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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SE-PaaS 3.0
开启物联网发展新篇章
物联网已不再是单打独斗的时代，而是一个共赢、合作的生态系，研华希望基于WISE-PaaS工业物联网云平台，透
过共创模式与伙伴携手共同引导产业数位转型，开启物联网发展新篇章，一起实现物联网产业共赢的新局势。
撰文｜张玮艳

作为工业物联网的重要抓手，工业物联网平台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做好工业物联网平台建设，一方面能更好

的做好设备的连接工作，另一方面能够做好数据基础之上的

服务工作。基于工业物联网平台的重要性及近年来政府政策

的大力支持，众多领先制造企业、工业设备提供商、工业软件

服务商以及信息通信类企业纷纷布局工业物联网平台。

研华科技作为物联网行业的领导厂家，也紧紧抓住机

遇，及早的布局了WISE-PaaS工业物联网云平台。研华自

2014年推出WISE-PaaS，在历经工业物联网长期的考验之

后，积累了对边缘侧传感器、行业设备、丰富的数据采集协

议的支持、大量工业软件及行业 SRP的支持，并提供云服务

和灵活的算力支持，联合开发营运等完整服务，快速实现OT

与 IT的充分融合，完成从数据的搜集、管理到分析，展现数据

驱动最后一里路，用数据为企业赋能。

新增四大功能模块 协助产业快速升级
今年11月份的物联网共创峰会上，研华正式发布了

WISE-PaaS3.0新功能亮点，在原有边缘感知、设备到云的数

据采集、可视化等功能的基础上，新增四大功能模块，进一步

协助系统集成商和制造商快速开发各垂直产业的应用。

WISE-PaaS 3.0新增四大功能模块，协助产业实现快速

升级：

•WISE-PaaS/SaaS Composer：流程可视化云端组

态工具；支援客制化绘图元件，可将应用场景导入3D建模绘

制与互动，并以毫秒等级的画面刷新速度，搭配WISE-PaaS/

Dashboard将关键管理数据以视觉直观呈现，协助萃取数据

价值与提升运营效率。

•WISE-PaaS/AFS（AI Framework Service）：人工智

能模型训练与部署服务框架；提供简易的拖拉界面，让开发

者快速导入产业数据结合人工智能算法，建立有效的推论引

擎，并可自动部署到边缘运算平台。AFS同时提供模型准确

度管理，模型再训练及再部署的自动化。AFS可同时管理应

用场域里多个 AI模型，提供自动化的模型准确度提升与模

型生命周期管理服务。

•WISE-PaaS/APM（Asse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设备联网远程运维服务框架；可以对接广泛的现场产业设备

控制与通讯协议，支持最新的边缘运算EdgeX Foundry开放

标准，同时也提供整合架构规范，允许接入其他的数据方式。

在 PaaS层，APM提供资产管理相关模块，包括资产数

据监控、事件报警、测量及统计分析、预测分析及绩效评估，

同时也提供OT与 IT融合的数据接口，如MES/ERP的OT数

据整合接口等。

在APP服务层，APM提供Management Portal服务，对

资产模型进行管理、建立设备拓扑关系以及资产系统的配

置，也可根据模板自动产生资产Dashboard，提供专业的资

产数据及各种分析呈现模板，同时也提供接口 Restful API，

允许客户进行客制化 Dashboard开发，并支持手机端 APP

的访问。

同时APM也整合了WISE-PaaS/AFS框架服务，提供机

器学习、深度学习训练管理框架，并通过OTA可以将训练模

型自动更新到边缘端进行预测服务。

•微服务 (Microservices)开发框架：WISE-PaaS导入

微服务开发框架协助开发者，快速生成微服务程序设计框

架，降低开发门槛。同时对于微服务的服务发现、负载均衡、

服务治理、配置中心等功能都有灵活的机制支撑。

WISE-PaaS 3.0的发布，意味着在产品技术方面，研

华已具备提供综合解决方案的能力。过去，研华主要在边缘

端数据收集及联网、边缘计算等建立了厚实基础，加上这两

年所开发的WISE-PaaS物联网软件平台大力加值后，更明

确了研华在整个物联网生态体系的定位－边缘平台（Edge 

platforms）与通用型物联网云解决方案（Universal IoT Cloud 

Solutions），分别串接运算能量提供者、云服务运营商、行业

SRP、设备使用者与制造商，建构工业物联网完整供应链。

携手伙伴开启新篇章 一起登陆物联网下一阶段
众所周知，物联网时代，企业纷纷寻求数字化转型，加快

IT与OT的融合。研华科技技术长杨瑞祥表示，许多业者已投

资进行设备连网与数据收集，希望导入AI推进设备与流程管

理智慧化。他们积极寻找提取数据价值的方法与工具，但行

业伙伴对外透露多年积累的高价值行业专业知识通常相当

保留。 研华也需理解各行业需突破的升级痛点，才能提供更

有效的技术支持。

研华提出以“共创模式”聚合更多产业内优秀资源和能

量，以WISE-PaaS平台为基础，延伸整合无线感测器、边缘

计算、资料串流、资料建模、人工智能 (AI)、数据视觉化、资料

安全等新技术模块，打造符合产业需求的创新解决方案，最

后交付深耕产业的系统整合商 ,到用户现场进行安装，形成

完整场域解决方案和WISE-PaaS联盟生态圈，与伙伴一起，

帮助用户快速实现物联网应用落地。本次峰会期间，研华也

正式发布了基于WISE-PaaS工业物联网云平台上的34套物

联网行业解决方案 SRP，涉及智慧工厂、智慧城市、智能医

疗、物流、零售、能源等不同细分领域。

自今年起，研华已启动各种领域的共创合作，并积极育

成行业深耕的系统集成商（DFSI：Domain-Focused Solution 

Integrator），比如与川源（中国）机械合资成立水处理系统集

成商、与台湾永进机械合资成立CNC设备远程运营服务商

等。研华发现通过共创，双方合作共同设计基于物联网云平

台数据驱动的创新产业解决方案，能有效结合彼此专长，创

造双赢，提升双方市场竞争力。

物联网已不再是单打独斗的时代，而是一个共赢、合作

的生态系，在这个生态里面，大家必须充分合作。研华希望基

于WISE-PaaS工业物联网云平台，透过共创模式与伙伴携

手共同引导产业数位转型，开启物联网发展新篇章，一起实

现物联网产业共赢的新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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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初，一场“6000人的物联网大会”刷遍

朋友圈，在这个“云上万物互联”的时代，其实

不缺阵容强大的会议，但这场大会除了引来IT\OT

技术阵营的关注，更多的是传统业者的参与，他

们在现场遇到相似的人群，相同的思考与问题；

找到了他们熟悉的场景里崭新的画面；众多技术

议题拼出一幅新的产业蓝图。这场来自56个国家

的物联网产业人聚会上，传统业者格外兴奋，同

期展示的物联网、AI等新科技没有让他们迷失，

他们在AIoT产业版图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前进

的路径以及同行的伙伴们，有记者称大会开启了

“物联网2.0”时代。

主办这场盛会的正是研华，当家人刘克振在

内部称其为“诺曼底登陆”。一年前他有感于物联

网即将翻转传统产业，认为物联网时代更注重产

业分工，没有一家公司可以独揽整个市场，大家都

在寻求深化、协同、共享，上下游伙伴必须凝心聚

力，共同推动物联网发展。对此，克振提出解决之

道⸺“共创”。

对于“共创”，研华早在一年前就陆续启动了

各种探索，包括与产业界、商学院的探讨，最终形

成以WISE-PaaS工业物联网云平台为生态的共创模

式。本次峰会，研华联合伙伴发布的34套物联网行

业解决方案正是第一阶段探索的成果，现场也吸引

了20家伙伴达成共创意向。本期“成就客户”，介

绍了一家来自日本的产业集成商Nippon RAD。这

是一家经营40多年的技术公司，他们期待通过“共

创”，实现再次突破。

如果把“共创”比喻成物联网生态的发展路

径，那么WISE-PaaS工业物联网云平台既是抓手也

是基础。本次峰会上正式推出3.0版本，整个架构

上采用“数据导向”思维，更切合解决数据资源所

有权与价值挖掘合作冲突等问题。我们认为工业物

联网云平台的价值，是构建云端开放共享的开发

环境，加速产业协同合作，推动物联网生态体系

融合。本期 “封面故事”详细解读了WISE-PaaS 

3.0的架构及技术亮点，同时邀请三家已进驻WISE-

PaaS的伙伴分享开发经验。

克振认为未来三年是物联网的高速成长期，通

过“共创峰会”邀请员工、客户、伙伴，甚至整个

产业迈入下一阶段――物联网2.0时代，这是产业

创新阶段的跨越，“我们的志向、努力让我们做到

了”。本期有篇针对市场团队的采写，可以重现员

工在整场活动的“辛”路历程，也能看到他们对公

司认知的重塑。

每年，知名品牌咨询机构InterBrand都会对台

湾品牌进行价值估算，2018年研华以3%的品牌价

值增长迈入第五名。这是信心的标志，来自市场，

来自产业，也来自员工。

物联网2.0时代，我们携手共创。

Viewpoint观点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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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研华一起登陆
物联网 2.0 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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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yful eLifestyle品味乐活

11 月 1 日 -2 日，研华科技在苏州国际博览中心举办首届物联网共创峰会，会中有

来自全球56 个国家、超过5000 位客户、伙伴共同与会，一起见证研华发表最新物

联网平台架构 WISE-PaaS 3.0，以及宣布34 套与软件、行业伙伴共创的物联网行业解

决方案 SRP（Solution Ready Package, SRP）。此次盛会一举协助各产业硬件与软件

整合、串联并建构完整工业物联网生态体系与价值链，携手伙伴正式登陆物联网下一

阶段。

研华以共创模式赋能全球物联网产业链，我们将协助各

产业整合串联现有硬件、软件，建立完整产业价值链，视为物

联网产业发展的首要任务。

               ――研华科技董事长刘克振

研华在整个物联网生态体系的定位：边缘平台与通用型

物联网云解决方案，分别串接运算能量提供者、云服务运营

商、行业 SRP、设备使用者与制造商，建构工业物联网完整供

应链。

 ――研华科技CTO 杨瑞祥

工业互联网是互联网发展的新阶段，是推动互联网、大

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主要载体、是制造业

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发展的基础。全面实现是个长期过

程，可以预见的是必将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

――中国工程院院士、光纤传送网与宽带信息网专家邬贺铨

工业互联网驱动的数字化转型，是在全面深度互联的基

础上，以数据为核心的智能化闭环。而工业互联网平台也就

是从边缘到云端，构建数据驱动的智能化闭环载体。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总工程师余晓晖

物联网并非简单基于传统技术和产业来建设和发展，实

际上，它是一种跨界创新的大融合。独行等于独食，共创等于

共赢。

――联通物联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陈晓天

物联网可以为众多领域带来益处，但它也面临着组织、

管理和安全性等问题。我们要解决物联网问题，就需要从设

备的多元性，到数据的多元性，再到数据的安全统一解决。一

个全面的解决方案能够多次使用并持续解决复杂性问题，那

样我们也就拥有更加强劲的生态系统。

――Arm 公司物联网服务集团总裁Dipesh Patel

现在正值智慧城市商机起飞的时刻，产业界需要更完整的

架构与方法，来推动智慧城市的建設。唯有产业上下游相互合

作，创造更多的可以联通的数据与联网节点，智慧城市的理想

才能实现。

――中国软通动力董事长兼执行长刘天文

未来企业必然面对能否智能化应用相关数据，进行前瞻

性的企业决策分析。因此，人机界面、机器学习 (ML)、深度学习

(Deep Learning)、偏差修正的自发行动等，都将成为企业导入新

应用，并完成打造「智能企业」的战略目标。

    ――浪潮云董事长兼执行长袁谊生

大会金句

WISE-PaaS 3.0 发布 以数据驱动带动产业数位转型

170 多个物联网最新应用展示

34 套物联网行业解决方案正式发布

研华物联网共创峰会
现场直击

IoT Summit现场直击



研华跃进“2018台湾国际品牌排行榜”前五名

Winter 2018  No.42News & Events 活动&资讯

11月30日，Interbrand公布了“2018台湾国际品牌排行榜”，研华以品牌价值
5亿美元，荣获第5名。自2003年以来，经济部工业局与全球权威品牌价值调查
机构Interbrand合作，针对台湾国际品牌进行评选，研华持续获得Interbrand
的肯定，近年在物联网概念推广上，研华全力扮演推手角色，今年更提出以“
共创模式”携手伙伴，一起深耕垂直领域，共建物联网产业链。

研华“共创”模式荣获“2018十大管理案例奖”
12月12日，由环球资源旗下知名商业管理媒体《世界经理人》主办
的“2018中国十大管理实践论坛暨颁奖典礼”在深圳隆重举行。
研华凭借“共创”模式，荣获第十六届中国十大管理实践奖项。
董事长刘克振先生在接受世界经理人的采访时表示：物联网产业链
条很长，研华需要和整个产业的上下游一起合作，所以必须采用共
创模式，纵向打通数据感知、数据传输、云平台等各个层级，形成
垂直领域的集成解决方案。

研华提出基于边缘Open Source的倡议
在12月举办的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第九次工作组会议上，研华科技提出，借助EdgeX Foundry
开源微服务框架在边缘计算端的能力，倡议共建边缘计算“互联互通、设备快速接入、服务可
复用且快速上云”的边缘计算生态。基于EdgeX Foundry微服务框架，研华构建了工业边缘智
能解决方案，同时，研华也会持续与EdgeX Foundry合作，加强框架在各方面的服务能力，包
括计算能力，例如框架可以支持GPU硬件计算等资源的管理能力。

研华WISE-PaaS荣获“可信服务评估认证”
12月27日，研华科技WISE-PaaS工业物联网云平台荣获 “可信服务评估
认证”。该评测由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组织，主要聚焦信任，围绕“是
否对用户关心的问题都进行了真实的、规范的承诺”设计24个指标，通
过材料审查、技术测试及现场考察的方式对平台服务进行评测。研华
WISE-PaaS工业物联网云平台通过层层审核评估，最终获得可信服务认
证，除了平台本身的服务能力等，更得益于WISE-PaaS以用户需求为中
心，用产业数据驱动智能创新。

研华荣获“六域物联”工业物联网创新奖50强

研华入选第一批“工业互联网平台优秀技术供应商”
 12月19日，全球物联网产业领导品牌研华科技成功入选第一批“工业互联
网平台优秀技术供应商”。该评选由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组织，旨在加快
推动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培育，发掘能够为平台建设提供关键技术支持的
优秀供应商。研华科技历经层层评选及考察，最终入选“优秀数据采集与
边缘计算技术供应商名单”。

湖北工业云平台发布  研华携手软通共建“云上”繁荣
11月21日，湖北工业云平台发布会暨“万企上云”工程培训在武汉市成功
召开。研华科技携手软通智慧，与当地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湖
北工业云平台”正式上线运行，进一步推进当地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
融合，创新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湖北省“万企上云”进程，会议期间
也同步举行了针对工业云平台的交流、分享与培训活动，进一步推动云平
台的应用落地。

由中科院上海微系统所、中国电子学会、上海物联网中心、复旦大学智慧城
市研究中心及联动原素联合举办的2018国际物联网产业发展论坛上，正式
公布了“六域物联百强榜”榜单。本次榜单以农业物联网、工业物联网、消
费物联网三大应用领域为主。其中，研华科技、浪潮云、航天云网等公司荣
获工业物联网创新50强。

研华收购OMRON旗下OMRON Nohgata 80%股权
10月26日，研华认购日本OMRON Corporation 旗下OMRON 
Nohgata 公司80%股权，总认购金额为日币1,836百万元，约新台币
5.04亿元（研华公司以及其日本全资子公司AJP各持有50%与30%股
权）。合并后原经营团队维持不变，与研华Embedded-IoT事业群（
EIoT SBG）整合进行产品开发及业务布局。研华将藉由并购OMRON 
Nohgata，加速拓展研华在日本嵌入式系统市场份额以及增强本地化
服务，同时加深与OMRON Corporation在IoT Platform的合作。

扫码了解更多



Customer Partnership成就客户

物联网技术使一切设备互联并具备智慧，改变着产业的

格局，其作为新一轮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吸引

了众多企业纷纷布局，抢占未来发展先机。据统计，全球每天

约有550 万台新设备加入物联网，2018 年物联网市场规模

有望超过千亿美元。鉴于物联网应用领域多样、广泛，且市场

碎片化等特质，研华将协助各产业将现有硬件、软件整合，以

建立完整的产业价值链视为物联网产业发展的首要任务，并

提出一种创新的商业模式⸺“共创”，与合作伙伴携手一起

助力物联网产业链的生态发展。

研华科技董事长刘克振表示，就工业物联网的发展来

看，未来工业计算机、SRP 以及产业专注系统整合商的产值

比例将为20:30:50。产业专注系统整合商（ Domain-focused 

Solution Integrator, 如下简称 DFSI）是整个产业链中非常重

要、且具价值的一环。物联网第三阶段的发展，产业将进一步

向面向垂直领域应用的物联网云服务发展，所以研华提出以

DFSI 共创模式，携手伙伴共同发展。DFSI 的共创对象， 一类

是由 OEM 设备厂商转型，另一类是传统的系统整合商转型，

Nippon RAD 就是一家由传统 SI 转型为 DFSI 的典型代表。

以独特的产业专注 SI 模式把握发展契机
日本是研华发展 IoT 的重要策略性市场， 除了当地成熟

的先进制造市场外，物联网其他相关的发展机会也相当巨

大。作为研华在日本地区的重要系统整合商合作伙伴，成立

于1971 年的 Nippon RAD ，在信息软硬件整合以及商业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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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华助力Nippon RAD转型 　
强化日本工业物联网市场布局

件开发业务方面，都累积了丰富的经验。研华已于2018 年3

月宣布投资 Nippon RAD，以新台币3 亿元取得其19% 股权，

透过 DFSI 合资共创的合作关系，将全力支持他们发展为日

本具指标性的智慧工厂 SI，共同拓展日本工业物联网市场。

比较特别的是，Nippon RAD 是独立的 SI 业者，不像许

多日本 SI 业者是隶属于 NTT、丰田、软银等大型集团之下。公

司拥有300 名员工，其中以工程师居多，在日本算是中型规

模 SI，有足够的资源进行灵活编组，满足客户的需求。随着物

联网行业特别是 I IoT 市场的兴起，NipponRAD 预见将会有

巨大的商业机遇，所以在两年前开始成立新部门，专责开发

平台与拓展市场，特别是智能制造领域。

2017 年中，Nippon RAD 开始与研华进行接触，鉴于想

法相同，技术互补，很快就展开紧密的合作，并已在短时间内

达成许多具指标性的 IoT 项目。由于综效显著，市场反应热

烈，便进一步建立合资关系，让双方的合作关系更为紧密。

Nippon RAD 经营企划处处长土山刚指出，研华原本在

日本就有一定的业务基础，为许多制造业客户提供优异的硬

件平台。但是，要真正协助客户朝智能制造转移，还需要补足

软件、系统咨询与整合等专业，这正是 NipponRAD 的强项；

同时，Nippon RAD 的转型也需要像研华这样的平台技术供

货商，来支持并协助其深入到智能制造等领域的深耕。双方

的合作，堪称是建立了最佳的组合。他强调，日本虽拥有成熟

的先进制造市场，但另一方面，还有许多传统制造业者的态

度保守，亟需引进新技术，新观念，才能提升其营运效率与竞

争力，物联网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目前，日本并没有专业的 IoT 系统整合商，Nippon RAD

希望能够透过与研华的合作，成为日本首屈一指的产业专注

(Domain-Focused) IoT 整合商，推动日本制造业的改变。此

外，公司也将把其既有的 BI( 商业智慧 ) 以及 AI 分析软件，逐

步移植到研华的 WISE-PaaS 工业物联网云平台上。

合作绩效显著   抢滩日本工业物联网市场
从今年三月 Nippon RAD 正式成为研华的共创伙伴并

建立 DFSI 合资共创关系以来，双方携手扩展日本工业物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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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日本并没有专业的IoT系统整合商，Nippon RAD希望能够透过与研华的共创合作，成为日本首屈一指的产业专
注(Domain-Focused) IoT整合商，推动日本制造业的改变，抢滩日本工业物联网市场。
文│林稼弘
专访｜Nippon RAD经营企划处处长土山刚；研华科技市场开发经理王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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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的行动已获得了超乎预期的显著成果，且其带来的

正面效益是多方面的，并已为全球各地的共创模式建

立了标竿。

对一直期望透过 SI 伙伴将其硬件以及 WISE-PaaS

工 业 物 联 网 云 平 台 上 完 整 软 件 方 案 开 拓 至 日 本 市 场

的研华来说，Nippon RAD 是它在日本的第一家共创

伙伴。区别于日本大多 SI 整合商是隶属于大集团旗下

的子公司，研华即使打进其中，完成单一项目之后，也

无法藉由其技术能力复制到更广泛的客户群，Nippon 

R A D 则 是 独 立 的 S I 整 合 商，透 过 技 术 支 持 N i p p o n 

RAD，其项目部署所累积的经验与能力，将能扩散并带

动更多的商机。同时，与 Nippon RAD 的成功共创，如同

磁吸效应一般，短期内研华在日本的共创伙伴便迅速

增加到8 家。Nippon RAD 如实扮演了种子的角色，协助

研华在日本的进一步扩展。

对 Nippon RAD 来说，藉由运用研华提供的资源，

已成功从既有的信息 SI 跨足到智慧工厂 SI 业务，因应

产业趋势，开创出全新的商机。在合作期间，研华积极

提供全面的技术培训与支持，并协助 Nippon RAD 在其

东京的工厂建立了战情室，助其快速实现智慧工厂的

落地应用。自双方结盟后，光是今年二季度后，就有30

多个与智慧工厂相关的项目在进行，大大提升了双方

在日本工业物联网市场的竞争优势及市场份额。除了

智慧工厂之外，包括智慧能源、智慧城市等相关应用，

Nippon RAD 都能藉由研华 WISE-PaaS 平台上的丰富

解决方案逐步扩大其业务范围。

此外，研华还与 Nippon RAD 针对日本工业物联

网市场共同举办了聚焦的展会、研讨会等营销活动，协

助 Nippon RAD 快速拓展市场业务。同时，11 月初研华

在苏州举办了5000 多人的全球物联网共创峰会，也邀

请了 Nippon RAD 共襄盛举，积极进行物联网观点探

讨、产品展示、媒体曝光等，大力藉由研华的全球营销

资源，助立 Nippon RAD 快速提升其公司在全球的知名

度，并进一步推动其全球市场的拓展。

目前全球物联网市场商机巨大，物联网应用领域

呈现多样、广泛，且市场碎片化等特质，唯有结合专业

软硬件、服务、以及系统整合商共同加值，才能创造价

值，提升竞争力。未来最大的赢家，将是能提供涵盖硬

件、解决方案、SI 以及云服务的业者，以可复制的平台

来支持全球客户。土山刚表示，对于 Nippon RAD 与研

华合作的长期展望以及可开拓的市场商机，充满了信

心。未来双方将继续携手共进，合作共赢，一起登陆物

联网下一个阶段。

Customer Partnership成就客户

NipponRAD 成立于1971 年，并已股票上市19 年，是日本一家拥

有悠久历史的信息系统整合商，在信息软硬件整合以及商业软件开发

业务方面，累积了丰富的经验。公司拥有300 名员工，在东京、大阪、名

古屋与福冈均设有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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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SE-PaaS 3.0  
开启物联网发展新篇章
物联网已不再是单打独斗的时代，而是一个共赢、合作的生态系，研华希望基于WISE-PaaS工业物联网云平台，透
过共创模式与伙伴携手共同引导产业数位转型，开启物联网发展新篇章，一起实现物联网产业共赢的新局势。
撰文｜张玮艳

作为工业物联网的重要抓手，工业物联网平台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做好工业物联网平台建设，一方面能更好

的做好设备的连接工作，另一方面能够做好数据基础之上的

服务工作。基于工业物联网平台的重要性及近年来政府政策

的大力支持，众多领先制造企业、工业设备提供商、工业软件

服务商以及信息通信类企业纷纷布局工业物联网平台。

研华科技作为物联网行业的领导厂家，也紧紧抓住机

遇，及早的布局了 WISE-PaaS 工业物联网云平台。研华自

2014 年推出 WISE-PaaS，在历经工业物联网长期的考验之

后，积累了对边缘侧传感器、行业设备、丰富的数据采集协

议的支持、大量工业软件及行业 SRP 的支持，并提供云服务

和灵活的算力支持，联合开发营运等完整服务，快速实现 OT

与 IT 的充分融合，完成从数据的搜集、管理到分析，展现数据

驱动最后一里路，用数据为企业赋能。

新增四大功能模块  协助产业快速升级
今 年11 月 份 的 物 联 网 共 创 峰 会 上，研 华 正 式 发 布 了

WISE-PaaS3.0 新功能亮点，在原有边缘感知、设备到云的数

据采集、可视化等功能的基础上，新增四大功能模块，进一步

协助系统集成商和制造商快速开发各垂直产业的应用。

WISE-PaaS 3.0 新增四大功能模块，协助产业实现快速

升级：

•WISE-PaaS/SaaS Composer：流程可视化云端组

态工具；支援客制化绘图元件，可将应用场景导入3D 建模绘

制与互动，并以毫秒等级的画面刷新速度，搭配 WISE-PaaS/

Dashboard 将关键管理数据以视觉直观呈现，协助萃取数据

价值与提升运营效率。

•WISE-PaaS/AFS（AI Framework Service）：人工智

能模型训练与部署服务框架；提供简易的拖拉界面，让开发

者快速导入产业数据结合人工智能算法，建立有效的推论引

擎，并可自动部署到边缘运算平台。AFS 同时提供模型准确

度管理，模型再训练及再部署的自动化。AFS 可同时管理应

用场域里多个 AI 模型，提供自动化的模型准确度提升与模

型生命周期管理服务。

•WISE-PaaS/APM（Asse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设备联网远程运维服务框架；可以对接广泛的现场产业设备

控制与通讯协议，支持最新的边缘运算 EdgeX Foundry 开放

标准，同时也提供整合架构规范，允许接入其他的数据方式。

在 PaaS 层，APM 提供资产管理相关模块，包括资产数

据监控、事件报警、测量及统计分析、预测分析及绩效评估，

同时也提供 OT 与 IT 融合的数据接口，如 MES/ERP 的 OT 数

据整合接口等。

在 APP 服务层，APM 提供 Management Portal 服务，对

资产模型进行管理、建立设备拓扑关系以及资产系统的配

置，也可根据模板自动产生资产 Dashboard，提供专业的资

产数据及各种分析呈现模板，同时也提供接口 Restful API，

允许客户进行客制化 Dashboard 开发，并支持手机端 APP

的访问。

同时 APM 也整合了 WISE-PaaS/AFS 框架服务，提供机

器学习、深度学习训练管理框架，并通过 OTA 可以将训练模

型自动更新到边缘端进行预测服务。

• 微服务 (Microservices) 开发框架：WISE-PaaS 导入

微服务开发框架协助开发者，快速生成微服务程序设计框

架，降低开发门槛。同时对于微服务的服务发现、负载均衡、

服务治理、配置中心等功能都有灵活的机制支撑。

WISE-PaaS 3.0 的发布，意味着在产品技术方面，研

华已具备提供综合解决方案的能力。过去，研华主要在边缘

端数据收集及联网、边缘计算等建立了厚实基础，加上这两

年所开发的 WISE-PaaS 物联网软件平台大力加值后，更明

确了研华在整个物联网生态体系的定位－边缘平台（ Edge 

platforms）与通用型物联网云解决方案（ Universal IoT Cloud 

Solutions），分别串接运算能量提供者、云服务运营商、行业

SRP、设备使用者与制造商，建构工业物联网完整供应链。

携手伙伴开启新篇章  一起登陆物联网下一阶段
众所周知，物联网时代，企业纷纷寻求数字化转型，加快

IT 与 OT 的融合。研华科技技术长杨瑞祥表示，许多业者已投

资进行设备连网与数据收集，希望导入 AI 推进设备与流程管

理智慧化。他们积极寻找提取数据价值的方法与工具，但行

业伙伴对外透露多年积累的高价值行业专业知识通常相当

保留。 研华也需理解各行业需突破的升级痛点，才能提供更

有效的技术支持。

研华提出以“共创模式”聚合更多产业内优秀资源和能

量，以 WISE-PaaS 平台为基础，延伸整合无线感测器、边缘

计算、资料串流、资料建模、人工智能 (AI)、数据视觉化、资料

安全等新技术模块，打造符合产业需求的创新解决方案，最

后交付深耕产业的系统整合商 , 到用户现场进行安装，形成

完整场域解决方案和 WISE-PaaS 联盟生态圈，与伙伴一起，

帮助用户快速实现物联网应用落地。本次峰会期间，研华也

正式发布了基于 WISE-PaaS 工业物联网云平台上的34 套物

联网行业解决方案 SRP，涉及智慧工厂、智慧城市、智能医

疗、物流、零售、能源等不同细分领域。

自今年起，研华已启动各种领域的共创合作，并积极育

成行业深耕的系统集成商（ DFSI：Domain-Focused Solution 

Integrator），比如与川源（中国）机械合资成立水处理系统集

成商、与台湾永进机械合资成立 CNC 设备远程运营服务商

等。研华发现通过共创，双方合作共同设计基于物联网云平

台数据驱动的创新产业解决方案，能有效结合彼此专长，创

造双赢，提升双方市场竞争力。

物联网已不再是单打独斗的时代，而是一个共赢、合作

的生态系，在这个生态里面，大家必须充分合作。研华希望基

于 WISE-PaaS 工业物联网云平台，透过共创模式与伙伴携

手共同引导产业数位转型，开启物联网发展新篇章，一起实

现物联网产业共赢的新局势。

封面故事 Cover Story

WISE-PaaS 3.0 工业物联网云平台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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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华WISE-PaaS/AFS人工智能
模型训练与部署服务框架 

WISE-PaaS/AFS（AI Framework Service）人工智能模型训练与部署服务框架，提供简易的拖拉界面，让开发者快速
导入产业数据，结合人工智能算法，建立有效的推论引擎，并可自动部署到边缘运算平台。AFS可同时管理应用场
域里多个AI模型，提供自动化的模型准确度提升与模型生命周期管理服务。
撰文｜夏梓宁

今年10 月份麦肯锡发布了报告《人工智能时代的未来

与挑战》，报告指出人工智能的时代可能终于来临，人

工智能有助于提高生产力和创新，企业和各经济体可以从人

工智能中受益。机器学习技术正是驱动 AI 快速发展的重要因

素，但构建和部署机器学习模型所涉及的步骤需通过编码，

从收集及处理数据、模型训练、模型部署到最终推理准确率

的监控。这不仅需要数据科学团队来构建解决特定问题的有

效模型，还需要一支非常有能力的工程师团队将模型转变为

运营应用程序。如此所耗费的人力、金钱、时间成本，是很多

企业所无法承受的。

为方便企业快速、轻松部署及搭建人工智能模型，WISE-

PaaS 3.0 增加了 WISE-PaaS/AFS（AI Framework Service）人工

智能模型训练与部署服务框架，它是研华 WISE-PaaS 平台独有

的功能模块，提供简易的拖拉界面，让开发者快速导入产业数

据，并且整合多种机器学习函数库，如：Spark Mllib、TensorFlow，

用户可轻松调用后端分布式计算资源，有效降低了开发门坎。

同时结合人工智能算法，建立有效的推论引擎，并可实现自动

部署到边缘运算平台。

AFS 同时提供模型准确度管理，模型再训练及再部署的自

动化。也可同时管理应用场域里多个 AI 模型，提供自动化的模

型准确度提升与模型生命周期管理服务。

研华 WISE-PaaS/AFS 架构
WISE-PaaS 云平台的数据分析服务主要功能包括：

● 分析模块 / 解决方案管理，提供分析模块 / 解决方案

完整生命周期的管理，包含订阅、验证、发布等；

● 解决方案在线开发，提供拖拉式接口以组装多个分析

模块进行解决方案的开发；

● 分析模块在线开发，提供在线 IDE 进行分析模块的开

发并部署至云端平台；

● 开放各算法及高速运算模式，提供多种分析所需的算

法与运算模式。

在以往的架构下，开发者不仅仅要撰写相关的分析程序

代码，还要处理各种运维相关问题，如 OS 的安全性、应用服

务如何扩展等等问题；而 AFS 的重点是将开发者从这些烦

恼中解放，使得开发者得以更专注在分析程序的逻辑设计上

面，其余服务器相关的运维工作等相关问题则由云平台来解

决，这样也可以加快开发速度，让开发者可以快速的将脑中

的概念转化为真实的服务。AFS 通过事件驱动技术的实作，

开发者可以设定一些条件，当条件满足后便会触发系统进行

后续一连串的处理及分析，以减少运算资源的空闲时间。

WISE-PaaS/AFS 功能特性
AFS 目前已被成功应用落地在某钢铁公司的改造项目

中，对方初始想要建置的设备诊断云端平台系统，需要能远

端监控设备状况，同时也得将资料后送给云端平台机器学习

软件模块进行大数据分析，以便能建立类似于瑕疵检测和预

防诊断的预测模型。

研华的 AFS 也满足了对方的需求，让这家钢铁公司的工

程师可以更容易地设计所需的监控管理 APP，建立大数据分

助力开发者快速实现开发及模型训练

WISE-PaaSColumnWISE-PaaS专栏

具体来讲，WISE-PaaS/AFS 提供如下相关功能：

● 数据建模与可视化

基于 WISE-PaaS/Dashboard，提供美观，多样化的数据

呈现形式。该可视化平台可进行数据源添加（包括各种数据

库、API 等），提供丰富的数据分析展现服务。

在钢铁公司的改造项目中，使用者可以利用资料可视

化工具 Dashboard，创建自己的仪表板，管理者就能通过易

读性高的各种图表来清楚掌握边缘装置的健康状态、异常警

报、预测模型、讯号串流波形等。

● 多语言与工具支持

支持 Jupyter Notebook、Python 和 R 等多种语言编译

环境，并提供神经网络模块：Neural Network (Reflow 建模 )、

CNN (AOI 影像辨识 )、RNN (Reflow 建模 )；资料分类模块：

析的预测模型，从而实现设备实时监控与预防监诊。同时，

AFS 服务提供了数据科学能力，让分析人员可以使用相关模

块对数据做前处理、分析以及可视化。数据可以接入平台提

供的可视化工具以便了解数据趋势，以及利用平台的分析服

务进行进阶加值应用，而这些分析模型可以在历史分析的基

础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更新或者升级等。

SVM ( 温度预测 )、Decision Tree ( 马达检测 )、ResNet (AOI

建模 )；资料降维模块：Auto-encoder dimension reduction 

fo r  t ime-se r i es  (T ime se r i es  da ta 降 维 算 法 )、Down-

sampling (periodic data 降维 )；资料前处理模块：OpenCV 

(AOI 切图前处理 )、FFT ( 震动资料前处理 )、Wavelet ( 低频震

动资料前处理 )；目标检测模块：Faster R-CNN ( 人形辨识 )、

SSD ( 物件辨识 )；特征撷取模块：PCA (Time series 资料降

维 )、Convolution ( 图形资料特征撷取 ) 等工具模组让大数据

专家快速分析建模。

● 数据批处理

提供一个分布式的、可靠的、容错的数据流处理系统，可

用于实时分析、在线机器学习、持续计算、ETL 等领域可在毫

秒级完成分析、并得到响应。

● 结合 OTA，提供模型的远端更新

WISE-PaaS/OTA 是 WISE-PaaS 工业物联网云平台上的

远端软件更新管理服务。WISE-PaaS/OTA 的远端更新机制让

企业可以很方便地将预测模型部署至指定的边缘端，并让预

测模型随时保持在最新版本，管理者无需亲自到现场就能完

成更新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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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华WISE-PaaS/SaaS Composer
流程可视化云端组态工具

WISE-PaaS/SaaS Composer流程可视化云端组态工具，支持客制化绘图元件，可将应用场景导入2D/3D建模绘制与
互动，并以毫秒等级的画面刷新速度，为用户展现实时动态信息及远端操控。
撰文｜夏梓宁

WISE-PaaS/SaaS Composer 流程可视化云端组态工

具，支持客制化绘图元件，可将应用场景导入2D/3D

建 模 绘 制 与 互 动，并 以 毫 秒 等 级 的 画 面 刷 新 速 度，为 用 户

展现实时动态信息及远端操控。同时，可搭配 WISE-PaaS/

Dashboard 将关键管理数据以视觉直观呈现，协助萃取数据

价值与提升运营效率。

WISE-PaaS/SaaS Composer 功能架构
WISE-PaaS/SaaS Compose r 主 要 分 为 两 大 功 能 ：

Management 和Sketchboard：

● SaaS Composer – Management 使用者管理系统；

● SaaS Composer – Sketchboard 客制化图型控制绘图软件

轻松实现客制化动态呈现

如上图，蓝色区块为 Management 的使用者权限管理功

能，橘黄色区块则是 Sketchboard 显示的页面功能，红色的区

块代表 Sketchboard 绘图的图控软件。资料来源是在 WISE-

PaaS 上的 PostgresSQL 做存取动作。

Management 使用者权限管理介绍
SaaS Composer Management 的权限分配主要为外层

管理及内层管理。

外层管理：使用者在 WISE-PaaS 平台上的 Org/space

权限可以由 Management Portal (portal-management.wise-

paas.com) 来管理， Management Portal 把使用者分为三

大类 : Tenant, Developer, SRP User。SaaS Composer 的

Management 外层管理会比照使用者在 Management Portal

的权限来做分配，如果使用者在 Management Portal 的权限为

Tenant or Developer，在进入 SaaS Composer 后则会自动给

予 “ Admin User” 的管理权限。如果在 Management Portal 的

权限为 SRP User，则会分配 “ Normal User” 权限。

Admin User 跟 Normal User 的权限差别在于前者可以创

建新的 Organization，与增加使用者到 SaaS Composer 用户

管理，后者只能限制于观看与被分配的角色。

内层管理：内层使用者等同于在 Organization 里面使用

的使用者，各个 Organization 里的权限管理都是独立的，不会

互相干扰。内层使用者在每一个 Organization 里面有区分为3

个级别 : Admin, Editor 和 Viewer。

WISE-PaaS/SaaS Composer 的优势特点
● 100% 客制化图形呈现，满足不同领域运用：以全浏览器跨

平台架构的设计，取代传统图控的 IDE 限制，可以依照不同垂

直领域绘制图本，展现实时动态信息及远端操控；支持标准通

用 .OBJ 与 .MTL、3D 几何图形文件格式；

● 毫秒等级刷新，即时数据呈现：SaaS Composer 通过易于

操作的使用界面，支持多重动画以及毫秒等级的画面刷新速

度。同时，用户也无需担心画面播放时间过长、缓存过多造成

宕机的问题；

● 预防画面失真呈现：图形绘制以 HTML5 Canvas 技术为基

础，支持虚拟画布的显示画面，放大缩小画面，都不会有失真

的问题发生；

● 达到精准逻辑操控与分析：支持标准 JavaScript 撰写，对资

料进行二次编辑，用户可以进行轻量级的逻辑分析处理；

● Webaccess/SCADA 资料串联：整合 WISE-PaaS 平台服务，

搭配 WISE-PaaS/Dashboard 强化整体可视化效果，同时与

WebAccess/SCADA 进行资料串联，协助您全面提升数据价

值与运营效率；

● 使用者权限分类，有效管理档案：如上面提到的使用者管

理系统，SaaS Composer 把平台上的权限分为两种：Admin 

User 和 Normal User，让用户方便管理档案及隐私透明度。

WISE-PaaSColumnWISE-PaaS专栏

工业物联网云平台进阶课程
从小白 到大神

扫码关注，回复“培训”
立即在线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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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是一个共赢的生态，不是一个人或者单一公司能够促成的。以开放的心态为基础，双方认同的规则为保障，
确立共同的目标，明确彼此的角色，设置好预警机制。物联网是一个合作的时代，这也是软通和研华所建立的生态
最具有借鉴之处。
撰文│亦驰
图片│研华公司
专访│软通智慧执行副总裁康燕文; 软通智慧副总裁徐楷

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5G 技术的成熟和发展，在数字

化浪潮中，物联网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以

5G 技术为标杆的移动互联网时代到来，万物互联、万物感

知正逐渐成为现实。2017 年，中国物联网产业规模达万亿，

2020 年我国物联网产业总体规模将突破1.5 万亿元。云计

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物联网产业发展，成为计

算机、互联网之后的第三次信息技术革命。通过将海量的机

器数据与分析能力结合，工业物联网正在有效管理企业资

产，提升运营效率，降低运营成本。

工业物联网将迎来指数发展
“工业和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的重中之重，随着科技环境

的成熟，中国物联网行业将迎来指数发展。”在科技领域工

作多年的软通智慧执行副总裁康燕文认为。制造业一直在

引进科技，从未停止。在康燕文早期参与工作过程中，就经

历了工业企业通过 EDI 电子交换系统（ Electronic Document 

软通智慧：物联网时代，
搭建“雪球效应”的合作生态

Interchange）进行信息交换的过往。工业物联网的需求一直

都在，如今需求更为强烈。在柔性生产和个性化产品需求的

背后，越来越多的工厂需要通过信息、设备，了解工厂设备运

转的效率，调整生产线，取代过去以人力取胜的模式。今天，

工业物联网能够得到空前的发展，特殊之处在于柔性制造和

个性化制造、产业环境对制造业的升级，以及制造业自身对

提升效率和降低成本的追求，促使工厂设备需要更及时地应

对客户的需求变化。“环境的改变，导致企业本身需要这种改

变，产业需要有应对这些变化的能力。” 康燕文说到。

工业物联网发展过程中的另外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企

业供应链信息的上下游整合越来越重要。康燕文认为：“通过

信息整合调整产业结构。快速判断订单是否能够满足，快速

回复客户。通过数字化的模式，企业需要透过仿真、模拟、模

型知道生产线搭配是否符合工厂生产的需求，为客户提供服

务。”

软通智慧是业内领先的云服务商，以城市为平台，基于

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为城市提供全

新应用和数据服务。在工业智能制造领域，软通结合物联网、

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相关信息技术，打造的“工业云”

解决方案，提供了 生产智慧化、产品智能化、云设计、设备监

测、生产服务化转型、个性化定制、协同制造等云服务，并与

产业企业深度融合，形成新的生产方式、服务方式、产业形态

和商业模式。

在软通的物联网探索中，和研华成为合作伙伴是其重要

的里程碑。2018 年11 月初，研华物联网共创峰会在苏州国际

博览中心举办，这场峰会以 “共创物联世界 洞见智能未来”

为主题，超过5000 位来自全球的研华客户、伙伴与会，共享

商机。软通亦受邀参与本次峰会，携百万企业上云、CityTwin、

智慧环境治理等多个云端解决方案亮相，与研华等合作伙伴

共同完成的基于 WISE-PaaS 工业物联网云平台可扩展和进

化的物联网解决方案受到广泛关注。

单打独斗不行，物联网需要共创共赢
软通拥有丰富的云端大数据存储与分析能力以及自主研

发的多领域 IT 服务及管理系统，更重要的是其丰富的行业经

验与业务咨询能力；而研华拥有多款边缘侧采集与监控硬件

产品，且研华自身具备较强的柔性生产能力。软通与研华合作

拥有基于场景定制软件、硬件的能力，这种定制化的方案大大

减少部署和运维成本。此外，基于数据的采集、分析，以及软通

在智慧城市顶层设计领域的积累，其还可向政府、公众提供数

据增值服务。双方的紧密合作基于软硬件的互补。

11 月1 日 -2 日，软通受邀出席研华物联网共创峰会，展

示了与研华共同完成的基于 WISE-PaaS 工业物联网云平台

的多个物联网解决方案；紧急而来双方还共创搭建了了湖北

工业云物联网平台，并于11 月21 日，在湖北武汉成功召开湖

北工业云平台发布会暨“万企上云”工程培训。 “双方的合作

不是单一的平台上线，还会搭配企业培训，面向服务对象的共

创共赢等一系列服务，提供接地气的解决方案。”徐楷强调。

湖北在物联网规划靠前，落地较早，成为双方共创的第一个落

脚点。目前湖北工业云的项目已经选定了具体的方向和不同

类型的企业，软通和研华在紧锣密鼓推动。提及这一项目的意

义，康燕文认为：“我们现在谈工业物联网不能只谈谈远景，要

谈怎么去做，对工厂数字化研究出具体的方案。要让数据连接

起来，串联上下游，打通上下游。由数据流打通到数字孪生，通

过仿真提供更加精细的管理和基于大数据的改进。”

在软通位于西北旺总部的一间办公室，研华的员工拿着

自己在软通的工牌，可以自由出入。这次深度的合作蔓延两

家企业自上至下的所有层级，乃至两家企业双方的高层，董

事长也频频交流。“这是一场从上到下非常深入的合作。研华

在物联网领域耕耘十多年，有长时间的积累。双方在各自领

域都是老大，这是水到渠成的事。”康燕文感叹。

“从原来的供应链发展到生态链的闭合，实现共创和共

赢。就像滚雪球，从一开始软通和研华两家，然后通过不同垂

直及功能领域的共创、共营，逐渐扩展到第三家、第四家，最

终整合的方案越来越大，服务的企业越来越多，而这些企业

也会通过自身的优势参与到共创、共营的体系中，形成雪球

效应。实现工业物联网或产业互联网，甚至是未来城市服务

的集群效应。” 徐楷提及软通与研华共同搭建的物联网生态，

如是评价。软通和研华的合作只是开始，随着方向的拓展和

延伸，更多的第三方合作方正在进入这个生态，比如传感器

厂商、上层服务器平台方、供应链金融服务、铸造、硬件维护

等。所有合作伙伴共同促成一个综合多方位的立体工业产业

服务。提及生态的重要性，康燕文举例：”涉及到区域，比如需

要在武汉推动物联网发展，你很难跨区域从北京调动部队。

Co-Creation Story精选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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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潮：“云+数”，
向新型产业互联网公司转型
作为工业全要素连接的枢纽与工业资源配置的核心，发展工业互联网已成为各国抢占全球产业竞争新制高点、重塑
工业体系的共同选择。而在工业互联网时代，要进一步实现“云边协同（即云端和边缘端）”，需要软硬件的整合
协同。
撰文│干晔
图片│研华公司
专访│浪潮云工业互联网总经理赵文慧

物联网、互联网进入下半场，开始走向产业互联网。“消

费互联网放缓，开始向产业互联网过渡，浪潮希望成

为产业互联网时代的新型互联网公司⸺从原材料到供应链

到加工企业一直到产品。”日前浪潮工业互联网总经理赵文

慧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表示，“浪潮下一步的目标就是成为‘云

+ 数’新型互联网企业。”

浪潮集团在过去的三十多年来深耕政府与企业信息化

建设服务市场。赵文慧介绍，浪潮集团的核心业务主要包括

数据中心业务、企业信息化软件、政府政务和行业信息化软

件以及最新的浪潮云业务。“在过去的积累上，我们始终在做

To B 和 To C 两个市场，所以浪潮云顺理成章地也会聚焦在

政务云和工业互联网上。”赵文慧说。

在今年5 月的2018 贵阳数博会期间，浪潮工业互联网平

台战略正式发布，基于云服务平台支撑能力、企业信息化服

务能力以及先进制造业模式经验三大基础，推出投资、运营、

生态、示范四项计划，布局工业互联网平台与生态，推动百万

家企业数字化转型。一个月后，浪潮又与研华科技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双方将基于各自优势领域，加强资源共享与互补，

开展全方位合作，共同打造工业互联网生态。

作为工业全要素连接的枢纽与工业资源配置的核心，

发展工业互联网已成为各国抢占全球产业竞争新制高点、重

塑工业体系的共同选择。而在工业互联网时代，要进一步实现

“云边协同（即云端和边缘端）”，需要软硬件的整合协同，赵

文慧表示，研华在工控硬件领域以及边缘端的优势正是浪潮

需要的。”

近年来，研华深入实践“共创”模式来布局物联网应用服

务。所谓“共创”，就是研华在物联网各个应用领域（例如智慧

工厂、智慧能源、智能零售等）寻求合作伙伴，成立共创项目、

组建共创团队、培育共创实体；由研华提供云平台和技术支

持，由共创伙伴提供应用场景和需求，形成基于研华 WISE-

PaaS 工业物联网云平台、面向特定行业需求的物联网服务

定制化方案，并打造各个细分行业的智能化产品。此外，研华

还可以充分发挥其在数据感知端、数据传输层的技术优势、

业务经验，为共创方案提供底层硬件架构，使“共创”业务与

现有业务产生协同成长。

对于当前物联网的发展程度，研华科技董事长刘克振此

前曾这样描述：当前的物联网经过近几年的快速发展，已经

从前瞻性的概念发展为多层次相互衔接、多行业分工交错的

产业网络。在横向上，形成了数据感知、数据传输、云端平台、

服务应用等核心层面；在纵向上，面对多样化的应用领域和

场景，将核心层面垂直打通，形成各领域垂直整合的物联网

服务集成解决方案。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是物联

网的碎片化问题，这些碎片如何有效整合，是下一步产业发

展需首要解决的问题。

赵文慧十分认同，他表示当前物联网的碎片化挑战，主

要体现在――应用之间缺乏协同合作，各个云平台之间缺乏

互联互通，而在边缘端则存在着基础架构缺乏统一标准，数

据、设备之间缺乏互联互通等一系列问题。而这一系列碎片

化的挑战很难由一家企业独自承担和解决，需要产业链各个

节点的众多企业、物联网平台之间形成共享、协同，同时尽快

在标准方面达成一致。

“在很宽泛的产业链中，需要形成一个平台来支撑。”赵

生态要和不同的地区紧密结合，也需要和不同的产业垂直结

合在一起，比如汽车、电子。”

能够在物联网领域形成背靠背的生态合作并非易事，

谈及与研华合作的经验。康燕文总结：“之所以软通和研华形

成了极为紧密的合作，是因为双方的开放心态，秉承着把‘蛋

糕’做大的心态。中国的市场机会很大。”在双方的合作中，徐

楷最深刻的感受是：“物联网是一个共赢的生态，不是一个人

或者单一公司能够促成的。以开放的心态为基础，双方认同

的规则为保障，确立共同的目标，明确彼此的角色，设置好预

警机制。物联网是一个合作的时代，这也是软通和研华所建

立的生态最具有借鉴之处。”

工业物联网产业链上，不同的厂商之间怎样协作才能

达到一个更好的联合？康燕文认为：首先大家从不同的方向

要互补，比如软件搭配硬件。其次聚焦的产业也要互补，比如

物联网需要传感器产业，需要3D 打印。物联网需要更多的垂

直化服务，覆盖到不同的地区、产业，因此整个生态的空间是

巨大的。软通和研华的合作，也说明了在物联网行业，对产业

需求的深入理解和快速反应是关键的壁垒。企业会通过数字

化过程更加快速的反馈。此外康燕文提到另外一点――以客

户为中心也是一个重要的经验。软通和研华引领的物联网合

作，接下来会进行市场融合，搭建开放实验室，尝试商业模式

的转化。谈到双方的合作背后，为何有如此的决心，康燕文提

到：因为改变是唯一不变的，大家都在寻找机会。

携手迎接物联网新变化
“面对外在快速的变化，软通要对自身进行调整，不可能

固化不变。要居安思危。科技变化太快了，你需要不断改变应

对未来可能性的变化。”在和研华一年多的合作过程中，越来

越多的物联网业态让徐楷感叹接受变化的重要性。

康燕文在日常工作中越来越重视和同事一起学习，每天

晚上也经常将好的文章和信息分享给自己的同事。徐楷每次

看到老板康燕文发来的分享都会快速打开阅读，无论是晚上

11 点还是早上5 点，他都会第一时间学习。“现在很多做软件

的年轻人，30 多岁就干的很好，思维更开放，我们必须放空

自己。

快速应变的软通和研华站在一起，抓住物联网生态的机

遇。以开放的心态、制定规则、行成共同目标、优势互补，这称

为迎接数字化时代的考验的聪明之举。在软通和研华凝聚的

生态中，正在经历物联网技术考验的企业客户也突破着自己

的边界。

徐楷提到在实际的服务中，制造业客户必然会思考自己

的数据安全，顾及与合作伙伴的竞争。“不断和更多人形成更

大的生态，在生态建立初始设置好规则，比如知识产权的共

享。大家一起携手往产业制高点走，而看起来存在竞争的企

业也会有不同的聚焦点，在竞争中协作，把自己的竞争对手

变成自己的服务对象，最先加入的人往往会获得先发优势。”

物联网时代不再是一个存量游戏，企业之间亦非你输我

赢、我赢你输。通过合作关系搭建生态，在生态之中理解丰富

多样的商业需求，创造更多的商业机会，共同改变迎接挑战，

这是软通和研华联手开拓物联网生态的商业启发。

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国领先的创新型软件及信息技术服

务商，数字经济使能者。具备端到端“软件 + 服务”综合业务能力和强大的纵深服

务优势，凭借领先的技术实力和深厚的行业积累，公司主营业务覆盖软件技术服

务、企业数字化转型服务两大业务领域。在10 余个重要行业服务超过1000 家国内

外客户，其中世界500 强企业客户超过90 家，为各领域客户创造价值。

Co-Creation Story精选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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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慧说，浪潮认为，工业互联网发展需要像消费互联网

一样，由企业主导打造社会化的平台――工业互联网平

台运营商，推动工业互联网产业发展，构建企业大脑，

为实体经济插上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的翅膀，助

推制造业转型升级和数字经济发展。

形成分工完善的工业物联网的产业链，对于工业

物联网在各行业的应用落地普及至关重要。“浪潮的定

位就是做平台赋能，为边缘设备提供连接、云的能力，

同时打造行业生态，促进应用创新。”赵文慧指出。

而凭借在云计算、大数据领域的综合技术实力以

及服务企业信息化多年的经验积累和产业生态布局，

浪潮工业互联网平台已面向工程机械、电子信息、电

力、风电 / 光伏、钢铁、化工、汽车、轻工、储备9 大行业，

构建了涵盖研发设计、采购供应、生产制造、运营管理、

企业管理、仓储物流、产品服务7 大领域的解决方案，设

备连接数达到数百万，为全面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和

数字经济发展带来了新动力。

此外，与传统互联网企业通过自己的强应用吸附用

户数据为自己所用以实现自我产品生态的不断更新不

同的是，浪潮所构建的新生代更着力于融合，即浪潮是

把自己的云和数据提供给合作伙伴使用，为合作伙伴进

行能量输出和赋能，形成数据共享、共用的新生态。

而企业要想在工业互联网领域取得突破，赵文慧

认为必须具备如下核心能力：首先是要有云的支撑能

力，这是为数据处理提供很好的基础，只有对数据处理

和数据加工能力有了一定支撑之后，才能真正推进智

能化发展；其次是企业信息化的能力，包括对企业设计

和工艺能力的掌握。对企业来说，企业运用信息化的能

力，以及从信息化抽象出来做成产品的能力，是考验企

业能否在工业互联网时代取得成功的关键。第三是要

真正地理解企业，尤其是想具备先进制造业的能力，其

核心就是要对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包括从研发到

供应链到生产管理、营销、服务、物流等全流程全体系

有充分深入的理解，才能准确知道企业的需求和痛点，

更好地服务于企业。

未 来，浪 潮 云 将 为 合 作 伙 伴 提 供 包 含 云 计 算、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在内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资源，开展研

发、示范及推广应用工作，携手合作伙伴打造面向各行

业、各领域的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助力数字中国建设。

“工业互联网还处于创新和摸索的阶段，我们也在各个

细分行业摸索创新的点，然后把这些创新的点推到云

端，作为一种能力来赋能于产业。”赵文慧表示，浪潮与

研华在工业云、工业互联网领域的战略合作还将持续

深入，下一步会围绕不同的细分行业去垂直深入帮助

行业打造创新竞争力。

浪潮是中国领先的云计算、大数据服务商，拥有浪潮信息、浪潮

软件、浪潮国际、华光光电四家上市公司，业务涵盖云数据中心、云服

务大数据、智慧城市、智慧企业四大产业群组，为全球100 多个国家

和地区提供 IT 产品和服务，全方位满足政府与企业信息化需求。2018

年，浪潮明确提出以数据为核心，基于全球领先的云数据中心平台和

云服务平台，打造平台生态型企业，携手合作伙伴构建数据社会化大

生态，加快向云服务、大数据、智慧城市“新三大运营商”转型，致力于

成为“云＋数”新型互联网企业。

扫码关注，回复“共创”
搭载共创直通车

寻找下一位共创伙伴

Co-Creation Story精选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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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 PHM 中关于设备健康诊断的方式是，诊断工程师

利用专业图谱进行故障分析得出结果；这种诊断方式效率

低、不及时、准确率较低。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逐渐开始使

用智能诊断，将边缘端采集的大量数据使用机器学习和机

理模型进行分析，进而得出诊断结果，高效、及时、低成本且

准确率高。我们使用研华的 WISE-PaaS，一方面在边缘端

我们基于自有的有线 \ 无线传感器，结合研华的边缘设备，

透过 WISE-PaaS/SCADA 实现设备数据采集并快速上传至

WISE-PaaS。另一方面，在云端，我们可快速基于研华 WISE-

PaaS 平台的机器学习模块，快速搭建模型训练及部署，并

透过 Dashboard 进行可视化呈现。

作为易往本次移植的技术负责人，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

下，Apollo-MES 移植到 WISE-PaaS 过程中的使用经验。

边缘端来讲，以往 F lexEng ine-Apo l lo 在项目实施过

程 中，现 场 的 设 备 五 花 八 门 、协 议 种 类 繁 多，一 般 都 需 要

我们到现场进行定制开发，实施难度比较大；Apol lo 产品

迁移至 WISE-PaaS 平台上，地端数据采集主要使用研华

WebAccess/SCADA, 通过 RESTful API 接口获取现场设备

采集数据，对接起来非常方便，现场数采实施复杂度大幅降

低，降低开发成本的同时缩短了实施周期。

我们使用 Cloud Foundry 命令行工具将之前的服务移

植到 WISE-PaaS 平台。Apollo-MES 采用前后台分离，所以

需要部署 Java 后台服务和前台 UI 界面。具体来讲：首先需要

在 WISE-PaaS 上进行相关资源申请，并在本地编辑配置文

件 manifest.yml，将配置文件放入待部署的应用目录中，执

行【 CF push】；然后 WISE-PaaS 平台将会自动创建部署环

境，并自动发布应用。由于之前没有使用过 Cloud Foundry，

机泵设备PHM方案中
WISE-PaaS/AFS使用经验分享 

WISE-PaaS助力传统MES
向云化MES快速转型

撰文│西安因联科技大数据开发技术经理任方明

撰文│易往信息架构师谢艳涛

WISE-PaaS开发者
使用经验分享

因联 PHM 设备健康诊断系统本次迁移至 WISE-

PaaS，重点使用到了 WISE-PaaS/SCADA、WISE-

PaaS/Dashboard、WISE-PaaS/AFS 等模块，快速构建

了对机泵设备管理、节能减排、异常状态预警、数据挖

掘等应用。此中重点使用了 AFS 机器学习模块，透过

大量数据进行机理模型的部署及训练，快速建立泵设

备监测的分析预测模型。

传统 MES 定制化成本高、实施周期长、开发要求

高且后期升级维护复杂，所以很多客户更倾向于选择

平台化的 MES 系统。基于此，易往选择将其针对中小

型企业的 FlexEngine-Apollo 迁移至 WISE-PaaS，通过

WISE-PaaS/SCADA、IoT.Hub 等快速实现地端数据上

云，利用 Dashboard 仪表板快速生成管理看板，同时，

基于 WISE-PaaS 平台的弹性扩展机制，根据用户需求

进行弹性伸缩，大大降低了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

西安因联科技是一家专业的工业互联网产品和服务提供商，为客户提供从物联网感知产品、工业大数据平台、定制化

软件服务，到专家及机器学习系统的全套解决方案。因联聚焦于机泵和电机设备的机泵健康管理和设备运行状态管理，机

泵& 电机是目前工业数量最多、应用行业最广的设备，尤其对于流程行业，单机故障会对整个生产流程造成严重影响。

WISE-PaaS/AFS 上模型部署及训练使用起来非常方

便，一方面，我们可直接使用拖拉拽的图形化操作，快速实

现从数据源选择、数据预处理、数据切分、算法选择、结果

验证到结果输出，极大简化了整个分析流程，还可直接选择

一些 AFS 上现成的分析模块订阅使用，减少开发量。另一

方面，AFS 集成了 TensorFlow、Caffe、SparkMLlib、keras 等

开源算法库，可轻松调用后端分布式计算资源，降低开发门

槛，极大地扩展了算法的选择性。

同时，AFS 又可以与 Dashboard 仪表板进行整合，做

到模型微调 (Fine-tune)。在方案上线前，运营人员可针对异

常信号直接标注，方案上线后，AFS 就会自动将异常信号标

注在仪表板，提供给运营人员即时的设备资讯，实现云雾协

作，并减少方案导入阶段所需的模型训练与方案验证所需

时间。

借力研华的 WISE-PaaS 我们快速解决了边缘计算、数

据上云、云端数据接收存储、数据分析呈现等底层技术的

问题，让我们开发的重点更聚焦于行业应用逻辑本身，大大

缩短了开发成本和开发周期。目前我们已在研华的 WISE-

PaaS 模型算法库上面构建了故障诊断特征提取算法包、故

障诊断知识库、效能监测算法包和智能预警算法包。

所以在移植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通过在开发者知识中

心（ Technical Portal）查看指南文档并与研华技术工程师交

流，快速解决了问题。

数据和服务都移植上云后，我们还使用了 WISE-PaaS/

Dashboard 和 WISE-PaaS/SaaS Composer，快速实现可视

化及动态展示。以往，我们主要是通过部署 Java 后台服务，

利用 eCharts 技术实现可视化，但是如果客户要求界面调整

的话，前端开发师会非常麻烦。而直接使用 WISE-PaaS 可视

化工具服务，可支持调用多种数据源，同时智能生产中涉及

的产线、车间、工厂各级看板报表等，都可直接使用平台上的

仪表板，无需开发，而且支持随时调整随时发布，让我们更专

注于开发服务，提高了开发效率及灵活性。

整体来讲， WISE-PaaS 平台帮助我们实现了传统 MES

向云化 MES 的快速转型。 WISE-PaaS 提高了我们快速开发

及部署效率，降低了开发成本及周期。平台化之后的 Apollo-

MES，实现了产品化，具备了高可配、高稳定性的特性，减少

了开发量的同时，对现场实施人员的要求也放低，后期系统

升级和维护也非常方便，这些都增加了 Apol lo 产品的竞争

力，使得其可快速在市场推广。更重要的一点，WISE-PaaS

平台还可进行弹性扩容。之前我们部署逻辑是根据对项目

的预估，先申请一定量的资源再进行资源分配，但如果项目

需要扩容就比较麻烦，需要重新增加服务器。而使用 WISE-

PaaS 可随时根据客户的需求进行弹性伸缩，增加服务器资

源的使用率，对我们而言，大大降低了成本，增加了产品市场

竞争力。

易往是一家专注于工业4.0 智能工厂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倾力打造智能决策、智能运营、智能生产、智能装备的

完整闭环，为制造企业智能改造落地提供支撑。自主研发了 FlexEngine 产品平台，系统涵盖：Apollo 智能生产执行系统、

Odin( 汽车 ) 制造执行系统、Athena 高级计划与排程系统、Venus 仓储管理系统、Zeus 工业大数据采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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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华智慧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领先的新型智慧城市整体解决方案运营商，公司业务主要分为四大版块，

城市基础设施智慧化、城市的综合治理、城市公共安全和智慧交通。城市的基础设施智慧化建设中，包括市政综合管理、

地下管网、综合管廊、城市水生态、智慧照明等，在整个智慧城市系统架构中，城市照明设施是最直观、最密集、最完备的

城市基础设施，通过将照明设施进行智慧化提升，构建泛在、实时、全联接的城市物联感知神经网络，实现按需照明，大

幅节省运维费用，已成为各地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的最佳切入点和落脚点。

在城市的智慧路灯中，设备状态、故障状况、能耗分析、

关键指标统计，是管理人员重点关注的数据。泰华利用研华

WISE-PaaS 工业物联网云平台，实现将各个单个的路灯进行

联网，将采集到的数据上传至云端，重点针对城市路灯分布情

况、设备状态（灯杆数、控制数、灯源数、亮灯数、灭灯数）、灯杆

上线率、能耗指标、报警情况等进行可视化展示，进而更好地

实现城市路灯的统一管理与运维。

WISE-PaaS 提供多种地端数据整合上云方式，在泰华本

次专案中，采用研华 WISE-PaaS 平台屏蔽物联网应用开发中

最复杂的网络连接问题，提供稳定可靠的通信保障，并将硬件

设备接入与上位应用开发解耦，使得应用开发人员可以面向

统一接口进行开发设计；另外借由 WISE-Agent 方便灵活的开

放式架构，让开发者方便将智慧城市建设环节中，各种协议

通过统一接口发送到云端，在云端由 EdgeSense 进行数据处

理、数据存储及提供各种查询接口；部分基于 NB-IoT 的路灯，

更可直接透过 NB-IoT 连接至云端。对泰华工程师而言，就可

以集中精力在设计可视化界面和展示逻辑上。

在 可 视 化 方 面 ，泰 华 使 用 了 研 华 的 W I S E - P a a S /

Dashboard, 借助 Dashboard 上既有的仪表盘功能、组件等，

通过动态拖拽，灵活添加，可以迅速形成多数据源分析视图，

并根据实际需要动态新增、交互、修改参数，为应用系统提供

快捷直观的数据展示界面。同时，也提供方便的 GIS 信息图形

化展示，熟练的开发人员，基于此制作一个页面只需1 小时，

大大地缩短了时序分析类 UI 的开发时间，提高了开发效率。

泰华的智慧照明系统提供多种节能方案，并且可对每一

盏灯的工作状态、电流、电压、故障等信息实时巡测。未使用可

视化管理之前，向管理者汇报及解释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使用

研华 DashBoard 仪表盘多种 Panel 进行可视化呈现，随时从

不同维度、不同时间分析各级能耗统计，直观反映能耗分布情

况和能耗变化率，并快速生产各种报表。对于巡测中发现的告

警等，可以迅速在 Dashboard 上进行展示及报警，通过设置告

警触发器，自动对相应的人员发送邮件、短信提醒，而且数据

刷新最小间隔只有5s，可快速实现故障等问题的及时解决。

WISE-PaaS/Dashboard   
让智慧城市应用即刻生动呈现 
撰文│研华科技解决方案架构师王瑜

城市照明是智慧城市建设中的重要一部分，以往泰华的路灯智慧化管理，主要靠自己的开发人员进行面板及界

面开发，周期长，效率低，且灵活性差。在本案中，泰华主要使用了研华 WISE-PaaS/Dashboard 功能，通过动态拖拽，

灵活添加，迅速形成多数据源分析视图，并根据实际需要动态新增、交互、修改参数，将采集上来的各路灯的分布情

况、设备状态、灯杆上线率、能耗指标、报警情况等进行快捷直观展示，进而更好地实现城市路灯的统一管理与运维。

WISE-PaaS 开发者问题精选

数据如何上传至WISE-PaaS？

如何管理WISE-PaaS 租户账户？

数据上传的方式有很多种，具体来讲：

方 式 一 ：您 可 以 在 边 缘 端 选 择 E d g e S e n s e 

RMM 代理软件，在 RMM Agent 上进行配置，接入数据会由

云端 RMM 进行处理，存入数据库提供查询、设备远程运维等

功能的 RESTful API；

方法二：在边缘端安装 WebAccess8.3 或 EdgeLink 软

件，进行简单配置即可接入 WISE-PaaS，接入数据会由云端

SCADA 进行解析处理，存入数据库并提供查询、操作等标准

RESTful API；

方法三：可以基于 WISE-Agent 开发套件进行开发，使

代理应用程序更容易和更简单地与 WISE-PaaS IoTHub 通

信。在云端，RMM 会处理这些接入设备的信息，并提供标准

的 RESTful API 进行查询和操作，同时 WISE-Agent 开发的

WISE-PaaS 应用管理中心提供了交互式操作界面

及云平台管理工具，可通过管理工具对各个租户的

空间资源管理、服务和应用进行管理。WISE-PaaS 通过相互

独立的“组织”隔离租户，用户共享同一组织中的所有资源，

Q：

Q：

Plugin 也可以加入 RMM Agent 提供扩充服务，整合 RMM 

Agent 所附带的设备管理功能；

方法四：可以用您熟悉的各种方式开发 Edge 端工具，

只要符合 EI-Connect 握手协议，发送上来的数据都可以被

云端 RMM 解析和管理；

方法五：您也可开发您自己的云端数据处理应用，部署

在 WISE-PaaS 上；边缘端收集上来的消息或数据，可直接使

用 WISE-PaaS/IoT Hub 服务进行解析和处理。

WISE-PaaS 开发者论坛旨在打造云平台技术交流的核心社群，集结WISE-PaaS 开发中的问题、困难与经验，并于
论坛中获得交流分享，加深开发者与WISE-PaaS专业团队的技术交流，加快拓展各产业的应用开发。自论坛上线
以来，开发者们已开始在论坛上积极进行交流讨论。本期我们整理了论坛上最热门的TOP4问题，与大家一起分享
下，也许您也有同样的困惑。当然，我们也非常欢迎您进入开发者论坛，与广大的开发者们一起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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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SE-PaaS/Dashboard 提供一个标准的 Plug-in 

开发平台。因此，客户可以自行开发 Plug-in，经由

开发平台上传至客户端专属 Dashboard 使用。WSIE-PaaS/

Dashboard 标准 Plug-in 开发平台主要提供下面几个功能 :

标准的Plug-in 接口定义 ( 例如 : Plug-in ID，名称，描述等 )

WISE-PaaS 为客户提供一个月的免费试用服务，使

您能快速探索 WISE-PaaS 平台服务与功能，建立

产业的云端应用程序。您可以通过 WISE-PaaS Marketplace

申请一个测试空间。

申请 WISE-PaaS 试用账户，需先拥有 MyAdvantech（我的

研华）账户，如您还没有，可扫描下方二维码提交试用申请，我

们的同事会尽快跟您联络。

如内存、存储空间、平台上订阅的应用程序和服务数量的上

限。组织内的所有活动都将包括在资源使用中，并且资源使

用的上限根据不同的订阅服务程序而不同，具有承租人权限

的帐户可以通过“组织管理”页面管理组织。

WISE-PaaS 应用管理中心 (Management Portal)，协助

您快速进行应用与服务管理，主要功能如下：

研华WISE-PaaS工业物联网云平台

WISE-PaaS Technical Portal 技术平台

WISE-PaaS Knowledge Portal 培训平台

WISE-PaaS Developer Forum开发者论坛

提供研华工业物联网云平台的相关技术指南文件及Demo演示，帮助开
发者快速了解整个物联网平台架构与技术支持。
https://portal-technical.wise-paas.com.cn

工业物联网云平台快速学习通道，包括WISE-PaaS在线课程及实体课程，
透过这些课程，可快速掌握数据上云、构建应用环境、数据融合分析与可
视化呈现、建立人工智能模型等。
http://select.advantech.com/knowledge-portal

云平台技术交流的核心社群，集结WISE-PaaS 开发中的疑问，并于论坛
中获得解答，加深开发者与WISE-PaaS专业团队的技术交流，加快拓展
各产业的应用开发。
http://wiseqa.wise-paas.com

Q：

Plug-in 使用通用的 Javascript AngularJS 框架建立，因

此开发人员只需要会基本 Javascript 基础即可制作专属的 

Plug-in。另外，Plug-in 也支持通用的图形库，例如 ECharts, 

Highcharts … 等。

具体开发指南课程，可登陆 WISE-PaaS Knowledge 

Por ta l 培 训 平 台，参 考 WISE-PaaS/Dashboard  P lug- in 

Development 课程。

我该如何申请WISE-PaaS 试用账号?Q：

• 

• 

• 

• 

• 

• 

•

•

管理专属组织与空间 (Organization/Space)：提供用戶管

理专属的组织与组织内空间管理。

管理应用程序 (Application) 生命周期：提供开发者管理应

用程序生命周期，如启动 / 停止 / 删除应用程序，以及管理

空间中的应用程序路由 (Routes)。

管理已购买的服务 (Service)：用戶能在应用管理中心管理

建置已购买的服务，并透过操作页面取得存取信息，减少

开发负担。

监控所购买服务 (Service) 使用量变化：开发者能查询服务

用量，让用户有效管理自有资源。

监控应用程序 (Application) 运行状态：提供应用程序实例

(Instance) 状态监控，能立即得知使用状况以及资源用量。

另外透过实时日志 (Logs) 观察应用程序运作细节，借此达

到快速侦错。

管理平台账号：组织者能有效控管组织账号，并且可自行

分配各账号所属开发空间，搭配空间管理，达到账号空间

隔离。

详细操作指南，可登陆 WISE-PaaS Technical Portal 技

术平台 , 参考 Management Portal 用户手册

提供简单的 Plug-in 案例代码，可以透过修改或增加代码功

能，快速完成 Plug-in 开发

提供 Plug-in 上传功能，客户可以上传自行开发的 Plug-in 至

专属 Dashboard 空间中。

扫码关注，回复“试用”
立即在线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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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组织一次万人演唱会规模的峰会，自己在其中所经历的挑战、学习与超越，不仅拓展了职业发展的视野，也
是整个人的成长”，李昱弘说。
文 | Tommy
图片提供 | 研华科技
专访 | 研华数位行销中心经理李昱弘；研华IoT.SENSE行销经理曾琡清；研华品牌发展暨企业公关部经理黃彤芸；研华智能系统事业群市场主管张洁蕾；
          研华战略行销部市场专员夏瑜；研华战略行销部市场专员张玮艳

当屏幕上不断刷新的2018 研华物联网共创峰会报名人

数突破6000 的一瞬间，李昱弘已经无法抑制住内心

的激动。然而，面对仍然持续增长的报名数据，他的心中又难

免有些担心。此前，已参与过研华多次全球伙伴会议数位营

销项目的李昱弘怎么也没有想到，今年自己所在的团队需要

经历峰会报名人数超过历史记录数倍的压力考验。

今年，李昱弘所在的团队第一次“跨界”负责会议的报

名与会务报到工作，就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需在有限

的时间内有条不紊地完成近6000 人的会务报到工作，并应

对其中可能发生的各种突发情况。就算对于专业会务公司而

言，这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更何况李昱弘所在的团队此前

并没有相关的工作经验。

“参加一次万人演唱会，所带来的体验也许仅仅只是稍

纵即逝的快乐。然而，参与组织一次万人演唱会规模的峰会，

挑战卓越 
六千人峰会共创精彩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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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近6000 人的会务报到工作后，自己在其中所经历的挑

战、学习与超越，不仅拓展了职业发展的视野，也是整个人的

成长体验”，李昱弘说。

对于研华而言，峰会的意义是宣告物联网第二阶段的到

来。然而，对于参与到峰会策划、组织与执行工作的研华人而

言，更是一次难得的成长机遇

挑战未知 实现能力进化
研华董事长刘克振直接领导和部署峰会的各项工作任

务，并将峰会的参会人数目标定为6000 人。众所周知，峰会

内容与峰会活动是吸引参会者参会的两大关键因素。然而，

在峰会召开之前，却很难预测哪些内容与活动会对参会人数

产生最佳影响。

“董事长将峰会的参会人数目标定在了6000 人。我们真

的做得到吗？”分别负责峰会的会议内容管理与会议活动管

理的曾琡清与黃彤芸，都曾怀疑过自己是否能够达成董事长

定下的目标。然而，她们很快就在“不断碰撞、跌倒、受伤，再

站起来之后，越来越坚信这个目标可以实现。”

曾琡清所要解决的难题是策划吸引听众的会议内容主

题，并邀请吸引听众的重磅演讲嘉宾。为了给参会者带来最

佳的参会体验和收获，会议主题及议程内容等也是不断的修

改优化，每次的调整，也会影响到所有 SBG( 事业群 ) 的议程

及嘉宾邀请规划，甚至影响外部合作伙伴、赞助商、媒体的既

定规划。特别是越临近会议，修改就越频繁，这也就越磨砺大

家的沟通与协调能力，而这频繁的改动与整合，更体现了全

体研华同仁的向心力与合作精神。

对于黃彤芸而言，峰会项目之难不仅在于人数目标翻倍，

还在于峰会包含了过去她从未执行过的展会招商项目。展会

招商与普通会议管理有着完全不同的流程与执行细节，这就

不仅需要团队成员协调沟通更多的参展商、供应商以及其他人

和资源，还需要大家在不断地试错中探索全新的工作方法。因

此，“在推进项目的过程中，参与项目的同事们的沟通与协调能

力、活动管理能力就得到了发展与进化”，黃彤芸说。

夏瑜是本次峰会的“大管家”—主管参会人员的食宿。她

已经在研华工作了十一年，曾在研华产品行销、品牌行销等

多个岗位上工作过。谈及在峰会中的工作经历，夏瑜说：“在

研华，大家每隔一段时间，就有机会去体验新的工作内容。新

的工作内容，不仅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乐趣。而且，在全新

的领域内，由于研华前辈乐于分享自己的技能与观点，新人

也就能很快掌握适用于新工作内容的工作方法。”

Beautiful Life美满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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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yful eLifestyle品味乐活 Beautiful Life美满人生

把握机遇 共创精彩人生
在本次峰会中负责会议会务执行的张洁蕾在谈到

峰会参展书的设计时特别表示，虽然在最开始没有制

作参展书的专业经验，但是大家以专业的态度去严谨

工作，以专业的精神认真对待每一个反馈，最终也收获

了专业的呈现结果。因此，峰会虽是一次机遇，个人是

否能把握住这次机遇，还是需取决于个人的敬业态度。

张洁蕾说，“当公司将个人的目标纳入其愿景之中

时，个人的价值实现与公司的价值实现就维持在同一

方向上了。因此，公司在顺利实现向物联网的新阶段跨

越之时，会带动个人顺势跨越到职业的新阶段。在这个

过程之中，公司获得了更大步伐的跨越，同时成就每一

个相同愿景的研华人。这不仅是公司的荣誉，更是研华

人的自豪和喜悦。”

共创是峰会的主题，而峰会本身也是数百位平凡

的研华人与研华伙伴们共创的成果。“本次峰会就像一

个舞台，研华搭台，众家唱戏。峰会中议程内容的设计、

参会人员的邀约都是由研华人与共创伙伴们携手完成

的。”在本次峰会中负责研华共创伙伴事务的张玮艳说，

“作为研华团队与共创伙伴之间的桥梁，我需要沟通协

调共创团队完成参会参展、座谈会议议程设置、宣传邀

约等任务。这些工作都需要双方的团队紧密沟通，互相

理解互相支持，特别是越临近会议，会有较多的细节及

变动，越是需要双方团队快速反应及合作。峰会不仅锻

炼了我的沟通能力、丰满了我的项目经验，也令我在今

后的工作中，更加游刃有余，实现个人职业与能力发展

的‘进化’。”

共创不仅是一种商业模式，更是一种理念。对于研

华而言，企业不仅仅是向世界贡献产品的商业组织，更

是一个员工、股东及所有利害关系人都能在此共创美满

人生的舞台。因此，研华不仅要成为创新的科技企业，还

要为像李昱弘、曾琡清、黃彤芸、夏瑜、张洁蕾、张玮艳一

样在平凡的岗位上辛勤工作的研华人创造成就自我的

机遇，以实践“工作、学习、爱”的企业核心理念，共创研

华人的精彩人生。

Advantech IoT Co-Creation Partner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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