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电信借助英特尔产品构建 5G MEC  
边缘云平台，赋能家电行业打造“灯塔工厂”

随着 5G 网络和移动边缘计算的不断成熟，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正通过构建和落地基于

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 的自动化工业质检、人脸识别、动作检测等一系列

方案来加速智能制造转型。

中国某白色家电领军企业与中国电信一起，通过 5G + 多接入边缘计算 (Multi-access 

Edge Computing, MEC) 技术，基于中国电信自研 5G MEC 边缘云平台打造“云-网-

边-端”架构，为旗下的的天津某洗涤电器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津洗衣机工厂) 工

程优化面板检测，充分利用强劲的边缘侧处理能力，提升运行效率。并通过第二代 

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英特尔® 固态盘、英特尔® 工业边缘洞见平台 (EII)，以

及 OpenVINO™ 工具套件等英特尔软硬件产品提供的能力，为平台构建高效可靠的硬件

支撑与便捷统一的软件环境。

现在，天津洗衣机工厂多个场景部署应用了中国电信自研 5G MEC 边缘云平台。来自一

线的反馈表明，新平台有效提升了洗衣机面板瑕疵检测准确率，实现了降本增效，并具

有良好的可扩展性，加速智能化转型。

“中国电信通过自研 5G MEC

边缘云平台，帮助企业在贴近

产线的边缘侧打造高效处理

能力，发挥 5G + MEC 技术对 

工业质检方案的赋能。通过

构建“云-网-边-端”的架构，

将关键算力充分前移，满足

方案中边缘侧高密度数据

处理的需求，并通过第二代 

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

器、英特尔® 固态盘、英特尔® 

工业边缘洞见平台 (EII)，以及

OpenVINO™ 工具套件在边

缘云平台引入，实现高效安全

地提取、分析和存储各类数

据，结合 AI 推理加速能力，在

视觉检测等智能制造的常见

方向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倪琼琳                                                  

中国电信边缘云总架构师

5G 研发中心总监

中国电信

第二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
智能制造 / 工业视觉

解决方案优势

该天津工厂已经应用部署了基于中国电信 5G MEC 边缘云平台构建的视觉检测方案，并具备

多项优势：

• 在洗衣机面板检测场景中，整体生产效率提升 20%1；瑕疵检测准确率从 80% 上升至 

95%2，符合工厂预期；将检测工人由 6 人减少至 2 人，使人力成本缩减了三分之二，并大

幅降低了工作强度； 

• 洗衣机工厂可以通过 5G MEC 边缘云平台新开容器或虚机，方便且快速地在新产线上复制

AI 检测能力；

• 在人脸识别打卡应用中，方案可以利用 5G MEC 边缘云中部署的人脸识别 AI 模型，实时对

各个岗位进行监督，并对异常发出告警，降低管理漏洞及生产事故风险；

• 在动作视觉检测应用中，方案可通过面向行为分析的 AI 应用，检测工人操作是否规范；

• 中国电信 5G MEC 边缘云平台支持通用 X86 服务器，通过第二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

器、英特尔® 固态盘等先进硬件，为洗衣机工厂构建智能制造“灯塔工厂”提供了坚实基座。

案例研究



挑战：打造智能制造工厂，遭遇架构挑战

该全球家电业领军企业以新技术、新方法为抓手，通过对旗下

工厂生产、管理等环节实施信息化、智能化改造，不断提升生

产效率，优化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持续赢得用户的青睐

和市场的认可。目前，该企业已连续 12 年稳居欧睿国际世界家

电第一品牌3。

天津工厂作为该企业在洗衣机领域的重要生产基地，通过成

熟的管理与稳定的生产，帮助企业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独占鳌

头。为持续保持优势，天津工厂正结合自身生产需要，在工业

质检等多个应用场景中尝试引入 AI 能力，来提升产线的效率

和产品质量。

以洗衣机面板检测为例，以往工厂需在这一环节部署一个 6 人

团队，在 4 平方米的工作区中通过人眼识别的方式进行瑕疵查

检。这一方式不仅准确率有限，且由于空间狭小，导致工人工

作效率和情绪也时常受到影响，并波及执行节拍及产线效率。

因此，工厂希望引入更高效的检测方案来改变现状。

基于深度学习模型构建的洗衣机面板工业视觉检测方案，已被

证明能有效提升检测效率与准确率。这一方案可以借助厂区中

广泛部署的物联网和网络设备，通过高清工业摄像头采集洗

衣机面板视频，然后用训练好的检测模型对采集的视频进行

推理检测。这种方案不仅能够解决人工方式效率不足的问题，

也可以降低误检率，提升产品品质。

但这一方案的应用也带来了新的挑战。由于传统架构中，推理

或训练服务器通常部署在远端数据中心或云端。如果视频数

据全部送往后端，势必会给工厂网络带来巨大传输压力。以单

个 1080P 高清摄像头为例，即便压缩后，所需带宽通常也要

4Mbps 左右，当方案中需要部署大量摄像头时，则会给工厂带

来巨大的运维与成本压力。

虽然洗衣机工厂很早就启动了对工业视觉检测方案的探索和研

究，但以往依赖公有云 / 私有云部署 AI 检测模型的方式，经常

会遭遇网络拥塞，引起反馈超时问题，导致检测失败，使产线工

人不得不执行复核，反而造成效率降低，甚至引起产线积压。

类似现象在家电行业的工厂亦不鲜见。究其原因在于传统的 

“云-端”架构，核心算力远离产生海量数据的终端或边缘，导致

当网络质量受限时，数据和 AI 策略就难以实现实时同步，无法

让智能化方案真正在应用场景发挥所长。

为应对这一挑战，天津洗衣机工厂与中国电信和英特尔携手，

基于 5G + MEC 技术对智能工业质检方案实施架构调整，通

过将关键算力的充分前移，满足方案中边缘侧高密度数据处理

的需求。同时，天津洗衣机工厂也希望借此将用于洗衣机面板

检测场景的 AI 方案部署模式扩展到工厂的人脸识别打卡、动

作视觉检测等更多场景中，实现生产、运营和管理环节的全面

智能化转型。

解决方案：依托 5G MEC 边缘云平台，打造边缘 

侧智能应用能力

该方案中，得益于近年来在 5G 和 MEC 领域的深耕，中国电信 

通过自研 5G MEC 边缘云平台，帮助洗衣机工厂在贴近产线

的边缘侧打造高效处理能力，使其将既有“云-端”方案升级为 

“云-网-边-端”架构，从而有效打破智能应用的效能瓶颈，并

在洗衣机面板视觉检测、人脸识别打卡以及动作视觉检测等

场景中获得了巨大收益。

以洗衣机面板工业视觉检测方案为例，其落地离不开强有力

的“云网”基础能力支撑，而中国电信所构建的具有云网融合特

性的自研 5G MEC 边缘云平台，每个节点都不仅在底层为用户 

提供了虚拟机容器、虚拟机和裸机容器等多种承载方式，也能

够多维度为天津洗衣机工厂等用户的智能制造提供出色支撑

能力：

1. 面向大型 2B 客户，为客户提供 5G 边缘云网融合一体机，以独

享型 MEC 平台为核心，按需集成边缘 UPF、小基站、轻量级

5GC、工业网关等网络产品，实现云网融合；

2. 支持 5G、WiFi、PON 等多种网络融合接入，提供本地分流、

网络管理、网关管理等网络能力；

3. 提供虚机类和容器类应用的编排部署、云边协同、自服务管

理、运维监控等平台能力；

4. 支持定制化的视频 AI、机器视觉、工业视觉等应用部署加载；

5. 支持软硬件一体化集成交付和属地化专业运维服务，满足用

户低时延、大带宽、高可靠、安全性等方面的需求，为企业数

字化转型提供坚实的边缘云网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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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定制云：自研 5G 边缘云网融合一体机，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

通过将上述云网优势向下延伸，以及将部署在洗衣机面板检

测场景中的终端能力 (高清摄像头、机械臂等) 向上拉升，中国

电信携手天津洗衣机工厂打造了面向洗衣机面板检测场景的 

5G MEC 边缘云平台。如图一所示，在以边缘云平台为核心所

构建的方案中，底层采用 MEC + UPF 的融合设计模式，通过虚 

机、容器等方式进行承载，而其上是面板检测等不同场景所需

的智能应用。

MEC + UPF 的融合设计，首先让 UPF 网元能借助 5G 网络提供

的大带宽、低时延和高密度接入能力，高速接收来自检测场景

中工业相机采集的视频数据。而 MEC 平台则使检测所需 AI 模 

型的训练和调度在边缘侧即可完成，只有需要进一步分析的数

据会回传到内网或私有云，从而大幅提升检测效率。

为助力中国电信 5G MEC 边缘云平台在洗衣机工厂智能制造

场景中发挥更强效能，实现向上提升数据的高效传输处理以

及向下加速 AI 模型的训练推理，并形成实时有效的数据传输

与反馈，英特尔作为中国电信的深度合作伙伴，基于对洗衣机

工厂真实应用场景的洞悉以及其先进的软硬件产品，联合中

国电信共同完成客户 5G 边缘云平台以及典型应用的部署。

英特尔基于对边缘的理解与探索，提出了英特尔边缘计算系列

产品框架，包括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等硬件产品打造强

有力的硬件基础设施，承载密集的计算负载及有效的 AI 加速。

而在边缘开放环境之上，英特尔也针对用户需求，通过一系列

面向边缘的智能应用承载以及 AI 推理加速能力的部署，对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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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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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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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 自服务管理门户

图一 中国电信 5G MEC 边缘云平台整体方案

提供“连接+应用+运维”的边缘定制化服务，集成丰富云网能力和应用生态，打造 45+ 标杆示范

运营商首家三层解耦云网虚拟化底座

 CT 场景：5GC 三层解耦

 IT 场景：聚焦 IaaS 层能力

自研边缘云网融合一体机架构

业界率先自研边缘云网融合一体化平台

 提供 5 类融合服务：CaaS、NaaS、SeaaS、AIaaS、LaaS

 集成 5 大网络能力：边缘 UPF、小基站、轻量级 5GC、工业 PON、IOT

构建边缘开放生态打造行业解决方案

 固移融合泛网络接入

 提供灵活云原生服务

 集成 50+ 2B 行业应用

1

5

N

中国电信 5G MEC 
边缘云平台

工厂内网/私有云

天津工厂 
洗衣机面板检测场景

物联网 
平台

MEC + UPF

人脸 
识别

面板 
检测

动作 
识别

5G 核心网

图二 面向洗衣机面板检测场景的中国电信 5G MEC 边缘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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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数据处理、数据存储、统一边缘应用管理、智能应用承载，以

及AI推理加速等提供有效支撑。

方案收益：实现降本增效，获得可扩展能力

目前，天津洗衣机工厂已经部署应用了基于中国电信 5G MEC

边缘云平台的洗衣机面板视觉检测方案，来自工厂一线的反馈

表明，洗衣机产线获得了以下收益：

• 提升生产效率：新方案实施之后，整体生产效率提升 20%4，

解决了过去因人工检测效率不高而造成的积压等问题； 

• 提升检测准确率：基于深度学习构建的检测模型，在经过

大量数据训练实施的迭代优化后，目前瑕疵检测准确率

从 80% 上升至 95%5，符合工厂的预期；

• 缩减人力成本：新方案部署后，检测工人从 6 人减少至 2人，

且只需要负责监督设备正常运行即可，不仅使人力成本缩减

了三分之二，也大幅降低了工作强度；

• 便捷扩展能力：AI 检测能力部署在 5G MEC 边缘云平台提供

的虚机和容器中运行良好。未来，洗衣机工厂可以通过新开

容器或虚机，方便且快速地在新产线上复制这些 AI 能力。

在洗衣机面板检测场景中获得成功应用的同时，天津工厂

也在中国电信和英特尔的助力下，将基于中国电信 5G MEC 

边缘云的新方案扩展到人脸识别打卡和动作视觉检测等场 

景中：

• 人脸识别打卡：作为快节奏、高强度的工业流水流，洗衣机

生产的大多数岗位都需要工人时时在岗，即便有事离开也

需要有相应的人员代岗。在过去，管理层是通过人工巡查或

查看监控的方式来管理。但对于建筑面积达 10 万平方米的

厂区而言，上述方式难免百密一疏，容易造成管理漏洞及生

产事故风险。人脸识别打卡功能集成了产线人员上岗及在

岗视频监控两个功能，利用 5G MEC 边缘云中部署的人脸

识别 AI 模型，即可实时对各个岗位进行监督，并对异常发

出告警；

表一 英特尔产品与技术在方案中的应用

英特尔产品与技术在方案中的应用

高性能数据处理

智能应用承载

AI 推理加速

第二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针对边缘智能场景多样化的工作负载类型和性能需求进行了优化，并通过

平衡的架构以及多种集成加速和先进的安全功能，帮助天津洗衣机工厂将工作负载有效地部署在边缘侧；

而全新第三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的到来，势必能够依托多方位优势，帮助天津洗衣机工厂进一步加快

数字化、智能化进程。其全新的架构设计、更多的内核、更大的内存支持以及更好的 IO 性能，可令各类工作负

载获得有效加速；同时其集成的增强版英特尔深度学习加速 (英特尔® DL Boost) 技术，对 16 位 Brain Floating 

Point (blfoat16) 和矢量神经网络指令 (VNNI) 有着良好支持，更能对 AI 应用实施关键加速。

英特尔® 工业边缘洞见平台 (EII) 能在边缘侧的部署中，高效安全地提取、分析和存储各类数据，并在视觉检测等

智能制造的常见方向上发挥重要作用。EII 还为边缘侧赋予了快速部署人工智能的能力，能够保证数据更快、更

安全地得到处理，并方便地承载于英特尔® Smart Edge Open 之上，来为天津洗衣机工厂智能应用提供多种容

器化的微服务。

OpenVINO™ 工具套件既能通过内置的模型优化器 (Model Optimizer) 对智能应用方案中各类流行框架，

如 TensorFlow 等训练好的模型实施优化，提升推理速度，也可通过内置的推理引擎 (Inference Engine) 使方案

在不同的硬件平台，包括基于英特尔® 架构的处理器上开展高效推理。

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

英特尔® 工业边缘洞见平台 (EII)

OpenVINO™ 工具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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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5 测试组：1、双路英特尔® 至强® 金牌 6230N (20 内核 / 40 线程，主频 2.30GHz) 处理器，内存 320GB (12x16GB 2933MHz DDR4，8x16G 2666MHz DDR4)，网络适配器：10GbE 英特尔® 
以太网网络适配器 X722；存储：英特尔® 固态盘 INTEL SSDSC2KB038T8 3.84T*5；操作系统 Centos 8.3，内核版本：5.10.0-2。2、双路英特尔® 至强® 金牌 6230N (20 内核 / 40 线程，主频 
2.30GHz) 处理器，内存 320GB (12x16GB 2933MHz DDR4，8x16G 2666MHz DDR4)，网络适配器：10GbE 英特尔® 以太网网络适配器 X722；存储：英特尔® 固态盘 INTEL SSDSC2KB038T8 
3.84T*3；操作系统Centos 8.3，内核版本：5.10.0-2。3、双路英特尔® 至强® 金牌6230N（20 内核 / 40 线程，主频 2.30GHz）处理器，内存 320GB (12x16GB 2933MHz DDR4，8x16G 2666MHz 
DDR4)，内存 320GB (1216GB 2933MHz DDR4,  816G 2666MHz DDR4)，网络适配器： 10GbE 英特尔® 以太网网络适配器 X722；存储：英特尔® 固态盘 INTEL SSDSC2KB038T8 3.84T*5；操
作系统 Centos 8.3，内核版本：5.10.0-2。
3 描述援引自该品牌官网。

英特尔并不控制或审计第三方数据。请您审查该内容，咨询其他来源，并确认提及数据是否准确。
英特尔技术特性和优势取决于系统配置，并可能需要支持的硬件、软件或服务得以激活。产品性能会基于系统配置有所变化。没有任何产品或组件是绝对安全的。更多信息请从原始设备制造商或零
售商处获得，或请见 intel.com。
描述的成本降低情景均旨在在特定情况和配置中举例说明特定英特尔产品如何影响未来成本并提供成本节约。情况均不同。英特尔不保证任何成本或成本降低。

英特尔、英特尔标识以及其他英特尔商标是英特尔公司或其子公司在美国和/或其他国家的商标。
©英特尔公司版权所有

• 动作视觉检测：工人的操作动作是否规范关乎产品质量，尤

其在面板安装等“精细”工作环节，甚至会影响产品寿命。传统

上，动作是否规范只能依赖产线线长等基层管理者监督，而

5G MEC 边缘云平台的引入，使洗衣机工厂正尝试通过面向

行为分析的 AI 应用，来对工人行为进行检测和“纠偏”。

“工业质检是制造业产线中保证产品质量的关

键环节，我们天津工厂通过中国电信 5G MEC

边缘云平台，将云-网-边-端的数据有效聚合

起来，为智能化工业质检等方案的建设与部署

提供基础，成为我们打造智能化转型过程中

的最佳实践之一。这一过程中，来自英特尔的

一系列先进软硬件产品与技术为方案提供了多

方位的助力。”

信息化部部门负责人

天津某洗涤电器有限公司

深化合作

5G + MEC 解决方案在更多制造业场景中实现部署与应用，并

不断获得良好的反馈，表明 5G 网络与边缘计算的结合能够为

未来智能制造迈向成熟提供重要助力。而来自英特尔的一系

列先进软硬件产品与技术依托出色的性能，成为中国电信构建

5G MEC 方案的“最佳拍档”。

中国电信将携手英特尔，在边缘云原生、边缘智能等多个领域

开展技术探索和联合研发。例如，参考英特尔® Smart Edge 

Open 探索基于边缘技术的容器化部署及资源调度等，参考

EII、ECI (英特尔® 工业边缘控制平台) 探索边缘计算应用于工

业智能生产等；同时基于在洗衣机工厂智能应用的成功合作，

进一步探索 5G + MEC 在制造行业的应用，推动云网融合产

品的落地部署，并以更多高性价比的解决方案为制造领域用

户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提供驱动力，加速智能制造时代的 

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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