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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由于具有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节能与环保成为物联网（IoT）领域最重要的战略市场，且发展非常迅速。能源

效率管理系统（EEMS）预计将成为此行业发展最快的基础管理系统之一。

基于物联网的能耗数据采集和处理技术是实现能源管理的基础和关键技术。本文将介绍基于英特尔® Quark™ 处

理器的能源管理网关设计，包括硬件规格和软件堆栈的介绍。该设计和规格基于对能源管理网关需求的深入研

究，极具参考价值。

本网关的硬件设计采用了核心模块和 I/O 载板分离的设计方式，可很大程度上缩短网关硬件的设计周期。Wind 

River* 智能设备平台（IDP）是建议使用的能源管理网关的软件中间件。Wind River IDP* 可增强网关平台的连接

性、可管理性和安全性功能。软件部分还介绍了可编程网关软件框架的设计和功能，它们可以简化网关应用的开

发，包括各种表计的集成、应用程序管理、网关远程维护支持等。

1.1 术语

表 1. 术语

术语 说明

IoT 物联网

IDP 智能设备平台

SoC 片上系统

PCI-E PCI Express

PHY 物理层

RMII 简化媒体独立接口

DIN Deutsche Industrie Normen（德国工业标准）

CCC 中国强制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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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述

2.1 能源管理网关需求 

在能源网关实际项目部署中，网关设备通常被安装在能源表计和传感器附近。通过标准的物理层总线（例如 

RS485）和应用层通信协议（例如 Modbus 和 DL/T 645），网关应用可从表计中读取能耗数据。进行协议转 

换后，能耗数据将通过 LAN 或 2G/3G 网络发送到服务器，也可在特定应用场景中选用 Zigbee* 无线通信协

议。为提供便利的数据导出和本地配置支持，网关需要支持 USB 主机模式。同时，为了便于开发和调试系统与 

应用，网关应提供一个调试控制台端口。网关还需配备“重置”按钮和“恢复”按钮进行系统重置和恢复。

网关硬件的基本要求建议归结如下：

• 英特尔® Quark™ 处理器，256M 或更多内存 

• 通信系统支持 2G/3G、LAN、Zigbee（可选） 

• 双通道 RS485/RS232 

• USB 主机端口

• 宽电压输入：DC9-36V 

• 系统重置和系统恢复按钮 

• DIN 导轨安装支持

网关软件堆栈可用于简化物联网网关的开发、集成和部署。客户对特定的网关的详细功能有各种不同的需求，具

体需求取决于客户自身的技术能力、业务模式和可选的现有解决方案等因素。由于能源管理市场中的客户可能会

参与不同的细分市场，因此软件层既需要具有足够通用性，以满足大部分客户的核心需求，同时又需要具有充分

的灵活性，以允许各种定制化和集成。客户调查表明，能源网关不仅是运行应用的系统，还是支持网关被管理、

应用被管理和可远程诊断等功能的平台。这些软件需求适用于不同的能源管理的细分市场，例如工业制造、环保

和智能建筑。

英特尔的能源网关解决方案可提供全面的软件堆栈，涵盖了固件、操作系统、中间件和专为能源领域开发的应用

支持。软件架构的设计考虑了端到端系统，重点关注能源传感器集成、能源数据传输和聚合、设备管理以及平台

管理。尤其是支持和优化了以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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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能源表计常用标准（RS485，Modbus）

• 针对少量突发数据进行优化

• 平台兼容性和可扩展性

• 设备管理 API 抽象化

• 传感器插件

• 系统可扩展性

• 系统和数据安全性

考虑到软件工具支持的生态系统，建议对能源网关使

用 Linux* 操作系统。建议软件平台支持以下功能： 

• 基于 Web 的本地配置 

• 远程配置 

• 应用远程部署和管理 

• 系统远程升级 

• 网关状态监视 

• 本地数据存储和缓存 

• 可远程管理的日志和警报

• 支持应用层协议，例如 Modbus 和 DL/T 645

2.2 基于英特尔® Quark™ 处理器的能源管理网关 

          简介

建议使用的基于英特尔® Quark™ 处理器的能源管理网

关解决方案包括以下组件： 

• 采用英特尔® Quark™ 处理器的核心模块

• 合作伙伴提供的 IO 载板

• 英特尔物联网网关方案软件（Wind River Linux* 

和 IDP*） 

• 可编程网关软件框架 

• 第三方合作伙伴提供的传感器插件、网络程序和应用

第三方应用程序

可编程网关软件框架+可定制的插件

英特尔物联网网关方案软件栈

基于 Intel® Quark™ 处理器的核心模块  
+ IO 载板 

图 1. 基于英特尔® Quark™ 处理器的能源管理网关组件

图 1 显示了这些组件的分层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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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核心模块关键硬件接口

接口 说明

以太网 2 个 10 和 100 Mbps 数据传输速率的 RMII 接口，可与外部 快速以太网 PHY 通信

PCI-E 2 个 PCI Express* 根端口，每个端口均支持 PCI Express v2.0 协议，最大数据传输速率为 2.5 GT/s

USB 2 个 USB 2.0 主设备接口，1 个 USB 2.0 从设备接口

存储 1 个可配置为 SD、SDIO 或 eMMC 接口、Micro SD 插槽的端口

I2C 1 个 I2C 接口，支持标准（100 Kbit/s）和高速（400 Kbit/s）数据速率

UART 2 个支持介于 300 到 2764800 之间的波特率的 UART 接口（UART1 用于调试控制台端口）

JTAG 1 个用于 OpenOCD 的 JTAG 接口

SPI 2 个用于外围设备的 SPI 接口，1 个用于 BIOS 引导的 Legacy SPI 接口

GPIO 10 个可用于自定义的通用 IO 接口

图 2. 核心模块 PCB 布局

3 能源管理网关硬件

3.1 硬件平台概述

能源管理硬件平台基于英特尔 Quark SoC X1000 系列，该系列是具有高 I/O 集成度的单核 SoC 产品。此 SoC 为

嵌入式、低功耗和轻型应用中而特别优化。硬件平台包含一个核心模块和一个 IO 载板。小节 3.2 介绍参考设计。

能源管理网关的硬件参考功能规格如小节 3.3 中所述。

3.2 核心模块参考设计概述 

在核心模块的参考设计中，核心模块和 I/O 

板通过一对 2*40 针连接器相连。核心板的大

小不超过 57mm*42mm。它是基于英特尔® 

Quark™ 处理器的、模块化的、可启动的最小

系统模块。核心模块的关键组件布局如图 2 中

所示。

表 2 说明了由 2*40 针连接器引出的 IO 功

能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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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核心模块配套的有测试用 I/O 载板。核心模块所支持

的所有 IO 设备功能都可以通过 IO 载板演示和验证。

这是开放式参考设计，可提供硬件和 PCB 的设计文

档。这些设计文档可节省设计成本并缩短上市时间。

3.3 能源管理网关硬件功能规格

为满足能源管理网关的常用需求和适应典型应用场

景，特设计硬件功能规格和最低要求列表。如表 3 中

所示。ODM/OEM 可参照此建议规格设计基于英特尔® 

Quark 的能源管理网关。

表 3. 能源管理网关功能规格

类别 功能 说明 必选

CPU 处理器 英特尔® Quark™ SoC，400Mhz 是

内存
RAM DDR3 800/1066MT/s，256MB，板载内存 是

ROM 板载 64Mbit SPI 闪存 是

无线 通信

无线局域网（WLAN） 802.11 b/g/n 无线模块，外接天线，支持 1 个 Half PCI-E 无线网卡 可选

3G 模块 带 SIM 插槽的 1 个 PCI-E 3G 模块 是

ZigBee* 低功耗 Zigbee 模块，外接天线 可选

GRPS 1 个 外接天线 是

I/O 接口

以太网 2 个 10/100-BaseT（RJ45）端口 是

USB 1 个 USB 2.0 主机（A 类） 是

RS485/232 端口 2 个 RS232/RS485，带隔离保护 是

控制台端口 1 个 RS232（UART1） 是

RTC 支持 是

I2C 可接 EEPROM（存放 MAC 地址） 是

按钮 “重置” 按钮，“恢复” 按钮 是

LED 指示灯
LAN，2G/3G PWR，RUN 是

WIFI，Zigbee，ALARM 可选

存储 SD 卡 2GB SD 卡 是

软件
OS Linux*，首选 Wind River* Linux 是

中间件 首选 Wind River IDP* 是

功耗 输入电压 9-36V，直流电 是

其它
安装 DIN 导轨 是

冷却模式 无风扇，散热器 是

环境和认证

温度 运行：-20°C ~ +50°C         存储：-40°C ~ +60°C 是

相对湿度 35°C 下 10-95%（非冷凝） 是

EMC 与安全性 CCC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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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能源管理网关软件堆栈概述

4 能源管理网关软件

4.1 软件堆栈架构概述

图 3 展示了典型能源管理端到端解决方案的抽象架构视图。网关支持能源传感器及其行业标准通信协议（如 

Modbus），使网关上运行的应用可以访问这些传感器数据。网关还提供管理中间件和应用中间件，以进行远

程设备和应用的管理。通过网关 API，这些功能可以安全地被用户使用。为进一步改善和简化管理任务，建议

提供云管理服务，通过云管理层提供的 API 进行直观的网关控制、能源应用管理和传感器数据查询。

4.1.1 软件堆栈基本组件

能源网关的主要组件按照功能可以分为三层：通用操作系统（OS）和驱动程序层、网关管理框架以及面向能源的

应用框架。 

OS 层可以使用商业或免费 Linux 作为平台。根据使用场景调整和配置 OS 非常重要，其中包括对内核模块、核心

库、运行程序库、通信协议、辅助应用和工具等的选择与配置。OS 必须能够在网关硬件有限的计算、内存和存储

资源下进行工作。对于关键应用，建议采用商业 OS（例如英特尔 Wind River Linux），以保证系统稳定性和及时

获取可靠的客户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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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关管理框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增强前端解决方案：管理、连接性和安全性。它集成了可以支持物联网行业

应用需求的网络通信、嵌入式控制、企业级安全性和简便可管理性等各项能力与技术。具体来说，该框架可以

提供以下通用功能：

• 向下连接到传感器与嵌入在系统中的控制器，启用 BLE、Zigbee 和驱动程序框架。

• 利用通信库、消息传输支持向上连接到云和企业。

• 采用数据加密、应用认证和软件锁定，防止网关受到攻击。

• 轻松进行网关维护和应用管理 

• 用于简化应用开发和集成的软件框架

此外，在网关管理框架的支持下，针对能源行业的应用框架可以极大地简化能源前端应用开发和集成。

4.1.2 应用框架

能源应用框架使网关变得 “可编程”，并为能源应用提供驱动与支持功能，例如应用管理、能源消息通信协议以及

能源传感器数据收集和预处理。

应用框架可在前端设备上对能源应用提供管理与功能支持，其中包括应用配置管理、消息传递系统配置、消息和

数据封装、消息传递以及应用状态监控。这些功能可以使解决方案运营商轻松进行远程设备和应用管理，从而进

一步减少工程工作量。另外，由于该框架提供的传感器协议插件框架可以支持能源行业标准协议，包括智能电表

所使用的 Modbus 和 DL/T645，可以极大地简化前端网关的应用开发：传感器数据可以从应用框架提供的传感

器 API 读取；应用可以使用应用框架提供的可配置的云平台目标路径和消息编码选项将数据提交到云；应用框架

还默认提供应用状态监控和升级功能。

4.1.3 云管理

维护与管理大量网关设备是一项耗时且易于出错的任务。能够提供自动化管理任务的云平台将帮助客户降低运营

成本和缩短上市时间。由于使用云平台时需要远程与设备控制功能协作，必须特别考虑高延迟操作、批处理操作、

无缝设备身份验证以及安全消息传递。在管理大量网关设备时，网关配置和资产管理也变得至关重要。云平台需

要提供灵活的资产管理和能源元数据提取，同时确保这些数据的一致性。

4.1.4 安全性

安全是能源网关的核心需求之一。英特尔能源网关方案从一开始就为安全专心设计。安全保障涵盖所有系统层次

和软件组件，包括设备授权和身份验证、OS 运行库、应用认证、通信安全、数据安全等。这些安全需求可以分类

以下几个类别：网关平台安全、通信安全、数据安全和云服务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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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关平台安全可以保护边缘网关系统及其应用免遭外部篡改和信息泄露。在提供全方位安全保障方面（涵盖 CPU、

SoC、固件、OS 和应用框架），英特尔拥有独特的优势。英特尔 Wind River IDP 平台集成了可信引导的安全 

OS，以确保网关平台安全。 

应用框架利用平台安全功能以及 数据 AES 加密和 SSL 通道，以确保数据通信安全。

4.2 IDP 功能和规格 

Wind River* 物联网网关解决方案基于 Wind River* 行业领先的操作系统（符合标准并经过全面测试）以及 Wind 

River* 开发工具，对设备安全性、智能连接性、网络通讯选项以及设备管理进行增强。智能设备平台 XT 是英特尔

物联网网关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允许公司将工业设备和其他系统无缝互连到同一系统。英特尔物联网网关解决方

案使客户能够安全的聚合、共享和筛选数据以供分析。在无需更换现有网络基础设施的前提下，它可帮助确保由

设备和系统生成的可信数据能够在前端与云平台之间进行双向安全传输。

图 4. Wind River IDP* 软件堆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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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尔物联网网关解决方案向合作伙伴提供了将旧式工业设备和其它系统连接到物联网的关键构建模块。它集

成了面向特定应用软件的多种技术与协议，支持网络、嵌入式控制、企业级安全性和简便可管理性。连接性、

可管理性和安全性是 IoT 的核心构建模块，对缩短设备制造商的上市时间、降低复杂性和风险必不可少。Wind 

River 智能设备平台 XT 提供上图中所示的所有功能。

4.2.1 连接性

智能设备平台 XT 集成各类连接通信功能以节省合作伙伴的开发时间和成本。经过验证的固件可灵活提供广泛的网

络连接性选择，包括全面的调制解调器支持和 PAN、LAN 以及 WAN 网络访问支持。

4.2.2 可管理性

平台的高度可定制型与可拓展型可大大缩短开发时间，同时延长产品使用寿命和正常运行时间。安全的远程可管

理性可简化平台系统在远程设备上的部署、维护和管理。

4.2.3 安全性

智能设备平台 XT 从硬件信任根到引导和软件加载等各个功能均为 IoT 软件开发而设计，在整个设备生命周期

内保护关键数据。凭借对安全固件、安全数据和安全管理的支持，在系统整体的引导、运行和管理过程中对设

备和数据提供保护。

安全远程管理可通过安全引导确保终端设备完整性，对设备与云管理控制台之间的通信进行加密，以及通过设备

资源管理限制非可信应用的使用。

4.3 能源网关软件框架

为帮助解决方案提供商开发 面向物联网的网关，基于英特尔 Quark 处理器的能源管理网关提供了运行于 Wind 

River Linux 和 IDP 之上的软件框架。在此框架中，从传感器读取数据和通过网络发送数据等常用功能被包装为各

种插件。应用开发人员可以选择所需插件，轻松组装数据收集应用。框架代码将自动处理插件加载、执行和监视

的细节。该框架还包含用于处理来自云的管理请求的服务代码，并将系统范围的事件返回给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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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可编程 IoT 网关软件框架框图

该框架包含以下组件：

• 网关管理代理：用于管理应用的配置和状态。它将通过控制通道连接到云、报告网关状态并响应管理请求。

• 应用：框架中具有一个或多个应用，每个应用旨在实现预定义的功能，例如定期从传感器收集数据并将其发送

到云。应用可以由云进行动态设置和配置。

• 数据收集代理和传统应用代理：每个应用都包括一个以控制器身份工作的代理。数据收集代理可管理应用中用

于收集、处理和发送数据的所有插件。传统应用代理可控制和监视传统的 Linux 守护进程，使其可由管理代理

进行管理。 

• 插件：插件将实现数据收集、处理和发送中其中一个步骤的功能。插件可由英特尔能源解决方案和生态系统提

供，也可以由解决方案提供商开发（如果需要）。

软件框架的结构如图 5 中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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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该软件框架，网关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 数据收集：以预定义的时间间隔或按需从传感器收集数据，然后通过网络发送数据。

• 自诊断：监视应用状态。如果应用意外退出，则将向云报告事件。

• 远程配置：部署网关后，动态下载、启动、停止和配置应用。

• 远程管理：执行维护工作，例如升级 OS 映像或远程重新启动网关。

要使用该框架，开发人员必须先选择要使用的协议，例如 Modbus 或 MQTT。如果支持这些协议的插件可用，则

可以重新配置和重新使用这些插件。如果不可用，开发人员可以编写新插件。所需插件就绪后，开发人员就可以

使用数据代理将所有插件链接在一起，以创建新应用。

创建应用后，可以在部署前将其安装在网关中，也可以将其打包到应用软件包，然后进行远程部署。 该框架的管

理功能也可通过更换不同的管理通道插件，与不同的云平台结合使用。

5 参考应用

英特尔能源管理网关目前仅针对智能能源行业的能耗相关应用领域。该网关将用于收集电、水、气、油、热和其

他能源消耗数据。

5.1 建筑能源管理应用

在建筑能源管理应用中，加工和处理能耗数据包括以下步骤： 

• 能耗数据采集 

• 能耗数据存储 

• 能耗数据统计 

• 能耗数据分析 

• 能耗对标排名 

• 能源目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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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步骤中，能源管理网关主要涉及能耗数据采集。剩余步骤主要是通过后端能源管理系统完成。图 6 说明了能耗

数据处理的不同的层次关系。

在典型的能源管理应用中，通常存在各种数据源，包括但不限于：

• 各种 RS485 计量表计，例如电量表/水量表/气表/油量计/热量计

• 可网络访问的数据库

• TCP Modbus 设备

• OPC 设备

可编程网关软件框架可提供传感器插件功能用以支持多种数据源的数据输入。此方法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且更灵活

和有更实时数据传输性能。

网关设备可能在不同的项目中支持多种数据上传协议。网络功能插件可以用于支持各种不同数据传输协议。可编程网

关应用框架允许通过进程间通信（产生的延迟更少）将数据从传感器插件传输到网络插件。

通常，能源管理网关被安装在不同的地址位置中，从而给网关管理带来了挑战。网关远程管理功能在此场景中将

变得非常有用。远程网关管理一般具有以下功能：

• 网关在线状态监控

• 远程配置管理

• 远程应用部署和管理

• 系统状态监控

• 系统升级

Wind River IDP* 具有对 TR-069 和 OMA DM 管理协议的内置支持。客户也可以基于可编程网关软件框架开发自

定义设备管理功能

安全性是能源管理网关的另一个重要需求，包括：

• 网关设备安全性

• 数据存储安全性

• 数据传输安全性

英特尔 Quark 处理器支持基于芯片硬件的安全启动功能。Wind River IDP* 可提供应用程序完整性检验，从而

进一步提高设备安全性。此外，Wind River Linux* 和 IDP* 支持存储加密以确保数据存储安全。Wind River IDP* 

还支持行业标准的加密标准，例如 SSL/TLS 和 AES，以确保数据传输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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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能耗数据处理与分析层级图

总之，基于英特尔 Quark 处理器的能源管理网关可简化能耗数据采集和传输的应用开发。除了内置管理协议之外，可

编程软件框架可支持自定义设备管理功能开发。采用英特尔 Quark 处理器和 Wind River IDP* 安全性功能，将大大降

低端到端网关解决方案安全方案设计的复杂性。通过这些硬件和软件功能，构建基于英特尔 Quark 处理器的能源管理

网关解决方案将变得经济又高效。

6 总结

英特尔将与生态系统合作伙伴紧密合作，发掘智慧能源行业特别是能源效率管理系统的商业机会。经过与许多致力于

能源管理市场（涵盖包括环保、制造和智能建筑在内的细分市场）的本地和全球合作伙伴的通力协作，英特尔打造出

了基于 Intel® Quark™ 的能源管理网关解决方案。能源管理网关解决方案基于能源行业的硬件和软件的需求分析而设

计，可满足能源管理项目的绝大部分需求。本文档介绍了此网关的硬件建议规格及其设计理念，还讨论了网关软件

层的需求、功能及设计原理。网关上的软件层以帮助客户更容易的实现能源应用的开发、集成和部署为目标，使得基

于 Intel® Quark™ 处理器的能源管理网关方案成为能源管理应用管理、集成和开发的重要基石。英特尔的 Wind River 

IDP* 是可提供涵盖物联网网关的所有关键功能块（包括连接性、管理和安全性）的全面软件中间件解决方案。 

本文档还包括建筑能源管理应用的案例研究，包括项目需求和挑战分析，以及如何使用英特尔的可编程网关软硬

件解决方案来满足这些需求和挑战。案例研究分享了从实际能源管理解决方案中获取的相关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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