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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工业互联网发展动态监测

本监测期内（2018 年 1 月）全球工业互联网领域在产业政策、技术标准、
产品及应用、市场及合作等方面的最新动向如下：

【政策措施】
1. 工信部加强工业互联网安全保障工作
日期：2018 年 1 月 4 日
网址：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801/04/t20180104_27553113.shtml

为加快我国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建设，提升工业企业工业控
制系统信息安全防护能力，促进工业信息安全产业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日
前印发《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行动计划（2018—2020 年）
》。工信部信息化
和软件服务业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是为工业互联网安全保障工作制定了时
间表和路线图，进一步明确了部门、地方和企业做什么和怎么做，为下一步
开展工控安全工作提供了依据和指导。《行动计划》实施的主要目标包括，
到 2020 年，建成工控安全管理工作体系，全系统、全行业工控安全意识普
遍增强，建成“一网一库三平台”。同时，促进工业信息安全产业发展，提
升产业供给能力，培育一批龙头骨干企业，创建 3 个至 5 个国家新型工业化
产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2. 广东省启动工业互联网产业示范基地建设
日期：2018 年 1 月 18 日
网址：http://www.xinhuanet.com/info/2018-01/18/c_136904309.htm

1 月 17 日，“广东省工业互联网产业示范基地建设启动会”在黄埔区、
广州开发区举行，标志着广东省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上跨出一大步。继提出工业互联网产业基地的发展理念后，广东省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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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布局以黄埔区、广州开发区作为试点，旨在打造国家级工业互联网产业示
范基地。启动会上，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创新平台、广东工业互联网公共平台、
广州开发区中小企业上云工业互联网平台等三大平台正式发布上线。据透露，
黄埔区、广州开发区计划在三年内，推动工业互联网（广东）创新中心、工
业大数据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工业智能公共服务云平台等落地，构建
集工业互联网、工业大数据、创业创新、政产学研用合作为一体的工业互联
网产业生态圈，形成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智能制造、协同制造、云制造为主的
新模式和全生态，打造成为广州市、广东省乃至国家工业互联网产业示范聚
集区。

【产业动态】
3. 德国电信加入工业互联网联盟 IIC
日期：2018 年 1 月 26 日
网址: https://www.telecompaper.com/news/deutsche-telekom-joins-international-iot-consortiu
m-iic--1229315

德国电信已加入工业互联网联盟（IIC）
。德国电信表示，将把 5G 和 IoT
连接方面的专业知识（包括 NB-IoT）带到联盟，帮助欧洲加强在 IIC 的地位。
IIC 是支持工业物联网（IIoT）的跨行业组织，为制造业、汽车、物流和医
疗行业的客户以及公共部门提供物联网平台和分析服务，管理客户的物联网
项目、设备和 M2M SIM 卡。德国电信表示，希望利用其在 IIC 的成员资格，
就“不同领域的系统的互操作性、IoT 服务和设备的标准化和安全需求”形
成共同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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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西门子宣布成立 MindSphere 世界用户组织
日期：2018 年 1 月 24 日
网址：https://www.automation.com/automation-news/industry/siemens-announces-founding-of
-mindsphere-world-user-organization

西门子公司与 18 家合作伙伴携手合作，成立“MindSphere World”，这
是一个基于云的开放物联网操作系统 MindSphere 的全球用户组织。其目标
是扩大基于 MindSphere 的生态系统的全球覆盖。该组织还旨在支持其成员
开发和改进 MindSphere 平台上的物联网解决方案，并开拓数字经济的新市
场。这将包括有关业界对物联网操作系统 MindSphere 的要求的建议，以及
关于制定统一的数据使用规则的建议。组织的另一个角色是在 MindSphere
环境中促进科学、研究和教学。
5. ABB 与 HPE 在工业自动化领域进行战略合作
日期：2018 年 1 月 3 日
网址：https://www.telecompaper.com/news/abb-and-hpe-join-forces-in-industrial-automation-1226131

ABB 和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HPE）表示，他们已经同意将“ABB
Ability”数字操作技术（OT）服务与 HPE 混合信息技术（IT）产品结合起
来。该合作旨在帮助客户从海量工业数据中分析提取可行性洞察，进而提升
运营效率及灵活性，创造更大的竞争优势。客户将得益于 ABB 在 OT 领域
深厚的行业积累和 HPE 领先的信息技术（IT）相结合带来的增值。ABB 和
HPE 将提供融合 OT/IT 技术的工业解决方案，将工业数据转化为洞察力和
控制操作，整合诸如微软 Azure 云等各种云平台、企业数据中心的 IT 系统、
以及边缘计算网络上的应用。通过采用合理的 IT 平台组合，帮助工厂提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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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处理速度，并实现同一业主多站点之间工业流程协同的有效控制。
6. ABB 推出资产优化软件以支持数字化转型
日期：2018 年 1 月 23 日
网址：http://www.abb.com/cawp/seitp202/3172d13925b04516c125821e004c368c.aspx

ABB 宣布，将推出新的 ABB Ability Ellipse 软件解决方案，为互联资产
生命周期管理提供一种跨企业的方法。综合解决方案套件将使电力公司能够
优化资产利用率，降低维护成本，
减少设备故障和系统故障。
新的 ABB Ability
Ellipse 软件解决方案为公用事业公司提供了前瞻性的预测维护方法，将资产
管理系统与绩效数据的收集和分析结合起来，并为调度人员和维护关键资产
提供全面的人力管理解决方案。具体来说，该解决方案统一了 ABB 世界级
的企业资产管理解决方案（EAM）、劳动力管理（WFM）和资产绩效管理（APM）
的功能。
7. 博世力士乐与埃斯顿机器人共建智能工厂正式投产
日期：2018 年 1 月 23 日
网址: http://www.robot-china.com/news/201801/23/48898.html

近日，由博世力士乐中国与埃斯顿自动化共建的机器人智能工厂项目正
式宣布投产。项目实现了机器人本体生产的自动化、信息化，标志着国产机
器人的工程化和产业化水平迈上新的台阶。其中，博世力士乐为埃斯顿提供
的交钥匙解决方案，包括精益生产价值流咨询为基础的智能工厂设计和机器
人智能组装生产线，进一步帮助埃斯顿提高生产效率及产品质量。机器人智
能工厂项目一期正式建成投产。项目一期机器人及成套设备产能达 9000 台/
套，全部建成后预计产能将提升 8 倍，交货周期缩短 6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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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Bedrock 自动化发布 ICS 网络安全最佳实践白皮书
日期：2018 年 1 月 18 日
网址: https://www.automation.com/automation-news/bedrock-automation-releases-ics-cyber-s
ecurity-best-practices-white-paper

开放安全自动化（OSA）平台的制造商 Bedrock 自动化发布了一份关于
网络安全漏洞和工业控制系统防御的信息白皮书。这份长达 20 页的文件，
确保了工业控制系统——最佳实践，涵盖了威胁领域，并提出了一种全面的
防御方法，包括评估风险、物理安全、网络安全、工作站和服务器安全，以
及 OSA 的基本原理。该白皮书的前半部分涵盖了适用于所有工业控制系统
的传统网络安全实践。它提供了对威胁的评估，包括路过式攻击、高级持续
性威胁（APTs）、间谍活动、过程攻击和勒索软件。它还着眼于评估相关的
风险，并介绍了过程危险分析（PHA）、危险和可操作性（HAZOP）方法，
用于识别可能对人、过程或环境造成损害的故障。
9. 泰国的机器人技术和自动化产业加速发展
日期：2018 年 1 月 15 日
网址：https://www.roboticstomorrow.com/news/2018/01/15/thailands-robotics-and-automation
-industry-moves-forward-public-and-private-sectors-join-forces-to-accelerate-development/112
41/

在泰国 4.0 模式下，迈向先进经济的道路上，公共和私营部门共同努力，
加快机器人和自动化工业和技术的增长和发展。这些努力集中于人力资源开
发、知识增强、信息共享和工业支持网络，以及通过泰国投资委员会（BOI）
提供的税收和非税收激励。在供应方面，BOI 的投资激励提供给与机器人和
自动化工业和技术相关的广泛的商业活动：概念设计解决方案；控制系统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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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的工程设计和系统集成方法；采购和制造；以及装配、安装和调试。为了
支持这个转型项目，核心在四个主要领域帮助了制造商和用户：系统集成（SI）
认证；人力资源开发；顾问和技术转让；以及工业原型的开发和测试。
10. Huffman 工程成为施耐德电气认证联盟集成合作伙伴
日期：2018 年 1 月 11 日
网址: https://www.automation.com/automation-news/industry/huffman-engineering-becomescertified-alliance-integration-partner-with-schneider-electric

Huffman 工程公司宣布，该公司已经完成了要求，成为了施耐德电气的
认证联盟集成合作伙伴。Huffman 工程公司为制造业和公用事业行业的客户
提供控制系统集成和工程服务。作为第七家满足认证联盟伙伴地位技术要求
的美国公司，Huffman 工程公司加入了一组与施耐德电气密切合作的系统集
成公司，为客户提供控制系统集成的知识和技能。作为认证过程的一部分，
在 2017 年 11 月，9 名 Huffman 工程员工通过了施耐德电气 PlantStruxure 软
件的考试。该软件是一个集成的自动化平台，连接了一个制造企业的控制、
运营和企业功能。
11. Acromag 和 Ctek 合作为 IIoT 应用提供远程监控解决方案
日期：2018 年 1 月 10 日
网址：https://www.prnewswire.com/news-releases/acromag-and-ctek-partner-to-provide-remot
e-monitoring-and-control-solutions-over-ethernet-and-wireless-networks-for-iiot-applications300580873.html

Acromag 宣布与总部位于加州的 Ctek 公司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为客户
提供完整的监控解决方案，以管理其远程资产。结合 Acromag 的广泛的信号
测量和调节产品，Ctek 在移动通信和自动控制系统方面的专业知识，提供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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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简单而又强大的分布式控制系统，而不需要进行所有的集成。用户可以
快速且成本高效地部署这些系统，而无需通过编程将端点连接到企业，从而
可以从任何地方获得对操作状态的可视访问。基于菜单的配置加快了数据收
集、报告和报警功能的设置。
12. Litmus 自动化公司以领先的 IIoT 平台深入日本市场
日期：2018 年 1 月 4 日
网址：https://www.prnewswire.com/news-releases/litmus-automation-penetrates-japan-market
-with-leading-iiot-platform-300577475.html

工业物联网平台提供商 Litmus Automation 公司今天宣布，他们预计日
本市场将继续增长，因为他们在 2017 年成功地通过增加员工、合作伙伴和
销售渠道，打入了日本的 IIoT 市场。去年年初，Litmus 聘用了日本本土的
区域经理 Venu Sathiraju，以支持和扩大日本的管道，并在该地区取得了持续
的成功。与 JIG-SAW 公司合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因为他们成为了日本第
一家循环和环路技术的经销商。JIG-SAW 和 Litmus 已经在工业制造和连接
汽车市场上取得了进展，拥有许多新的联合客户和合作伙伴。日本的日产是
第一个环式 IIoT 平台采用者，为日本的智能制造和智能运输垂直领域提供了
强大的基础客户。在过去的三年里，他们扩大了与 Litmus 的关系，并将该
平台扩大到全球其他业务部门。
13. Leidos 和 Nozomi 网络合作，增强工业防御 ASM 解决方案
日期：2018 年 1 月 2 日
网址：https://www.automation.com/automation-news/leidos-partners-with-nozomi-networks-t
o-enhance-industrial-defender-automation-systems-manager-asm-solution

Leidos 和 Nozomi Networks 宣布，Leidos 已经与 Nozomi Networks 的被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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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监测功能进行了集成，以实现工业控制系统网络的工业防御系统（ASM）
解决方案。Leidos 客户将通过整合 Nozomi 网络的 SCADAguardian 解决方案
的被动监测和持续威胁检测能力，立即获得工业和关键基础设施网络的网络
安全。集成的 Leidos 和 Nozomi 网络的解决方案增加了 ICS 入侵检测和被动
资产发现，并监视 Leidos 的工业防御系统。这增强了 ASM 的能力，以识别
操作技术网络资产和增加前沿检测能力。为了确保控制系统的安全运行，设
计和建造了工业防御系统，它提供了专门设计的应用程序，以解决网络安全、
遵从性和变更管理在一个解决方案中的重叠需求。
14. AspenTech 宣布收购 RtTech 软件
日期：2018 年 1 月 20 日
网址：https://www.automation.com/automation-news/industry/aspentech-announces-acquisitio
n-of-rttech-software

资产优化软件公司艾斯本技术（Aspen Technology）宣布，已经收购了
加拿大新不伦瑞克 RtTech 软件公司的 Cipher 工业物联网（IIoT）云原生
（cloud-native）软件和边缘连通性资产。此次收购增强了 AspenTech 的资产
优化策略，通过提供云和边缘处理技术，从整个工厂和企业的资产中获取和
聚合关键数据。每个工厂的连接资产的整体视图将扩展 AspenONE 软件的建
模和机器学习能力，以持续交付可操作的见解，在整个生命周期中优化资产、
工厂和企业性能。RtTech 的 Cipher 软件实现了对旧、新、本地和远程资产
连接的 IIoT 承诺，而不需要将现有的 IT/OT 基础设施或业务系统替换掉。
15. 阿里云工业互联网总部在广州揭牌成立
日期：2018 年 1 月 18 日
网址：http://news.ikanchai.com/2018/0118/19177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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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工业互联网产业示范基地建设启动会在黄埔区、广州开发区举行，
阿里云工业互联网全国总部正式揭牌成立。阿里云将联合广东本地合作伙伴，
共同打造服务全国的工业大脑。阿里云同通信行业骨干企业京信通信、锅炉
制造与运营国内领先的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国内领先的 LED 综
合光电产业公司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共同打造智能制造广东
样本。未来，阿里云将利用黄埔区、广州开发区企业高度集中的优势，运用
ET 工业大脑技术，对接重点行业的制造业骨干企业，解决这些企业转型升
级过程中的痛点问题。
16. 航天科工工业互联网云平台多语言环境发布上线
日期：2018 年 1 月 15 日
网址：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801/15/t20180115_27736051.shtml

随着航天科工工业互联网云平台（INDICS）国际云平台阿拉伯语版本
近日正式发布上线，航天科工下属的航天云网公司已圆满完成本年度基于
INDICS 国际云平台的多语言环境建设计划，累积开发完成了英语、德语、
波斯语、俄语、西班牙语、法语、阿拉伯语等七种语言版本，使 INDICS 国
际云具备了为全球多个国家提供工业互联网相关服务的基础条件。在
INDICS 国际云原有基础上对平台多语言环境进行了定制化升级，主要包括
增加优先展示功能，用户访问特定语言版本时，会优先展示以该语言发布的
咨询和交易信息，提升使用效率，增加成交概率；同时根据不同语言表述习
惯，对平台页面进行了优化和调整，切实满足不同国家及地区的使用需求。
17. Infor 帮助 Ring Container 公司提高跨工厂运营的可视性
日期：2018 年 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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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https://www.prnewswire.com/news-releases/infor-helps-ring-container-technology-boos
t-visibility-across-multi-plant-operations-300585544.html

工业云应用的领先提供商 Infor 今天宣布 Infor EAM、Infor LN 和 Infor
Ming,le 成功应用在 Ring Container Technologies 公司。Infor EAM 是一种企业
资产管理解决方案，可帮助提高资产绩效，并使用预测性和预防性技术来延
长资产寿命并提高效率。它可以在任何移动设备上访问，可在云中部署，并
以现代架构为基础。
此外，
领先的 ERP 系统 Infor LN 正在帮助 Ring Container
简化业务运营，为多种行业需求提供一种解决方案。Ring Container 有 17 个
工厂分布在美国、加拿大和英国，而且在与 Infor 合作之前，利用软件供应
商 提 供 的 18 个 数 据 库 来 跟 踪 所 有 这 些 地 点 和 总 部 的 维 护 情 况 。 Ring
Container 转向 Infor 实施灵活且高度可配置的 EAM 解决方案。

【市场分析】
18. 工业 4.0 市场 2023 年将达到 2140 亿美元
日期：2018 年 1 月 16 日
网址: https://www.prnewswire.com/news-releases/industry-40-market-will-reach-214b-by-20
23-300583073.html

根据 HSRC 最新报告《全球工业 4.0 市场及技术 2018-2023》，预计工业
4.0 市场 2023 年将达到 2140 亿美元；超过预期的 2023 年网络安全市场 33%。
工业 4.0 市场是由全球科技巨头主导，包括 Alphabet-Google、惠普、三星、
IBM、NEC、微软等。根据该报告，工业 4.0 革命将由一系列新兴技术驱动，
如工业物联网、大数据分析、先进工业机器人、人工智能和预测维护。在未
来的几十年里，企业将建立全球网络，将他们的机器、仓储系统和生产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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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到可以实时管理的网络物理系统中。这些极其灵活的价值网络将需要企
业和国家之间的新型合作形式。受访者预计，内部工业 4.0 的制造效率和改
进的价值链管理将导致每年成本降低 4.1%，以及在定制产品、预见性维护
和额外服务的驱动下，在 2018-2023 年期间每年的收入增长 3.0%。
19. 工业物联网将为汽车制造业带来发展潜力
日期：2018 年 1 月 11 日
网址：https://www.prnewswire.com/news-releases/industrial-internet-of-things-iiot-and-the-fut
ure-of-manufacturing-forecast-to-2021-300581580.html

reportlinker 发布的报告显示，到 2021 年工业物联网架构标准化将创造
900 亿美元的机会。可以利用工业物联网（IIoT）来改变汽车制造业务的生
产方面和未来的潜力。虽然不断发展的技术在促进汽车业务方面发挥着关键
作用，但对于汽车制造商来说，保持连接是至关重要的，以便合并不同的技
术，如机器学习、大数据、传感器数据、机器对机器通信和自动化。这将充
分利用 IIoT，从而获得竞争优势，并为汽车厂商开辟新的收入来源。主要因
素，如提高运营效率、提高生产率、降低行业流程的复杂性，都是汽车制造
商采用 IIoT 的关键因素。工业互联网通过将生产设备的信息和运营部门结合
起来，努力创建一个联网的企业。
20. 制造业物联网市场规模 2022 年将达到 453 亿美元
日期：2018 年 1 月 22 日
网址: https://www.prnewswire.com/news-releases/iot-in-manufacturing-market-worth-4530-b
illion-usd-by-2022-670500733.html

MarketsandMarkets 发布的报告显示，物联网在制造市场的规模预计将从
2017 年的 126.7 亿美元增长到 2022 年的 453 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
（CA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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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9.0％。在制造业市场驱动物联网的主要力量是对制造基础设施的集中监
控和预测性维护的需求不断增长。敏捷生产，运营效率和控制以及需求驱动
的供应链和相互联系的物流等需求的不断增长也将推动市场的发展。物联网
咨询服务是预测期内物联网制造市场增长最快的专业服务。数据管理预计将
在制造业物联网市场中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由于集成了大量数据的设备和
传感器，传统的数据管理基础架构和技术将不足以充分影响物联网。这些组
织将数据管理嵌入到生成数据的设备和传感器中，以促进制造操作中的平稳
而稳定的信息流，从而提高制造操作的效率。在预测期内，预计北美地区占
有最大的市场份额。该地区在可持续和成熟的经济体中占主导地位，使其能
够投入大量资源用于研发活动从而有助于新技术的发展。

【技术产品】
21. CyberX 发布 CyberX ICS 威胁监控应用
日期：2018 年 1 月 10 日
网址: https://www.automation.com/automation-news/cyberx-releases-cyberx-ics-threat-monit
oring-app-for-qradar

CyberX 是一家在全球范围内保护关键工业基础设施的操作技术（OT）
网络安全公司，推出了 CyberX ICS 威胁监测应用，利用了 IBM QRadar 的安
全智能技术，使 IT 和 OT 安全在公司 SOC 中得以统一。在复杂的工业威胁
中，如 WannaCry/NotPetya、Industroyer/CrashOverride、TRITON，工业网络
安全是一个关键的优先事项。将 CyberX 的专用 OT 安全平台与 IBM QRadar
集成在一起，旨在使组织能够更快地响应，允许 CISOs 加强 OT 的安全性，
同时构建他们已经在人员、工作流和技术上为 SOC 所做的投资。特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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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应用程序为 SOC 分析人员提供了更深入的可见性，包括在工业控制系统
（ICS）环境中部署的专业 OT 协议和 IIoT 设备，以及用于检测可疑或异常
行为的特定于 ICS 的行为分析。
22. 横河公司发布企业管道管理解决方案 R1.03
日期：2018 年 1 月 26 日
网址：https://www.automation.com/automation-news/product/ge-releases-dual-redundancy-rx
3i-cpe400-controller

横河电机公司发布企业管道管理解决方案（EPMS）R1.03，这是企业级
管道应用套件的最新版本，该套件于 2015 年 6 月首次发布到市场。EPMS
套件是横河电机在全球实施管道管理解决方案 20 余年实践经验的成果。
EPMS 是为在管道运营管理环境的核心部署而开发的，它补充了一个核心
SCADA 平台，该平台具有特定的气体和液体应用，使管道运营商能够以安
全、成本高效和高效的方式管理交付合同和相关的物流。
23. ABB 为 AC500/AC500-S PLC 推出安全 CPU 模块
日期：2018 年 1 月 22 日
网址: https://www.automation.com/automation-news/product/abb-introduces-safety-cpu-mod
ules-for-ac500ac500-s-programmable-logic-controller-plc

ABB 公司推出的安全 CPU 模块现在可以作为安全控制器和安全设备运
行。这些模块与 ABB 的 AC500/AC500-S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一起使
用，它具有交换过程和安全数据的能力，不仅从一个控制器到多个设备,也从
一个设备到多个控制器,使用 PROFINET/PROFIsafe 共享设备的功能。现在，
混合互联的 PLC 控制系统可以扩展传统的集中控制或分布式控制。因此，
每个被控制的机器可以同时向几个中央控制系统交付过程和安全数据。有了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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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解决方案，最多 1440 字节的进程数据，包括高达 384 字节的功能安全
数据，可以分配给最多 4 个 PLC 控制器系统。
24. 霍尼韦尔推出互联工厂 Uniformance Cloud Historian
日期：2018 年 1 月 9 日
网址：https://www.automation.com/automation-news/honeywell-introduces-connected-plant-u
niformance-cloud-historian

霍尼韦尔过程解决方案（HPS）发布了其互联工厂 Uniformance Cloud
Historian。这是一种软件即服务的云托管解决方案，用于企业范围的可视化
和分析，旨在帮助客户提高资产可用性。Uniformance Cloud Historian 的设计
将传统企业历史数据的实时过程数据分析与数据湖相结合，使生产、企业资
源规划（ERP）和其他业务数据与分析工具结合起来，提供商业智能。霍尼
韦尔的产品收集、存储并支持历史和持续的工厂和生产现场过程数据的回放，
并使其在云端实时可见。历史数据结合了一个时间序列数据存储，它授权工
厂和企业员工执行决策，并使用一个大的数据湖，使数据科学家能够发现过
程数据与企业中其他业务数据之间未知的关联。
25. Makino 推出 IIoT 应用程序的超连接套件
日期：2018 年 1 月 5 日
网址：https://www.automation.com/automation-news/product/makino-introduces-hyperconnec
t-suite-of-iiot-applications

随着 HyperConnect 的发布，Makino 提供了一套工业物联网（IIoT）应
用程序用于放电加工（EDMs），旨在提高用户体验和效率，减少机器停机时
间。在所有的 Makino EDMs 上都配备了 Hyper-i 控制系统，HyperConnect
旨在使车间主任和操作人员能够监视和控制网络上任何 PC、智能设备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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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超大型控制系统的 EDM 进程。超连接套件有四个主要的连接功能，供车
间人员监控、计划和故障排除。EDM 邮件和 PC 查看器功能是最常用的应用
程序。HyperConnect 通信套件的集合功能旨在帮助释放下一级的 IIoT 网络
和机器监控。
26. Windrock 推出新的 IIoT Spotlight 监控系统
日期：2018 年 1 月 18 日
网址：https://www.prnewswire.com/news-releases/windrock-debuts-new-iiot-enabled-spotligh
t-monitoring-system-at-tps-2017-300584630.html

Windrock 是一家专注于监控和优化往复式资产的多佛能源自动化（DEA）
公司，宣布推出新的 IIoT Spotlight 监控系统。新的 Spotlight 监控系统是一
个自动化、实时的 IIoT 解决方案，专门设计用来将可预测的性能数据的收集
和分析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利用 IIoT 原理来对关键资产的健康和性能进行
深入的分析，新的 Spotlight 监控系统是一种即插即用的解决方案，利用四个
磁载的 PUCs（外围的通用连接）来获取高速轮流的数据。这些 PUCs 通过
一根电缆连接到 Spotlight 控制器，被认为是中枢神经系统。然后，Spotlight
控制器将数据发送到微软 Azure 托管云上，通过网关，Windrock Enterprise
（一个直观的数据可视化软件）可提供可行性洞察，并揭示整个资产的健康
状况趋势。
27. Kaseya 推出业界领先的远程监控和管理解决方案
日期：2018 年 1 月 23 日
网址：http://www.tmcnet.com/usubmit/2018/01/23/8686661.htm

为托管服务供应商（MSPs）和中型市场企业（MME）提供完整 IT 管理
解决方案的领先供应商 Kaseya，今天宣布 Kaseya VSA 9.5 的普遍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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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该行业唯一的第二代远程监控和管理（RMM）解决方案。在关键产品
改进的驱动下，VSA 继续在市场上交付该行业最可靠、可伸缩和灵活的系统
管理体系结构，这些改进主要集中在安全性、深度集成、云存储和增强的管
理能力。在客户反馈的指导下，以质量创新为重点，VSA 的最新版本包括了
对 Kaseya 客户最重要的领域的改进、整合、更有能力的用户体验。该解决
方案的改进增强了 Kaseya 强大的 IT 完整套件，该行业首个也是唯一一个专
为 MSPs 设计的统一增长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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