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信与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正为物联网的创新和演进注入新的动力，进而也为制造业等

传统产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创造了更多契机。作为中国移动旗下物联网业务和服务

的重要载体，中移物联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移物联网”) 正以公司“大连接”战略为引

导，融合边缘计算、云计算、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以及 5G 等前沿技术，

打造和完善 OneNET 边缘计算平台，以加速制造业智能化创新。

OneNET 边缘计算平台主要的优势，就是源于其服务“边缘”的定位。它能以“云边协同”

的方式，来为用户提供全方位的物联网体系架构。为使该平台具备更高效也更为灵活

的边缘计算能力，中移物联网与英特尔一起，为它引入了搭载视觉云媒体分析加速卡

(Visual Cloud Accelerator Card – Analytics，VCAC-A) 的移动边缘计算 (Mobile Edge 

Computing，MEC) 服务器，不仅在边缘侧兼顾了强劲的算力，还使其具备了强劲的机器

视觉深度学习推理能力。

目前，基于 OneNET 边缘计算平台的解决方案已在机械制造、纺织等多个行业中实现了

成功的部署，以其在某燃气表具自动化检测管理系统中的应用为例，新方案大幅提升了

燃气表具检测的精度和自动化水平，并大大节省了人力成本，实现了生产效率与效益的双

丰收，获得了一线用户的认可与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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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
智能制造

强化边缘算力， 
驱动制造业云边协同和智能转型

“作为中国移动大连接战略布局

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移物联网正

积极借助网络转型为边缘带来的

优势，打造 OneNET 边缘计算平

台，来为传统行业的智能化转型

提供技术后盾。搭载 VCAC-A 的

MEC 服务器，可为用户在边缘侧

提供强劲的算力和高效的视觉推

理能力。我们以 OneNET 边缘计

算平台为基础打造的基于机器视

觉的工业质检解决方案，也能切

实为制造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转

型提供实实在在的支持与帮助。”

刘源

副总经理兼高级技术总监

开放平台部

中移物联网有限公司

中移物联网获得的解决方案优势：

•  OneNET 边缘计算平台实现了边缘与云端的数据同步，可为云端的离线大数据分析

及 AI 训练提供更多数据样本；同时，云端也能将训练升级后的 AI 模型与算法下沉

至边缘，确保用户持续获取更高效、更精准的推理能力；

•  新方案高效的云边协同、视觉处理与 AI 推理能力，可帮助用户大幅提升燃气表具

检测的自动化水平，原有三个信息采集人员的工作可由一个人代替，并可取消出

厂专职信息采集人员，从而有效节约人力成本，降低总拥有成本 (Total Cost of 

Ownership, TCO) ；

•  借助 VCAC-A 输出的加速算力，新方案应用于燃气表具检测时，可高效实现光学字

符识别 (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OCR)、表盘读取等 AI 推理，检测精度达 

99.5%1，在提高质检效率的同时，还能大副降低不良品的漏检机率。

中移物联网基于英特尔 VCAC-A 加速卡打造 OneNET 边缘计算平台，探索智能制造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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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云边协同的边缘计算平台

作为智能制造的重要元素或基石，信息与网络技术的发展可助力

企业的产线操作、生产管理和经营决策实现革新，例如物联网、云

计算、AI 以及 5G 技术的发展和融合，可帮助企业的产线操作更为

智能、生产过程更为高效、经营决策也更为科学。

在这一过程中，海量的数据和计算处理需求对企业 IT 人才储备和 IT

设施运维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传统的集中式云计算架构模式已

无法很好地满足企业数字化转型中海量数据处理的要求，而传统生

产企业信息基础较弱的现况，更加剧了其实施智能化转型的难度。

为帮助包括传统制造业在内的各行各业应对这一挑战，中移物联

网正借助网络转型为边缘带来的优势，将部分云端能力下沉至边

缘，打造和完善以 OneNET 边缘计算平台为核心的云边协同解决

方案。该平台的架构如图一所示：一方面，该平台通过服务协同、

智能协同等方式，帮助用户在云端获得AI模型训练、大数据分析、

函数计算等一系列复杂能力，而无需企业自行开发和运维，其数据

协同则既能够为云端提供丰富的训练分析数据样本，也可显著缩

短边缘侧算法升级的耗时；另一方面，该平台还可利用丰富的数据

采集和设备控制能力，结合边缘侧部署的强大算力和推理能力，对

产线、设备等实施数据聚合、应用执行、AI 推理以及安防监控，从

而减轻数据传输带来的网络压力，增加系统的敏捷性和安全性。

案例研究 | 强化边缘算力，驱动制造业云边协同和智能转型

围绕着具备上述功能的 OneNET 边缘计算平台，中移物联网针对

各行业智能转型中的实际挑战与需求，提出了一系列的行业解决

方案，例如面向智能制造，用于燃气设备生产企业的表具自动化

检测方案。

基于 OneNET 的燃气表具检测新方案

燃气设备生产企业在出厂表具读数记录、各型设备数量统计以及走

表读数精度测试上的传统做法是采用人工录入的方式，这种方式

难以避免读表错误率高且效率低下的问题，而基于机器视觉的自动

化检测方案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良方。但由于表具生产厂家众多，

同一厂家也有不同型号的产品，数据读数、位数都存在较大差异，因

此传统的机器视觉方案很难适配这种多样化、差异化的需求。用户

每新添一款产品，甚至改动一次表盘样式，都需要对视觉算法进行

重新开发，会造成巨大的成本、时间和资源浪费。

中移物联网提出的基于 OneNET 边缘计算平台的云边协同新方

案，则为上述难题带来了化繁为简的解决方案：它一方面可以借助

云端强大的 AI 模型训练和大数据分析能力，为企业提供检测模型

的实时更新和优化，减少 IT 设施运维压力和成本；另一方面它也能

利用强有力的边缘计算能力，协助企业更为高效、灵活地在产线中

构建基于机器视觉和深度学习的全新检测方案。

图一 OneNET 边缘计算平台整体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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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二所示，在新的、基于 OneNET 边缘计算平台的燃气表具检测

方案中，安装在燃气表具产线上的高清工业摄像头，可对通过产线

的各型产品进行实时视频抓取，并把这些数据通过高带宽、低时延

的 5G 网络高速传输至边缘侧的 OneNET 边缘计算平台。平台上部

署的 MEC 服务器加载预设的识别模型后，执行表计读数定位和识

别表盘信息两个步骤。

由于产线上的表具产品型号、朝向、间隔各有不同，摄像头所获

取的视频图像也有着不同的视角，因此系统首先需要对表计区

域进行定位。新方案中采用了基于深度学习的目标检测算法来

定位表计读数区域，为增强通用性和可用性，方案还选择了 SSD 

(Single Shot MultiBox Detector) 300 目标检测模型2，这一模型

不仅有着可与 Faster R-CNN 相媲美的检测精度，而且通过全新 

VCAC-A 的算力加速后，在检测速度上也实现了大幅提升，能满足

工业流水线对于检测实时性的严苛要求。

确定表计区域后，系统需要利用不同的机器视觉方法来自动识别

表盘读数、用户条形码以及表计型号三种信息。针对表盘读数字

体、颜色差异较大的特性，方案选择了基于深度学习的分类识别

模型，该模型对于光照、倾斜度具备更好的鲁棒性，能够大大降低

对视频的图像质量要求，缩减现场精细化调试所需的时长，提升

方案的适用性。而在用户条形码的识别上，方案采用了边缘响应

原理来实现条形码定位，同时根据条形码具有强烈 x 方向梯度的

特性，以识别模块对条形码进行校正，而后再快速解码。

燃气表具的表计符号通常由字母、数字及特殊符号组成。为

对其实现快速的识别和筛选，方案采用基于深度学习的CRNN 

(Convolutional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卷积循环神经网络) 

模型3，构建起高效的 OCR 模块。与其他深度学习模型相比， 

CRNN 模型独特的“卷积层-循环层-转录层”网络架构设计使其在

实施文本识别时更具优势。

在完成表盘信息识别后，OneNET 边缘计算平台会将识别结果实

时上传至 OneNET 云平台。进而，借助云端强劲的算力和训练、分

析能力，并利用汇集来的丰富数据样本，对模型进行进一步的训

练和优化。更新升级后的模型也会返回边缘侧进行在线升级，从

而通过这种云边协同、持续迭代的方式不断提升系统的检测效率

和准确率。

英特尔 VCAC-A 提供算力加速

围绕 OneNET 边缘计算平台，中移物联网在为各类制造业产线

打造智能化方案的同时，也在寻求高性能基础设施来为它提供

强劲算力和高效视觉推理能力。该平台 MEC 服务器中部署的 

VCAC-A，就是中移物联网和英特尔携手为它配备的、针对视觉推

理能力的强“芯”针。

众所周知，在基于机器视觉的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中，需要执行大

量视频解码、缩放和分析工作。传统上，这些工作都是由处理器来

完成。随着视频质量的不断提升，尤其是工业摄像头已普遍采用

1080P 以上的高清视频，以上负载所需算力也翻了数番。如果仍由

处理器来执行，无疑会严重影响系统的整体效能。

VCAC-A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走入 OneNET 边缘计算平台 MEC 服务

器的。它以单块英特尔® 酷睿™ 处理器和 12 块 Movidius™ Myriad™ 

X 视觉处理单元为核心，能提供高密度的视频处理能力。当它与

MEC服务器中的双路英特尔® 至强® 金牌 6140 处理器搭配时，可

支持高达 24 路的 1080p/30fps 视频解码、缩放和分析任务，游刃

有余地应对方案中的各类视频处理需求，同时将更多处理器资源释

放出来，提升系统的整体效能。

VCAC-A 的另一项“独门秘籍”，是能够提供出色的视觉推理能

力。如前文所述，基于深度学习的智能制造解决方案离不开大量

的 AI 推理。以燃气表具检测方案中采用的 SSD300 模型为例，

它需要提前预备好各种大小的“Default Box (取景框)”，然后系统

在这些取景框中快速执行“Single Shot (单目标检测)”步骤。取景

框越丰富，定位命中率则越高。在该方案中，需要构建的Default 

Box 数量多达 8,732 个，对系统的推理性能提出了非常严苛的 

挑战。

加载识
别模型

图像
预处理

表计读数

SSD 铭牌 
区域检测

条形码数字

SSD 检测 
结果筛选

表计型号

表计读数定位

OneNET 边缘计算平台

MEC 服务器

5G 基站

5G 高速传输

工业摄像头

识别结果上传
模型在线升级

信息管理
大数据分析
结果展现

识别表盘信息

图二 基于 OneNET 边缘计算平台的燃气表具检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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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可以利用处理器来完成推理运算，或通过网络将数据传回云

端进行处理，但前者会影响系统的整体效能；后者则会占用宝贵

的网络带宽资源，在实时性、安全性上也不尽如人意。因此利用 

VCAC-A 的本地化部署来实施高效推理运算就成为更理想的选

择。尤其是 VCAC-A 内置的 SHAVE 128 位 VLIW 浮点向量处理器

可为以上工作负载提供高速、低功耗的AI推理能力，令这一推理运

算过程大为缩短，使系统在边缘侧就可以完成检测工作，将原有冗

长的工作链在 MEC 服务器上一站式处理完毕。

这一新方案目前已在某燃气表具自动化检测管理系统中实现成功

部署并取得喜人的成果，来自产线的反馈表明：新方案的采用促进

了生产、检测过程的自动化、信息化转变，员工的工作效率也得到显

著提升。特别是在表具精度测试环节中，原先三个信息采集人员已

减至一人，并取消了出厂专职信息采集人员，使得企业大大节约了人

力成本，降低了 TCO。同时，基于深度学习的机器视觉算法不限制

表盘样式，可适用于不同型号的表具测试作业，线上识别精度均达

到 99.5%4 以上，实现了一套设备全线通用的目标，真正为一线的

制造业企业带来了生产效率与效益的双丰收。

结语

随着中移物联网 OneNET 边缘计算平台方案的日趋成熟，它也开

始在钢铁、纺织、机械制造等行业中赢得了实践机会。例如在某纺

Celestica VCAC-A 加速卡

Celestica VCAC-A ( Visual Cloud Accelerator Card for Analytics) 

是一款采用标准 PCI-E 接口的视觉云媒体分析加速卡。它集

成了低功耗英特尔® 酷睿™ i3 处理器 (集成英特尔® 核芯显卡 

620) 和 12 个Movidius™ Myriad™ X 视觉处理单元 (VPU)，并

具备 2 个小型双列直插式内存模块 (SODIMM)，支持容量高达 

8GB 的 DDR4 内存。这款加速卡可为高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推

理、媒体创建与分析等边缘应用提供更为高效、经济的视觉云

解决方案。

技术规格
1 x 英特尔® 酷睿™ i3 处理器
 双核心
 主频 2.40GHz
 3MB 高速缓存
 热设计功耗 15 瓦
 英特尔® 核芯显卡 620
2 x 4GB DDR4 SODIMM 内存, 总计 8GB
12 x 英特尔® Movidius™ Myriad ™ X MA2485 视觉处理单元 (VPU)
 700MHz 工作频率
 16 x SHAVE 128 位 VLIW 浮点向量处理器
 2 x LEON4 32-bit RISC 处理器
 4Gbit LP DDR4 封装内存
PCIe Gen 3 x 4 主机接口

功耗&散热
最大功耗 75 瓦
被动式散热

物理尺寸
高度：全高 126 毫米
宽度：¾ 长 254 毫米
单槽宽度

工作环境
工作温度:  0°C to 55°C @ 15CFM
非工作温度:  -20°C to 70°C
湿度:  相对湿度 8% to 85% 
工作海拔:  3,050 米

认证
电磁兼容: Class A, CISPR 22, FCC, CE
安全:  CB Scheme, UL, cUL, CE

注：本文中提供的所有信息与数据可在不通知的情况下随时发生变更

织产线中，该方案可以高效地进行纺织品缺陷实时检测，在纺织机

械高速运行时，将肉眼难以察觉的错针、破洞等瑕疵一一检测出

来，并利用云边协同架构与纺织生产管理系统对接，实现产线的

自动化启停、织物质量标定等动作。而在另一大型伺服压力机生

产企业的部署中，该方案则帮助企业在边缘侧顺利实现了对设备

电机振动的智能化分析及故障的预测性维护，每年可为该企业减

少 15%5 的计划外停机时间。

未来，中移物联网还计划与英特尔开展更为紧密的合作，将更多的

网络与信息前沿技术成果应用于物联网和智能制造方案的构建，

用更多实际行动驱动制造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

1, 4 测试结果基于 MEC 服务器，配置为：英特尔® Wolf Pass R2208WFTZS 服务器；处理器：双路英特尔® 至强® 金牌 6140 处理器；内存：12× 16GB；存储：2×800GB 固态盘，1 × Celestica VCAC-A 
加速卡。如欲了解更多详情，请联系中移物联网有限公司
2 SSD 目标检测模型框架详见Liu W , Anguelov D , Erhan D , et al. SSD: Single Shot MultiBox Detector[J]. 2016.
3 CRNN 模型框架详见 Shi B , Bai X , Yao C . An End-to-End Trainable Neural Network for Image-based Sequence Recogni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to Scene Text Recognition[J]. IEEE 
Transactions on Pattern Analysis & Machine Intelligence, 2015, 39(11):2298-2304.
5 测试结果援引自中移物联网有限公司内部评测，如欲了解更多详情，请联系中移物联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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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