营

商在恰当的时间，执行所有需要的且

只执行必需的检修措施，从而确保资

源的可用性，降低运营成本和非计划

停运时间。

１３３８　ＩｏＴ平台的未来展望

ＩｏＴ平台应通过兼容时间、来源、

网络和格式的数据采集来支持实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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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Ｄ４　基于距离的损坏分析的数据提取样例

据融合。ＩｏＴ平台应能整合相邻平台和

系统的语义和语言。这将通过多平台

之间的数据传输，来实现 “平台的平

台”这一概念。

ＩｏＴ平台应支持在线分析，以及基

于经验的自我修复和自我学习，从而

更好地处理异常，并防止它们反复

发生。

ＩｏＴ平台应该具有高级的机器学习

功能、内置的随时可用的应用程序、

直观的可视化功能，以及从任何地方

无缝传输数据的设计理念，以便实现

实时数据采集、处理和传输，最终提

供实时的业务洞察。

在人无法到达或受到限制的作业

环境下 （例如石油钻井平台），注重

安全性的 ＩｏＴ平台的远程监控和远程

操作控制功能，将支撑更好的设备生

命周期管理。设备生命周期管理的概

念不限于上述的领域，而且涵盖了更

广阔的领域，例如资产的安装、配置、

检修，以及到达其操作寿命年限之后

的退役。

１３３９　未来ＩｏＴ平台的技术需求

最前沿的 ＩｏＴ平台应该支持装置

连接性和可扩展性，可以连接到多个

平台，并在它们之间共享信息，进行

简单的数据传输。

此外，ＩｏＴ平台应该拥有高级功

能，例如规则引擎和模态管理器。规

则引擎负责定义并设置标准，来探索

历史数据并开展学习过程；而模态管

理器负责将所识别或学到的模式嵌入

到分析库中。然后，人工智能和机器

学习算法可以利用所学到的模式，派

生出它们各自的模型。

ＩｏＴ平台的互操作性涉及在边缘网

络中的集成安全和远程管理，使 ＩｏＴ

解决方案可以拓展边缘网络上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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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由此提供了这样一种生态系统：

ＩｏＴ传感器网络可以连接到另一个网络

进行数据传输，并在边缘网络上提供

实时的上下文，将分析结果付诸实施。

在边缘上的实时分析与执行，可以避

免通信往返时延。

ＩｏＴ平台还应该提供高性能的消息

传递系统，用于传递实时事务数据，

以确保不稳定网络上的数据完整性。

平台的高级功能，可以支持分析应用

与微服务的无缝构建和部署。同时，

良好的用户体验需要平台提供高级接

口，例如虚拟建模和增强现实等。

“平台的平台”的未来成功依赖

于ＩｏＴ平台的当前标准集以及在边缘

网络中的装置连接性。

２　到特征功能的映射

２１　连接

功　　能 备　　注

　实时的态势处理 × 　包括实时的意义建构

　多系统连接 × 　连接到一个以上的系统

　远程功能 × 　驻留在产品之外的功能

　对任意带宽／协议的适应性 ×
　重新配置以适应任何带宽／协议→从硬件解决方案切换
到软件解决方案

　对新的连接性标准的升级能力 × 　能够通过软件升级到新的连接性标准

　合法拦截功能

　远程访问 ×

　身份认证和访问控制 ×

　可靠性和完整性 ×

２２　处理

功　　能 备　　注

　内置分析 （ｏｎｂｏａｒｄ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

　外接分析 （ｏｆｆｂｏａｒｄ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

　机器学习 ×

　情境化 ×

　匿名化

　信息聚合 ×

　语义互操作性 ×

　装置的动态组合 × 　装置的动态组合，用于实现自愈／弹性

　动态可配置性 　根据需求变化，装置可由自身或系统动态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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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功　　能 备　　注

　追踪数据所有权 ×

（群体）感知

２３　存储

功　　能 备　　注

　数字产品存储 × 　全生命周期；产品谱系

　模式识别 × 　基于人工智能／机器学习

　性能数据 × 　用于分析

２４　感知

功　　能 备　　注

　应对越来越多的具有传感功能的装置 ×

　传感数据的介导交换 ×

　数据可信度 ×

　原始数据的净化 ×

　超精密定位能力

　隐私

　数据完整性 ×

　要求认证的复杂传感器

　重新配置传感器的能力 ×

２５　执行

控制接口装置

功　　能 备　　注

　校准 ×

　装置群组的控制 × 　运行时和配置

　装置的动态组合 × 　动态地将装置装载／分配到一个群组

　根据情境而调整装置的控制方式 ×

　安全要求 ×

　认证、访问控制及授权 ×

　发言权控制
　在被允许的人当中，谁能真正控制系统，以及交接机
制是什么

　群体／自我优化的控制智能

　群体安全控制

　情境感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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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Ｉ／Ｏ

功　　能 备　　注

　触觉接口

　多装置用户接口 ×

　虚拟建模 ×

　仿真 ×

　可访问性 　针对残疾人

　增强现实 × 　例如眼镜

　可用性和用户体验 ×

２６　安全

功　　能 备　　注

　端到端策略管理 × 　整合所有策略

　关于可用的物理资源和安全性的优化框架 ×
　关于可用的物理资源／安全鲁棒性的优化框架 （ＩＳＯ
２７００１中的ＰＤＣＡ循环法）

　弹性 × 　包括信息—物理攻击

　容错性 × 　包括信息—物理攻击

　对系统威胁的检测和响应 ×
　观察—判断—决策—行动
（ＯＯＤＡ，ｏｂｓｅｒｖｅｏｒｉｅｎｔｄｅｃｉｄｅａｃｔ）

　装置的监控 ×

　对威胁的协调与分析 ×

　身份管理 × 　联合身份管理，系统间的ＩＤ相关，…

　装置的ＩＤ保护 ×

　真实性管理 × 　数据的可说明性／不可抵赖性

　异常检测 ×

３　下一代技术

下一代技术 备　　注

连接技术

　下一代卫星通信的传输层协议 　高带宽，高时延

　第五代蜂窝接入系统 （５Ｇ） ×

　低功耗无线接入网络 （ｌｏｗｐｏｗｅｒ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ａｃｃｅｓｓ，ＬＰＷＡＮ）

处理技术

　系统配置与动态组合 ×

　数据情境化 ×

　自主数据交换 ×

　传感融合技术 ×

　机器学习 ×

　虚拟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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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下一代技术 备　　注

存储技术 　数字产品存储 ×

感知技术 　超精密定位技术

可执行技术

　增强现实 ×

　虚拟现实

　触觉互联网

安全技术

　物的标识 ×

　同态加密 ×

　可搜索加密

　可信建立 ×

　安全系统协同技术 ×

　通过使用控制的隐私

　持续安全性审计

　用于ＩｏＴ的ＩＡＭ技术 × 　身份和访问管理

　应用隔离与安全边界技术 ×

４　必要的未来标准

标准需求 备　　注

连接技术

　实现５Ｇ的标准 ×

　用于在卫星和装置之间支持更高的带宽／时延的新传输层协议
的标准

　ＩｏＴ设备具有升级到新连接标准的能力的标准 ×

处理技术

　信息交换模型 ×

　语义元数据定义标准和模型 ×

　数据交换模型及接口和相关标准 ×

　自主数据交换配置文件和交换机制 ×

　元数据标注模型和接口

　情境化信息模型 ×

　元数据情境标准

存储技术 　数字产品存储的标准化

感知技术

　元数据的标准 ×

　超精密定位技术的抽象标准

　传感器数据隐私标准
　终端客户和消费者可以选择启用
或停用

　传感融合标准 ×

　发展传感器元模型的标准，可以
促进非结构化噪声数据转换成高层

次的领域知识，传感器元模型用于

提取传感器的观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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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标准需求 备　　注

可执行技术

　用于唯一地识别控制接口装置分组的标准模板

　用于规范ＩｏＴ用户跨系统Ｉ／Ｏ的通用标准

　独特的ＩｏＴ可访问性要求的标准
　反映超越传统人机 Ｉ／Ｏ的高级
ＩｏＴ服务

安全技术

　社会系统中的ＩＤ联合标准

　信息—物理攻击保护标准 ×

　同时连接多个系统的装置标识符的标准
　例如 Ｗ３Ｃ的国际化资源标识符
（ＩＲＩ，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

　用于建立平台完整性可信的标准协议 ×

　协作型安全框架
　支持在相互依赖的系统之间交换
网络威胁情报

　实现在相互依赖系统之间的安全性能力评估的成熟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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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Ｅ———用例
智慧城市

１　用例描述

１１　用例名称

具备智能安全 ＩｏＴ平台的智慧

城市。

１２　用例范围和目标

１２１　范围

智慧城市集成了来自传感、处理、

执行、通信、安全角度的多种 ＩＣＴ技

术，以智能安全的方式增强资源管理、

信息透明度、执行效率。

１２２　目标

欧洲智慧城市项目［５７］一直在考虑

智能政务、智能移动、智能公众事业、

智能建筑和智能环境等不同的服务部

门，以评估欧洲城市的智能化水平。

跨域技术集成和信息聚合将是具有先

进智能和安全技术的下一代 ＩｏＴ平台

的基本要求。因此，这里考虑的是一

个提供各种类型服务 （包括公共安全、

城市绩效、城市出行、移动操作中心

和智能公众事业使用）的智慧城市，

为下一代智能和安全 ＩｏＴ平台提供具

体用例。

１３　用例叙述

本用例属于公众领域。

１３１　用例总结

在智慧城市中，部署了多种类型

的传感器和数据源，例如温度、湿度、

噪声、气体和运动传感器，相机，移

动设备，网络监听器，智能仪表和水

表，实现城市的动态监测。基于语义

互操作，将多模态传感信息转换为跨

领域和实时信息聚合。此外，各类型

先进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可方便地访

问这些信息聚合，为居民和多个机构

提供服务，实现智能行为。智慧城市

用例包括公共安全、城市绩效、城市

出行、移动操作中心和智能公众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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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等各种城市中代表性的应用服务。

此外，智慧城市用例展现了下一代ＩｏＴ

平台在传感、处理、存储、连接和执

行等先进技术的可行性，将创建更加

智能和安全的城市生活环境。

１３２　用例性质

１３３　完整描述

具备智能安全 ＩｏＴ平台的智慧城

市提供许多有前景的 ＩｏＴ服务，如图

Ｅ１所示。首先，为加强公共安全，

应急响应技术将评估撤离人员的密度

以及深入搜索和救援所需的资源。第

二，为建设智能环境，将交通、空气

质量、噪声水平、人群层次等数据用

于城市绩效查询。第三，为实现智能

出行，人群检测技术将捕获人群移动

性并分析城市中的人群移动行为，以

增强公众交通服务，从而避免过度拥

挤的出行体验。第四，为实现智能公

众设施以及智能建筑，智能计量系统

记录水／电使用量，并自动向公用事业

机构进行报告，同时提供若干节能建

议。第五，为实现智能政务以提高城

市安全性，利用图像处理和识别技术

辅助刑事侦察，例如识别罪犯或被盗

车辆，帮助破获更多犯罪行为。最后，

为响应智慧城市中的动态需求，移动

操作中心通过在多个组织机构和用户

之间的控制数据所有权的安全认证过

程，可以在不同的组织机构之间动态

地交换实时传感数据流。所有上述智

慧城市服务显著依赖于来自连接对象、

装置、云和代理的传感数据的不同等级

的聚合，这些聚合将被传送给居民和多

个机构以实现智能服务 （包括执行）。

以下给出智慧城市的一个具体案

例，以解释这些智能服务是如何以智

能安全的方式相互合作的。紧急状态

检测和响应的一个具体事例场景如下：

当城市发生紧急情况时 （例如由于化

学事故或恐怖袭击而发生大爆炸），人

群检测、城市出行和城市绩效查找技

术将给疏散事件的相关人员提供人群

层次、人流、公共交通的使用和交通

状况的全透明信息。同时，设立动态

移动操作中心以支持现场救援行动。

这些移动操作中心将与多个机构管理

合作来管理和调度资源 （例如救护车、

自主车辆、消防车和警车）。此外，派

遣搜救机器人和自主车辆为受害者提

供救援。为了避免在应急响应期间发

生网络攻击，移动操作中心将控制数

据访问权限和数据所有权。在恐怖袭

击的情况下，城市监控将检测可疑人

员并进行面部识别，以促进警方和应

急响应机构之间的合作。面部识别也

可以用来寻找丢失的孩子和亲人。由

此可见，先进的技术使信息聚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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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城市的智能性、安全性和保密性。

在下一代平台中，为实现信息聚合，

物体、装置、边缘节点、执行器、机

构和服务之间的连接将是多对多的，

而不是局限于现有的多对一或一对一

连接。单个的数据源不仅为单个企业

云提供信息，也可以为多个连接云提

供信息。

１４　用例图解

图Ｅ１为基于智能安全ＩｏＴ平台的

智慧城市示意图。

图Ｅ２为具备智能安全ＩｏＴ平台的

智慧城市愿景图示。

图 Ｅ１　基于智能安全ＩｏＴ平台的智慧城市

图Ｅ２　具备智能安全ＩｏＴ平台的智慧城市愿景

８０１



附录Ｅ

１５　用例条件

１５１　假定条件

假设智能对象部署在未来的城市。

这些智能对象具有存储、连接、传感、

处理和执行的基本能力，如图 Ｅ２所

示。通过这些基本能力，就可以感知

城市中的环境信息、流动性、能源或

水的使用、视频流和交通信息等。同

时，每个智能对象可以连接到多个智

能对象和多个实体 （例如应用程序和

服务平台），从而实现智慧城市。

１５２　前提

现有的 ＩｏＴ平台与边缘协作以从

不同数据源收集数据。下一代 ＩｏＴ平

台的演进将支持多种先进功能，包括：

① 语义互操作性；② 边缘和云之间的

自优化；③ 传感融合和处理；④ 边缘

感知流处理。

１６　关于用例的更多信息

１６１　最新进展

传感融合和处理：传感融合和处

理技术代表了组合来自多个传感器的

观测结果的过程，以提供相关知识的

完备描述。典型的传感融合技术是基

于概率建模 （例如粒子滤波器或卡尔

曼滤波器）［５８］，将多种类型的传感数

据流合并成单个模型，在机器人控制、

定位和环境监测领域被广泛采用。关于

人的流动性分析，可以使用在图像帧中

检测到的人体轮廓来计算人数［５９］，基

于传感器的方法从多模态传感器数据中

提取特征，构建数据挖掘模型，从而确

定室内场所的占用水平［６０］。

ＩｏＴ标准：目标愿景是在 ＩｏＴ和智

慧城市平台上支持语义互操作性。为

了实现这一愿景，来自Ｍ２Ｍ系统的信

息流 （可能基于 ｏｎｅＭ２Ｍ标准）可以

被自动映射到基于下一代服务接口

（ＮＧＳＩ）的情境化信息模型，且该模

型被定义作为 ＦＩＷＡＲＥ中的标准。转

换过程可以由语义介导网关 （ＳＭＧｓ）

处理，以使用语义信息以及转换例程

库将不同的信息模型映射到公共模型。

转换的元数据也可以用于更快地发现

可用资源、自动信息整合以及改进的

大数据分析功能。

２　到特征功能的映射

语义互操作性：互操作性指 “两

个或多个系统或组件交换数据和使用

信息的能力”［６１］。当交互系统将相同

的含义赋予交换的数据片段时，实现

了语义互操作性，从而确保跨系统数

据的一致性，而不考虑个别数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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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使用在本体中指定的共享词汇表

来明确地定义语义。语义互操作性可

被应用于 ＩｏＴ系统的各个部分，例如

云端的 ＩｏＴ平台，还延伸到边缘组件

和ＩｏＴ装置。

边缘和云之间的自优化：智慧城

市应用程序通常依赖于不同级别的各

种数据处理任务，以从地理分布式ＩｏＴ

数据源中获得实时洞察。在基于云—

边缘的环境中，这些任务可以动态分

配到云或边缘，以满足一定的优化目

标，例如减少边缘和云之间的带宽消

耗，或将从原始传感器数据提取分析

结果的时延最小化。跨边缘和云的任

务部署优化由 ＩｏＴ平台完成，可以基

于应用开发者的特殊需求在设计阶段

进行部署，也可以基于系统实时的监

测信息在运行阶段部署。例如，在视

频监控系统中，我们可能需要四个处

理任务来从摄像机视频中检测嫌疑人，

即视频流读取器、图像提取、面部提

取和面部识别。为了节省带宽消耗，

前三种类型的任务可以分配给边缘，

只有检测到的面部需要发送到云端进

行识别。在运行期间，如果相关联的

边缘节点过载，则其中的一部分任务

可以从边缘迁移回云端。

传感融合和处理：先进传感融合

和处理技术必须能够处理实时流，并

且能进行超实时预测，而不需要过多

的预先训练。例如，轻量级设备可以

基于局部的观测数据，执行内置 （ｏｎ

ｂｏａｒｄ）的学习，并向智慧城市应用提

供建议。同时，为了使智慧城市应用

更高效，轻量级预测模型是下一代ＩｏＴ

平台的优先选择。

边缘感知流处理：边缘感知流处

理涉及在并行联网系统上运行的软件

解决方案，以方便和管理应用程序的

执行 （或处理拓扑结构）。传统上边

缘感知流处理运行的系统是服务器集

群，但是它们可以是任何一组联网装

置，即包括集群的设备可能是异构的

并且是物理分布的。服务器集群的传

统方案源于以下事实：大量数据流是

来自网络分析应用，而在异构和地理

分布式节点运行边缘感知流处理的方

案被ＩｏＴ产生和分析的巨大数据流所

促进。对于边缘感知流处理的一个重

要挑战是优化所谓的处理拓扑。现有

的解决方案已经尝试基于在拓扑任务

之间的数据流量和／或基于关于主机服

务器及其网络连接的状态信息来优化

配置。然而，在许多 ＩｏＴ方案中，关

键的低时延要求出现在处理拓扑的边

缘，即在处理步骤与诸如执行器或数

据库的外部ＩＴ或ＩｏＴ实体之间。因此，

“边缘感知”处理技术的目标是在部

署优化期满足某些服务质量要求。

标准兼容的 ＩｏＴ平台：标准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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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ＩｏＴ平台通过向应用程序隐藏ＩｏＴ安

装的复杂性，使智能应用程序易于开

发。因此，标准兼容的中间件可以被

设计为：向应用提供单个联系点，并

将应用与底层装置隔离。同时，它们

可以与大量 ＩｏＴ设备和网关主动通信，

并获取正在运行的 ＩｏＴ应用信息。用

于高效数据模型 （例如ＮＧＳＩ）的一些

技术标准可以促进标准兼容的中间件

组件的实现。

２１　连接

功　　能 备　　注

　实时的态势处理 × 　包括实时的意义建构

　多系统连接 × 　连接到一个以上的系统

　远程功能 × 　驻留在产品之外的功能

　对任意带宽／协议的适应性 ×
　重新配置以适应任何带宽／协议→从硬件解决方案切换
到软件解决方案

　对新的连接性标准的升级能力 　能够通过软件升级到新的连接性标准

　合法拦截功能 ×

　远程访问 ×

　身份认证和访问控制 ×

　可靠性和完整性 ×

２２　处理

功　　能 备　　注

　内置分析 （ｏｎｂｏａｒｄ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

　外接分析 （ｏｆｆｂｏａｒｄ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

　机器学习 ×

　情境化 ×

　匿名化 ×

　信息聚合 ×

　语义互操作性 ×

　装置的动态组合 × 　装置的动态组合，用于实现自愈／弹性

　动态可配置性 × 　根据需求变化，装置可由自身或系统动态的配置

　追踪数据所有权 ×

（群体）感知 ×

２３　存储

功　　能 备　　注

　数字产品存储 　全生命周期；产品谱系

　模式识别 × 　基于人工智能／机器学习

　性能数据 × 　用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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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感知

功　　能 备　　注

　应对越来越多的具有传感功能的装置 ×

　传感数据的介导交换 ×

　数据可信度 ×

　原始数据的净化 ×

　超精密定位能力 ×

　隐私 ×

　数据完整性 ×

　要求认证的复杂传感器 ×

　重新配置传感器的能力 ×

２５　执行

控制接口装置

功　　能 备　　注

　校准 ×

　装置群组的控制 × 　运行时和配置

　装置的动态组合 × 　动态地将装置装载／分配到一个群组

　根据情境而调整装置的控制方式 ×

　安全要求 ×

　认证、访问控制及授权 ×

　发言权控制 ×
　在被允许的人当中，谁能真正控制系统，以及交接机
制是什么

　群体／自我优化的控制智能 ×

　群体安全控制 ×

　情境感知控制 ×

用户Ｉ／Ｏ

功　　能 备　　注

　触觉接口

　多装置用户接口 ×

　虚拟建模 ×

　仿真 ×

　可访问性 × 　针对残疾人

　增强现实 × 　例如眼镜

　可用性和用户体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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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安全

功　　能 备　　注

　端到端策略管理 × 　整合所有策略

　关于可用的物理资源和安全性的优化框架 ×
　关于可用的物理资源／安全鲁棒性的优化框架 （ＩＳＯ
２７００１中的ＰＤＣＡ循环法）

　弹性 × 　包括信息—物理攻击

　容错性 × 　包括信息—物理攻击

　对系统威胁的检测和响应 ×
　观察—判断—决策—行动
（ＯＯＤＡ，ｏｂｓｅｒｖｅｏｒｉｅｎｔｄｅｃｉｄｅａｃｔ）

　装置的监控 ×

　对威胁的协调与分析 ×

　身份管理 × 　联合身份管理，系统间的ＩＤ相关，…

　装置的ＩＤ保护 ×

　真实性管理 × 　数据的可说明性／不可抵赖性

　异常检测 ×

３　下一代技术

下一代技术 备　　注

连接技术

　下一代卫星通信的传输层协议 × 　高带宽，高时延

　第五代蜂窝接入系统 （５Ｇ） ×

　低功耗无线接入网络 （ｌｏｗｐｏｗｅｒ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ａｃｃｅｓｓ，ＬＰＷＡＮ） ×

处理技术

　系统配置与动态组合 ×

　数据情境化 ×

　自主数据交换 ×

　传感融合技术 ×

　机器学习 ×

　虚拟化 ×

存储技术 　数字产品存储 ×

感知技术 　超精密定位技术 ×

可执行技术

　增强现实 ×

　虚拟现实 ×

　触觉互联网 ×

安全技术

　物的标识 ×

　同态加密 ×

　可搜索加密 ×

　可信建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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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下一代技术 备　　注

安全技术

　安全系统协同技术 ×

　通过使用控制的隐私 ×

　持续安全性审计 ×

　用于ＩｏＴ的ＩＡＭ技术 × 　身份和访问管理

　应用隔离与安全边界技术 ×

４　必要的未来标准

标准需求 备　　注

连接技术

　实现５Ｇ的标准 ×

　用于在卫星和装置之间支持更高的带宽／时延的新传输层协议
的标准

×

　ＩｏＴ设备具有升级到新连接标准的能力的标准 ×

处理技术

　信息交换模型 ×

　语义元数据定义标准和模型 ×

　数据交换模型及接口和相关标准 ×

　自主数据交换配置文件和交换机制 ×

　元数据标注模型和接口 ×

　情境化信息模型 ×

　元数据情境标准 ×

存储技术 　数字产品存储的标准化 ×

感知技术

　元数据的标准 ×

　超精密定位技术的抽象标准 ×

　传感器数据隐私标准 ×
　终端客户和消费者可以选择启用
或停用

　传感融合标准 ×

　发展传感器元模型的标准，可以
促进非结构化噪声数据转换成高层

次的领域知识，传感器元模型用于

提取传感器的观测结果

可执行技术

　用于唯一地识别控制接口装置分组的标准模板 ×

　用于规范ＩｏＴ用户跨系统Ｉ／Ｏ的通用标准 ×

　独特的ＩｏＴ可访问性要求的标准 ×
　反映超越传统人机 Ｉ／Ｏ的高级
ＩｏＴ服务

安全技术

　社会系统中的ＩＤ联合标准 ×

　信息—物理攻击保护标准 ×

　同时连接多个系统的装置标识符的标准 ×
　例如 Ｗ３Ｃ的国际化资源标识符
（ＩＲＩ，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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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标准需求 备　　注

安全技术

　用于建立平台完整性可信的标准协议 ×

　协作型安全框架 ×
　支持在相互依赖的系统之间交换
网络威胁情报

　实现在相互依赖系统之间的安全性能力评估的成熟度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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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Ｆ———用例

社会传感器

１　 用例描述

１ １　 用例名称

社会传感器ꎮ

１ ２　 用例范围和目标

１ ２ １　 范围

本用例解决数据采集、 数据聚合

以及如何将数据提供给用户等问题ꎬ

不涉及数据分析ꎮ

１ ２ ２　 目标

说明对可信、 隐私、 数据所有权

和互操作性的要求ꎮ

１ ３　 用例叙述

１ ３ １　 用例总结

社会传感器服务的目的是收集用

户所产生的庞大数据ꎬ 然后把它们匿

名化并进行编译ꎬ 从而能够显示出整

个社会团体的利益而不是仅仅权衡个

体的利益ꎮ 本用例来自于文献 [６２]

所提出的 ＩｏＴ场景ꎮ

１ ３ ２　 用例性质

政府关注热点ꎮ

１ ３ ３　 完整描述

在家庭或周围环境中对某些重要

参数 的 监 测 方 式 越 来 越 多ꎮ 例 如

ｂｗｉｒｅｄ ｎｌ网站提供的场景ꎬ 每个用户

都可以拥有一定数量的传感器ꎬ 来监

视和测量与家庭或周边环境有关的参

数 (如环境温度、 湿度以及与污染、

噪声和其他元素有关的各种参数等)ꎮ

社会传感器服务的目的是收集用

户产生的庞大数据ꎬ 然后把这些数据

匿名化并进行汇编ꎬ 从而显示出整个

社会团体的利益而不是仅仅权衡个体

行为的利益ꎮ 例如ꎬ 可以计算参数的

中值或平均值ꎬ 并允许用户将自己的

一组参数与 “平均值集合” 进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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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ꎮ 通过这种方式ꎬ 个体可以知道自

己在一组 “市民道德行为” 集合所处

的位置ꎬ 例如建立能源消费足迹等ꎮ

事实上ꎬ 此类数据分析能够激励良性

竞争ꎬ 甚至能够激励在对全社会有益

的活动方面的改进或创新ꎮ 另一种可

能的使用方式是将用户产生的数据集

成起来ꎬ 将市民收集到的数据和参数

与公共管理所提供的官方数据做比对ꎬ

例如在大城市的特定区域中控制当地

污染情况ꎬ 并比对官方监测数据ꎮ 社

交服务可在环境监测、 电子政务及智

能家居等得到应用ꎮ

“社会传感器” 服务的目的是在

某个特定的环境中 (例如家庭) 汇聚

通过传感器收集的测量和信息ꎬ 并在

一个更大的情境中 (例如社区) 分享

信息ꎮ 数据、 测量和信息可以用于产

生与环境运行有关的知识 (例如模式

分析)ꎮ 对于用户和传感器网络的所有

者来说ꎬ 其重要特征是允许在更大的

范围内共享数据ꎮ 该服务的特点是ꎬ

在不同的管理域 (例如家庭、 公司、

公共管理和政府、 社会网络)ꎬ 有可能

需要访问和使用来自传感器所产生的

数据流ꎮ 已有的实践表明ꎬ 独立的传

感器网络可以通过合作来提供更广泛

的服务ꎮ

本用例中包含三个参与者:

(１) 传感器供应商ꎮ 实际上该参

与者拥有许多方面的家庭或办公室的

传感器网络ꎬ 管理监视日常生活或业

务ꎬ 包括水、 电消耗以及上门广告的

频率ꎬ 以及许多以 “家庭” 为中心的

活动ꎮ 数据反映了居民的行为ꎬ 存储

和分析这些数据ꎬ 可以描述家庭或公

司的社会生活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

发展ꎬ 这种描述是很有价值的ꎮ 传感

器供应商可以将数据推送到集中器ꎬ

集中器也可以直接拉取数据ꎮ

(２) 集中器ꎮ 该参与者收集并妥

善处理数据ꎬ 其任务是: 处理数据表

示的差异性ꎬ 在数据经过匿名化之后ꎬ

以有意义的方式组织数据ꎮ 集中器也

可以是一个分布式传感器网络的提供

者ꎬ 或其他数据采集网络的所有者ꎬ

如公共设施、 网络运营商ꎬ 或公共行

政 /政府机构ꎮ

(３) 用户ꎮ 是所有信息的最终使

用者ꎮ 用户可以是一个使用源数据以

确定公民的社会行为的公司或程序员ꎬ

也可以是非常具体的个体集合 (例如:

某个特定社区的居民)ꎮ

服务的概念很明确ꎬ 如图 Ｆ￣１ 所

示ꎮ 传感器供应商是信息的生产者ꎬ

该信息被集中器收集和匿名化ꎬ 以统

一数据格式和信息的多样性ꎮ 从不同

的传感器供应商汇聚数据ꎬ 为用户提

供不同的视图和 /或推断的信息ꎮ 数据

集需要进行规范化ꎬ 以使其可用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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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生成和产生不同的数据格式)ꎮ 用

户可以访问数据ꎬ 或者可以利用它作

为行为基准ꎮ 集中器也可以集成自己

的传感器基础设施来创建一个更大的

数据集ꎮ 应用的范围可以非常简单也

可以非常复杂ꎬ 如使用市民的温度计

读数来确定城市平均气温ꎬ 使用运动

传感器或移动运营商的数据来跟踪穿

越城市的可疑人员ꎬ 等等ꎮ

社会传感器服务在概念上是简

单的ꎬ 然 而ꎬ 由 于 以 下 三 个 因 素ꎬ

它也是很复杂的ꎮ 首先ꎬ 需要规范

化的异构数据源 (即不同的传感器ꎬ

其功能不同、 数据表示和格式也不

同) ꎮ 其次ꎬ 有必要对属于个人领域

(即允许特定用户之间的数据值映

射) 的数据做匿名化ꎮ 第三ꎬ 需要

整合来自不同的环境和领域的数据ꎬ

以解决通信、 互通和数据可靠性的

相关问题ꎮ

１ ４　 用例图解

图 Ｆ￣１ 为社会传感器服务的用例

和参与者ꎮ

图 Ｆ￣１　 社会传感器服务的用例和参与者

１ ５　 用例条件

１ ５ １　 假定条件

传感器供应商同意向数据集中器

提交真实数据ꎮ

１ ５ ２　 先决条件

■ 可以集成由不同传感器供应商

产生的数据ꎮ
■ 收集的数据可以被适当的匿名化ꎮ
■ 对于传感器供应商的数据ꎬ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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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需要传感器供应商具备跟踪和控制

数据使用的能力ꎮ

１ ６　 关于用例的更多信息

１ ６ １　 最新进展

目前的通信技术可用来收集来

自家庭和办公室的固定传感器的数

据ꎬ 但还不能完全满足需求ꎬ 例如

无人机围绕建筑飞行过程中的数据

收集ꎮ

２　 到特征功能的映射

２ １　 连接

功　 　 能 备　 　 注

实时的态势处理 包括实时的意义建构

多系统连接  连接到一个以上的系统

远程功能 驻留在产品之外的功能

对任意带宽 /协议的适应性
重新配置以适应任何带宽 /协议→从硬件解决方案切换到软

件解决方案

对新的连接性标准的升级能力 能够通过软件升级到新的连接性标准

合法拦截功能

远程访问  

身份认证和访问控制  

可靠性和完整性  

２ ２　 处理

功　 　 能 备　 　 注

内置分析 (ｏｎｂｏａｒｄ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外接分析 (ｏｆｆｂｏａｒｄ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机器学习  

情境化  

匿名化  

信息聚合  

语义互操作性  

装置的动态组合 装置的动态组合ꎬ 用于实现自愈 /弹性

动态可配置性 根据需求变化ꎬ 装置可由自身或系统动态的配置

追踪数据所有权  

(群体) 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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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ｏＴ ２０２０: 智能安全的物联网平台 (中英文版)

２ ３　 存储

功　 　 能 备　 　 注

数字产品存储 全生命周期ꎬ 产品谱系

模式识别 基于人工智能 /机器学习

性能数据 用于分析

２ ４　 感知

功　 　 能 备　 　 注

应对越来越多的具有传感功能的装置  

传感数据的介导交换  

数据可信度  

原始数据的净化  

超精密定位能力

隐私  

数据完整性  

要求认证的复杂传感器

重新配置传感器的能力

２ ５　 执行

控制接口装置

功　 　 能 备　 　 注

校准  

装置群组的控制 运行时和配置

装置的动态组合  动态地将装置装载 /分配到一个群组

根据情境而调整装置的控制方式

安全要求

认证、 访问控制及授权  

发言权控制  
在被允许的人当中ꎬ 谁能真正控制系统ꎬ 以及交接机制是

什么

群体 /自我优化的控制智能

群体安全控制

情境感知控制

用户 Ｉ / Ｏ

功　 　 能 备　 　 注

触觉接口

多装置用户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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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功　 　 能 备　 　 注

虚拟建模

仿真

可访问性 针对残疾人

增强现实 例如眼镜

可用性和用户体验

２ ６　 安全

功　 　 能 备　 　 注

端到端策略管理  整合所有策略

关于可用的物理资源和安全性的优化框架
关于可用的物理资源 /安全鲁棒性的优化框架 ( ＩＳＯ ２７００１

中的 ＰＤＣＡ循环法)

弹性 包括信息—物理攻击

容错性 包括信息—物理攻击

对系统威胁的检测和响应  
观察—判断—决策—行动
(ＯＯＤＡꎬ ｏｂｓｅｒｖｅ￣ｏｒｉｅｎｔ￣ｄｅｃｉｄｅ￣ａｃｔ)

装置的监控  

对威胁的协调与分析

身份管理  联合身份管理ꎬ 系统间的 ＩＤ相关ꎬ 

装置的 ＩＤ保护  

真实性管理  数据的可说明性 /不可抵赖性

异常检测

３　 下一代技术

下一代技术 备　 　 注

连接技术

下一代卫星通信的传输层协议 高带宽ꎬ 高时延

第五代蜂窝接入系统 (５Ｇ)

低功耗无线接入网络 (ｌｏｗ ｐｏｗｅｒ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ａｃｃｅｓｓꎬ ＬＰＷＡＮ)  

处理技术

系统配置与动态组合

数据情境化  

自主数据交换  

传感融合技术  

机器学习  

虚拟化

存储技术 数字产品存储

感知技术 超精密定位技术

可执行技术

增强现实

虚拟现实

触觉互联网

１２１



ＩｏＴ ２０２０: 智能安全的物联网平台 (中英文版)

续表

下一代技术 备　 　 注

安全技术

物的标识  

同态加密  

可搜索加密  

可信建立  

安全系统协同技术  

通过使用控制的隐私  

持续安全性审计

用于 ＩｏＴ的 ＩＡＭ技术  身份和访问管理

应用隔离与安全边界技术

４　 必要的未来标准

标准需求 备　 　 注

连接技术

实现 ５Ｇ的标准

用于在卫星和装置之间支持更高的带宽 /时延的新传输层协议
的标准

ＩｏＴ设备具有升级到新连接标准的能力的标准

处理技术

信息交换模型  

语义元数据定义标准和模型  

数据交换模型及接口和相关标准  

自主数据交换配置文件和交换机制  

元数据标注模型和接口

情境化信息模型  

元数据情境标准

存储技术 数字产品存储的标准化

感知技术

元数据的标准  

超精密定位技术的抽象标准

传感器数据隐私标准
终端客户和消费者可以选择启用

或停用

传感融合标准

发展传感器元模型的标准ꎬ 可以
促进非结构化噪声数据转换成高层
次的领域知识ꎬ 传感器元模型用于
提取传感器的观测结果

可执行技术

用于唯一地识别控制接口装置分组的标准模板

用于规范 ＩｏＴ用户跨系统 Ｉ / Ｏ的通用标准

独特的 ＩｏＴ可访问性要求的标准
反映超越传统人机 Ｉ / Ｏ 的高级 ＩｏＴ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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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标准需求 备　 　 注

安全技术

社会系统中的 ＩＤ联合标准  

信息—物理攻击保护标准  

同时连接多个系统的装置标识符的标准  
例如 Ｗ３Ｃ 的国际化资源标识符

(ＩＲＩ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

用于建立平台完整性可信的标准协议  

协作型安全框架  
支持在相互依赖的系统之间交换

网络威胁情报

实现在相互依赖系统之间的安全性能力评估的成熟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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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Ｇ———用例

为乘客 (包括有特殊需要的乘客) 改善公共交通的出行体验

１　 用例描述

１ １　 用例名称

为乘客 (包括有特殊需要的乘

客) 改善公共交通的出行体验ꎮ

１ ２　 用例范围和目标

１ ２ １　 范围

此用例涉及 ＩｏＴ系统的适应性ꎮ

１ ２ ２　 目标

为了说明关于分析、 机器学习和

隐私的要求ꎮ

１ ３　 用例叙述

１ ３ １　 用例总结

ＩｏＴ 系统帮助乘客 (包括有特殊

需要的乘客) 根据他们的需求和偏好

来选择一条到达目的地的路线ꎬ 并检

查乘客是否按计划出行ꎮ 该系统还可

以调整公共交通的运行ꎬ 如公共汽车

和火车ꎬ 以便更好地服务于乘客的需

求ꎮ 本用例是文献 [ ６３] 中给出的

ＩｏＴ场景的扩展ꎮ

１ ３ ２　 用例性质

消费者关注热点ꎮ

１ ３ ３　 完整描述

该用例涉及 ＩｏＴ 系统ꎬ 其以更自

主的方式发展和行动ꎬ 从而更加可靠

和智能ꎮ

ＩｏＴ系统帮助乘客 (包括有特殊需

要的乘客)ꎮ 乘客在系统中输入起点、

目的地和出行的日期和时间ꎮ 基于乘

客提供的信息、 需求和偏好ꎬ 系统提

供优化路线ꎮ 该系统选择检查点ꎬ 用

来检查乘客是否按计划出行ꎮ 如果发

现出行未按计划ꎬ ＩｏＴ 系统给出提醒ꎮ

为了执行检查点ꎬ 通过分析实际的用

户数据以及从运输服务方 (如公共汽

车运营商、 铁路运营商和警方) 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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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来收集关于平均出行时间的数

据ꎮ ＩｏＴ系统使用的数据包括乘客的时

间表、 地点和交通方式ꎬ 这些是与乘

客隐私相关的数据ꎮ ＩｏＴ系统可以与公

共交通系统合作ꎬ 使得这些系统可以

更好地满足乘客需求ꎮ 例如ꎬ 公共汽

车运营商可以与 ＩｏＴ 系统合作ꎬ 变更

可以接入轮椅的公交车的路线ꎬ 为坐

轮椅的乘客提供服务ꎮ

ＩｏＴ系统能够基于操作经验进行自

学习ꎬ 同时情境知识的获取和分析可

以让系统意识到可能影响其行为的条

件和事件ꎮ 自适应选择方法适用于由

真实世界动态性而引入的不确定性和

波动性ꎮ 管理决策和运行时适应性将

基于 ＩｏＴ 系统的安全性、 可信性、 管

理面、 位置、 关系、 信息和情境属

性等ꎮ

１ ４　 用例图解

图 Ｇ￣１为参与者及改善出行体验

的用例ꎮ

图 Ｇ￣１　 参与者及改善出行体验的用例

１ ５　 用例条件

１ ５ １　 假定条件

已经在每个检查点部署了传感器

等设备来检测乘客的通行ꎬ 可以利用

乘客的智能手机实现ꎮ

１ ５ ２　 先决条件

乘客的隐私需要受到保护ꎮ

１ ６　 关于用例的更多信息

１ ６ １　 最新进展

已经有基于乘客偏好 (例如更

低的成本、 更短的时间) 的路线导

航系统ꎬ 尚不确定平均行驶时间是

否由 路 线 导 航 系 统 中 的 数 据 分 析

获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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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ｏＴ ２０２０: 智能安全的物联网平台 (中英文版)

２　 到特征功能的映射

２ １　 连接

功　 　 能 备　 　 注

实时的态势处理  包括实时的意义建构

多系统连接 连接到一个以上的系统

远程功能 驻留在产品之外的功能

对任意带宽 /协议的适应性
重新配置以适应任何带宽 /协议→从硬件解决方案切换到软

件解决方案

对新的连接性标准的升级能力 能够通过软件升级到新的连接性标准

合法拦截功能

远程访问  

身份认证和访问控制  

可靠性和完整性  

２ ２　 处理

功　 　 能 备　 　 注

内置分析 (ｏｎｂｏａｒｄ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外接分析 (ｏｆｆｂｏａｒｄ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机器学习  

情境化  

匿名化  

信息聚合  

语义互操作性  

装置的动态组合 装置的动态组合ꎬ 用于实现自愈 /弹性

动态可配置性 根据需求变化ꎬ 装置可由自身或系统动态的配置

追踪数据所有权  

(群体) 感知

２ ３　 存储

功　 　 能 备　 　 注

数字产品存储 全生命周期ꎻ 产品谱系

模式识别 基于人工智能 /机器学习

性能数据 用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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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４　 感知

功　 　 能 备　 　 注

应对越来越多的具有传感功能的装置  

传感数据的介导交换  

数据可信度  

原始数据的净化  

超精密定位能力  

隐私  

数据完整性  

要求认证的复杂传感器

重新配置传感器的能力

２ ５　 执行

控制接口装置

功　 　 能 备　 　 注

校准  

装置群组的控制 运行时和配置

装置的动态组合  动态地将装置装载 /分配到一个群组

根据情境而调整装置的控制方式  

安全要求  

认证、 访问控制及授权  

发言权控制
在被允许的人当中ꎬ 谁能真正控制系统ꎬ 以及交接机制是

什么

群体 /自我优化的控制智能

群体安全控制

情境感知控制  

用户 Ｉ / Ｏ

功　 　 能 备　 　 注

触觉接口

多装置用户接口  

虚拟建模

仿真  

可访问性  针对残疾人

增强现实 例如眼镜

可用性和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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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６　 安全

功　 　 能 备　 　 注

端到端策略管理  整合所有策略

关于可用的物理资源和安全性的优化框架
关于可用的物理资源 /安全鲁棒性的优化框架 ( ＩＳＯ ２７００１

中的 ＰＤＣＡ循环法)

弹性 包括信息—物理攻击

容错性  包括信息—物理攻击

对系统威胁的检测和响应  
观察—判断—决策—行动
(ＯＯＤＡꎬ ｏｂｓｅｒｖｅ￣ｏｒｉｅｎｔ￣ｄｅｃｉｄｅ￣ａｃｔ)

装置的监控  

对威胁的协调与分析  

身份管理  联合身份管理ꎬ 系统间的 ＩＤ相关ꎬ 

装置的 ＩＤ保护  

真实性管理  数据的可说明性 /不可抵赖性

异常检测

３　 下一代技术

下一代技术 备　 　 注

连接技术

下一代卫星通信的传输层协议 高带宽ꎬ 高时延

第五代蜂窝接入系统 (５Ｇ)

低功耗无线接入网络 (ｌｏｗ ｐｏｗｅｒ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ａｃｃｅｓｓꎬ ＬＰＷＡＮ)

处理技术

系统配置与动态组合

数据情境化  

自主数据交换  

传感融合技术

机器学习  

虚拟化

存储技术 数字产品存储

感知技术 超精密定位技术  

可执行技术

增强现实  

虚拟现实

触觉互联网

安全技术

物的标识  

同态加密  

可搜索加密  

可信建立  

安全系统协同技术  

通过使用控制的隐私  

持续安全性审计  

用于 ＩｏＴ的 ＩＡＭ技术  身份和访问管理

应用隔离与安全边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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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必要的未来标准

标准需求 备　 　 注

连接技术

实现 ５Ｇ的标准

用于在卫星和装置之间支持更高的带宽 /时延的新传输层协议
的标准

ＩｏＴ设备具有升级到新连接标准的能力的标准

处理技术

信息交换模型  

语义元数据定义标准和模型  

数据交换模型及接口和相关标准  

自主数据交换配置文件和交换机制  

元数据标注模型和接口

情境化信息模型  

元数据情境标准

存储技术 数字产品存储的标准化

感知技术

元数据的标准  

超精密定位技术的抽象标准  

传感器数据隐私标准
终端客户和消费者可以选择启用

或停用

传感融合标准

发展传感器元模型的标准ꎬ 可以
促进非结构化噪声数据转换成高层
次的领域知识ꎬ 传感器元模型用于
提取传感器的观测结果

可执行技术

用于唯一地识别控制接口装置分组的标准模板

用于规范 ＩｏＴ用户跨系统 Ｉ / Ｏ的通用标准

独特的 ＩｏＴ可访问性要求的标准
反映超越传统人机 Ｉ / Ｏ 的高级 ＩｏＴ

服务

安全技术

社会系统中的 ＩＤ联合标准  

信息—物理攻击保护标准  

同时连接多个系统的装置标识符的标准  
例如 Ｗ３Ｃ 的国际化资源标识符

(ＩＲＩ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

用于建立平台完整性可信的标准协议  

协作型安全框架  
支持在相互依赖的系统之间交换

网络威胁情报

实现在相互依赖系统之间的安全性能力评估的成熟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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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Ｈ———用例

车联网

１　 用例描述

１ １　 用例名称

车联网

１ ２　 用例范围和目标

１ ２ １　 范围

此用例考虑通信接入技术ꎬ 来识

别车联网 Ｖ２Ｘ 服务的用例和相关的潜

在需求ꎮ

１ ２ ２　 目标

其目的是考虑在其他 ＳＤＯ 中定义

的通信接入技术ꎬ 来识别 Ｖ２Ｘ 服务的

用例 和 相 关 的 潜 在 需 求ꎮ 对 Ｖ２Ｘ

(Ｖ２Ｖ、 Ｖ２Ｉ和 Ｖ２Ｐ) 而言ꎬ 要研究的

重要用例和需求如下:
■ Ｖ２Ｖ: 覆 盖 车 辆 之 间 的 无 线

通信ꎮ
■ Ｖ２Ｐ: 覆盖车辆和个人携带的装

置 (例如: 行人、 骑自行车的人、 驾

驶员或乘客携带的手持式终端) 之间

的无线通信ꎮ
■ Ｖ２Ｉ: 覆盖车辆和路边单元之间

的无线通信ꎮ

这种使用的情况包括安全和非安

全方面ꎮ

１ ３　 用例叙述

１ ３ １　 用例总结

车辆与所有 “物” 的通信被称为

Ｖ２Ｘꎬ 包括以下三种不同的类型:
■ 车辆—车辆之间的通信 (Ｖ２Ｖ)ꎮ
■ 车辆—基础设施之间的通信

(Ｖ２Ｉ)ꎮ
■ 车辆—行人之间的通信 (Ｖ２Ｐ)ꎮ

１ ３ ２　 车辆￣车辆 (Ｖ２Ｖ)

当满足权限、 授权和近场标准时ꎬ

智能安全 ＩｏＴ 平台允许任何彼此接近

的智能对象使用 ＩｏＴ 平台交换 Ｖ２Ｖ 相

关的信息ꎬ 服务供应商配置该近场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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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ꎮ 然而ꎬ 无论是否有 ＩｏＴ 平台服务ꎬ

支持 Ｖ２Ｖ服务的智能对象都可以交换

此类信息ꎮ

支持 Ｖ２Ｖ应用的智能对象传输应

用层信息 (例如: 对象的位置、 动力

和 Ｖ２Ｖ 服务属性)ꎬ Ｖ２Ｖ 有效负载必

须要灵活以适应不同的信息内容ꎬ 并

且可以根据服务提供者的配置ꎬ 而周

期性地传输信息ꎮ

Ｖ２Ｖ主要基于广播ꎬ Ｖ２Ｖ 包括在

不同的智能对象之间直接交换相关的

应用信息ꎬ 由于 Ｖ２Ｖ 有限的直接通信

范围ꎬ 在不同的智能对象之间通过基

础设施ꎬ 例如路边单元 (ＲＳＵ)ꎬ 交换

Ｖ２Ｖ相关的应用信息ꎮ

１ ３ ３　 车辆￣基础设施 (Ｖ２Ｉ)

支持 Ｖ２Ｉ 应用的智能对象发送应

用层信息到 ＲＳＵꎮ ＲＳＵ 发送应用层信

息到一组智能对象或支持 Ｖ２Ｉ 应用的

个体智能对象ꎮ

当一方是智能对象ꎬ 另一方是服

务 实 体ꎬ 可 引 入 Ｖ２Ｎ (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ｔｏ

ｎｅｔｗｏｒｋ)ꎬ 要求两方都支持 Ｖ２Ｎ 应用

并有网络通信能力ꎮ

１ ３ ４　 车辆和行人之间的通信 (Ｖ２Ｐ)

当满足权限、 授权和近场标准时ꎬ

智能安全 ＩｏＴ 平台允许彼此接近的智

能对象使用 ＩｏＴ 平台交换 Ｖ２Ｐ 相关信

息ꎬ 服务供应商配置该近场标准ꎮ

然而ꎬ 无论是否有 ＩｏＴ 平台服务ꎬ

支持 Ｖ２Ｐ 服务的智能对象都可以交换

此类信息ꎮ 支持 Ｖ２Ｐ 应用的智能对象

发送应用层信息ꎬ 可以通过支持 Ｖ２Ｘ

服务的智能车辆传输 (例如: 警告行

人) 或者通过带有智能对象的行人传

输 (例如: 警告车辆)ꎮ

Ｖ２Ｐ 包括在不同的智能对象 (一

个用于车辆ꎬ 另一个用于行人) 之间

直接交换 Ｖ２Ｐ 相关应用信息ꎬ 由于

Ｖ２Ｐ 的直接通信范围有限ꎬ 在不同的

智能的对象之间经由基础设施 (例如

ＲＳＵ) 交换 Ｖ２Ｐ 相关的应用信息ꎮ

１ ４　 用例图解

图 Ｈ￣１为车联网用例ꎮ

图 Ｈ￣１　 车联网用例

１ ５　 前方碰撞预警 (ＦＣＷ)

１ ５ １　 描述

ＦＣＷ 应用旨在提醒本车 ( Ｈ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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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员ꎬ 在相同的行驶车道和方向上ꎬ

避免与前方的远程车辆 (ＲＶ) 追尾ꎮ 使

用 Ｖ２Ｖ服务ꎬ ＦＣＷ旨在帮助司机避免或

减轻与前方行驶道路上的车辆追尾ꎮ

１ ５ ２　 前置条件

ＲＶ 和 ＨＶ 都支持 Ｖ２Ｖ 服务ꎬ 并

且可以使用 Ｖ２Ｖ服务互相沟通交流ꎮ

１ ５ ３　 服务流程

ＲＶ的 Ｖ２Ｖ服务层定期广播消息ꎬ

显示其当前位置、 速度、 加速度和可

选的估计轨迹ꎮ

ＲＶ 进行车道检测和碰撞时间检

测ꎬ 这些检测反映在广播消息中ꎮ

通信访问节点根据应用层的请求

而广播不同的消息ꎬ ＨＶ 接收 ＲＶ 的广

播消息ꎬ 决定是否需要采取行动ꎮ

１ ５ ４　 后置条件

本车 (ＨＶ) 驾驶员收到路上车辆

的提醒ꎬ 并可以采取纠正措施ꎬ 以避

免或减轻在前方行驶道路上的追尾

碰撞ꎮ

１ ５ ５　 潜在需求

本用例包括以下的潜在需求:
■ 对于支持 Ｖ２Ｖ服务的智能对象ꎬ

网络服务供应商能够授权其进行满足

Ｖ２Ｖ服务需求的信息传输ꎮ

■ 如果 Ｖ２Ｖ 服务层请求ꎬ 支持

Ｖ２Ｖ 服务的智能对象应能周期性地广

播 Ｖ２Ｖ信息ꎮ
■ 支持 Ｖ２Ｖ 服务的智能对象应能

接收周期性的广播消息ꎮ
■ 智能安全 ＩｏＴ平台应能支持高移

动性 (例如: １６０ｋｍ / ｈ 的最大绝对速

度)ꎮ
■ 智能安全 ＩｏＴ平台应该能够支持

足够的通信范围ꎬ 保证驾驶员有足够

的反应时间 (例如: ４ｓ)ꎮ
■ 智能安全 ＩｏＴ 平台应能支持

５０ ３００ 个字节的消息长度ꎬ 消息长

度可扩展到 １２００个字节ꎮ
■ 智能安全 ＩｏＴ平台的最大时延应

低于 １００ｍｓꎮ
■ 智能安全 ＩｏＴ平台应能支持每秒

１０个 Ｖ２Ｖ消息ꎮ
■ 智能安全 ＩｏＴ平台应具备高可靠

性的支持ꎬ 不需要应用层的消息重发ꎮ
■ Ｖ２Ｖ服务应支持用户 /车辆传输

信息的匿名性和完整性保护ꎮ
■ 支持 Ｖ２Ｖ 服务的智能对象之间

可以收发消息ꎬ 这些智能对象可以来

自不同的公共陆地移动网络 (ＰＬＭＮ)

和不同的国家ꎮ

１ ６　 失控警告 (ＣＬＷ)

１ ６ １　 描述

ＣＬＷ应用使得 ＨＶ 能够向周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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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Ｖ广播自身的失控事件ꎮ 在接收到这

样的事件信息时ꎬ ＲＶ确定事件的相关

性ꎬ 在必要时向驾驶员发出报警ꎮ

１ ６ ２　 前置条件

ＲＶ 和 ＨＶ 都支持 Ｖ２Ｖ 服务ꎬ 并

且可以使用 Ｖ２Ｖ服务互相沟通交流ꎮ

１ ６ ３　 服务流程

ＲＶ周期性的广播消息ꎬ 显示其当

前位置ꎬ 速度ꎬ 加速度和可选的估计

轨迹ꎮ

当 ＲＶ 自行确定失控时ꎬ 利用

Ｖ２Ｖ服务ꎬ 广播此信息ꎬ 并且可能会

和碰撞时间、 是否在车道内等检测信

息作为一个事件发送ꎮ

ＨＶ接收 ＲＶ的事件信息ꎬ 决定是

否需要采取行动ꎮ

１ ６ ４　 后置条件

ＨＶ的驾驶员收到路上有失控车辆

的报警ꎬ 并随之采取纠正措施ꎬ 以避

免或减轻在前方行驶道路上的追尾

碰撞ꎮ

１ ６ ５　 潜在需求

本用例包括以下的潜在需求:
■ 智能安全 ＩｏＴ平台ꎬ 应能支持高

移动性 (例如: ２８０ｋｍ / ｈ 的最大相对

速度)

■ 智能安全 ＩｏＴ平台应能支持足够

的通信范围ꎬ 保证驾驶员有足够的反

应时间 (例如: ４ｓ)ꎮ
■ 智能安全 ＩｏＴ平台的最大时延应

低于 １００ｍｓꎮ
■ 服务供应商的网络应支持通信

的匿名性和完整性保护ꎮ
■ 支持 Ｖ２Ｖ 服务的智能对象在被

Ｖ２Ｖ服务层触发后ꎬ 应能立即传输事

件驱动的 Ｖ２Ｖ消息ꎮ
■ 支持 Ｖ２Ｖ 服务的智能对象应能

接收事件驱动的 Ｖ２Ｖ消息ꎮ
■ 智能安全 ＩｏＴ 平台应能支持

５０ ３００ 个字节的消息长度ꎬ 消息长

度可扩展到 １２００个字节ꎮ
■ 智能安全 ＩｏＴ平台应能支持每秒

１０个 Ｖ２Ｖ消息ꎮ
■ 智能安全 ＩｏＴ平台应具备高可靠

性的支持ꎬ 不需要应用层的消息重发ꎮ

１ ７　 Ｖ２Ｖ 应急车辆告警

１ ７ １　 描述

应急车辆告警服务使所有车辆获

得附近应急车辆 (如救护车) 的位

置、 速度、 方向等信息ꎬ 以协助安全

操作ꎬ 例如使救护车畅通无阻ꎮ

１ ７ ２　 前置条件

例如: 约翰驾驶着快速行驶的救

３３１



ＩｏＴ ２０２０: 智能安全的物联网平台 (中英文版)

护车ꎬ 救护车装备了具有近场服务

(ＰｒｏＳｅ) [６４]功能ꎬ 支持 Ｖ２Ｖ 服务的智

能对象ꎮ

附近的车辆也装备了具有 ＰｒｏＳｅ

功能ꎬ 支持 Ｖ２Ｖ服务的智能对象ꎮ

１ ７ ３　 服务流程

救护车定期检查其位置、 速度和

方向ꎬ 校验这些参数是否符合预定义

的阈值ꎮ 如果任一参数满足校验条件ꎬ

则广播含有车辆声明的协作型感知消

息 (ＣＡＭ)ꎮ

ＣＡＭ包含基本的车辆信息ꎬ 包括

车辆的动态信息 (例如方向、 速度)ꎬ

车辆静态数据 (如尺寸、 外部灯状态、

里程)ꎮ ＣＡＭ 消息的长度为 ５０ ３００

个字节ꎮ

救护车发出的应急车辆告警以每

秒最多 １０条的频率传输ꎮ

ＣＡＭ被广播出去ꎬ 预期在救护车

周边 ３００ ５００ｍ 范围内的车辆都可以

接收到该消息ꎬ 包括在视距外的街道

角落里的车辆ꎬ 消息接收的时延应小

于 １００ｍｓꎮ

１ ７ ４　 后置条件

在救护车附近的车辆将信息传给

驾驶员ꎬ 使驾驶员知道要给救护车

让行ꎮ

１ ７ ５　 潜在需求

■ 智能安全 ＩｏＴ平台应能在两个支

持 Ｖ２Ｖ 应用的智能对象间ꎬ 传递在

５０ ３００ 个字节之间可变的 Ｖ２Ｖ 服务

消息ꎮ
■ 智能安全 ＩｏＴ平台应能在两个支

持 Ｖ２Ｖ应用的智能对象间ꎬ 以每秒 １０

条的频率传送 Ｖ２Ｖ服务消息ꎮ
■ 智能安全 ＩｏＴ平台应能在两个支

持 Ｖ２Ｖ应用的智能对象间ꎬ 以 １００ｍｓ

的最大时延传送 Ｖ２Ｖ服务消息ꎮ
■ 智能安全 ＩｏＴ平台应能支持足够

的通信范围ꎬ 保证驾驶员有足够的反

应时间 (例如: ４ｓ)ꎮ
■ 智能安全 ＩｏＴ 平台应能在支持

Ｖ２Ｖ应用的智能对象间传送 Ｖ２Ｖ 服务

消息ꎬ 智能对象间的相对速度可达

２８０ｋｍ / ｈꎮ

１ ８　 Ｖ２Ｖ 紧急制动

１ ８ １　 描述

该用例描述了 Ｖ２Ｖ 通信在紧急制

动中的使用ꎬ 以使在静止车辆附近的

其他车辆的行为更安全ꎮ

１ ８ ２　 前置条件

例如: 约翰驾驶着快速行驶的救

护车ꎬ 救护车装备了具有近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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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Ｓｅ) 功能ꎬ 支持 Ｖ２Ｖ 服务的智能

对象ꎮ

附近的车辆也装备了具有 ＰｒｏＳｅ

功能ꎬ 支持 Ｖ２Ｖ服务的智能对象ꎮ

１ ８ ３　 服务流程

由于发动机故障ꎬ 救护车突然停

在道路中央ꎮ 车辆的安全服务识别该

事件ꎬ 并通过去中心化的环境通知消

息 (ＤＥＮＭ) 发出 “静止车辆警告”ꎮ

ＤＥＮＭ的长度小于 ３０００字节ꎮ

在传输范围内ꎬ 所有车辆都可以

接收到消息ꎮ

１ ８ ４　 后置条件

在救护车附近的车辆将信息传给

有需要的驾驶员ꎮ

１ ８ ５　 潜在需求

■ 在两个支持 Ｖ２Ｖ 应用的智能对

象发起 Ｖ２Ｖ 服务请求时ꎬ 智能安全

ＩｏＴ平台应能传输 Ｖ２Ｖ 服务消息ꎬ 消

息长度最多 １２００个字节ꎮ
■ 智能安全 ＩｏＴ平台应能在两个支

持 Ｖ２Ｖ 应用的智能对象间ꎬ 以每秒最

多 １０条的频率传送 Ｖ２Ｖ服务消息ꎮ
■ 智能安全 ＩｏＴ平台应能在两个支

持 Ｖ２Ｖ应用的智能对象间ꎬ 以 １００ｍｓ

的最大时延传送 Ｖ２Ｖ服务消息ꎮ
■ 智能安全 ＩｏＴ平台应能支持足够

的通信范围ꎬ 保证驾驶员有足够的反

应时间 (例如: ４ｓ)ꎮ
■ 智能安全 ＩｏＴ 平台应能在支持

Ｖ２Ｖ应用的智能对象间传送 Ｖ２Ｖ服务

消息ꎬ 智能对象绝对速度可达 １６０ｋｍ/ ｈꎮ

１ ９　 协作型自适应巡航控制

１ ９ １　 描述

该用例描述了一种情形ꎬ 一辆有

Ｖ２Ｖ 能力的车加入和脱离一组协作型

自适应巡航控制 (ＣＡＣＣ) 车队ꎬ 这为

参与车队提供了方便和安全ꎬ 也有一

定的社会效益ꎬ 有利于改善道路拥堵、

提高燃油效率ꎮ

１ ９ ２　 前置条件

车辆 Ａ 和 车 辆 Ｂ 都 支 持 Ｖ２Ｖ

应用ꎮ

车辆 Ａ和车辆 Ｂ 靠近行驶ꎬ 并且

都在 Ｖ２Ｖ通信范围内ꎮ

车辆 Ａ 行驶在 ＣＡＣＣ 车队外ꎬ 车

队内包括车辆 Ｂꎬ 并且车辆 Ａ 要加入

ＣＡＣＣ车队ꎮ

１ ９ ３　 服务流程

车辆 Ｂ 和其他成员周期性地广播

ＣＡＣＣ车队信息ꎬ 例如: 尺寸、 速度、

车距以及各自在车队里的位置ꎬ 等等ꎮ

车辆 Ａ 接收到 ＣＡＣＣ 车队成员发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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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ꎬ 并基于一定的标准 (例如: 速

度、 车距及尺寸) 识别可以加入的

ＣＡＣＣ车队ꎮ

车辆 Ａ 发送一条信息给 ＣＡＣＣ 车

队的成员ꎬ 请求加入ꎮ

车辆 Ｂ决定 Ａ 可以在它前方加入

车队ꎬ 并返回确认信息ꎬ 如果必要ꎬ

留出一定车距ꎮ

ＣＡＣＣ车队的所有其他成员接收

车辆 Ａ 发出的消息ꎬ 更新它们在本地

保持的 ＣＡＣＣ车队信息ꎮ

随后ꎬ 车辆 Ａ 的驾驶员决定离开

ＣＡＣＣ车队ꎬ 并取得车辆 Ａ的控制权ꎮ

车辆 Ａ 给 ＣＡＣＣ 车队的其他成员

发送脱离车队的信息ꎮ

车辆 Ｂ 接收车辆 Ａ 发出的信息ꎬ

并更新在本地保持的 ＣＡＣＣ车队信息ꎮ

１ ９ ４　 后置条件

车辆 Ａ离开 ＣＡＣＣ车队ꎮ

１ ９ ５　 潜在需求

■ 智能安全 ＩｏＴ 平台的最大时延

为 １ｓꎮ
■ 智能安全 ＩｏＴ 平台应能以每秒 １

条的频率传送 Ｖ２Ｖ服务消息ꎮ
■ 智能安全 ＩｏＴ平台应具备高可靠

性的支持ꎬ 不需要应用层的消息重发ꎮ
■ 智能安全 ＩｏＴ平台应能够支持高

密度的 Ｖ２Ｖ服务智能对象 (例如: 一

条交通拥堵的 ４车道高速公路)ꎮ

１ １０　 Ｖ２Ｉ 紧急制动

１ １０ １　 描述

该用例描述了 Ｖ２Ｉ 通信ꎬ ＲＳＵ 服

务在有紧急制动的情况下通知附近行

驶的车ꎬ 保障安全ꎮ

１ １０ ２　 前置条件

约翰驾驶的车辆装备了具有 ＰｒｏＳｅ

功能ꎬ 支持 Ｖ２Ｖ服务的智能对象ꎮ

附近的 ＲＳＵ 服务也装备了具有

ＰｒｏＳｅ 功能ꎬ 支持 Ｖ２Ｖ 服务的智能

对象ꎮ

１ １０ ３　 服务流程

由于发动机故障ꎬ 约翰的车突然

停在道路中央ꎮ 车辆的安全服务识别

该事件并生成 “静止车辆警告” 的

ＤＥＮＭ消息ꎮ

约翰附近的服务 ＲＳＵ 能接收到

消息ꎮ

服务 ＲＳＵ 向 周 边 的 车 辆 中 继

消息ꎮ

在服务 ＲＳＵ 的传输范围内ꎬ 所有

车辆都可以接收到消息ꎮ

１ １０ ４　 后置条件

在 ＲＳＵ服务附近的车辆将信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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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需要动作的驾驶员ꎮ

１ １０ ５　 潜在需求

■ 智能安全 ＩｏＴ平台应能在两个支

持 Ｖ２Ｉ 应用的智能对象间传送 Ｖ２Ｉ 服

务消息ꎬ 消息长度可变且小于 １２００ 字

节ꎬ 消息的典型长度为 ４００字节ꎮ
■ 智能安全 ＩｏＴ 平台应能在支持

Ｖ２Ｉ应用的智能对象和 ＲＳＵ 之间ꎬ 以

每秒最多 １０条信息的频率传送 Ｖ２Ｉ服

务信息ꎮ
■ 智能安全 ＩｏＴ 平台应能在支持

Ｖ２Ｉ应用的智能对象和 ＲＳＵ 之间ꎬ 以

不超过 １００ｍｓ 的时延和低发送损失率

传送 Ｖ２Ｉ服务信息ꎮ
■ 智能安全 ＩｏＴ 平台应能在支持

Ｖ２Ｉ应用的智能对象和 ＲＳＵ 之间ꎬ 提

供足够的通信范围ꎬ 保证驾驶员有足

够的反应时间 (例如: ４ｓ)ꎮ
■ 智能安全 ＩｏＴ 平台应能在支持

Ｖ２Ｉ应用的智能对象和路边单元之间

传送 Ｖ２Ｉ 服务消息ꎬ 智能对象和 ＲＳＵ

间的相对速度可达 １６０ｋｍ / ｈꎮ

１ １１　 排队警告

１ １１ １　 描述

许多情况下ꎬ 道路上的车辆排队

可能会造成潜在的危险ꎬ 导致交通的

延误ꎬ 例如ꎬ 当一个车辆转弯队列延

伸到其他车道时ꎮ 运用 Ｖ２Ｉ 服务ꎬ 排

队信息可以事先提供给其他车辆驾驶

员ꎬ 最大限度地避免碰撞ꎬ 缓解拥堵ꎮ

１ １１ ２　 前置条件

车辆 Ａ、 Ｂ、 Ｃ、 Ｄ 都支持 Ｖ２Ｘ 应

用ꎬ 可以利用 Ｖ２Ｖ 服务相互通信ꎬ 也

可以通过 Ｖ２Ｉ 服务与基础设施实体、

ＲＳＵ通信ꎮ

车辆 Ａ、 Ｂ、 Ｃ 在交叉路口处排

队ꎬ Ａ 在队头ꎬ Ｃ 在队尾ꎬ Ｄ 正从远

处向交叉路口驶来ꎮ

１ １１ ３　 服务流程

服务流程包括两个方面: 队列确

定与队列信息发布ꎮ 前者利用了 Ｖ２Ｖ

服务ꎬ 后者利用了 Ｖ２Ｉ 服务ꎬ 详细的

服务流程如下所述ꎮ

车辆 Ａ、 Ｂ、 Ｃ各自利用 Ｖ２Ｖ服务

周期性地向附近其他车辆广播消息ꎮ

该消息表明它们的状态ꎬ 例如: 位置、

车辆大小、 行驶方向、 速度、 制动状

态、 挡位及其他可能的环境信息ꎮ

车辆 Ｃ 接收到广播的消息ꎬ 确定

到达了队尾ꎬ 并且利用 Ｖ２Ｉ 服务周期

性地向 ＲＳＵ 通知队列的信息ꎬ 例如:

队长、 队列情况、 队尾位置以及哪条

车道受影响ꎬ 等等ꎮ

基于车辆 Ｃ 发出的信息ꎬ ＲＳＵ 利

用 Ｖ２Ｉ 服务向周围的车辆广播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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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ꎮ

车辆 Ｄ在接近 ＲＳＵ 的时候ꎬ 利用

Ｖ２Ｉ服务接收到 ＲＳＵ 发出的消息ꎬ 驾

驶员了解排队情况和相关的信息ꎬ 便

可以在 Ｄ到达队列之前形成行驶策略ꎮ

车辆 Ｄ在 Ｃ之后排队ꎬ 在 Ｄ 确定

成为队尾之后ꎬ 利用 Ｖ２Ｖ 服务代替 Ｃ

更新 ＲＳＵ关于排队的信息ꎮ

１ １１ ４　 后置条件

车辆 Ｄ驾驶员被提前通知排队信

息ꎬ 并可以及时采取相应的行动ꎮ

１ １１ ５　 潜在需求

■ 支持 Ｖ２Ｉ 服务的智能对象应能

传输消息给 ＲＳＵꎮ
■ 支持 Ｖ２Ｉ 服务的智能对象应能

接收 ＲＳＵ发出的消息ꎮ
■ 智能安全的 ＩｏＴ平台应能够支持

１６０ｋｍ / ｈ的最大相对速度ꎮ
■ 智能安全 ＩｏＴ平台应能提供足够

的通信范围ꎬ 保证驾驶员有足够的反

应时间 (例如: ４ｓ)ꎮ
■ 智能安全 ＩｏＴ 平台应能支持

５０ ４００ 字节的消息长度ꎬ 消息长度

可扩展到 １２００个字节ꎮ
■ 智能安全 ＩｏＴ 平台的时延应小

于 １００ｍｓꎮ
■ Ｖ２Ｉ服务应支持用户 /车辆传输

信息的匿名化和完整性保护ꎮ

２　 到特征功能的映射

２ １　 连接

功　 　 能 备　 　 注

实时的态势处理  包括实时的意义建构

多系统连接  连接到一个以上的系统

远程功能  驻留在产品之外的功能

对任意带宽 /协议的适应性  
重新配置以适应任何带宽 /协议→从硬件解决方案切换到软

件解决方案

对新的连接性标准的升级能力  能够通过软件升级到新的连接性标准

合法拦截功能

远程访问  

身份认证和访问控制  

可靠性和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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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处理

功　 　 能 备　 　 注

内置分析 (ｏｎｂｏａｒｄ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外接分析 (ｏｆｆｂｏａｒｄ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机器学习

情境化  

匿名化  

信息聚合  

语义互操作性  

装置的动态组合  装置的动态组合ꎬ 用于实现自愈 /弹性

动态可配置性  根据需求变化ꎬ 装置可由自身或系统动态的配置

追踪数据所有权  

(群体) 感知

２ ３　 存储

功　 　 能 备　 　 注

数字产品存储 全生命周期ꎻ 产品谱系

模式识别 基于人工智能 /机器学习

性能数据  用于分析

２ ４　 感知

功　 　 能 备　 　 注

应对越来越多的具有传感功能的装置  

传感数据的介导交换  

数据可信度  

原始数据的净化  

超精密定位能力  

隐私

数据完整性  

要求认证的复杂传感器  

重新配置传感器的能力  

２ ５　 执行

控制接口装置

功　 　 能 备　 　 注

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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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功　 　 能 备　 　 注

装置群组的控制  运行时和配置

装置的动态组合  动态地将装置装载 /分配到一个群组

根据情境而调整装置的控制方式  

安全要求

认证、 访问控制及授权  

发言权控制
在被允许的人当中ꎬ 谁能真正控制系统ꎬ 以及交接机制是

什么

群体 /自我优化的控制智能

群体安全控制

情境感知控制

用户 Ｉ / Ｏ

功　 　 能 备　 　 注

触觉接口  

多装置用户接口  

虚拟建模

仿真

可访问性 针对残疾人

增强现实 例如眼镜

可用性和用户体验

２ ６　 安全

功　 　 能 备　 　 注

端到端策略管理  整合所有策略

关于可用的物理资源和安全性的优化框架  
关于可用的物理资源 /安全鲁棒性的优化框架 ( ＩＳＯ ２７００１

中的 ＰＤＣＡ循环法)

弹性  包括信息—物理攻击

容错性  包括信息—物理攻击

对系统威胁的检测和响应
观察—判断—决策—行动
(ＯＯＤＡꎬ ｏｂｓｅｒｖｅ￣ｏｒｉｅｎｔ￣ｄｅｃｉｄｅ￣ａｃｔ)

装置的监控  

对威胁的协调与分析  

身份管理  联合身份管理ꎬ 系统间的 ＩＤ相关ꎬ 

装置的 ＩＤ保护  

真实性管理  数据的可说明性 /不可抵赖性

异常检测

０４１



附录 Ｈ

３　 下一代技术

下一代技术 备　 　 注

连接技术

下一代卫星通信的传输层协议  高带宽ꎬ 高时延

第五代蜂窝接入系统 (５Ｇ)  

低功耗无线接入网络 (ｌｏｗ ｐｏｗｅｒ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ａｃｃｅｓｓꎬ ＬＰＷＡＮ)  

处理技术

系统配置与动态组合

数据情境化

自主数据交换

传感融合技术

机器学习  

虚拟化  

存储技术 数字产品存储

感知技术 超精密定位技术  

可执行技术

增强现实

虚拟现实

触觉互联网  

安全技术

物的标识  

同态加密

可搜索加密

可信建立

安全系统协同技术  

通过使用控制的隐私

持续安全性审计

用于 ＩｏＴ的 ＩＡＭ技术  身份和访问管理

应用隔离与安全边界技术  

４　 必要的未来标准

标准需求 备　 　 注

连接技术

实现 ５Ｇ的标准  

用于在卫星和装置之间支持更高的带宽 /时延的新传输层协议
的标准

ＩｏＴ设备具有升级到新连接标准的能力的标准  

处理技术

信息交换模型  

语义元数据定义标准和模型  

数据交换模型及接口和相关标准  

自主数据交换配置文件和交换机制

元数据标注模型和接口

情境化信息模型  

元数据情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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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标准需求 备　 　 注

存储技术 数字产品存储的标准化

感知技术

元数据的标准  

超精密定位技术的抽象标准

传感器数据隐私标准  
终端客户和消费者可以选择启用

或停用

传感融合标准

发展传感器元模型的标准ꎬ 可以
促进非结构化噪声数据转换成高层
次的领域知识ꎬ 传感器元模型用于
提取传感器的观测结果

可执行技术

用于唯一地识别控制接口装置分组的标准模板

用于规范 ＩｏＴ用户跨系统 Ｉ / Ｏ的通用标准  

独特的 ＩｏＴ可访问性要求的标准  
反映超越传统人机 Ｉ / Ｏ 的高级 ＩｏＴ

服务

安全技术

社会系统中的 ＩＤ联合标准

信息—物理攻击保护标准

同时连接多个系统的装置标识符的标准  
例如 Ｗ３Ｃ 的国际化资源标识符

(ＩＲＩ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

用于建立平台完整性可信的标准协议  

协作型安全框架
支持在相互依赖的系统之间交换

网络威胁情报

实现在相互依赖系统之间的安全性能力评估的成熟度模型

２４１



附录 Ｉ———用例

智能滑雪

１　 用例描述

１ １　 用例名称

具有智能安全 ＩｏＴ 平台的智能

滑雪ꎮ

１ ２　 用例范围和目标

１ ２ １　 范围

智能滑雪的愿景是集成 ＩｏＴ 技术

到如滑雪等日常活动中ꎬ 特别是将 ＩｏＴ

技术应用在日常使用的体育用品中ꎮ

为了吸引用户在系统中注册ꎬ 该用例

中使用了激励和游戏机制ꎮ 在一些紧

急情况下ꎬ 同样的信息可以用于更快

的紧急事件处理ꎮ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ꎬ

该用例目标是实现有效的应急事件处

理及加强公共安全措施ꎮ

１ ２ ２　 目标

智能滑雪是 ＩｏＴ 技术发挥多种用

途的一个典型例子ꎮ 这些技术可以用

于大型城市活动的公共安全管理ꎬ 如

彩色跑、 马拉松和高尔夫赛事等ꎮ

为了实现该愿景ꎬ 在传感、 处理、

通信、 执行、 安全、 游戏机制和激励

方案方面需要先进的技术能力ꎮ 此外ꎬ

需要透明信息共享的标准化工作、 发

现信息聚合的机会、 语义互操作性和

应急管理ꎮ 总之ꎬ 本用例定义了新一

代 ＩｏＴ平台的基本要求ꎮ

１ ３　 用例叙述

１ ３ １　 用例总结

在智能滑雪用例中ꎬ 每个滑雪者

携带一个内置多种传感器的智能手机ꎬ

这些传感器捕捉滑雪轨迹、 运动信息、

光强和周边声音ꎮ 与此同时ꎬ 将振动

传感器安装在滑雪设备上来追踪滑雪

者的动作和手势ꎮ 利用这些传感数据ꎬ

智能滑雪系统将执行各种功能ꎬ 例如

实时事件检测、 应急处理和基于难度

的雪道建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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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智能滑雪场景ꎬ 需要一

些先进的技术能力ꎬ 因为未来的 ＩｏＴ

服务具备以下特点: ① 在场景中需要

包括很多种不同的设备 (装置的多样

性)ꎻ ② 多个应用程序使用数据 (消

费类应用的多样性)ꎮ 在垂直领域ꎬ

未来的 ＩｏＴ 平台提供来自不同情境的

数据并提供连接管理和资源情境管

理ꎮ 在水平领域ꎬ 基于语义的发现、

边缘侧的情境转换、 数据情境化以及

云端的可扩展数据流管理等能力都是

必需的ꎮ 然而ꎬ 不论是垂直还是水

平ꎬ 其能力均需要依靠标准化实现不

同数据源的信息集成和未来的语义

集成ꎮ

１ ３ ２　 用例性质

个人消费者ꎮ

１ ３ ３　 完整描述

具有智能安全 ＩｏＴ 平台的智能滑

雪用例如图 Ｉ ￣１ 所示ꎮ 每个滑雪者将

携带一套传感器 (在滑雪装备上) 以

及带有内置传感器的移动设备ꎮ 这些

传感器将捕获滑雪轨迹 (通过位置传

感器)、 运动信息 (通过重力、 方向

和加速度传感器)、 光强 (通过光传

感器) 和环境声音 (通过麦克风)ꎮ

在智能滑雪系统中ꎬ 有一个基于游戏

机制的激励方案ꎬ 鼓励滑雪者提供更

多的传感数据ꎬ 滑雪者提供的数据越

多或数据质量越高ꎬ 将获得奖励 (如

得分或真正的购物券)ꎮ 当收集到的数

据以统一的格式ꎬ 并与情境信息一起

传输到下一代 ＩｏＴ 平台ꎬ 将给滑雪者

提供实时事故检测、 应急处理以及雪

道建议ꎬ 增强安全性ꎮ

然而ꎬ 智能滑雪用例在很大程度

上依赖于智能安全 ＩｏＴ 平台的互操作

性和网络互联ꎮ 在垂直领域ꎬ 从情境

起源到物联网平台ꎬ 连接管理和资源

情境管理将实现不同实体之间的信息

透明ꎬ 并在适当的时机实现信息聚合ꎮ

具体来说ꎬ 连接管理指的是语义互操

作及语义介导的能力ꎬ 而资源情境管

理指的是自优化和资源—实体映射的

能力ꎮ 在水平领域ꎬ 在边缘和云方面

的先进技术将合并来自不同资源和实

体的ꎬ 来完成搜索和救援工作 (如事

故及伤员的定位)ꎮ 具体来说ꎬ 基于语

义的发现和边缘的情境转换将给早期

的信息聚合提供机会ꎬ 同时云端的数

据情境化和可扩展数据流管理将执行

复杂的计算ꎬ 以增强紧急事件的处理

能力ꎮ 与此同时ꎬ 在正常情况下ꎬ 水

平能力将提供雪道建议及游戏机制的

激励方案ꎮ 垂直和水平的能力都将依

赖于标准化来实现用例ꎬ 如桥接边缘

与云端的 ＦＩＷＡＲＥ ＮＧＳＩꎬ 和连接不同

类型的装置与边缘的 ｏｎｅＭ２Ｍꎮ

４４１



附录 Ｉ

１ ４　 用例图解

图 Ｉ￣１为智能滑雪与智能安全 ＩｏＴ

平台示意图ꎬ 图 Ｉ￣２为智能滑雪与智能

安全 ＩｏＴ平台的愿景图示ꎮ

图 Ｉ￣１　 智能滑雪与智能安全 ＩｏＴ 平台

图 Ｉ￣２　 智能滑雪与智能安全 ＩｏＴ 平台的愿景

１ ５　 用例条件

１ ５ １　 假定条件

进入雪场的人拥有具有智能 ＩｏＴ

传感器的滑雪装备ꎬ 或者在滑雪前他

们会租 /买这些装备ꎮ

１ ６　 关于用例的更多信息

１ ６ １　 最新进展

ＩｏＴ标准: 该用例采用 ｏｎｅＭ２Ｍ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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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作为数据通信标准ꎬ 采用开放移动

联盟 ( ＯＭＡ) 的 下 一 代 服 务 接 口

(ＮＧＳＩ) ９ / １０ ＡＰＩ 标准ꎬ 提供来自多

种应用的情境化接入ꎮ 如果实现该用

例ꎬ 还需要其他的标准化的组件ꎬ 比

如ꎬ 对来自不同系统数据整合的语义

互操作性支持ꎮ 来自 Ｍ２Ｍ 系统的信息

流 (可能基于 ｏｎｅＭ２Ｍ 标准) 需要自

动映射到 ＦＩＷＡＲＥ 标准中定义和使用

的 ＮＧＳＩ情境化信息模型ꎮ 语义介导网

关 (ＳＭＧＳ) 可用来处理该转换过程ꎬ

以便通过语义信息和转换例程库将不

同的信息模型转化为通用模型ꎮ 转换

后的元数据将被用来更快地发现可用

的资源ꎬ 信息的自动聚合ꎬ 以及增强

的大数据分析功能ꎮ 支持信息自动集

成和产生自动聚合的智能功能也是必

需的ꎮ

此外ꎬ 新应用可能来自不同的第

三方ꎬ 这些应用可以使用所搜集和推

断的数据ꎬ 需要严格的安全和保密策

略控制ꎮ

２　 到特征功能的映射

语义互操作性: 互操作性指 “两

个或多个系统或组件交换数据和使用

信息的能力” [６１]ꎮ 当交互系统将相同

的含义赋予交换的数据片段时ꎬ 实现

了语义互操作性ꎬ 从而确保跨系统数

据的一致性ꎬ 而不考虑个别数据格式ꎮ

可以使用在本体中指定的共享词汇表

来明确地定义语义ꎮ 语义互操作性可

被应用于 ＩｏＴ 系统的各个部分ꎬ 例如

云端的 ＩｏＴ 平台ꎬ 还延伸到边缘组件

和 ＩｏＴ装置[６５]ꎮ

语义介导: 语义介导可以无缝地

转换来自不同装置的数据ꎬ 并为不同

ＩｏＴ 系统提供互操作知识ꎮ 下一代 ＩｏＴ

平台的愿景是分享源自于独立行业ꎬ

包括广泛应用场景和用户的数据ꎮ 因

此智能语义介导网关将具有连接不同

装置的能力ꎬ 可能有不同的连接性选

项 (如 ＷｉＦｉꎬ 蓝牙ꎬ ＺｉｇＢｅｅꎬ ３ＧＰＰꎬ

ＬｏＲａＷＡＮ)ꎮ

资源—实体映射: 现有的 ＩｏＴ 平

台中ꎬ 多种资源被映射到单个情境中ꎮ

但在将来ꎬ 资源也可以是一对相关的

实体ꎮ 例如ꎬ 关于雪和公共假日的情

境信息可以包含共享的资源ꎬ 它可改

变推荐的雪道ꎮ 因此ꎬ 资源和情境实

体的映射在资源—情境管理中将会更

复杂ꎮ

自优化: 在基于云—边缘的环境

中ꎬ 数据处理和情境数据挖掘任务可

被动态地分配给云端或边缘ꎬ 以符合

某些优化目标ꎬ 比如降低边缘和云之

间的带宽消耗ꎬ 或者将从原始的传感

数据提取分析结果的时延最小化ꎮ

情境转换: 情境转换在边缘上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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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早期和轻量的数据分析 (例如数据

过滤和预处理)ꎬ 从而在早期实现基于

语义的发现以及信息聚合ꎮ

基于语义的发现: 基于语义的发

现将不依赖于人ꎬ 可以使全球范围内

的 ＩｏＴ 应用程序完成自动安装、 部署

和早期的信息聚合ꎮ

可伸缩数据流管理: 可伸缩数据

流管理的能力用于处理实时的、 大规

模的数据共享和数据分布ꎮ 同时ꎬ 它

将协调数据流、 安全ꎬ 以及与大数据

分析的集成ꎮ

数据情境化: 数据情境化是一个

信息转换过程ꎬ 它从收集到的数据中

提取出透明或隐藏的信息ꎬ 并通过情

境挖掘和分析算法在特定知识领域中

以有意义的形式表示出来ꎮ 数据情境

化的新兴技术将持续执行以下三个任

务: 历史数据分析、 实时态势感知、

态势预测ꎮ

２ １　 连接

功　 　 能 备　 　 注

实时的态势处理  包括实时的意义建构

多系统连接  连接到一个以上的系统

远程功能  驻留在产品之外的功能

对任意带宽 /协议的适应性  
重新配置以适应任何带宽 /协议→从硬件解决方案切换到软

件解决方案

对新的连接性标准的升级能力  能够通过软件升级到新的连接性标准

合法拦截功能

远程访问  

身份认证和访问控制  

可靠性和完整性  

２ ２　 处理

功　 　 能 备　 　 注

内置分析 (ｏｎｂｏａｒｄ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外接分析 (ｏｆｆｂｏａｒｄ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机器学习  

情境化  

匿名化  

信息聚合  

语义互操作性  

装置的动态组合  装置的动态组合ꎬ 用于实现自愈 /弹性

动态可配置性  根据需求变化ꎬ 装置可由自身或系统动态的配置

追踪数据所有权  

(群体) 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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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ｏＴ ２０２０: 智能安全的物联网平台 (中英文版)

２ ３　 存储

功　 　 能 备　 　 注

数字产品存储  全生命周期ꎻ 产品谱系

模式识别  基于人工智能 /机器学习

性能数据  用于分析

２ ４　 感知

功　 　 能 备　 　 注

应对越来越多的具有传感功能的装置  

传感数据的介导交换  

数据可信度  

原始数据的净化  

超精密定位能力  

隐私  

数据完整性  

要求认证的复杂传感器  

重新配置传感器的能力  

２ ５　 执行

控制接口装置

功　 　 能 备　 　 注

校准  

装置群组的控制  运行时和配置

装置的动态组合  动态地将装置装载 /分配到一个群组

根据情境而调整装置的控制方式  

安全要求  

认证、 访问控制及授权  

发言权控制  
在被允许的人当中ꎬ 谁能真正控制系统ꎬ 以及交接机制是

什么

群体 /自我优化的控制智能  

群体安全控制

情境感知控制  

用户 Ｉ / Ｏ

功　 　 能 备　 　 注

触觉接口  

多装置用户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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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功　 　 能 备　 　 注

虚拟建模  

仿真  

可访问性 针对残疾人

增强现实  例如眼镜

可用性和用户体验  

２ ６　 安全

功　 　 能 备　 　 注

端到端策略管理  整合所有策略

关于可用的物理资源和安全性的优化框架  
关于可用的物理资源 /安全鲁棒性的优化框架 ( ＩＳＯ ２７００１

中的 ＰＤＣＡ循环法)

弹性  包括信息—物理攻击

容错性  包括信息—物理攻击

对系统威胁的检测和响应  
观察—判断—决策—行动
(ＯＯＤＡꎬ ｏｂｓｅｒｖｅ￣ｏｒｉｅｎｔ￣ｄｅｃｉｄｅ￣ａｃｔ)

装置的监控  

对威胁的协调与分析  

身份管理  联合身份管理ꎬ 系统间的 ＩＤ相关ꎬ 

装置的 ＩＤ保护  

真实性管理  数据的可说明性 /不可抵赖性

异常检测  

３　 下一代技术

下一代技术 备　 　 注

连接技术

下一代卫星通信的传输层协议  高带宽ꎬ 高时延

第五代蜂窝接入系统 (５Ｇ)  

低功耗无线接入网络 (ｌｏｗ ｐｏｗｅｒ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ａｃｃｅｓｓꎬ ＬＰＷＡＮ)  

处理技术

系统配置与动态组合  

数据情境化  

自主数据交换  

传感融合技术  

机器学习  

虚拟化  

存储技术 数字产品存储  

感知技术 超精密定位技术  

可执行技术

增强现实  

虚拟现实  

触觉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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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下一代技术 备　 　 注

安全技术

物的标识  

同态加密  

可搜索加密  

可信建立  

安全系统协同技术  

通过使用控制的隐私  

持续安全性审计

用于 ＩｏＴ的 ＩＡＭ技术  身份和访问管理

应用隔离与安全边界技术  

４　 必要的未来标准

标准需求 备　 　 注

连接技术

实现 ５Ｇ的标准  

用于在卫星和装置之间支持更高的带宽 /时延的新传输层协议
的标准

 

ＩｏＴ设备具有升级到新连接标准的能力的标准  

处理技术

信息交换模型  

语义元数据定义标准和模型  

数据交换模型及接口和相关标准  

自主数据交换配置文件和交换机制  

元数据标注模型和接口  

情境化信息模型  

元数据情境标准  

存储技术 数字产品存储的标准化  

感知技术

元数据的标准  

超精密定位技术的抽象标准  

传感器数据隐私标准  
终端客户和消费者可以选择启用

或停用

传感融合标准  

发展传感器元模型的标准ꎬ 可以
促进非结构化噪声数据转换成高层
次的领域知识ꎬ 传感器元模型用于
提取传感器的观测结果

可执行技术

用于唯一地识别控制接口装置分组的标准模板  

用于规范 ＩｏＴ用户跨系统 Ｉ / Ｏ的通用标准  

独特的 ＩｏＴ可访问性要求的标准  
反映超越传统人机 Ｉ / Ｏ 的高级 ＩｏＴ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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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标准需求 备　 　 注

安全技术

社会系统中的 ＩＤ联合标准  

信息—物理攻击保护标准

同时连接多个系统的装置标识符的标准  
例如 Ｗ３Ｃ 的国际化资源标识符

(ＩＲＩ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

用于建立平台完整性可信的标准协议  

协作型安全框架  
支持在相互依赖的系统之间交换

网络威胁情报

实现在相互依赖系统之间的安全性能力评估的成熟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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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Ｊ———用例

家用设备智能工厂

１　 用例描述

１ １　 用例名称

家用设备智能工厂ꎮ

１ ２　 用例范围和目标

１ ２ １　 范围

该用例解决了在中国的家用设备

制造商工厂流程问题ꎮ 同时它解决了

工厂流程数据的采集ꎬ 并将实时数据

提供给办公室ꎮ

１ ２ ２　 目标

该用例描述了来自工厂的工具、 仪

器、 传感器、 ＰＬＣ 以及装置的相关流程

数据的采集ꎮ 同时ꎬ 它证明了工厂流程

数据可以在云端使用ꎬ 并且通过桌面云

客户端向工厂流程管理应用提供访问

权ꎬ 可以改进效率、 降低成本ꎬ 桌面云

客户端也提高了相关的信息可用性ꎮ

１ ３　 用例叙述

１ ３ １　 用例总结

该用例描述了通过 ＩｏＴ 网关来获

取工厂流程数据ꎬ ＩｏＴ 网关可以是支持

不同协议来检索数据 (如装置状态ꎬ

能耗等) 的工业网关ꎮ

该用例还描述了在云端提供工厂

生产流程应用ꎬ 并部署云终端来访问

企业资源计划 (ＥＲＰ)、 产品生命周期

管 理 ( ＰＬＭ ) 和 制 造 执 行 系 统

(ＭＥＳ) 应用ꎮ 这种访问可以实时查询

信息ꎬ 例如质量控制 ( ＱＣ) 测试结

果、 生产过程信息等ꎮ

１ ３ ２　 用例性质

该用例介绍了包含 ＩｏＴ 平台与 ＩｏＴ

代理相互作用的概念ꎬ 这是一个关于

“平台的平台” 的例子ꎮ

１ ３ ３　 完整描述

某家用设备制造公司注意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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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过程中的低效率ꎬ 并决定从制

造过程中收集更多的信息来了解生产

效率低下的原因ꎮ 同时也注意到ꎬ 在

工厂之外的销售和管理办公室内ꎬ 需

要提高对生产过程信息的可访问性ꎮ

该系统通过有线 /总线 /无线连接

自动地在工业生产线内ꎬ 从工厂的不

同传感器收集来自制造过程的数据ꎮ

该数据包括装置状态、 能耗、 环境监

测数据、 传感器数据和生产过程数据ꎮ

这些数据被提供到工厂云基础设施内

的 ＩｏＴ 平台ꎬ 并且被分发给不同的业

务 /制造过程ꎬ 如 ＥＲＰ、 ＰＬＭꎬ ＭＥＳ和

大数据分析ꎮ

业务和制造的统计数据和信息都

可以通过云终端上的集成了多种办公

应用的云基础设施获得ꎮ 制造商现在

能够在他们的终端即时地接收关键的

过程信息来进行管理处理ꎬ 并对业务

和制造过程进行必要的修正来避免浪

费和 /或 故 障ꎮ 这 能 够 使 效 率 提 高

３０％ ꎬ 且成本降低 ２０％ ꎮ

１ ４　 用例图解

图 Ｊ￣１为家用设备智能工厂ꎮ

图 Ｊ￣１　 家用设备智能工厂

１ ５　 用例条件

１ ５ １　 假定条件

制造过程所使用的技术并不是实

质性的新技术ꎬ 而是专注于提供随时

随地都需要的必要的服务业务和随时

随地都需要的制造信息ꎮ 因此ꎬ 假定

需要所获取的信息来管理业务和制造

过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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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用例关注的是如何在管理、 研

发、 销售业务过程中ꎬ 整合来自工厂

的生产制造信息ꎮ

１ ５ ２　 先决条件

该解决方案需要一个工业网关ꎬ

它能够使用不同的通信技术 (例如ꎬ

无线和有线和不同的协议)ꎬ 连接到传

感器和执行器ꎮ

该解决方案需要集成在工业网关

内的 ＩｏＴ 代理ꎬ 以便包含一些常见的

功能ꎬ 例如: 安全管理、 装置管理和

数据管理能力ꎮ

安全管理包括基本安全访问功能ꎬ

例如: 装置认证、 基于时间的认证、

数据源检查和装置可用性ꎮ

装置管理的基本功能有: 故障管

理、 服务跟踪、 存在管理和防盗 /克隆

管理ꎮ

数据管理包括规则引擎ꎬ 该引擎

当满足特定条件时会自动触发一个动

作ꎮ 例如ꎬ 当满足特定的条件时会发

送通知或警报ꎮ 该规则引擎将支持装

置的特定规则或装置群组的特定规则ꎮ

这些规则可使用声明式语言进行编程ꎮ

１ ６　 关于用例的更多信息

１ ６ １　 最新进展

在制造业中引入信息知识 (即智

能制造) 的变革已经在进行中ꎮ 工业

网关的基本技术可以应用在不同的行

业ꎬ 即通信技术 (ＣＴ)、 ＩＴ和 ＯＴꎮ

然而ꎬ 一些特殊的用例需要低时

延服务ꎬ 例如ꎬ 低于 １０ｍｓ 的时延ꎬ 这

就需要对无线通信技术进行增强ꎮ 其

他技术则可以包含自我学习能力从而

发展数据管理能力以及硬件加速ꎬ 以

确保满足平台的性能标准ꎮ

２　 到特征功能的映射

２ １　 连接

功　 　 能 备　 　 注

实时的态势处理  包括实时的意义建构

多系统连接  连接到一个以上的系统

远程功能  驻留在产品之外的功能

对任意带宽 /协议的适应性  
重新配置以适应任何带宽 /协议→从硬件解决方案切换到软

件解决方案

对新的连接性标准的升级能力  能够通过软件升级到新的连接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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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功　 　 能 备　 　 注

合法拦截功能

远程访问  

身份认证和访问控制  

可靠性和完整性  

２ ２　 处理

功　 　 能 备　 　 注

内置分析 (ｏｎｂｏａｒｄ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外接分析 (ｏｆｆｂｏａｒｄ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机器学习

情境化  

匿名化  

信息聚合  

语义互操作性  

装置的动态组合  装置的动态组合ꎬ 用于实现自愈 /弹性

动态可配置性  根据需求变化ꎬ 装置可由自身或系统动态的配置

追踪数据所有权  

(群体) 感知

２ ３　 存储

功　 　 能 备　 　 注

数字产品存储 全生命周期ꎻ 产品谱系

模式识别  基于人工智能 /机器学习

性能数据  用于分析

２ ４　 感知

功　 　 能 备　 　 注

应对越来越多的具有传感功能的装置  

传感数据的介导交换  

数据可信度  

原始数据的净化  

超精密定位能力  

隐私

数据完整性  

要求认证的复杂传感器  

重新配置传感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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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５　 执行

控制接口装置

功　 　 能 备　 　 注

校准

装置群组的控制  运行时和配置

装置的动态组合  动态地将装置装载 /分配到一个群组

根据情境而调整装置的控制方式  

安全要求

认证、 访问控制及授权  

发言权控制 在被允许的人当中ꎬ 谁能真正控制系统ꎬ 以及交接机制是什么

群体 /自我优化的控制智能

群体安全控制

情境感知控制

用户 Ｉ / Ｏ

功　 　 能 备　 　 注

触觉接口  

多装置用户接口  

虚拟建模

仿真

可访问性 针对残疾人

增强现实 例如眼镜

可用性和用户体验

２ ６　 安全

功　 　 能 备　 　 注

端到端策略管理  整合所有策略

关于可用的物理资源和安全性的优化框架
关于可用的物理资源 /安全鲁棒性的优化框架 ( ＩＳＯ ２７００１

中的 ＰＤＣＡ循环法)

弹性  包括信息—物理攻击

容错性  包括信息—物理攻击

对系统威胁的检测和响应
观察—判断—决策—行动
(ＯＯＤＡꎬ ｏｂｓｅｒｖｅ￣ｏｒｉｅｎｔ￣ｄｅｃｉｄｅ￣ａｃｔ)

装置的监控  

对威胁的协调与分析  

身份管理  联合身份管理ꎬ 系统间的 ＩＤ相关ꎬ 

装置的 ＩＤ保护  

真实性管理  数据的可说明性 /不可抵赖性

异常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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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下一代技术

下一代技术 备　 　 注

连接技术

下一代卫星通信的传输层协议 高带宽ꎬ 高时延

第五代蜂窝接入系统 (５Ｇ)  

低功耗无线接入网络 (ｌｏｗ ｐｏｗｅｒ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ａｃｃｅｓｓꎬ ＬＰＷＡＮ)  

处理技术

系统配置与动态组合  

数据情境化  

自主数据交换

传感融合技术  

机器学习  

虚拟化

存储技术 数字产品存储

感知技术 超精密定位技术  

可执行技术

增强现实

虚拟现实

触觉互联网  

安全技术

物的标识  

同态加密

可搜索加密

可信建立

安全系统协同技术  

通过使用控制的隐私

持续安全性审计

用于 ＩｏＴ的 ＩＡＭ技术 身份和访问管理

应用隔离与安全边界技术

４　 必要的未来标准

标准需求 备　 　 注

连接技术

实现 ５Ｇ的标准  

用于在卫星和装置之间支持更高的带宽 /时延的新传输层协议
的标准

ＩｏＴ设备具有升级到新连接标准的能力的标准  

处理技术

信息交换模型  

语义元数据定义标准和模型  

数据交换模型及接口和相关标准  

自主数据交换配置文件和交换机制

元数据标注模型和接口

情境化信息模型  

元数据情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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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标准需求 备　 　 注

存储技术 数字产品存储的标准化

感知技术

元数据的标准  

超精密定位技术的抽象标准

传感器数据隐私标准
终端客户和消费者可以选择启用

或停用

传感融合标准  

发展传感器元模型的标准ꎬ 可以
促进非结构化噪声数据转换成高层
次的领域知识ꎬ 传感器元模型用于
提取传感器的观测结果

可执行技术

用于唯一地识别控制接口装置分组的标准模板

用于规范 ＩｏＴ用户跨系统 Ｉ / Ｏ的通用标准

独特的 ＩｏＴ可访问性要求的标准  
反映超越传统人机 Ｉ / Ｏ 的高级 ＩｏＴ

服务

安全技术

社会系统中的 ＩＤ联合标准  

信息—物理攻击保护标准  

同时连接多个系统的装置标识符的标准  
例如 Ｗ３Ｃ 的国际化资源标识符

(ＩＲＩ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

用于建立平台完整性可信的标准协议

协作型安全框架
支持在相互依赖的系统之间交换

网络威胁情报

实现在相互依赖系统之间的安全性能力评估的成熟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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