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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成本和提升效率

要点综述
英特尔工厂的全自动化制造系统里包含着数以千计的 PC，如果能够有效的降

低系统平均恢复时间（Mean Time To Restoration，简称 MTTR），便能减

少因停机时间而造成的成本损失，亦可提高单位时间内的生产力。为管理这

些系统，英特尔 IT 正使用由英特尔® 博锐™ （Intel® vPro™）平台中基于硬件

的英特尔® 主动管理技术（Intel® Active Management Technology，简称

英特尔® AMT），将 MTTR 缩减了 87.5%。

基于英特尔工厂里一些实际和安全原因，许多 PC 都部署在数据中心机柜中，

且没有配备键盘、显示器或鼠标（keyboard，video monitor，or mouse，

简称 KVM）。当出现问题时，IT 技术人员必须先前往数据中心内的储藏室找

到相关的外设，将其连接至受影响的 PC，然后找出并解决问题。在一家英特尔

工厂里，该流程处理每个事件的平均时间为 40分钟，而且，相关人员在操作

过程中容易因为机器的密集安装而导致人为失误。

英特尔 AMT 能支持远程访问任何电源或操作系统状态的 PC。我们的目标是

使用这项功能将 MTTR 缩短至 5 分钟。此外，这项远程访问功能已嵌入到我

们数据中心 PC 里的英特尔® 酷睿™ 博锐™ （Intel® Core™ vPro™）处理器中，

所以，这款解决方案无需任何附加成本。

我们首先执行了概念验证（proof of concept，简称 PoC），并从中获得到

令人满意的结果。基于 web 的英特尔® 博锐™ 平台解决方案管理器（Intel® 

vPro™ Platform Solution Manager）控制台可帮助提前发现 PC 的状况，远

程管理 PC（包括电源和操作系统状态）以及远程诊断和解决问题。这款经济

高效的解决方案易于部署，为工厂带来了卓越效益。目前，在举办 PoC 工厂

里，一千多台 PC 的英特尔 AMT 功能已被激活使用，而且我们也达到了 5 分

钟 MTTR 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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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词
KVM       keyboard，video monitor，or     
                mouse；键盘、显示器、鼠标

MTTR    mean time to resolution；
                平均解决时间

OOB       out of band；带外

PoC        proof of concept；概念验证

业务挑战
英特尔将不同类型的工厂 PC 连接至我们的制造执行系统（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简称 MES），亦有些 PC 部署在数据中心服务器机架

中，供 Windows* Remote Desktop 用户访问。这些 PC 通常被称为 “无头”

（headless）设备，因为它们一般没有键盘、显示器或鼠标（KVM）。无头 

PC大多根据特定需求而采购，通常安装在地方狭小，不便于操作的地方（例

如：天花板上方，机台内部或者密集部署的地方。）我们在数据中心的单个

机柜内安装了 68 台无头 PC。

每当有 PC 出现问题时，IT 技术人员必须前往数据中心，从备件库内提取所

需的外设（显示器，鼠标和键盘），运到服务器室，找出有问题的 PC，并连

接输入输出设备，找出其问题所在，根据维修手册内容进行故障排除。此外，

通常技术人员还需携带笔记本或平板电脑在环境并不舒适的数据中心内直立

工作。当 PC 问题获得解决后，技术人员必须小心的移除外设，将它们送回

原位。这样来回走动，手动操作和解决问题，平均需要 40 多分钟的处理时间，

而且极易造成人为失误。

我们工厂里许多 PC 通常需要工作人员到现场维护，以便重启设备、采集硬件

状态信息、和运行批处理 PowerShell* 脚本。频繁的现场维护也提高了发生

人为错误的风险，例如将外设连接至没有问题的 PC 来检查，从而导致停机时

间更长。

由于许多 PC 对于控制工厂工具或支持工厂工程设计工作至关重要，因此任

何不在计划内的停机事件不但会影响工厂运作，而且代价高昂。在概念验证 

（PoC）中，我们设定的目标是将平均解决时间（MTTR）从 40 分钟缩短为 

5 分钟。为实现该目标，我们订立了下列的要求：

• 键盘、显示器、鼠标（KVM）远程控制。无需现场连接外设，可以远程诊

断和解决问题，即使操作系统未运行也没关系。

• 远程电源。需要远程控制电源关系和重启。

• ISO 支架。还需要从 ISO 映像启动 PC 并加载 Windows* Preinstallation 

Environment（WinPE）以进行系统级的故障排除。

英特尔® 博锐™ 平台中基于硬件的英特尔® 主动管理技术（英特尔® AMT）支

持远程访问 PC，无论其操作系统或电源状态如何。该特性支持我们对无头 

PC 轻松远程监控、维护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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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英特尔® 博锐™ 平台使客户端 PC 运作更稳定、更安全和性能更高，而且提供了

无需额外硬件成本的管理功能。是帮助我们在工厂实现目标（将每事件 MTTR 

从 40 分钟缩短至 5 分钟）的有效解决方案。因此，英特尔工厂的所有 PC（包

括无头 PC）均使用英特尔® 酷睿™ 博锐™ 处理器。此外，英特尔博锐平台解决

方案管理器提供了一种框架应用，只需开机时进入 AMT 配置界面，经过简单

几步，便能激活集成在英特尔® 酷睿™ 博锐™ 处理器上的 AMT。预先配置好的

插件可实施下列任务：

• 支持 ping。英特尔 AMT 支持对功能进行 ping 操作，以提前发现问题，从

而帮助用户管理设备群。

• 远程电源。即使操作系统未运行或 PC 已关机，英特尔 AMT 带外（out-of-

band，简称 OOB）功能也支持技术人员访问、开启和关闭或重启 PC。

• 远程诊断和维修。KVM 远程控制支持全面控制 PC，即使操作系统未运行也

没有关系。

英特尔博锐平台解决方案管理器还包括一个基于 Web 的便捷控制台，该控制

器具有简单的导航功能，可通过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等各种平台访问。

概念验证
我们首先对少数量的 PC 执行概念验证。在 2015 年 9 月，先在 5 台客户端 

PC 上激活了英特尔 AMT，在 10 月再添加 95 台。由于利用英特尔 AMT 支持

这 100 台客户端 PC 的过程相当顺利，我们于 2016 年 1 月将这解决方案扩展

到 500 台客户端 PC，并在 2016 年 7 月又添加了 58 台（见图 1）。到 2017 

年 3 月，数据中心的 1,000 多台客户端 PC 都激活了英特尔 AMT，而且全部

由技术人员通过英特尔 AMT 来支持 。

我们在客户端 PC 激活英特尔 AMT 时用的是手动方法，而非使用英特尔® 设

置与配置软件（Intel® Setup and Configuration Software，简称英特尔® 

SCS），是为这次用于试点测试和概念验证的策略。下一步，我们将评估英

特尔 Manageability Commander，这是一款轻便的控制台，用于连接英特

尔 AMT 和利用其特性。

英特尔® 博锐™ 平台
英特尔® 酷睿™ 博锐™ 平台的组合包括硬
件和技术，由系统供应商使用来构建能
够提供安全和管理功能的商用电脑。

英特尔博锐平台包括多项技术，例如
英特尔® 主动管理技术（Intel® Active 
Management Technology，英特尔® 
AMT）、英特尔® 可信执行技术（Intel® 
Trusted Execution Technology，
英特尔® TXT）、英特尔® 虚拟化技术
（Intel® Virtualization Technology，
英特尔® VT）和英特尔® 虚拟化技术
（Intel® Virtualization technology for 
Directed I/O；英特尔® VT-d）。

英特尔 AMT 具有以下功能，可提升 PC 
的远程管理效率：

• 全面控制整个托管设备群的电源状态

• 减少成本高昂的到达现场支持服务，
和加快诊断与维修速度

• 支持对有线和无线 PC 进行远程带外 
（OOB）管理，即使操作系统未处于
运行状态

• 服务台支持人员可以使用管理控制台
远程管理 PC

这些功能可减少 IT 成本，支持 PC 群更
能持续运作。

项目部署时间表

2015 年
 9 月

2015 年
 10 月

2016 年
 1 月

2016 年
 7 月

2017 年
 3 月

概念认证
5 台 PC

激活了
100 台 PC

激活了
600 台 PC

激活了
658 台 PC

激活了
1,000 台 PC

图 1. 我们在一年多便在超过 1,000 台 PC 上激活了并使用英特尔® 主动管理技术（英特尔® A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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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英特尔 AMT，我可以在

办公室、家中、公共交通工

具等任何地方接入互联网的

位置修复系统。这不仅非常

高效，而且可提升用户体验

和工厂效率”。

– Eric Martins

基础设施工程师

图 2. 英特尔® 博锐™ 平台已嵌入在我们的 PC 处理器中；英特尔® 主动管理技术（英特尔® AMT）支持对无头 PC 远程管理和

故障排除，从而提升效率和缩短停机时间。

在概念验证中，我们还测试了其他英特尔 AMT 选项。按照在所有客户端上

激活这些功能的公开说明，当 PC 在关机状态时，我们测试了下列的特性：

• 支持 Ping。PC IP 保持可见且能够对 ping 响应。

• 远程管理。PC 可被远程操作，包括开机、关机和重置。

• 远程配置。启动顺序可实时查看，且 BIOS 可被远程配置。

在成功完成概念验证后，我们就在考验此解决方案的工厂里开始全面使用。

英特尔 AMT 的远程定时维护功能，帮助企业的计算系统环境更为稳定（例

如英特尔工厂）。

支持工厂客户端 PC
英特尔工厂技术人员负责支持和维护工具操作。在我们使用在客户端 PC 的

英特尔 AMT 之前，基础设施工程师 Eric 通常要在 PC 上手动完成许多操作

任务，包括重构系统、处理事件、升级 PC BIOS 等等。而且，这任务经常需

要他在数据中心、储藏室和工作空间之间来回奔波（见图 2）。借助英特尔 

AMT，Eric 可轻松处理事件和维护那些部署在数据中心里的 PC，而无需前

往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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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和配置
设置和配置流程包括安装软件密钥，以支持 PC 和基于 Web 的英特尔博锐平

台解决方案管理器控制台之间的相互验证和加密通信。该步骤可确保只有经过

授权的 IT 控制台可使用英特尔博锐平台的特性。部署 PC 的步骤包括：

1. 建立管理控制台，包括配置服务

2. Generating unique key pairs for each PC with the Intel vPro Platform

为每台采用英特尔博锐平台的 PC 生成唯一的密钥配对

3. 在 PC 中输入英特尔 AMT 网络和安全信息

4. 配置英特尔 AMT 策略

对于使用动态主机配置协议（DynamicHostConfigurationProtocol，简称 

DHCP）的网内配置，可通过与操作系统共享的 IP 地址中的单独端口号实施

基于英特尔 AMT 的 OOB 通信，且无需额外的 IP 地址。在使用静态 IP 地址

的网络配置中，该技术只需要单独的 IP 地址进行 OOB 通信。

结果和效益
带有英特尔 AMT 功能的英特尔博锐平台解决方案管理器支持 PC 远程管理，

包括诊断、维修和关机，可减少 IT 技术人员花费较多时间前往现场处理任务

的次数。该解决方案还可管理带有加密硬盘的 PC。

结果
在 18 个月的应用中，该解决方案帮助工厂里的计算系统提升恢复时间。我们

每周会遇到大约六次 PC 事件，其中三次涉及到 PC 的操作系统。现在，通过

远程重启来解决这一问题，在每次事件的处理中可节省 35 分钟。当 PC 遇到

其他问题时，通常也可远程修复，从而节省更多时间，这个结果超出了我们最

初的期望。

此外，我们还实现了每事件 5 分钟的 MTTR 目标，与物理 KVM 方法相比，

效率提升了 87.5%，缩短了代价高昂的停机时间，帮助工厂工程师更快速返

回工作岗位（见图 3）。

通过使用英特尔 AMT 来管理 PC，使解决 PC 问题时可以远程处理，更加轻松。

另外，因为内存泄漏或操作系统故障而导致 PC 需要重启的话，现在将系统远

程重启已变成现实。

MTTR 改进
使用远程 PC 管理

8 倍

40 分钟 5 分钟

物理 KVM 远程 PC 

图 3. 由于能够对无头 PC 远程管理，我

们将平均解决时间（MTTR）缩短至不

到原来的 1/8，节省了 87.5 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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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
借助其硬件辅助的管理功能和安全特性，英特尔博锐平台解决方案管理器帮助

提升了工作效率，增强了信息安全并提高了 IT 效率。效益包括：

• 经济高效。无需前往现场意味着将 MTTR 至少缩短 87.5%，从而节省大量

成本。

• 集中管理。基于 Web 的控制台简化了远程 PC 管理，有助于轻松解决电源

和操作系统等方面的问题。它还可实现 24/7 全天候支持，无需技术人员前

往现场。

• 专注于安全。无头系统可帮助保持信息安全，远程管理可增强 IT 快速处理

安全问题的能力。

简化的资源管理可令使系统更为可靠，降低硬件成本。它还可防止技术人员因

为疏忽而连接错误的 PC，并防止其他的人为错误。

英特尔 AMT 使用集成的平台功能和第三方管理与安全应用，有助于我们在维

修和保护联网计算资产方面更为有效和便捷。其远程维护和无线管理功能尤其

适用于需要计算系统高度稳定的工作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局域网串行远程管

理控制支持 I/O 通信，USB 重定向支持访问在网络上的设备资源（见图 4）。

图 4. 英特尔® 主动管理技术（英特尔® AMT）可简化对需要高度稳定的计算环境（例

如工厂）中连网的 PC 作远程管理。

英特尔 ® 博锐™ 
平台解决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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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过去，每当需要处理部署在工厂的数据中心内无头 PC 的事件时，我们需

要到达现场操作受影响的客户端。技术人员常常需要多次前往数据中心找

出并解决无头 PC 的问题。事件处理平均需要 40 分钟完成，而且处理时

还可能出现人为错误。我们在英特尔的一座工厂设定了目标：使用已嵌入

在英特尔® 酷睿™ 博锐™ PC 处理器中的英特尔 AMT，将每事件 MTTR 缩

短至 5 分钟，其他使用要求包括 KVM 远程控制、远程电源控制和从 ISO 

映像启动。

我们在概念验证中，首先将 5 台客户端 PC 的英特尔 AMT 手动激活。概

念验证成功后，在一年半内，我们按照工厂用户的时间表，在完全不会

影响产品制造的要求下，将这家工厂的一千多台客户端 PC 启动了这项功

能，并实现了每事件平均处理时间达到 5 分钟的目标。由于事件解决

获得快速解决，估计由于 PC 问题而导致成本高昂的生产停机时间减少

了 87.5%。目前采用的英特尔博锐平台解决方案，其管理器仅仅是通过

Web 访问到 PC 端，增强了我们快速、安全地解决问题的能力。下一步，

我们将评估英特尔 Manageability Commander，这是一款轻便的控制

台，用于连接英特尔 AMT 和利用其特性，可以轻松激活客户端 PC 并实

现集中化管理的部署方案。

如欲获得更多有关英特尔 IT 最佳实践的信息，

请访问：http://www.intel.cn/it

IT@Intel

我们致力于促进 IT 专家与英特尔内部的 
IT 员工联系。我们解决了一些当今最为
严苛和复杂的技术问题，希望在这个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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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分享这些经验。

我们的目标非常简单，即提高整个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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