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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与樵夫

我们应该如何判断信息是否相关？从企业的战略目标到为实现

几年前，耶鲁大学工业工程系主任说过：“如果我只有一个小时

这些目标而设定的业务目的，再到 Gartner 称之为 “商机” 的转

来解决问题，我会用近三分之二的时间来确认问题的实质。”

瞬即逝、可以动态利用、与客户相关的机会，形成了一条彼此相

无独有偶，曾有人问一个樵夫：“如果你只有五分钟来砍倒一棵

关的链条，相关性由此确立。4 商机是企业战略目标与相关物联

树，你会怎么做？” 他回答：“我会先花两分半钟来磨利斧子。”2

网上下文和数据（图 1）的融合点，如能适当利用这些上下文和

无论在哪个行业面对何种任务，重要的是做好准备，仔细确认

数据，就能积极改变客户的行为、态度和/或情绪。

目标并选择所需的工具来实现目标。

商机必须由企业精心策划，即使在客户看来显得自然而然。成

遗憾的是，当涉及到物联网 (IoT) 项目时，人们往往忽视了这一

功则取决于第二根链条，这根链条从相关物联网上下文和数据

经验。不管是被物联网的概念所吸引，还是出于误解，各公司因

一直延伸到物联网架构，通过该架构访问这些上下文和数据并

为害怕竞争对手领先一步，或是迫于压力采纳新鲜事物，常常

将其转换为目标商机。如果链条执行不力，比如物联网架构无

在还没清晰确认目标、价值主张或工具适用性时就一头扎进物

法提取相关信息，就可能会白白错过商机，甚至可能产生负面

联网项目中。结果就是此类项目屡遭失败，令客户大失所望。

情绪以致损害战略目标。

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物联网这个词的误导性和欺骗性。物联网

让我们重新回到教授与樵夫的话题上。任何物联网项目的第一

原本描述的是一个互联机器的生态系统，但从字面被理解成了

要务都是确定要实现的战略业务目标。这些业务目标会细分成

将所有设备连接到互联网。物联网的首要目标不是将企业中的

一系列具体的目的，而这些具体目的都要依赖于能否顺利创造

每个设备相连，更不是将所有设备连接到互联网。物联网设备

商机。以物联网架构为工具，我们提取并利用相关物联网上下

是上下文和数据的容器，只需要利用相关的信息和设备。

文和数据来调整客户的行为、态度和行动，从而有利于实现战

1

3

略目标。
业务目标与目的决定了要利用的物联网架构与相关设备，而非
反过来。仅为吸引眼球或炒作选定的物联网解决方案必定会差
强人意。

战略目标

战略目标流程

业务目的

融合点：
商机

物联网架构

物联网设备
情境和数据

物联网流程
情境和数据

图 1：物联网战略性层次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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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性回答的是 “我是否处于完全互联的状态？” 这个问题，而

如果不利用框架来指导过程，可能会很难将业务目标与实现业

这可以通过连接到所有设备、机器、相关流程的其他来源、业务

务目标所需的物联网架构衔接起来。来自不同业务部门的责任

以及与客户相关的上下文和数据来实现。用来实现此可见性的

人可能不得不牺牲个人议程以配合实现公司目标。管理、产品、

基础设施因应用的不同而异。汽车应用可能需要蜂窝远程信息

工程、IT 和运营等各部门之间需要全新水平的协作。 可能不得

处理，监控和数据采集系统可能需要局域网和网格式无线网络，

5

不废弃有些项目和技术，以选择更具相关性的替代方案。为了

而海上石油平台则可能需要一级一类的防爆 Wi-Fi 基础设施。

引进新供应商更具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可能不得不疏远曾经的

不管相关设备的物理位置在何处，我们都需要确保只看到并使

长期供应商关系。

用可信来源的可信数据。因此，物联网数据在其完整的生命周

物联网价值循环（图 2）提供了一个这样的框架，它将业务目的

期中，无论动态还是静态，都必须得到保护和管理。设备、操作

解构为四大基本元素：可见性、安全性、创新性和盈利能力。前

系统、BIOS 和基础设施必须防止来自外部和内部的篡改。提供

两者和物联网基础设施相关，该基础设施可提取与业务目标及

物联网解决方案安装与服务的人员及其所使用的工具也必须

目的有关的上下文和数据。后两者确定了利用这些上下文和数

加以安全管理。为了确保不间断运行，需要提供应用和系统保

据的商机。通过成功地将责任人与四大元素的定义和实现挂

障，并且必须始终执行对数据使用监控策略。网络安全形势瞬

钩，就能确保物联网解决方案与目标商机相对应，并满足导向

息万变，客户信任稍纵即逝。因此，在物联网项目的整个生命周

这些商机的业务目的的要求。

期中，我们必须经常自问 “我是否受到全面保护？”，只有这样才
能确保始终落实最新的保障措施。

我是否处于完全互联的状态？

我是否受到全面保护？

• M2M、手机网络与遥测系统
• 工业级无线连接
• 交换与数据中心
• 远程站点、用户与数据中心
• 设备、用户与应用管理

可见性

安全性

•
•
•
•
•

我是否正在充分利用知识?

生产力

盈利能力

• 正常运行时间、高 MTBF 与低 MTTR
• 客户行为
• 合同工与员工管理
• 看板、效率与吞吐量
• 响应速度

静态和动态数据
物理安全
安全的 BYOD
应用安全
合规性、运行状况与安全

我是否正在全面推动创新？
•
•
•
•
•

卓越服务
接洽与差异化
易用性与交互
忠诚度与产品验证
通过服务获利

图 2：物联网价值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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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性和安全性决定了访问数据源、维护信任关系并管理已提

更有效地管理客户和员工、优化资产处理和过程吞吐量以及更

取信息的生命周期所需的物联网架构。如此，这二者定义了物联

快响应请求与变更。“我是否在充分利用知识？” 这一问题涉及到

网战略层次结构的第二层。

如何利用物联网上下文和数据来提高效率。

我们必须在物联网战略层次结构的基础层次上，根据物联网设

可见性、安全性、盈利能力与生产力的实例化对于每个客户都

备中包含并生成的相关上下文和数据，调整可访问性和信任度。

是独一无二的，即使在特定的垂直市场中，也没有一个万能型物

从各种角度来看，不考虑相关性而无谓地利用所有设备的成本

联网解决方案。企业目标和目的的微小差异可能会完全改变实

很高：每连接一个设备，成本都会增加，我们需要人员和资本来

现它们所需的解决方案。虽然可以从观察竞争对手的做法中得

扩展可见性和安全性，要处理和存储提取的数据，也需消耗资

到海量信息，但如果您的目标、目的和商机与他们的不同，则对

源来去糟取精。

手的解决方案可能不适用于您。盲目模仿竞争对手可能是冒失

由此，我们需要借助盈利能力和生产力元素来确认相关性并帮

之举。

助选择特定物联网设备。只有更好地服务客户，提供满足其偏好

您可以通过将物联网价值循环叠加在物联网战略层次结构上，

的产品和服务并积极改变客户对业务的行为和态度，才能增加

将业务目的与物联网架构架构衔接起来（图 3）。盈利能力和生

收入和/或降低成本，进而实现盈利。“我是否在全面推动创新？”

产力元素确定了上下文和数据的相关来源，而可见性和安全性

这一问题涉及到如何提供卓越的服务、与客户接洽、实现差异化

元素决定了利用这些来源所需的架构与基础设施。

竞争、简化交流、提高忠诚度、验证产品性能并通过服务获利。

诠释如何建立衔接的最好方法是举例。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

生产力是物联网价值循环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要素，着重于

探讨多种垂直市场（从零售业开始）中的场景，但让我们先试探

支持人员和资本资产尽可能高效地工作。实现这点的途径包括

性地讨论安全性。

最大化正常运行时间、最小化停机时间、简化销售和支持流程、

战略目标

业务目的

可见性：我是否处于完全互联的状态？
• M2M、手机网络与遥测系统
• 工业级无线连接
• 交换与数据中心
• 远程站点、用户与数据中心
• 设备、用户与应用管理

融合点：
商机

安全性：我是否受到全面保护？
• 静态和动态数据
• 物理安全
• 安全的 BYOD
• 应用安全
• 合规性、运行状况与安全

物联网架构
基础设施

物联网设备
情境和数据
生产力：我是否正在充分利用知识?
• 正常运行时间、高 MTBF 与低 MTTR
• 客户行为
• 合同工/员工管理
• 看板、效率与吞吐量
• 响应速度

情境和数据

盈利能力：我是否正在全面推动创新？
• 卓越服务
• 接洽与差异化
• 易用性与交互
• 忠诚度与产品验证
• 通过服务获利

图 3：将业务目的与架构和物联网上下文/数据相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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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uba 的物联网安全框架也称为 “连接并保护”，它包括以下保护

无论是核工业、零售业、医疗保健业还是消费品行业，物联网网

机制：

络渗透和数据泄露在各行各业早已司空见惯。原因很简单，大

• 验证源/目标设备并监控流量模式，如传感器输入和总线；

多数物联网设备和实施均由于安全性不强或毫无安全性而不

• 使用商业和政府加密标准（如适用）加密数据包；

可信赖。负责设计物联网设备的工程师通常接受过关于流程可

• 将数据包封装在安全隧道内，以确保它们只到达预定的目

靠性与特定应用架构的培训。这些都归入操作技术 (OT)，其目
标是使产品尽可能长时间可靠地工作。另一方面，网络安全专业
知识掌握在信息技术 (IT) 工程师手中。如果 OT 和 IT 未能紧密

的地；
• 识别物联网设备的指纹以判断它们是可信、不可信还是未
知的，然后分配适当的角色和基于上下文的策略来控制访

合作设计物联网产品和系统，可能会导致解决方案不可信赖。
无论有意还是无意，依赖于存在操纵风险的物联网信息与流程
都显得过于草率。我们所使用信息的完整性和可信度必须经得
起考验，并且需要维护端到端的信任，从物联网设备开始，一直

问和网络服务；
• 使用应用防火墙和恶意软件检测系统来检查进出流量，以
监控和管理行为；
• 利用企业移动管理 (EMM)、移动应用管理 (MAM) 和移动

到使用这些设备的应用。实现这一点的方法是将安全功能集成
到新的物联网设备中，为传统设备建立保护罩，创建一个防御

设备管理 (MDM) 系统来监控行为并在违反策略时保护其
他设备。

框架，使设备或用户只有经过证明才能获得信任。该框架应当
可以利用众多来源的上下文信息，在用户和设备连接前后仔细
检查其安全状态。

数据

分析
CLEARPASS/下一代
防火墙/MDM 策略

控制器角色

控制器安全隧道

加密（控制器）

控制器/CLEARPASS
身份验证
协议转换
物理层（物理转换）

设备

图 4：连接并保护物联网安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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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Aruba ClearPass Policy Manager 在物联网

策略的有效性取决于用于构建策略的信息和用于保护策略的执

设备分析、身份标识和状态中所起到的作用。在物联网设备尝

行工具。对安全性应用系统方法有助于确定物联网威胁载体和

试连接时分析其指纹并将其分类，以区分设备类型和检测仿冒

修复所需的安全技术。

者。身份标识通过将物联网设备标记为有连接时间和方式（包
括位置、时刻、星期几和当前安全状态）的角色，以提供更具体
的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状态是用于确定已知漏洞、活动端口、
操作系统版本和其他功能中的 SNMP 安全性的运行状况检查；
状态需要定期进行验证以确保合规性，如果状态不合标准，则
可信设备亦有可能被拒绝访问。

物联网的最终目标是利用物联网设备内部来源丰富的数据实现
业务转型。通过从根本上设计正确的安全措施，可以维护整个
物联网解决方案的可信度。之后，我们关注的重点就可以转移
到使用可信的物联网架构在战略目标之间建立衔接。现在让我
们来看看如何建立衔接。

ClearPass 通过分析、身份标识和状态将物联网设备标识为可
信、不可信或未知，然后采取相应的措施。假如某设备更改了操
作模式或冒充其他物联网设备，分析数据将会对该设备进行标
记，作为响应，ClearPass 将自动修改设备的授权权限。例如，
如果可编程逻辑控制器试图伪装成 Windows PC，就会立刻被
拒绝访问网络。

自适应信任身份

操作员
人物

操作

地点

访问管理

人物

时间

资产数据库
操作

地点

时间

更新开关（沙盒角色，关闭端口）
供应商：ColdAir Systems
级别：自助服务
角色：商店物联网设备
位置：多伦多
身份验证：MAC、SQL
Mac 地址：AA:BB:CC:11:22:33
固件版本：1.35b
风险分析：高（开放端口）
轮询频率：过去 5 分钟内 30 次
BW 分析：增加 91%

更新商店的防火墙策略

阻止访问更新网址

为 OT 与 IT 生成通知

为其他冰柜更新风险分析

快速检视库存应用以查看数据

图 5：ClearPass 物联网设备违反安全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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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垂直市场：零售业

对于此类零售应用，必须能完成以下业务目的：

未来一年，有一家全国大型零售商需要将顾客购物金额增加
10%，并将商店弃购率减少一半，才能达到目标收入。为了实现

• 确定当前进入商店的顾客身份，以便零售商可以分析其过
去的购买行为和网络行为，从而实时推送能引起此次购物

这些目标，需要打造一个更具吸引力的顾客体验，而这样做有

兴趣的优惠；

几个目的：首先，顾客必须能够看到并轻松找到价格可以接受

• 让顾客可以在他们的智能手机上查找库存，并接收有关库

的相关产品，这样才不会因备感无奈而离开商店。其次，对于在

存或替代商品的详尽指示，利用可将追加销售机会最大化

实体店体验之后上网查询价格并购买的顾客，我们要说服他们

的路径增加购物金额；

在店内购买，而这需要某种形式的积极介入。最后，我们要更快

• 提供免费 Wi-Fi 让顾客上网，由此零售商可以看到顾客使

地服务找不到所需商品的顾客，这样他们才不会离开商店，这

用的应用及其使用位置。例如，为了应对店内体验在线

需要注意平衡顾客与店员的比例。

购买的行为，零售商可以更新电子看板并推送相应的网络

由于顾客、店员和库存时刻流动，因此物联网基于位置的服务

比价消息。店员也将收到通知，以便可以说服顾客在店内

（与后端 CRM、销售点和库存应用协同工作）是使用前景最广
阔的工具。位置服务可以解决以下一个或多个问题：

购买；
• 监控顾客与店员的位置和比例，以确保店内各处都有人在
提供服务。

• “我在哪儿？”

确定业务目的后，我们现在可以着手选择适当的物联网工具。

• “他们在哪儿？”

下表是 Aruba 基于位置的物联网服务选项。要选择解决方案，

• “它在哪儿？”

可以从顶部起，找到需要解决的高级问题，并在底部找到推荐
的特定物联网工具。

他们在哪儿？

Meridian Find
My Friend
（FMF）

伙伴系统

存在感知

位置标签

AirWave
Visual RF

我在哪儿？

基于 Wi-Fi
的设备

寻路

Analytics &
Location
Engine（ALE）

Meridian 应用

它在哪儿？

Meridian SDK

Analytics &
Location
Engine（ALE）

非基于 Wi-Fi
的设备

AirWave
Visual RF

位置标签

图 6：基于位置的服务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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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所确定的业务目的，需要四种不同类型的定位工具：
• 寻路：这是一款帮助顾客通过类似 GPS 的室内服务自助导
航到某处的应用，当他们越过地理围栏边界时发出警报，
并向其推送消息；
• 存在感知：确定顾客何时出现及其身份，他们正在网上执
行的操作以及他们何时越过地理围栏边界；

Meridian 可以接入客户关系管理 (CRM)、销售点 (PoS) 与其他
后端应用以及业务规则引擎，从而实现复杂的布尔条件处理。
推送消息功能提供即时反馈、优惠与更新信息。如果零售商已
经有自己的应用，那么 Meridian SDK 可以向他们的应用提供
同样的服务。
从寻路跳转到检测店内体验在线购买行为并不简单，因为这需

• 店员系统：查找店员在整个店内的位置；

要知道客户何时点击了在线购物服务，比如亚马逊。Aruba 的

• 非基于 Wi-Fi 的资产跟踪：确定资产、托盘和商品的位置。

Analytics & Location Engine (ALE) 可以计算使用启用了 Wi-Fi

最高程度的顾客互动来自能实时改变行为的直接交互，即在客

的设备接入商店网络的所有人的坐标，并监控他们通过 Wi-Fi 网

户自己的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上运行的应用，通过此应用，我们

络进行的上网行为。ALE 与后端分析引擎协同使用，可帮助零售

可以将寻路、推送消息和地理围栏信息直接发送给顾客。Aruba

商确定店内体验在线购买行为，将更多商机转化为店内销售。

的 Meridian 服务可以在一个应用中提供以上三项基本服务。

ALE 的坐标监控还可以与后端或云应用一起使用，以监控顾客

该解决方案提供类似 GPS 的室内寻路体验，使用详尽指示引

与店员的比例。当比例低于最小可接受水平时，员工与商店经

导客人并在地图上提供实时位置。商店经理可以通过 Meridian

理都可以收到通知。ALE 的位置处理另有一个妙处：它可以监

的 “寻找好友” 功能直接查看店内员工的位置。在途中地理围栏

视路过与进店的人流量，让零售商知道进店人流量的百分比。

可以触发行动和应用。

图 5 显示了零售商的战略目标如何分流成商机，以及专用于任
务的物联网基础设施和设备数据如何服务这些商机。本例展
示了如何从高层次目标转换为实现成功商机的特定物联网工
具集。

购物金额增加 10%
商店弃购率减少一半

展现具有相关性且价格优惠的产品
监控并处理店内体验在线购买行为
管理客户与员工比例

自助查找产品
寻路与推送消息
免费 WI-FI

MERIDIAN ALE 与
CRM、POS 集成

信标
手机
应用

图 7：根据零售商战略目标调整物联网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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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目标与工具不一致，物联网项目就会偏离正轨。例如，仅仅

为了实现公司目标，我们需要一种更有效的方式，使英语和非英

使用存在感知分析被动跟踪顾客的位置，只能回顾顾客行为，

语母语的患者都能在设施中找到目的地，让每个可用的预约空

即您知道顾客去了哪里，却不能实时改变其购买行为。存在感

位都可以及时补上，避免在下班时还有许多患者未就诊。在 “我

知分析项目因其易于部署而在现有 Wi-Fi 基础设施上大量实

在哪里？”，“他们在哪里” 和 “它在哪里？” 位置服务的上下文中，

施，然而因为没有办法将其转化为销售，只能白白浪费。教训很

目标包括：

明确：在启动物联网项目前，我们应确保所用的物联网解决方案

• 使用每位患者的首选语言向其推送信息，在他们到达时告

与业务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

知预约时间和确切的门诊室号码；
• 如果预约地点或时间有变化，则推送更新的消息；

走向垂直市场：医疗保健业

• 提供下一预约的路线规划指示和抵达时间，同时考虑到患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医疗保健业中如何利用零售示例中的某些基

者步入设施时通过的入口或车库；

于位置的服务。在即将到来的财年，一家拥有几十所医院与诊

• 向就诊患者或临时医生与员工提供与上条相同的推送消息

所的管理型医疗组织希望在不需扩建、雇用新人或支付加班费

和寻路功能，以便他们能够轻松找到他们的下一个预约地；

的前提下，将收费的就诊人次增加 10%。患者和员工满意度调查

• 让员工可在患者导航时追踪患者的位置，以便在患者迟到

表明，缩短预约时间是不可能的，因为医生与患者的交流时间
已经不能再短了。该调查还显示患者和员工都会因爽约而感到
沮丧。患者不高兴的原因是：大型设施中难以找到目的地，非英

时通过电话联系。
我们需要三种不同类别的工具来实现这些目的：

语人士和老年患者不易理解站点地图，空闲诊室不停改变而预
约提醒却未更新。员工与医生不高兴的原因是：上午的预约通
常会因为爽约或迟到排不满，而下午的预约一直排到下班之后，
让（愤怒不已的）患者必须另行预约。

• 用于帮助患者、员工和医生自助导航的寻路应用，可使用
其所选语言进行指示；
• 当患者进入场所并与预约系统交互时触发的地理围栏功能，
以推送带有该用户下一预约位置和时间的问候消息；
• 人员追踪，使员工可以定位迟到的患者和就诊医生。

将收费的访问次数增加 10%
不扩张办公场地、增加雇员或加班

填补所有可用的预约位
减少令人沮丧的情况并改善用户体验
使用自助服务解决方案

多语言寻路
预约位置推送
定位迟缓用户

集成病历
集成时间表
MERIDIAN
信标
手机
应用

图 8：根据医疗机构的战略目标调整物联网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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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的 Aruba Meridian 服务在手机网络和 Wi-Fi 下都可工作，

为了实现公司目标，我们需要一种可以实时监控泵并基于异常

因此在车库与外界无手机网络和/或 Wi-Fi 覆盖的情况下亦可提

行为观察结果来预测故障的方法。这些泵装有进行本地闭环控

供服务。由于 Meridian 是独立于 Wi-Fi 网络的，所以在 Aruba 和

制的传感器与传动装置，但是不会另外挖掘数据以获取深刻见

非 Aruba Wi-Fi 系统中均可运行。

解。运行中的泵数量众多，加之广域手机网络费用不定，因此发

该解决方案需要与病历、会计和人事系统集成。虽然在实施时
需要大量投入，但该解决方案一旦完成，就可以作为一个平台
在未来提供一系列增值服务，如时间和运动优化，场地房产利
用与停车场满员/可用通知。
反之，如果目标不明确，我们给供应商提供的解决方案可能就
不太理想了。例如，与实时寻路应用相比，使用位置服务来生成
电子邮件或短信的用户参与度不太高，并且用户可能无法及时
收到这些消息。多语言地图支持可能需要在前期配置上投入更
多，但它可以保证患者或陪护者选择最合适的语言。实时向员
工提供更新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制定计划，或者毫不费力地找
到迷失方向的患者。

送所有泵数据用于远程分析太过昂贵。相反，在油矿泵上运行
本地分析并且仅在检测到异常行为时通知监控中心则十分经济
划算。监控中心可以在必要时请求传感器补充数据，前提是该
数据已在泵站存档。中心还可以根据泵制造商的数据库分析历
史操作数据，以判断如何以最佳方式解决异常。
追踪合同工到达和离开油矿泵和物流场的时间，并与公司的会
计应用共享这些数据，将能够直观对比计费与实际现场工作时
间。该解决方案需要自动报告方法，从而不会因手动流程产生
额外的人工成本。此外还需要修改合同，合同工如果希望按劳
获取所得，就必须提高参与度。
用于在泵站监测合同工的同一追踪解决方案也可应用于物流
场。与访问控制和闭路电视系统 (CCTV) 共享位置数据会关联合

走向垂直市场：石油与天然气业
现在让我们看下一个利用了基于位置的服务与边缘分析的工业
物联网示例。在即将来临的财年，一家拥有 25,000 台油矿泵和
15,000 名合同工的石油与天然气公司希望将泵停机时间减少
10%，将合同工成本降低 10% 而不降低油井产量，并将备件不
足率降低 25% 而不影响生产力。该公司曾尝试按理论泵故障率
制定泵维护计划，结果失败了。因此，泵时常停机，进而降低了
生产收入。此外，泵备件和泵管丢失、错放或被盗令成本不断增
加并影响设备的及时维修；无从得知是谁动用了库存，也不知应
该归咎于盗窃还是记录不当。最后，手工核对合同工服务发票与
实际现场工作时间变得非常困难，因为合同工太多，而会计人手
不足。

同工身份与现场访问，在库存丢失时即可识别出嫌疑人。
石油与天然气公司的业务目的包括：
• 使油矿泵能够处理由其控制系统生成的模拟和数字数据，
并报告异常情况；
• 部署远程监控中心以管理广域数据收集系统，对泵数据执
行元数据分析，并与可利用历史故障数据进行分析的预测
分析应用绑定在一起；
• 强制所有合同工配备定位服务应用，在他们到达和离开泵
站或物流场时上报。由于合同工是独立的代理人，出于隐
私原因，应用只应在到达和离开石油公司设施时触发；永
远在线的 GPS 追踪解决方案是不可接受的。

11

万物相联之网

白皮书

我们需要几种不同类别的工具来实现这些目的：
• 网关，用于从油矿泵获取传感器与传动装置数据、运行分析
应用处理数据以及提供广域网以将结果传送到远程监控站；
• 远程监控系统，用于管理广域网、自行分析聚合数据并接

智能物联网设备是可以生成模拟、数字和/或控制网络数据的
机器，此例中为油矿泵，企业需要这些数据可视化。访问设备与
物联网设备相接，获取数据，然后执行本地操作和/或将数据传
送到远程监视站点处的物联网控制器。

入其他数据存储库，如服务历史记录和制造商数据库；

访问设备有两种形式：网关与融合物联网系统。网关将来自物

• 在合同工的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进入或离开泵站和物流场

联网设备的数据流转换为与正在使用的网络兼容的安全格式。

站时触发应用的地理围栏；

当物联网设备缺乏与网络（LAN、手机网络、Wi-Fi）安全通信的

• 访问控制与视频监控应用的接口，可在合同工进入或离开

能力，无法运行本地 VPN 客户端进行安全的远程访问，或者存

现场时交换身份数据与时间/日期。如果合同工没有设施的

在与广域网不兼容的串行、模拟或专有输入/输出 (I/O) 时，使用

访问权限，则访问控制系统将拒绝访问。

网关。

高级别的预测性故障检测需要几个基本构建基块，可以混合以
应对不同的实施需求：智能物联网设备、访问设备、通信介质、
物联网控制器、物联网业务与分析应用和系统管理工具。

图 10：Aruba Edgeline 网关接入设备

物联网控制器

接入设备
通信介质

物联网应用

网络访问控制

物联网设备
数字与/或模拟
输入/输出 (I/O)

策略执行防火墙

配置、监控与管理

图 9：预测性故障监控构建基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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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物联网设备具有输入/输出接口，以及在本地处理来自物联

VIA VPN 最终将连接至石油与天然气公司数据中心的物联网控

网设备数据的计算能力。该解决方案用于减少处理延迟，降低

制器。控制器管理网络加密和身份验证，并且与防火墙、网络访

广域数据通信的流量和成本，处理和存储本地物联网活动，和/

问控制与策略管理应用互相连接，这些应用执行应用层安全，

或向远程数据中心发送本地物联网活动的摘要。融合物联网设

数据包优先级与访问规则。控制器软件实例可用于代替私有和

备通过在本地运行机器学习和数据分析引擎来完成这些任务，

公共云应用的硬件控制器。

这些设备的特点是具有强大的计算引擎，能够采集模拟/数字传
感器数据并控制总线流量以及远程管理功能。

图 12：Aruba 控制器

分析应用将在融合物联网系统和监控系统中运行。分析应用将
使用物联网数据并运用数学、统计、机器学习和/或预测建模来
标记异常行为，并通过从泵供应商、内部服务记录甚至其他公司
图 11：Aruba 融合物联网系统接入设备

在石油与天然气公司的例子中，融合物联网系统是最合适的访
问设备，因为需要本地深刻见解以将广域网费用降至最低。系
统将使用手机电话作为通信介质以简化部署时间，还因为手机
网络系统通常可以应对单塔停机的情况。
手机网络成本将通过使用慧与公司的移动虚拟网络运营商
(MVNO) 服务来解决，该服务已为低带宽物联网应用（例如机器
监控应用）提供了预先协商的优惠订购费率。使用带分析软件
的融合物联网系统进行现场预处理物联网数据将显著降低手机
网络通信的流量与成本。
Aruba 的 VIA VPN 将在油矿泵与监控中心之间加密并传输数
据。VIA 支持 AES 256+ 位密钥加密，并提供网络级对等身份验
证、数据源身份验证、数据完整性与重播保护。对于政府物联

现场挖掘数据池来预测故障。示例应用包括 HPE Vertica、SAP
HANA、GE Predix 与 Schneider Wonderware。
油矿泵现场将使用 HPE Universal IoT Platform (UIoT) 应用进
行监控，这是一个功能强大的应用套件，包括了一系列针对物联
网设备监控的专业服务。这些服务包括：
• API，客户端应用可经此使用数据；
• 数字服务，借此可快速引入新的应用、微服务与算法；
• 通过开源消息代理，从 Aruba 网关与融合物联网平台以及
物联网协议获取数据；
• 手机基础设施管理；
• 使用预构建算法与即用模板进行强大的预测分析；
• 与 oneM2M 或等效数据结构标准和常用控制协议的内置协
议库保持一致；
• 通过开放式标准消息传递总线的消息队列，包括设备和订
阅管理。

网应用，VIA 还提供 B 套件椭圆曲线加密，从可发布信息直至最
高机密级别的所有信息都将受到严密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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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UIoT 物联网设备监控系统

UIoT 使物联网设备支持与 oneM2M 行业标准相一致，并支持

时间与位置至会计应用。合同工也可以推送一条消息，确认

各种物联网应用与过程。新应用可以大规模快速实例化，包括

Meridian 正确记录了活动。通过让合同工坚持使用 Meridian 应

在同一私有或混合云平台上的物联网流量（传统语音和数据流

用按劳动获得报酬，石油与天然气公司可以确保高合规率。

量之外）的设备发现、配置与控制。

Meridian 包括可以与其他应用（如会计、访问控制和视频监控工

与 Meridian 平台一样，UIoT 也可以作为满足当前战略目标所需

作流程）共享位置数据的 API。此功能确保各油矿泵使用同样的

的各种增值服务的基础。UIoT 支持地面移动远程信息处理应

信标与应用，并在物流设施中触发安全系统，因此提货与交货

用，与 LoRa 和 Sigfox 远程无线系统相接，并且具有各种 API，

可通过门卡访问与视频监控数据相关联。如果库存不足与合同

可与其他监视、报告与审计应用相接。

工活动相关，合同工身份将成为安全记录的重要组成部分。

合同工位置服务可以由 Aruba Meridian 地理围栏与消息推送

此示例演示了石油与天然气公司如何将旨在保障泵正常运行时

服务提供。配备了 Aruba BLE Beacons 的油矿泵与物流场将在

间、合同工成本管理与减少备件不足的高层次目标，转换为一

泵服务和存储区域的边界处建立地理围栏。地理围栏的大小将

组提供分析、报告与基于位置的服务的物联网工具，从而实现

针对每个位置进行调整。当合同工的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进入

这些高层次目标。

或离开地理围栏时，将会触发地理围栏功能，推送身份标识、

泵的停机时间减少 10%
合同工成本降低 10% 而生产力不降低
备件不足率降低 25%

泵的本地数据获取与分析
集中监控与元数据分析
劳动力与材料对账

设备故障
泵维护计划
合同工到达与离开时间

异常检测
遥测
MERIDIAN
网关
信标
应用

图 14：根据石油与天然气公司的战略目标调整物联网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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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皮书

万物相联之网

物联网转型之旅的第一步

的，再加上细致的准备、客观的定义与工具选择，将会获得巨大

物联网工具应当同时具备可伸缩性和可扩展性，从而可以作为

的回报。待一切准备就绪，纵有千难万险，亦能达成目的。

一个平台来应对未来的业务目标。在上述讨论的三个案例中，
Aruba 与 UIoT 解决方案都可大规模伸缩与扩展，以用于范围广
泛的用例。
比起在组织内实现协调所需克服的政治阻力，在业务目标和物
联网架构之间建立联系的相关技术挑战，可能更容易克服。现
有议程和正在进行的项目可能会导致各方对战略目标或业务目
的存在不同解读，大家各执一词，难以达成一致。来自不同业务
部门的责任人可能会争取对项目与议程的控制，如果他们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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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物联网架构从相关物联网上下文和数据延伸的链条必须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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