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考架构

英特尔与亚马逊云服务
联手保障边缘到云物联
网解决方案的安全

物联网（IoT）处于颠覆性技术变革的中

心。全新的产品、服务和体验能够帮助将

设备和系统进行互联，以实现数据共享。

物联网使企业能够通过收集其产品生成的

重要数据，更深入地洞悉客户如何使用和

与这些产品进行交互。

AWS 和英特尔正展开合作，为物联网架构

提供一款联合参考模型，以便奠定一个坚

实基础，支持无缝、安全地连接设备、向

云交付可信数据，以及通过分析实现重要

价值。

众多公司和组织多年来一直在收集和存储数

据。现在，全新的数据分析技术可支持更高

效地使用这一数据，并将其转变成为宝贵信

息。在此基础之上，企业将可以从中获得重

要洞察，做出更明智的决策，进而推动取得

切实的业务成果。

然而，对许多客户而言，构建一款端到端

物联网解决方案极具挑战性。在这一过程

中有许多方面需要考虑，包括边缘的设备

和传感器、通信协议、云基础设施、利用

物联网数据的业务应用、以及部署、监控

和维护物联网系统所需的管理系统等。客

户在开发物联网系统时做出的选择至关重

要，以确保物联网系统不仅能够作为原型

使用，而且还能够以一种安全且可管理的

方式扩展到生产环节。

AWS — 英特尔物联网平台

英特尔-AWS 联合物联网解决方案开始于

边缘，包含英特尔物联网网关以及由兼容

传感器和设备组成的生态系统。这些硬件

设备包括采用 AWS IoT 设备 SDK 构建而

成的软件，用以连接到 AWS IoT，并最终

连接到 AWS 终端。在此基础之上，客户

和合作伙伴可以构建软件，以在物理世界

连接任意数量的设备，并采用广泛而深入

的 AWS 服务来构建或集成任意类别的特

定垂直行业物联网应用，同时通过物联网

数据分析获得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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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 AWS 云服务，企

业可以在安全的云计算

基础设施之上，构建出

灵活的解决方案，并可

进行扩展以应对巨大的

设备增长。”

英特尔物联网平台

英特尔物联网平台包含端到端参考架构和一系列英特尔产品及其生态系统，为无缝、安全

地连接设备以及向云交付可信数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解决方案可通过充分利用致力于构建物联网网关的英特尔原始设备制造商（ODM） 

生态系统，以及来自 Wind River Helix Device Cloud（HDC）的设备注册和管理服务，从

物联网实施的开发阶段扩展到生产阶段。客户可以使用英特尔参考硬件和 AWS 服务快速开

发物联网系统。当要进入生产阶段时，客户可与 ODM 合作制造其用例所需的具体硬件，

使它们在工厂车间自动注册 AWS IoT，并借助 HDC 远程管理更新、重启和配置变更。

本文介绍了英特尔物联网网关硬件、Helix Device Cloud 和 AWS IoT 的特性与功能，以及

他们如何能够组合起来在云中为联合客户构建完整的物联网解决方案。

AWS IoT 和 AWS

物联网（IoT）战略的一项重要价值主张在

于能够提供企业以前无法获得的宝贵上下文

洞察。在企业制定物联网战略之前，首先需

要一个能够满足物联网解决方案基础原则的

平台。

AWS 认为一些基本的自由优势正在推动着

云的组织和经济优势进入企业。这些自由优

势也解释了为什么云是在整个商业、消费者

和行业解决方案中推行任意物联网战略的主

要催化剂。通过精心调查，AWS 确定了对

任意物联网平台均至关重要的核心宗旨，其

中包括灵活性、可扩展性、成本和安全性，

它们对于任意物联网战略的长期成本有着至

关重要的意义。

物联网的核心宗旨：

• 灵活性 — 不受限制地快速、自由地分析、

执行和构建业务与技术方案

• 可扩展性 — 在区域或全球范围无缝扩展

基础设施以满足运营需求

• 成本 — 了解并控制运营物联网平台的成本

• 安全性 — 在保持合规性和快速迭代的同

时，确保从设备到云实现安全通信

借助 AWS 云服务，企业可以在安全的云计

算基础设施之上，构建出灵活的解决方案，

并进行扩展以应对巨大的设备增长，同时灵

活管理成本。

通过选择一个具备这些自由优势并可促进这

些核心宗旨的平台，公司将能够改进组织对

于业务差异化优势的关注，并提升在物联网

中实施解决方案的战略价值。

AWS IoT 是一款托管的云平台，使互联设备

可以轻松安全地与云应用程序及其他设备交

互。AWS IoT 可支持数十亿台设备和数万亿

条消息，还能对这些消息进行处理并将其安

全可靠地路由至 AWS 终端和其他设备。借

助 AWS IoT，您的应用可以随时跟踪所有设

备并与其通信，即使这些设备未处于连接状

态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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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 AWS IoT，您可以

根据制定的业务规则，

快速过滤和转换设备数

据，并相应采取行动。”

借助 AWS IoT，您可以轻松使用 AWS 

Lambda、Amazon Kinesis、Amazon  

S3、Amazon Machine Learning、

Amazon DynamoDB 等 AWS 服务来构建 

IoT 应用，以便收集、处理和分析互联设备

生成的数据并对其执行操作，且无需管理

任何基础设施。

AWS IoT 支持 HTTP、WebSocket 和 

MQTT。MQTT 是一种轻型通信协议，专门

设计用于允许间歇性连接，最大限度地减少

设备上的代码占用空间，并降低网络带宽要

求。AWS IoT 还支持其他行业标准和定制

协议，设备能够相互通信，即使它们使用不

同的协议也不例外。

涵盖所有连接点的身份验证和端到端加密可

帮助 AWS IoT 确保设备与 AWS 物联网之

间在未经身份验证之前不会进行数据交换。

此外，通过应用具有精细权限的策略，您还

可以确保设备和应用访问的安全。

借助 AWS IoT，您可以根据制定的业务规

则，快速过滤和转换设备数据，并相应采取

行动。您可以更新规则，以随时实施新的设

备和应用特性。

AWS IoT 可使用 Device Shadows 功能存

储设备的最新状态，并支持随时进行读取和

设置，确保设备对于应用而言就如同始终处

于在线状态。这意味您的应用能够读取设备

的状态，即便在它断开网络连接时也不例

外；同时还使您能够设置设备状态，并在设

备联网时予以实施。

AWS — 英特尔联合参考架构

这一部分定义了构成英特尔物联网平台和 

Amazon Web Services（AWS）IoT 参考

架构的组件和集成框架。它概述了AWS —

英特尔联合架构的主要组件和功能，以及客

户如何能够充分利用它来构建安全的端到端

物联网解决方案。

英特尔边缘组件

• Wind River Linux：针对物联网增强的

领先商业嵌入式 Linux 平台。

• 英特尔硬件安全性：提供有安全启动等功

能，能够在硬件层面确保平台的安全。

• 英特尔处理器：包括英特尔 Quark 系统

芯片、凌动、酷睿和至强处理器系列，提

供了独特的平台可扩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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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IoT 可充分利用事

件驱动型架构，并使用

其他 AWS 服务来支持

应用开发、存储、分析

和可视化。”

• Wind River 智能设备平台 XT：包含一

个可定制的中间件开发环境，能够显著简

化物联网网关的开发、集成和部署。

• McAfee Integrity Control：在边缘设备

上执行监控和管理工作，并执行严格的安

全策略。

英特尔设备管理和安全性

• Wind River Helix Device Cloud：提供

设备管理服务（设备监控、设备控制、软

件更新）、设备注册、设备验证、以及大

规模安全部署。Helix Device Cloud 利

用 McAfee ePolicy Orchestrator 来简化

分布式设备的管理，自动化安全策略控制

工作，并简化合规报告。

AWS IoT 数据获取

AWS IoT 是面向物联网设备的托管服务， 

当前包括物联网设备 SDK、Registry、

Device Shadows、规则引擎和身份验证及

授权服务。AWS IoT 可充分利用事件驱动

型架构，并使用其他 AWS 服务来支持应用

开发、存储、分析和可视化。

AWS IoT 当前包括以下组件：

• 消息代理 — 为事物和物联网应用提供了一

种安全机制，以发布和相互接收消息。您

可以使用 MQTT 协议来发布和订阅消息，

或者使用 HTTP REST 接口来发布消息。

• 规则引擎 — 提供消息处理功能，并支持

集成其他 AWS 服务。您可以使用基于 

SQL 的语言，从消息有效载荷中选择数

据，处理该数据并将其发送至其他服务，

例如 Amazon S3、Amazon DynamoDB 

和 AWS Lambda。您还可以使用消息代

理来向其他订户重新发布消息。

• Thing Registry — 有时也称为指 Device 

Registry，用于管理与每个事物相关的资

源。您可以注册事物，每个事物最多可关

联三个定制属性。您还可以为每个事物关

联证书和 MQTT 客户端 ID，以改进您管

理事物和排除故障的能力。

• Thing Shadows 服务 — 支持在 AWS 云

中持久展现您的事物。您可以发布更新的

状态信息到 Thing Shadow，您的事物在

连接时可以同步其状态。您的事物还可以

发布其当前状态到 Thing Shadow，供应

用或设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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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ng Shadow — 有时也称为 Device 

Shadow，是一种 JSON 文档，用于存储

和检索事物（设备、应用等）的当前状态

信息。

• 设备网关 — 使设备也能够安全有效地与 

AWS IoT 进行通信。

• 安全和身份服务 — 为 AWS 云提供了一部

分安全功能。您的事物必须保持其凭据安

全，以便将数据安全发送给消息代理。消

息代理和规则引擎使用 AWS 安全特性来

将数据安全发送给设备或其他 AWS 服务。

工作流和使用模型

AWS 和英特尔协作创建了独特的物联网架构

框架，能够帮助客户充分利用智能设备的激

增和数据的爆炸式增长，从中获得宝贵业务

洞察信息，并实现显著运营成本节省。AWS 

与英特尔合作开发了广泛的解决方案，让客

户能够使用物联网和数据分析来使用联网边

缘设备实现切实的成果，而无论这些设备位

于何处。

随着智能设备的显著增长，安全性成为物联

网解决方案部署的主要顾虑，亟需解决。安

全英特尔硬件和软件解决方案与 AWS IoT 

的相互身份验证安全模型配合使用，可帮助

客户将事物连接到云，集成现有基础设施，

并安全地管理数据。由于英特尔物联网网关

进行了预配置并可以随时运行应用，客户可

以快速利用物联网解决方案来提高效率、降

低成本和解决业务问题。英特尔物联网网关

可通过预集成、预验证的软硬件构建模块，

支持在边缘设备与 AWS 云环境之间进行无

缝、安全的数据传输。然后客户的物联网解

决方案能够根据来自网络边缘联网设备的数

据，提供有价值的业务洞察信息。

部署体验

下面让我们了解一下典型的物联网部署场

景：在现场部署设备期间，必须注意跟踪设

备清单数据（无论是哪个 ODM 制造商），

其中包含了网关列表、其序列号、MAC 地

址和证书等。作为这一架构的组成部分， 

此设备清单数据可通过基于 DXL（数据交

换层）的批量供应 API，在 ODM 制造商

工厂车间被安全传输至 Wind River Helix 

Device Cloud（HDC）。该设备清单可通

过 HDC 的安全 API 提供给 AWS IoT 及其

他后端 CRM 应用，并能够在 AWS IoT 或后

端 CRM 应用上的业务逻辑和工作流的帮助

下进行同步，例如自动定期更新或每晚刷新

后台作业。这些设备在发运至客户地点并加

电后，网关设备将会安全启动，并由 HDC 

根据硬件信任根进行验证。成功注册后，

HDC 可使用发布的 API，自动将设备证书插

入到 AWS IoT 平台。英特尔物联网网关上

的应用可使用 MQTT 或 WebSocket，基于 

AWS 证书身份验证机制建立一个到 AWS 

IoT 的安全数据通道。英特尔物联网网关从 

HDC 获取设备配置，并自动连接到传感器

和传感器模块。一旦建立安全数据通道，

该网关上运行的应用可获得传感器数据，

并开始处理和传送数据到 AWS IoT 平台。

所有这些步骤都自动完成，从而创造了一

种无缝的部署体验，最大限度减少了客户

的干预。

“AWS 与英特尔合作开发了

广泛的解决方案，让客户能

够使用物联网和数据分析来

使用联网边缘设备实现切实

的成果，而无论这些设备位

于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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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步骤都自动完成，

从而创造了一种无缝的部署

体验，最大限度减少了客户

的干预。”

上述内容描述了基于 AWS — 英特尔联合参考架构的物联网解决方案的主要工作流程。

部署、注册、身份验证

1. ODM 通过将设备清单数据（网关、序

列号、证书列表）发送到 Helix Device 

Cloud（HDC）来启动网关配置。HDC 

通过 REST API 安全地获取设备清单数

据。

2. AWS IoT 中枢通过 HDC API 获取设备

清单数据。

3. 配置应用负责配置订阅。

4. 一旦客户开启网关，设备便会安全地启

动，HDC 则负责对网关进行验证。

5. HDC 通过 API 将设备证书插入到 AWS 

设备注册表。

6. AWS 代理通过使用网关上的设备证书

（硬件信任根）完成 AWS 物联网中枢身

份验证，并建立到云的安全数据路径。

遥测、数据获取

7. 设备上的业务应用从联网传感器获取数

据。

8. 网关上的 AWS IoT 客户端传输源数据

到 AWS IoT。

9. 数据消息被路由、处理和存储，并提供

给企业进行整合。

设备管理和软件更新

10. 应用软件管理器使用 API 向 HDC 推送

更新。

11. HDC 准备签署 RPM 软件包，并将其安

全推送至网关。

12. 网关上的英特尔代理正常升级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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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和英特尔的合作能够

帮助客户充分利用物联网来

发现低效情况，降低风险和

成本，抓住新机遇，并增加

收入。”

总结

AWS 和英特尔联合解决方案为物联网提供了

一款极具吸引力的解决方案，并提供了工具和

产品来支持企业实现万物互联，释放数据的价

值，以及进行数据可视化处理和利用洞察获取

价值。英特尔物联网平台具备出色的安全性和

可管理性，为连接设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AWS IoT 平台能够支持您将设备连接到 AWS 

服务和其他设备，安全地处理设备数据并采取

相应行动，同时使应用即使在设备离线时也能

够与其进行交互。

AWS 和英特尔的合作能够帮助客户充分利用物

联网来发现低效情况，降低风险和成本，抓住

新机遇，并增加收入。全球超过 100 万家企业

已使用 AWS 来存储数据和应用。现在，通过

英特尔与 AWS 合作提供的物联网解决方案，

企业能够通过实时联网数据带来的新功能彻底

变革其与客户的关系。例如，客户现在能够实

时监控其资产，预测故障，并能够前瞻性地指

派技术人员来在部件发生故障前进行修理。在

零售业，联网数据使零售商能够密切监控其库

存情况，并通过从仓库补充 SKU 以及监控运

输中的库存，根据变化情况快速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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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例

能源监控和家居安全

AWS 与英特尔合作开发了一款智能家居平台，以提供能源监控、家居安全和监控服务。负

责发电和配电的电力公司可以利用这一平台向其最终客户提供这些服务。英特尔物联网网

关平台可连接到多个传感器，例如智能电表/电钳、电源插头、门锁、车窗传感器、IP 摄像

头等。此外，Wind River HDC 可提供设备安全和管理能力。传感器数据在网关处聚合，通

过 IP/蜂窝连接发送到 AWS 云。AWS IoT 平台可提供数据获取、存储、分析能力。云和网

关设备上用于能源监控、家居安全和监视的智能家居应用可由第三方应用供应商提供，他

们负责在 AWS IoT 平台上开发和运行云应用，以及在英特尔物联网网关上开发和运行设备

应用。

这些服务不仅将能够提高客户保留率，而且还能够为电力公司创造新的创收机会。

技术组件 功能

传感器 门传感器、智能插头、电表、IP 报像头、恒温器、智能灯泡

智能网关  ‒ 无缝连接到传感器（通过 Zigbee、Zwave、BLE、802.11）

 ‒ 到云的广域网连接（通过 3G、LTE、以太网、Wi-Fi）

 ‒ 过滤并在边缘集合数据

 ‒ 面向能源监控和管理的家居应用、家居安全、家居监视 
（离线模式）

 ‒ 通过 AWS 设备 SDK 安全连接到云

AWS IoT 平台 数据获取、存储

Wind River HDC 设备管理、注册和验证

云应用  ‒ 构建在 AWS 上的客户应用

 ‒ 仪表板、可视化、报告

 ‒ 能源监控和管理

 ‒ 家居安全和监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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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附录

附录 A：传感器

此处列出了一份可与物联网网关进行互操

作的传感器典型清单，以方便您开始相关

工作。

英特尔拥有一个充满活力的第三方合作伙伴

生态系统，他们是英特尔物联网解决方案联

盟的成员，提供有数百种能够与物联网网关 

 

进行互操作的传感器。英特尔制定了一个提

供大量传感器的战略，这些传感器适用于各

种用例和业务解决方案。该战略旨在充分利

用经过英特尔直接验证的传感器，同时推动

英特尔合作伙伴生态系统使用其中间件解决

方案验证传感器，进而推进传感器的发展。

传感器类型 部件编号 协议 垂直领域 接口

占用与日光收集 Aura Interior BACNet 智能建筑物 RS485

电表 Veris E50H5 BACNet 智能建筑物 RS485

Modbus 3 相电表 Veris H8035-0100-2 Modbus RTU 智能建筑物 RS485

壁挂式温度 Veris HWXPHTX Modbus RTU 智能建筑物 RS485

湿度 Veris HD2XMSTA1 Wire 智能建筑物 GPIO

温度 Comet T0310 Modbus RTU 工业 RS232

温度/湿度 Comet T3311 Modbus RTU 工业 RS232

温度/湿度 Omega RH-USB 基本串口 工业 USB

Open Z-Wave 各种设备（400 多种设备） Z-Wave 智能家居 USB 或 RS232

Phillips Hue Bridge 接口 Hue 灯泡和灯具 ZigBee 智能家庭 IP

附录 B：物联网网关

此处列出了一份英特尔 ODM 生态系统制造的物联网网关典型清单。如需更广泛的物联网网

关清单，请参阅英特尔物联网解决方案联盟。

Aaeon* AIOT – X1000 SuperMicro SY S-E100-8Q Advantech* UTX-3115 戴尔* 物联网网关

CPU 英特尔® Quark™ SoC X1000 英特尔® Quark™ SoC X1021 英特尔® 凌动™ E3826 英特尔® 凌动® E3825

I/O

局域网
广域网

PAN

 - 2 个以太网* 10/100
 - 可选 WiFi、CAN、蓝牙*
 - 面向 RFID 的可选 zigBee*

 - 2 个以太网* 10/100
 - 支持 WiFi、蓝牙、GPS、蜂窝
 - ZlgBee*†

 - 2 个 Gbe 局域网
 - 可选 WiFi
 - 可选 3 GTellt HE 910-G

千兆位以太网、802.11n、蓝牙 

端口

 - 4 个 USB 2.0 主机、1 个 USB 客
户端

 - 1 个 RS-232/422/485
 - 1 个 RS-422/485 标头
 - 1 个 DIO（16 位）
 - ADC（8 针、12 位）
 - 2 个 SPI
 - 1 个 I2C
 - 可信平台模块 1.2

 - 2 个 USB 2.0 端口（1 个设备和  
1 个主机）

 - 1 个 RS-232 通过 DB9
 - 1 个 RS-485 通过螺丝接口
 - 1 个模拟输入 8 通道 12 位
 - 1 个 DIO
 - 可信平台模块 1.2

 - 2 个 USB 2.0
 - 1 个 USB 3.0
 - 1 个 RS-232（5v/12v）或  
1 个 RS-422/485

 - 2 个 HDMI
 - 4 个天线

 - 2 个 USB 2.0 端口
 - 1 个 USB 3.0 端口
 - 1 个 RS-232、2 个 RS-485
 - 1 个 RS-422/485
 - 1 HDKI
 - TPM 1.2

扩展
1 个全尺寸 mPCle*
1 个半尺寸 mPCle*

2 个 Mini-PCle
1 个 ZigBee 模块插座

1 个全尺寸 mPCle*，具备 
mSATA 支持
1 个半尺寸 mPCle*

1 个 mPCle*

内存和存储
 - 1 GB non-ECC DDR3
 - Micro SD 插槽
 - ROM：中小企业 SPI

 - 512MB DDR3 ECC
 - Micro SD 插槽，高至 32GB
 - 8MB SPI Plash

 - 1 个 SODiMM（高达 16GB 
DDR3L）

 - 1 个 2.5 英寸 STAT II（机械硬
盘或固态盘）

 - 2GB 内存
 - 32 GB mSATA 固态盘

工作温度
标准：0℃ ~60℃
广泛温度：-40℃~85℃

0℃~50℃ -20℃~60℃ 0℃~50℃

电源 VDC5V 或 9-24V 12v DC 12v DC 24v AC/DC

证书 FCC、CE CE、FCC、UL
CE、FCC、CCC、BSMI、CB、
UL、PoHS、PTCRB、GCF

CE、FCC

尺寸 88.9 x 146 x 101.6 毫米 135 x 36 x 109 毫米 138.5 x 36 x 116.4 毫米 229 x 216 x 64 毫米

细分市场 工业、零售、智能建筑 智能建筑、零售、智能工厂 工业、零售 工业、智能建筑

334864-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