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决方案简介

物联网

面向石油和天然气上游市场的 IoT 解决方案
英特尔® 产品、解决方案和服务帮助为石油和天然气上游市场提供安全、无缝的

物联网（IoT）解决方案

简介

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剧烈的变革，孤立的系统将迅速转变为互联网连接的 “事物”，它们无处不在，所产生的数据能够通过分析而提取

出有价值的信息。这便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物联网（IoT），这种新事物将丰富我们的日常生活，提高企业生产效率，改善政府办公

效率等等。

英特尔正与多家解决方案提供商合作，面向各行各业的企业开发 IoT 解决方案，包括制造业、零售业、汽车行业、能源和医疗保健行

业等。这些解决方案能够针对在设备和数据中心之间移动的数据（始终安全、可管理并易于使用），运行分析软件和实施服务，从而

产生有价值的信息。

迁移至基于开放标准和互联网的解决方案（支持专用网络、公共网络、数据中心或云），对于加快上市速度、降低生命周期成本以及

充分利用工程专业知识至关重要。

无论是连接流程控制器、SCADA 系统、可穿戴设备还是轻运货车，所有人都希望达到快速、无缝的效果。本文解释了英特尔产品和

技术可如何为开发面向石油和天然气行业上游市场的端到端 IoT 解决方案的庞大生态系统提供基本构建模块，从而帮助这一切成

为现实。

面向石油和天然气上游市场的构建模块

IoT 的愿景是通过支持全球数十亿系统在云端共享和分析数据，创

造各种形式的机遇，从而帮助变革商业、人类生活乃至整个世界。

借助这些功能，IoT 解决方案能够：

• 更快速创建更出色的解决方案

• 降低开发和完井成本

• 优化石油回收

• 降低修井（well intervention）成本

• 提升安全性和环境绩效

• 优化能源生产和消耗

展望未来，几乎每个设备都需要内置安全、互联的智能。同样，

支持性网络和私有云基础架构（托管或内部部署）必须得到强化，

以更好地保护数据、管理设备和执行数据分析。

将英特尔® IoT 平台应用于石油和天然气行业

石油和天然气上游解决方案架构基于英特尔® IoT 平台。英特尔 

IoT 平台是一种 “通用类” 平台，可应用于多个行业。 

英特尔 IoT 平台的目的在于最大限度简化、保护和加速对互联物

体（“事物”）的数据收集。为此，英特尔 IoT 平台采用了一套传感

器、设备和云技术，能够降低对复杂配置和设备编程的需求。

借助这一通用基础，石油和天然气上游解决方案架构能够满足石

油和天然气上游价值链的职能和业务要求，该价值链包括地质学

家、钻井承包商、操作员和其他油田服务。

石油和天然气上游市场通常分为三大业务领域：勘探、钻井和

开采。每个领域都存在特有的问题（作业性质）和一些共有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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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 所示，勘探通常包括地震采集、处理和解释环节。钻井包括

实时流程监控、优化和作业结束报告。开采包括远程油泵和油箱监

控、油藏模拟和回收优化。三大业务领域都存在资产管理、运输和

安全方面的问题。

通过统一参考架构，石油和天然气上游行业能够抛弃定制和专有的

昂贵组件，转而采用商业化专色（COTS）解决方案。这不仅能够

降低成本，而且能够充分利用工程专业知识，让创新工作围绕石油

和天然气行业的独特挑战而非通用的计算基础架构展开。

概念架构

石油和天然气上游架构包括一系列分布式组件、组件的关系和连接

及一套部署拓扑结构。借助这一架构，计算基础架构能够摆脱数据

中心的束缚，从而分布在不同地区的不同场所，从井场到作业营

地、可穿戴设备和轻运货车。

设计目标

该概念架构旨在解决需要近实时的 IoT 服务的大规模、高度分布

式、传感和监控系统面临的挑战（即网络会造成非确定性延时）。

这些分散的大规模 IoT 服务带来了巨大的可扩展性和分布式数据管

理挑战。

该架构的终极目标是提供一种具有直观用户界面和相关 API 的平台

帮助协调 IoT 服务。为实现该目标，我们需要降低创建大规模 IoT 

服务的复杂性，以便一般的最终用户在稍微了解或毫不了解基础技

术的情况下能够提供这些服务。

架构组件

如图 2 所示，该架构包含下列要素：井场（通常称为 “边缘”）的 4 

个组件、将井场连接至后台的网络、后台的 7 个组件以及一系列最

终用户应用。

传感器、致动器和流程控制网络

物联网不能没有 “事物”。在石油和天然气上游市场，这些 “事物” 

包括读取流程相关数据的传感器、传统的流程控制网络（需闲置历

史数据分析师利用）和以某种方式（例如，改变阀门）改变流程的

致动器。

井场网关

井场网关可提供安全保护，对有线、移动和卫星网络的连接，对现

场工程师及公司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的连接以及用于现场（此处

为井场）应用的计算资源。

横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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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石油和天然气上游市场的各个业务领域同时存在特有和

共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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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电脑

井场的许多作业需要现场工程师执行实时分析和流程优化，尽管

他们无需时刻留在现场。在采油井，油田服务人员可能需要上传

历史数据并对油泵进行维护，进行油井维修，增加油井产量，或

实施其他需要特定计算能力的工作。

后台网关

后台网关（无论是在云端还是数据中心内）能够提供安全保护，

集成第三方数据（如天气或市场价格），实施边缘提取，以及充

当不同消费者之间的 “中介”。

井场会向计算基础架构传送三类一般信息：

• 数据管道和管理决策传播

• 控制和事件传播

• 安全性和设备管理路径

数据管道可能因下列因素而有所不同：实时数据或作业结束数

据、不同业务部门的特定数据、发出警报的控制数据、安全事件

及对设备管理供应命令的响应。

除集成第三方数据（例如，将天气、潮汐或交通信息集成至实时

流）外，后台网关还适合对来自井场的协议实施规范化，实际上

是创建可处理闲置协议的抽象层。

数据管道和数据管理（数据路径）

数据管道可处理或管理入站数据，并将数据分配至适当的数据管

理解决方案。数据管理解决方案实施存储和数据检索，有时还实

施与领域无关的数据分析。在一些情况下，数据管道可能会对数

据进行质量检查，以免存储或分析故障数据。在另一些情况下，

数据管道可能同时将数据分配至多个数据管理解决方案（如 SQL 

解决方案和 Hadoop 解决方案）。例如，当传统应用需要数据以

一种模式存储，而较新的应用需要另一种存储模式，则可能要采

用这种分配方式。

控制路径

控制路径 “直接” 将井场连接至应用。当来自井场的事件或告警需

要触发应用，或应用需要发回信息至井场或触发井场的某一事件

时，这种连接非常重要。订阅和发布消息传送模型适用于这一

场景。

请注意，当数据值达到或超过某一条件时，数据路径中的事件处

理器通常会生成事件。

安全性和设备管理

安全性管理负责管理策略并检测所有层面的潜在威胁。除对威胁

做出 “反应” 外，安全性管理还应该提供预防性措施，如确保整个

架构中的设备（或事物）和软件真实无误（身份验证）。

设备管理负责针对架构中的设备（或事物）供应特定参数，更新

设备中的软件并对设备实施状况检查。

尽管图 2 并未显示，但安全性和设备管理可连接至解决方案中的

多数（若非所有）组件，从而确保策略管理的一致性。未显示相

关连接情况是为了确保图示清晰明了。

井场

流程
控制
网络

网关 网关

数据管道

服务创建 API 管理

应用数据管理

安全性和
设备管理

控制
有线和

无线网络

移动电脑

传感器和
致动器

后台系统

图 2. 面向石油和天然气上游市场的概念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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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创建

服务创建支持开发一套常见且可再用的特定领域软件服务。这些服

务通常显示应用编程接口（API）。构建的服务还可利用其他服务

（mashup）、现有 ERP 解决方案及其他业务 IT 和 OT 系统。

应用编程接口（API）管理

API 管理可对服务 API 进行版本控制、计量、访问和速率控制。该

参考架构基于松散耦合的服务导向架构（SOA）的概念。API，连

同协议转换，是保持组件松散耦合的主要方式。

应用

最终用户经常需要使用应用。应用可以是控制面板、分析工具、可

视化工具和仪表盘、诊断解决方案及运行在台式机、笔记本电脑和

手机上的无数解决方案。

实现开放式架构解决方案

最终，实施单个概念架构可能无法妥善解决所有的上游业务问题。

流程数据的性质、网络限制和实施的分析将可能催生出井场的不

同计算要求，并促使在数据中心或云中部署不同的数据管理解决

方案。

英特尔预测到这一趋势，并将为石油和天然气市场推出服务导向架

构。该架构中的每个功能组件可通过不同厂商的各种产品或开源项

目实现。

负责规划未来产品、开发应用或迁移现有解决方案的工程师将会受

益于广泛的英特尔处理器、技术和工具。

资源

英特尔® 物联网解决方案联盟

英特尔® 物联网解决方案联盟的成员提供了硬件、软件、固件、工

具和系统集成功能，可支持开发人员在物联网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面向物联网开发套件的英特尔® 网关解决方案

面向物联网开发套件的英特尔® 网关解决方案可支持解决方案提供

商快速开发、建模并部署智能网关。该套件通过多家供应商提供，

能够在全新的智能基础架构与传统系统（如传感器和数据中心服务

器）之间实现互操作性。

英特尔 IoT 技术

英特尔技术是各行各业可靠物联网解决方案的基石，如智能家居、

工业和移动应用，以及交通运输、医疗和零售等垂直市场。它正帮

助数十亿设备相互通信和共享重要信息，保护敏感数据以及提供关

键的分析和 API 产品。

英特尔的硬件和软件物联网解决方案包括：

• 英特尔® 物联网开发人员套件：支持英特尔® IoT 网关 DK 系列、

Galileo 和 Edison。

• 英特尔® Enhanced Privacy Identity（EPID）技术：提供具有实

施许可的硬件增强型完整性异常检测。

• 英特尔® IoT 网关：无缝互连行业基础架构设备并保护设备和云

之间的数据流。

• 迈克菲安全结构平台：提供下一代网络和设备安全性。

• 英特尔安全性关键基础架构保护：面向互联关键基础架构和物

联网的端到端保护。

• 面向 IoT 的英特尔® Mashery™ API 管理解决方案：可帮助企业

和开发人员简化 API 访问和控制的 API 管理解决方案。

• Wind River 智能设备平台* 和 Wind River 边缘管理系统*：面向

智能系统的嵌入式软件。

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www.intel.com/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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