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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C 观点
近年来，每当开展物联网 (IoT) 投资讨论，IoT 平台都是毋庸置疑的关注焦点。据 IDC 预计，2016 年，
随着物联网市场不断趋向成熟，有望出现“平台的平台”。鉴于目前市场上的平台不计其数，各种平
台相互逐鹿，争相成为 IoT 实现的重心，“平台的平台”堪称大势所趋。这些 IoT 平台的提供方各不
相同，既有利基供应商和业内企业，也不乏软件供应商，有些时候甚至还包括设备制造商。但问题在
于，其中很多平台仅专注整体平台的一个方面，要么是设备连接、要么是连接，要么是应用管理，甚
至是分析。这就亟需确立一个中心点，充当“平台的平台”，将这些迥然各异的解决方案整合到一起，
同时提供其他功能。
IBM 希望通过其 Watson IoT 产品组合打造这款“平台的平台”。终极目标是成为平台提供商、其他
IoT 市场参与者以及企业自身的中心。通过利用 IBM Watson IoT Platform，企业不仅可以从整体
IoT 平台组合中获益，还能访问 IBM 享誉全球的云计算、信息管理和数据服务（即天气服务和社交服
务）以及安全功能。特别是，Watson IoT 还提供学习功能和智能技术，支持实现现实世界的数字化
颠覆，推动业务转型并提升人类体验。

内容提要
本白皮书探讨了物联网技术，主要关注 IoT 平台以及为何需要全面整合互连终端与企业应用、安全和
分析技术，同时还在整体 IoT 市场环境下讨论并明确了 IoT 平台的关键元素。从本质上看，IoT 平台
对于建立连接、管理风险及实施信息管理和分析至关重要。
本白皮书全面分析了企业投资 IoT 平台将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另外，还概括介绍了 IBM Watson
IoT Platform，指出这是一款强大的解决方案集，集平台核心元素于一身，为成为真正的“平台的平
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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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概况
IoT 机遇
物联网将会成为未来几年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推动因素。在数字化转型的引导下，企业将利用数字
能力推动业务模式和生态系统改革。IDC 认为，转型集中覆盖下列五个不同的领域：


领导力转型



全渠道体验转型



信息转型



运营模式转型



员工队伍转型

物联网将在此次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为它不仅可以催生新的业务模式，还可以促进工作流程改革、
提高生产力、控制成本及增强客户体验。在此仅举几例。
根据 IDC 的定义，IoT 是一个由唯一标识终端（或者“物”）网络组成的网络，使用 IP 连接直接通信，
无需人为干预。支持 IoT 的生态系统涵盖复杂的技术组合，不只限于模块/设备、连接、IoT 平台、存
储、服务器、安全、分析软件和 IT 服务。据 IDC 预计，到 2020 年，全球 IoT 投资将高达 1.7 万亿
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IoT 绝不仅限于可穿戴设备和互连消费电子产品。IDC 预计到 2020 年，80% 以上的
IoT 投资将集中于 B2B 应用和用例。在 IDC 发布的 2015 年度全球 IoT 决策者调查报告中，大部分
受访者认为业务应用将成为重要的 IoT 增长领域。各种行业应用、企业应用和政府应用层出不穷，致
使生态系统中的应用趋于过剩，真正的机遇蕴含在应用创造的组织价值当中。

整体 IoT 平台
最近，IoT 平台引发了大量关注，因为它可以将 IoT 终端与实现业务成果所需的应用和分析技术连接
起来，进而助力创造业务价值。实质上，IoT 平台是整体 IoT 解决方案的关键所在，因为它使得终端
生成的数据可以由最终用户处理并物尽其用。
IDC 认为， IoT 平台包含五大核心元素。这并不是说目前市场上的所有平台解决方案都包含全部五大
元素。如今，很多 IoT 平台仅包含两三项元素，只有少数供应商可以真正地提供全面的平台功能。在
接下来的几节中，我们将对这五大元素进行详细讨论。

设备管理


本元素包括的平台特性和功能旨在设置、更新终端并确保终端可以持续收发数据。



设备管理的子元素包括激活认证、配置、设备监控、诊断、支持和设置/OTA 软件更新。



设备管理的目标是：通过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确保实现和维护这些位于互联网边缘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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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管理


本元素包含的平台特性和功能用于支持物联网服务供应商管理互联终端的安全性、访问权限
和一些计费活动。特性一般包括对多种连接协议和不同级别安全服务的支持。帮助在单个全
局 SIM 卡上管理多移动运营商服务的功能日趋普遍。长期以来，移动运营商一直倾向于在连
接管理平台中纳入传统定义的网络管理特性，或者将二者搭配使用。此类特性属于 OSS/BSS
功能，包括归属位置寄存器 (HLR) 和订户信息存储库，例如帐户状态、用户偏好、订阅的服
务（例如，数据），还包括用户位置或地址，以及与数据服务相关的身份验证、授权和记帐
(AAA)。



连接管理的子元素包括 SIM 管理/网关管理、存储和转发、监视和警报、诊断及报告。



连接管理的目标是：帮助确保将互连终端快速推向全球市场，以及为这些“事物”持续建立
安全连接。

应用管理


本元素包括的可扩展功能通常通过基于云的 API 实现，此类 API 支持横向和/或纵向应用开
发，可利用 IoT 解决方案中的互联终端产生的数据。



应用管理的子元素包括 API、应用配置和应用安全服务。



应用管理的目标是：降低开发人员和/或最终用户开发应用的成本和复杂度，他们需要收集、
管理和解读大量互连终端生成的数据。

仪表板和报告


此元素包括一系列工具，用于支持 IoT 解决方案提供商和/或最终用户创建自动化、可重复及
管理导向型 IoT 数据摘要。在这些工具的帮助下，不仅可以实现云数据标准化，还可以使仪
表板创建者整合 IoT 解决方案数据以及企业云或其他企业系统中的数据，汇总成为实用报告。



仪表板和报告的子元素包括可视化工具、云数据标准化，以及企业系统数据或公共云数据的
整合



仪表板和报告工具与服务的目标是：毫不费力解读 IoT 解决方案数据结果，帮助轻松快速地
制定管理决策。

分析


此元素包含基础的计算功能，能够揭示富有远见、实际可用的数据和一些基本预测性数据。
IoT 平台的分析功能不适用于处理大数据和种类繁多的复杂数据。若要大规模有效解读数据，
还必需部署其他计算功能。服务往往会为 IoT 解决方案数据提供基本情境，例如社会、历史
和实时上下文。



分析子元素包括 IoT 解决方案数据在社会、历史和实时上下文中的基本情境化，以及基础计
算功能。信息管理和信息存储属于组件，可以纳入某些包含分析功能的平台。若能纳入可用
数据源（即天气服务和社交服务），还可以帮助更全面地理解所捕获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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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IoT 平台中，分析的目标是加强数据解读相关性，缩短最终用户整合数据输出所花费的时
间。但是，如不具备更深入的认知分析功能，捕获和管理的信息将无法提供更深入的洞察，
也就无法推动现实世界、业务流程和实时决策的数字化转型。

未来展望
随着企业希望部署的 IoT 解决方案越来越多，他们必须寻找能够支持不断增长的部署需求的供应商
合作伙伴。IDC 指出，企业需要其 IoT 平台合作伙伴具备以下几项能力。对于企业而言，重要的是
合作的供应商应具备管理这些长期需求的专业知识，并且将相应能力融入到解决方案中：


垂直行业专业知识。平台越来越多的需要满足特定应用的需求，很多时候与行业用例息息
相关，包括医疗保健、运输、制造和零售行业等等。但是，倘若平台基础功能并非专注于
某一特定垂直领域，而是支持定制以满足企业的特定需求，势必也会十分有利。



以安全为本。无论任何企业，安全始终是第一要务，IoT 平台需要将安全理念融入产品中
的解决方案。企业越来越坚信，IoT 部署可以缓解业务风险。



与嵌入式操作系统和智能网关集成。在芯片组或智能网关中部署嵌入式 IoT 平台后，开发
人员将可以运用高级功能访问中间件类型的 IoT 平台所不具备的功能。



集成交叉垂直数据源与平台。很多 IoT 解决方案需要外部源输入和信息；因此，交叉垂直
数据源访问功能对于平台而言十分重要。



开始联络 OEM，铸就强大的合作伙伴生态系统。成功的 IoT 平台提供商势必在 IoT 生态
系统中拥有大量合作伙伴，但 IDC 认为联合若干设备和芯片组 OEM 也很重要。这些
OEM 可以帮助指出平台产品所需的功能，并为寻求单一提供商的企业提供更全面的解决方
案。



地理分布。尽管一些国家/地区的某些部署项目倾向于自给自足，但还有一些其他部署项目
隶属于全球供应链。对于企业而言，通过了解特定地区互联终端的细微差别，携手有能力
满足本地和全球需求的供应商十分必要。举例来说，中国地区与全球云的集成度较低，因
而中国的部署项目往往面临相关挑战。而在德国，鉴于隐私法十分严格，向境外传输数据
困难重重。从医疗保健和金融的角度而言，监管法规因国家/地区而异。这些示例表明，真
正的全球性 IoT 平台必需深刻掌握跟踪移动目标的地缘政治影响，这一点尤为重要。



供应商生存能力。在 IoT 平台市场中，目前有 150 余家供应商提供整体解决方案的部分或
全部元素。但问题在于，很多供应商规模较小，并且据 IDC 预计，一些供应商面临倒闭风
险，另一些则会被更大的企业收购。考察所选供应商的长期生存能力和市场表现十分重要，
因为这些因素将会影响 IoT 部署项目的长期运行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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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在物联网中扮演的角色
IBM 将继续大规模投资发展物联网，积极争取成为 IoT 市场中“平台的平台”。2015 年 4 月，
IBM 宣布将在未来四年投资 30 亿美元，用于向客户交付 IoT 解决方案和服务 - 侧重有效协助创建、
构建和管理处于 IoT 核心位置的互连产品和系统。2015 年 12 月，IBM 宣布依托 Watson IoT 利用
Watson 提供的认知分析功能发掘 IoT 业务机遇。2015 年 10 月，IBM 做出重大举措，收购了 The
Weather Company，进一步巩固了自身在 IoT 市场的投资地位。本部分重点介绍 IBM IoT 产品组
合 — 特别是 IBM Watson IoT Platform。IBM 致力于通过帮助企业利用新服务、新产品和新收入
来源实现行业转型，发展成为企业 IoT 提供商。IBM 坚信，鉴于嵌入式传感器、无处不在的连接、
云计算、产品生命周期管理和高级分析技术的持续进步，IoT 必将推动物理世界实现数字化转型。经
过此类转型，企业将：


改善运营并降低成本 — 例如，通过预测维护、降低业务风险、实现工厂自动化



创建新产品和新业务模型 — 例如，汽车创新、健康状况和健身运动跟踪，或者住宅/楼宇自
动化



促进客户互动并提升客户体验 — 例如，零售场景、互连活动场所，或者支持某个特定品牌
的全渠道体验应用

出于这一考量，IBM 推出了端到端产品，用于提供工具、服务、应用和解决方案、平台、设备及网
络 — 有些时候还包括合作伙伴，从而帮助利用 IoT 实现行业转型。接下来的章节将详细介绍 IBM
IoT 产品组合整体愿景的细节。

行业转型
如上所述，各行各业中，IoT 供应商要想取得成功，提供支持垂直化同时内含通用元素的平台至关重
要。IBM 始终秉承这一理念，开发行业特定解决方案。目前，IBM 提供两项特定解决方案：IoT for
Electronics 和 IoT for Automotive。2016 年及以后还会陆续推出其他解决方案。这些产品以行业
用例为焦点，利用 IBM IoT 应用、Watson IoT Platform 及其他一些支持元素，广泛涵盖 IBM 在
安全、分析和商业领域的优势技术，同时依托 IBM Cloud 基础架构和服务。与此同时，IBM IoT 团
队还与 IBM 研究院密切合作，提升在行业转型领域的领导能力。

应用和解决方案
在 IBM 看来，应用是企业转型与 IoT 平台之间的连接纽带。应用是为互连设备赋予生命活力的关键。
这些应用可全面实现技术驱动创新、行业驱动创新和设备创新。IBM 投入大量精力改进资产和设施
管理（包括库存优化、设施空间利用及员工健康与安全）以及资产性能（预测性维护、运营优化和
基于条件的维护）。
与此同时，IBM 在持续工程（具备所有端到端系统开发和需求管理功能）和互连产品开发（服务专
用于帮助制造商打造物联网智能互连产品）等另外一些领域同样领先群雄。

平台 (IBM Watson IoT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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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 IT 和特定行业供应商声称具备 IoT 平台，但仅有极少数供应商推出了整体端到端平台，广泛涵
盖 IDC 分类定义的全部五大元素。IBM 通过其 Watson IoT 解决方案覆盖每一项 IoT 平台元素。
IBM 的平台将作为通用基础平台，广大供应商可从中提供云托管外包产品（运用 IBM SoftLayer 基
础架构）。除了与 ARM mbed IoT Device Platform 集成外，还涵盖下列一些重要元素：访问分析
工具、Bluemix 应用开发环境，以及保护企业数据的内置安全功能。凭借自身的分析和混合云功能
优势，IBM 成功脱颖而出。


IBM Watson IoT Platform Connect。此元素通过多种协议实现设备与云通信，而且适
用于 IBM 设备系列和芯片合作伙伴提供的多种设备类型。



IBM Watson IoT Platform Information Management。除 IoT 设备数据存储外，此
元素还可以提供针对其他第三方数据源和平台的数据集成功能。



IBM Watson IoT Analytics。这方面的产品纳入搭建有 Watson API 的 IBM 分析产品组
合，并将这些功能融入 IoT Platform。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视频/图像/音频分析和文
本分析是其中的部分主要元素 — 包括 Watson API 支持的 Real-Time Insights。



IBM Watson IoT Risk Management。此元素侧重满足 IoT 不断提升的安全需求，并开
发解决方案解决业务问题（如大型 IoT 环境异常检测）。

设备和网络
IBM 一直致力于帮助将设备连接至 IBM IoT Foundation。IBM 深知，必需在合作伙伴的配合之下
才能达成这一目标，但希望在这一层市场推动实现生态系统级互操作性和安全性。IBM 正在与广大
硬件集成商（例如，Flextronics 和 Avnet）合作利用 IBM Cloud 服务推动提升互连终端的价值。
对于电信公司和电子公司（例如，ARM、AT&T、Intel、Jasper、Sprint 和 Texas Instruments），
IBM 支持开发人员连接到 IoT Foundation，不但可以开发直接面向自动连接设备的应用和功能，还
能 使 用 其 自 助 式 developerWorks 秘 籍 站 点 。 如 今 ， Continental 、 Cummins 、 Gibson 、
SilverHook 和 Whirlpool 均已采用 IBM Watson IoT Platform。

结论
广大企业 — 无论已经部署 IoT 还是计划部署 IoT，均深刻认识到，寻找一项既全面又可针对自身需
求定制的解决方案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与此同时，IoT 平台提供商也在竭力设法扩展、扩充以及
提供其他功能，如分析和安全功能。IDC 认为，部署稳健可靠的 IoT 平台是连接终端和捕获数据的
关键；只有这样，才能将数据转化为意义深远的变革性业务信息。另外，联合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
（既希望建立稳健的生态系统合作伙伴关系，又有能力为物联网中的平台提供平台）也很重要 — 这
样才能具备所需的广度、深度和行业合作伙伴，提供真正的整体解决方案，从而支持企业通过 IoT
投资获得期望的业务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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