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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从汽车到制造设备、ATM 和采矿设备，智能装置正在进
入商务工具的每个方面。其计算能力可创造新的机会，
将分析功能带到数据最先创建和操作执行的位置。有
关边缘计算的创新有助于改进质量、增强性能，推动
更深入、更有意义的用户互动。
边缘计算可以：

- 通过人工智能 (AI) 解决新的业务问题 - 数据获取
点的现代设备拥有自己的分析能力。将计算资源靠近
数据产生点，然后利用 AI 解决新的业务问题，减少
延时和数据传输。

- 增强能力和弹性 - 在边缘设备中植入计算和分析
功能，可增强系统的整体分析能力。边缘设备可在
本地运行容器技术，最大程度地提高公司开发人员
的云原生编程技能。

- 获取更好的安全性和隐私保护 - 靠近来源处理数据，
可减少需要通过网络传输的数据，缩小潜在攻击面，
便于在数据创建来源中执行企业策略。

- 利用 5G 网络更小的延时 - 采用 5G 网络后，
业务流程可以利用本地化的数据分析通过中心
AI 馈入自动决策。

随着互连设备的增长，会产生很多未被开发利用的数
据，前瞻性的公司希望释放这些数据的潜力，以发现新
的商机、提高运营效率和改进客户体验。边缘计算使企
业应用程序靠近创建数据和需要执行操作的位置，可让
企业充分利用 AI 并且近乎实时分析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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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您是一家制造商，正在努力解决生产线中断
导致的潜在成本 - 在任何设备停机和生产过程停
止的情况下可能发生的成本。或者假设您是一家
汽车行业的制造商，正在努力让客户、驾驶员和
乘客获得更好的驾乘体验。使用分析和 AI 可以
增强和扩展上述示例所需的功能，改善整体
体验。  
在过去，云和 AI 的使命是从数据中获取切实可
行的见解来自动化和加速创新。但是，互连设备
产生庞大而复杂的数据，使网络和基础架构的功
能面临严峻的考验。IDC 报告称，到 2025 年，
每个关联人员每 18 秒要进行至少一次数据交
互[1]；这充分表明，靠近来源捕获的数据有很
大潜力提供有意义的见解。

边缘计算的优势
边缘计算有助于解决这些速度和规模问题。利用边
缘设备、网关和网络的计算能力，您可以保留云计
算固有的资源动态分配和连续交付原则。凭借边缘
计算，当今的企业有潜力超越其数据中心的范围对云
进行虚拟化。在云中创建的工作负载（包括一些更
现代形式的 AI 和分析），现在可以向边缘迁移；
在适当情况下，可以清理和优化在边缘生成的数据，
然后将其带回到云中。
IBM® 具有广泛的边缘计算视野，跨越众多行业和
多个层级，并且使用 Docker 和 Kubernetes 等开
放技术和标准进行了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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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边缘计算平台涵盖了私有云和企业环境、
网络计算空间，甚至还覆盖了内部网关、控制
器和服务器，最终囊括机器人、连接车辆等
智能设备。
集中、超大规模的公共云、混合云、共同位置托管
数据中心和传统的企业 IT 数据中心将继续充当数
据、分析和后端数据处理的聚集点。
公共、私有和内容交付网络正在从简单管道转变为
价值更高的应用程序托管环境 - 某种形式的边缘
网络云。
边缘计算的风险和责任
正如前面的章节中所述，在引入边缘计算创
造独特机会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挑战。首先，
它打破了云数据中心的清晰物理边界，迫使我
们考虑安全性、可寻址性、管理、所有权和合
规性问题。更重要的是，它放大了云管理技术
的扩展问题。
边缘网络使计算节点的数量增加了一个量级。
边缘网关又使其增加了一个量级。边缘设备
再增加一个量级。如果说 DevOps（连续交
付/连续部署）是管理超大规模云基础架构
的关键，那么零操作（即无需任何人为干
预的操作）就是管理海量规模云计算功能
的关键。
在这种规模上，变化是持续不断的，并且是爆
炸式的。网络需要重新配置以不断解决拥塞
问题。边缘网关需要使用新的功能和流程进
行更新。边缘设备需要到处移动、更改所有
权和重新配置用途或重新确定优先级。这种
波动水平实际上已成为常态。此外，在当
今企业中部署的智能设备（边缘设备）往
往是共享的，因此不能期望用户管理这些设
备上的计算。

边缘计算涉及哪些术语？

混合云计算 – 传统的超大规模公共云，
例如 IBM Cloud™ 和其他云服务提供商
（Microsoft、Amazon 和 Google 等）；
以及部署在共同位置和内部 IT 数据中
心的私有云。
5G 网络 – 在向 5G 过渡期间，许多公
共网络提供商都在扩展其基础架构以纳
入通用计算服务。边缘网络本身可能是
多层级的 - 由区域数据中心、中心办公
室和枢纽微数据中心组成。电信公司正
在使用网络边缘内的云技术将其核心
网络中的这些层级转变为托管应用程
序工作负载。
边缘服务器 – 充当边缘服务器的服务器、
网关和控制器通常部署在工厂、仓库、酒店
和零售商店中，以提供支持运营的本地计算
能力。这些资源可能集群也可能分散，但都
支持关键业务流程。
边缘设备 – 具有完成工作所需的计算能力的
设备，其数量正在迅速增长 [2]。这些设备通
常具有足够的 CPU 能力、RAM 和本地存
储空间，可以运行 Linux 操作系统。
物联网 (IoT) 设备 – 大多数传统 IoT 设
备都是封闭的固定功能设备。它们通常集
成了传感器，用于收集从上游传输到其他
聚合点（通常是云）的数据。
移动设备 – 移动设备在边缘网络中扮演重要
角色。它们不同于其他边缘设备，因为它们
通常属于个人（对其使用承担个人责任），
移动设备运行 iOS 或 Android 操作系统，
可能不支持在其应用商店以外购买的容器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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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必须能够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部署、
更新、监视和恢复边缘计算空间。所有活动和流
程都必须完全自动化，能够在没有干预的情况
下自行决定在什么位置安排什么操作，在不断
变化的条件下识别和恢复。安排的所有活动都
应该是安全、可追溯和合理的。系统必须深入
了解具有不同功能和用途的不同设备的性质、
位置和目的，利用这种了解做出由策略驱动的
明智决策。
在利用边缘计算的其他优势时，需要考虑和解
决所有这些问题。IBM 引入 IBM Edge™ Computing
来解决这些问题。
将多云部署扩展到边缘
今年早些时候，IBM 推出了 Cloud Pak for
Multicloud Management，它将多个供应商的云
平台整合到一个从内部到边缘的统一仪表板中。
IBM 边缘计算是一种自然扩展，使工作负载
的分配和管理功能超出边缘网络的范围 扩展到边缘网关和边缘设备。
当然，边缘平台的作用范围仅限于其支持的生
态系统。这就是为什么 IBM 边缘计算利用边缘
组件、私有云和混合云环境以及公共云来识别企
业应用程序的工作负载，其中边缘计算为分布式
AI 提供一个新的执行环境，以到达关键和时间敏
感的数据源。Amazon、Microsoft、Google 及其
他支持容器技术的云服务提供商开发的应用程序
现已列入 IBM 边缘计算工作负载的备选清单。
此外，IBM 为快速深入学习、视觉和语音识别
以及视频 和声学分析带来了 AI 工具，利用这
些工具可以推理视频和音频的许多分辨率和格式、
对话服务及发现，从而推动复杂企业应用程序的
创建。IBM 还带来了深厚的领域专业知识和行
业领先的解决方案，例如资产绩效管理、公共
安全、智能位置和移动、金融服务和零售解决
方案。这些解决方案融合了 AI 和分析技术的
先进性，并利用分布式边缘计算拓扑的优势，
最大程度提高其性能、效用以及对私人用户和
企业数据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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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随着互连设备数量的增长，会产生很多未被开
发利用的数据，释放这些数据的潜力有助于发
现新的商机、提高运营效率和改进客户体验。
IBM 边缘计算及其配套边缘计算解决方案
可以帮助您的公司：
- 支持电信、制造业、零售、汽车和许多
其他行业的转型。
- 支持将 AI 和分析技术部署到边缘设备、
网关、操作控制器及其他计算位置。
- 促进 5G 和定位技术的兴起，通过虚
拟化网络功能以及为企业解决方案创造
新的计算机会，在其网络基础架构中挖
掘更高的价值。

IBM 是您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它利用行业专业知识，
提供开放、智能的边缘解决方案，使企业能够规模化构
建、分发和管理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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