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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资源逐渐被认为是社会基
础资源

•网络资源社会化的趋势使管道
商谈判力薄弱，甚至成为影响
服务质量的“众矢之的”

垂直行业网络与生态现状
接入方式多样 组网需求各异

NB-IoT

• 不同垂直行业存在多样化的网络接入
• 多种协议标准共存
• 有线与无线共存

VxLAN, L2TP, IPSec, GRE等
各类隧道需求

存储 各类存储资源组网需求

苛刻的端到端网络时延需求

VPN
极高的安全性及数据隐私保
护需求

端到端的带宽保障与定制化
QoS需求

网络资源社会化

社会化的网络与带宽 •硬件、软件、平台各方博弈，垂直行业标准难统一，既成事实形成
的多种生态共存将常态化

•基于互联网思维的垂直行业生态业务迭代速度快，需要互联网化的
开发运营模式

•运营商化“管”为“保”，提供服务质量可保障的能力，张弛有度
地经营共赢生态，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网络资源社会化背景下的垂直行业生态前景

运营商需提供端到端资源和业务保证，纵向延伸业务逻辑的处理能力，更好地服务于垂直行
业多样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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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隐私的保护需要从业务接入点实施
• 超边缘计算适应不同行业的多元化，不同等

级的数据加密要求

• 工业互联网抵御外部攻击需要实现从业务起
点到工业云平台的端到端保护

• 工业现场设备安全日志数据的收集与分析

端到端的数据安全保障

• 工业应用的高可用性要求在
暂时无大网连接时，仍能使
用基本业务保证生产

• 开放平台承载碎片化IoT生态
• 灵活API和硬件资源调用

• 本地化高实时性的图像识别
等人工智能应用对本地计算
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智能、开放的网络平台

实时、灵活和软化的组网

• 支持多物理层接口
• 支持多种工业协议
• 支持协议互转互通

• 工业控制苛刻的时延要
求（现场总线<10ms，
和运动控制<1ms）

• 实时逻辑判断和决策

• 大量传感器数据增加云
端压力，亟需本地预处
理进行过滤和分流
• 本地内部网络流量卸载

• 引入SDN技术提供本地
集中优化能力，支撑保
证时延承载，如SD-
TSN技术

垂直行业对边缘计算的需求

IoT终端异构接入 超低时延网络 本地分流 本地网络优化

多生态承载 分布式人工智能

业务可用性

网络攻击本地防御

数据隐私与加密

• PLC等工业控制实现远程编程
• 软件定义机械实现控制与执

行的分离，支撑柔性制造

软件定义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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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边缘计算

Manufacturing Smart Home Healthcare

EDU Energy Mining

Logistic Public Sector Chemical

Resale Food Military

Beyond Edge Computing 

(BEC)

超边缘计算
Building the Intelligence Beyond Network 

Edge for Vertical Industry IoT

构建超越边缘网络的智能垂直行业物联网

超高效率的
计算能力

超低时延的
组网能力

超高可靠的
业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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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边缘计算的核心技术诉求

1 4
多生态边缘业务推送与承载 资源隔离与保障

•远程部署各行业第三方边缘业务

•实现碎片化IoT产业链的整合、集成

•边缘计算节点的计算、存储、I/O等资源可
进行隔离

•实现业务与网络切片的映射

2 5
业务的跨平台部署与开放API 海量虚拟化资源孤岛的管理

3 6
实时、安全的转发面 高效组网和运算能力

•支持南向SDN化的管控能力，垂直行业内
网的集中优化和软件定义的机械
•多元化硬件配置支持GPU、TPU（人工智

能ASIC）等特征运算能力的开放

•跨不同硬件及软件平台的业务部署

•定义统一开放的API接口，充分调用底层芯
片能力，支撑行业边缘应用生态

•千万到亿级的网元管理、虚拟化管理及应
用管理能力

•面向万物互联的轻量级管理及业务接口

•高精度时间同步和低时延转发机制确保时
延敏感
•高实时性的工业级操作系统支撑行业边缘

控制类应用的敏捷处理
•安全机制为工业互联网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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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

BEC

数据处理

数据收集

特征库

超边缘计算与云计算的关系

控制器

作出响应和决
策

上传数据 更新特征库

本地Inference

全局智能，本地决策（Global Intelligence, Local Decision，GILD）

Global intelligence(全局智能)

云端需要处理边缘收集的数据，进行可操作的
决策反馈，包括人工智能计算，其中

云端执行AI中的Training任务，从BEC节点接
收返回的数据，不断进行训练过程，并将训练
好的结果推送至BEC节点的特征库，此过程耗
时很高

Local decision(本地决策)

BEC节点接收设备（传感器）等发送的数据，
进行处理，并将数据与现有的特征库进行匹配，
最后将结果或控制信令返回本地，此过程非常
迅速

需求

人工智能算法中，分为Training和
Inference两个阶段，其中Training
任务复杂且耗时，Inference任务复
杂度相对较低

优势

降低时延
不用返回云端进行处理，网络回
路大大降低

高安全
有较高隐私需求的数据不会在往
返云端的过程中被监听，窃取

Cloud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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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量级虚拟化技术

Virtual Machines

优势

• 安全隔离的工作负载
• 易于部署
• 功能丰富，多操作系统支持，实时

迁移

不足

• 慢启动，由于两个完整的操作系统
（主机和来宾）

• 占用空间大（尤其是内存不足）
• VM需要与工作负载分开管理。

虚拟容器

VM-based Container

- 快速启动性能好，内存占
用小节约成本

- 容器的生命周期管理

- 巨大的生态系统

- 安全，由于沙箱Linux AP

- 隔离，由于每个VM和每个
容器的QoS特性

- IaaS和PaaS

容器生命周期
管理，轻量，

可移植性

Containers

优势

• 更快的生命周期
• 更好的性能，轻量级
• 可移植性高
• 更高的服务密度-微服务

不足

• 较弱的安全性和隔离性
• 安全特性复杂，无法正确配置

Operating System

DOCKER ENGINE

BINS/LIBS

APP

BINS/LIBS

APP

常用容器栈结构

硬件辅助虚
拟化，隔离

虚拟机和容器

Platform HW

Virtual Machine Monitor(VMM)

Guest OS

APP
VM1

Guest OS

APP
VM2

虚拟机架构

Platform HW

Virtual Machine Monitor(VMM)

Specialisation 
kernal

container
VM1

Specialisation 
kernal

container
VM2

虚拟容器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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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stack和Kubernetes目前均
无法高效地对海量虚拟化资源进
行管理

•相对离散分布的超边缘计算虚拟
化资源需要一个轻量级的管理接
口

管理及业务数据接口

其
他
功
能

虚拟化平台及API开放层

多生态承载和各类行业应用

物理接口层: Zigbee, WiFi, RS232/485, Ethernet, LORA

行业协议层:MQTT, Profibus, Profinet, Modbus

组
网
功
能

转
发
功
能

接
入
功
能

网元管理

实时性操作系统

虚拟化资源管理及业务编排 多生态业务数据统一承载

I1

•业界普遍应用BBF体系TR-069、
互联网体系HTTP+JSON、传统
管理SNMP等

•向通用的netconf+YANG演进

I1-海量网元的轻量级管理接口 I2-海量虚拟化资源和业务编排

•借鉴MQTT，HTTP+JSON等常
用承载方式

•实现不同行业协议层数据的统一
承载，通过新的封装使能网络切
片的质量保障功能，同时兼顾低
Overhead，低时延的需求

I3-多生态业务数据的承载

I2 I3 超边缘计算分布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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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级实时性操作系统

Hardware

User space

Real-time 
task

Non Real-
time task

Linux kernel

Real-time 
process

Non Real-
time process

实时性操作系统架构

保障网络传递数据包的时
延，很多场景下有极致的
低时延应用需求，例如工
厂中的协同制造

网络中各设备之间严格时
钟同步，误差控制在很小
范围内，不能有相位误差
和相位误差积累

时延确定性，指网络中
的时延必须明确，特别
是交换机处抖动要保持
在一定范围

自主访问控制
安全审计
抵御攻击

极低时延 时钟同步确定性时延 安全

SoC

Security

Trusted Linux Platform

Virtualization Real-time process

Device 
Management

BEC Management platform

APP 
management

Configuration

Edge Service1

APP APP APP

基于实时性操作系统的BEC管理架构

需求

Edge Service2

APP APP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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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SD-TSN网络的管控

802.1 TSN 网络

BEC

SDN控制

支持TSN

Internet

SDN化的TSN

SDN化的TSN网络，BEC节点作为SDN控制器，支持对TSN网络设备
的集中化配置和优化，形成对垂直行业TSN网络的智能化管理。

时间敏感网络（TSN）是IEEE 802.1工作组的时间敏感网络任务组开
发的一套标准,TSN任务组于2012年11月成立。目前已经有Qav, 
Qbv, Qci, Qbu, Qcc, Qcb, IEEE802.1 ASRev这几个版本。

VLAN proporty3 VLAN proporty3VLAN proporty7,6,5,4,2,1,0 VLAN proporty7,6,5,4,2,1,0

Cycle n Cycle n+1

1 2 1 2

Time t

TSN保障低时延机制

预留带宽

在每一个Cycle中，为VLAN优先级为3的数据帧预留部分带宽，使得
VLAN标志为3的数据帧总是可以优先传输。

时钟同步

结合IEEE1588时钟同步协议，保障报文发送时间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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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

超边缘计算的三大能力

802.1 TSN 网络

支持网络切片提供业务保障软件定义的工业互联网边缘灵活部署行业应用

切片1 切片2 切片3

切片化，容器化
映射数据到
不同切片

BEC

SDN控制

支持TSN

超边缘计算开放服务
平台

BEC

BEC节点支持VM和容器，可将云端服
务推送至节点，即服务边缘化。业务处
理不用返回云端，增强了安全性，降低
了转发时延。

VM/容器

服务

超边缘计算开放服务
平台

制造 移动智能家居能源医疗

业
务

推
送

SDN化的TSN网络，BEC节点作为
SDN控制器，垂直行业网络的集中优
化和管控。

SDM实现机器的控制面和执行面分离，
实现机器协同优化

BEC节点“切片化”，内部资源相互隔
离，不同的网络数据经由BEC节点转发
时，可以根据需求映射到不同功能类型
的网络切片上。

SDM控制

支持现场
总线

工厂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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