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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工业互联网发展动态监测

本监测期内（2018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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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设立工业互联网专项工作组
日期：2018 年 2 月 24 日
网址：http://www.miit.gov.cn/n1146290/n4388791/c6067913/content.html

2 月 24 日，经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会议审议，决定在国家制造强
国建设领导小组下设立工业互联网专项工作组，工信部部长苗圩任组长。专
项工作组将统筹协调我国工业互联网发展的全局性工作，审议推动工业互联
网发展的重大规划、重大政策、重大工程专项和重要工作安排，加强战略谋
划，指导各地区、各部门开展工作，协调跨地区、跨部门重要事项，加强对
重要事项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专项工作组每年召开会议，由组长或委托副
组长召集成员研究讨论工业互联网发展重大事项。

【产业动态】
2. 西门子携手合作伙伴签署网络信息安全宪章
日期：2018 年 2 月 23 日
网址: http://www.qianjia.com/html/2018-02/23_285489.html

西门子将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与业界的八个合作伙伴签署首个致力于
提升网络信息安全的共同宪章。该《信任宪章》
（Charter of Trust）由西门子
发起，呼吁制定网络信息安全领域的规则和标准以建立信任，从而进一步深
化数字化发展。除西门子和慕尼黑安全会议（MSC）外，空客公司（Airbu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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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联集团（Allianz）、戴姆勒集团（Daimler Group）、IBM、恩智浦半导体（NXP）、
SGS 集团和德国电信（Deutsche Telekom）也签署了宪章。宪章提出了在网
络信息安全方面政府和企业必须积极开展行动的十个领域。它呼吁由政府和
企业的最高级别人员来承担网络信息安全的责任，在政府中责成专门的部门
和在公司内任命首席信息安全官。它还要求公司为关键基础设施和解决方案
建立强制性的、独立的第三方认证——尤其是在可能出现危险的情况下，如
自动驾驶或未来机器人，它们将在生产过程中直接与人类发生互动。未来，
安全和数据保护功能都将作为技术的一部分被预先设定，网络安全法规将被
纳入自由贸易协定。宪章签署方还呼吁通过培训、继续教育和国际举措等做
出更大努力，促进对网络安全的理解。
3. 施耐德电气宣布与 Cylance 进行网络安全合作
日期：2018 年 2 月 1 日
网址: https://www.automation.com/automation-news/schneider-electric-announces-partnershi
p-with-cylance

能源管理和自动化专家施耐德电气宣布与 Cylance 签署了一项新的合作
协议。Cylance 公司专注于人工智能预防，阻止恶意软件及恶意攻击，应对
网络威胁。施耐德电气将与 Cylance 紧密合作，为客户提供更高级别的安全
保障，利用工业软件平台进行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工程规划和运营、资产性能
监测和控制。随着业务日益数字化，对网络安全威胁提供保障的必要性变得
至关重要。需要加大投资，维持所需的安全水平，以保护资产、流程和操作
的安全。该协议涉及将 Cylance 的安全功能放在工业软件平台上。人工智能
和机器学习是推动工业和基础设施运营创新的两项技术。这些技术现在可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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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于模式识别应用程序，为网络安全保护提供解决方案。
4. Italtel 与 Rold 合作在 MWC 上展示工业 4.0 平台
日期：2018 年 2 月 1 日
网址：https://www.telecompaper.com/news/italtel-rold-to-showcase-industry-40-platform-at-m
wc--1229490

意 大 利 电 信 网 络 公 司 Italtel 宣 布 ， 将 与 家 用 电 器 制 造 商 Rold
Elettrotecnica 合作，在巴塞罗那举行的 2018 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展示一个
新的工业 4.0 智能平台。该联合开发的互联机器系统利用了 Rold 智能芯片平
台（与三星合作设计，用于生产线的智能监控），以及 Italtel 在系统集成、
大数据和分析解决方案、工程支持和技术援助服务方面的经验。两家公司签
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将共同努力开发技术解决方案，并共同启动创新项目，
以改善工业流程。通过建立合作伙伴的生态系统，目标将瞄准意大利和世界
各地的工业 4.0 市场。
5. Gridsum 与 Bee 中国签署 IIoT 战略合作协议
日期：2018 年 2 月 2 日
网址：https://www.prnewswire.com/news-releases/gridsum-signed-iiot-strategic-cooperation-a
greement-with-beer-china-300591004.html

中国领先的基于云计算的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AI）解决方案提供商
Gridsum Holding 宣布与 Bee 中国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Bee 中国是一家
能源和设备系统咨询和服务公司，提供资源效率评估、情报和解决方案。双
方将联合开发和实施各种能源系统、智能园区和工业厂房的优化运行和管理
策略。根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Gridsum 和 Bee 将利用他们的竞争力发展工
业物联网（IIoT）解决方案，推动和促进节能减排、大数据提供、云计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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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计算和自动化平台，实现中国私营和公共部门资源管理现代化。
6. 日本三巨头成立合资公司开发智能边缘系统
日期：2018 年 2 月 6 日
网址：http://drivesncontrols.com/news/fullstory.php/aid/5641/Japanese_trio_form_JV_to_deve
lop_smart_edge_systems.html

三家日本公司——Fanuc、日立和 Preferred Networks（PFN），成立一家
合资公司，开发“世界上最先进的”智能边缘系统，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
循环、实时控制，将工业机器、机床和机器人等边缘设备连接到云端。他们
还将致力于其他下一代控制系统。这三家合作伙伴分别在新公司智能边缘系
统上投资了 1000 万日元（合 90,600 美元）。该公司将于 4 月开始运营，日立
公司执行副总裁 Yutaka Saito 担任首席执行官。新公司将把发那科在机床和
机器人方面的专业知识与日立对控制技术以及 OT/IT 方面的知识结合起来，
以及 PFN 的深度学习和分布式计算技术。在建立合资企业后，这三家公司
将在进行系统开发和扩大应用领域之前，测试业务潜力并创建业务计划。
7. 富士康宣布在工业互联网和 AI 领域投资 3.4 亿美元
日期：2018 年 2 月 5 日
网址: http://www.robot-china.com/news/201802/05/49302.html

日前，鸿海科技集团正式宣布启动两项 AI 研究培育计划：首先，将成
立“鸿海工业互联网 AI 应用研究院”协助集团开发“工业互联网+机器人”
的 AI 创新，未来 5 年内提供 100 亿新台币（约合 3.42 亿美元）
，从 AI 人才
培育、IoT 工业场域应用、大数据分析等领域，全力推动集团转型成为 AI
驱动的工业互联网企业；其次，邀请美国基因科学家克莱格·凡特共同创造
“亚太前瞻健康管理服务”。鸿海科技集团董事长郭台铭表示，鸿海从实体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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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起家，具备领先全球 40 多年的经验和技术，将透过 AI 的工具性，打造
由“云移物大智网+机器人”构筑而成的工业互联网 AI 应用生态系统。
8. Bedrock 发布 Bedrock SCADA 安全平台规范
日期：2018 年 2 月 8 日
网址: https://www.automation.com/automation-news/industry/bedrock-releases-bedrock-scad
a-security-platform-specification-for-opc-ua

Bedrock 自动化已经发布了一个接口规范，允许用户和应用程序开发人
员利用 OPC UA 通信软件的安全功能。通过遵循 Bedrock SCADA 安全平台
规范中概述的简单过程，开发人员可以将任何 OPC 兼容的客户端升级到安
全的 OPC UA 通道，用户可以在该通道之间交换数据，从而在工厂的车间操
作和 SCADA 应用之间交换数据。三个 SCADA 软件开发商——Inductive 自
动化、ICONICS 和 TATSOFT，正在提交和发布对 Bedrock 接口规范的支持。
9. 埃森哲在意大利摩德纳开设 IIoT 创新中心
日期：2018 年 2 月 9 日
网址：https://www.telecompaper.com/news/accenture-opens-iiot-innovation-centre-in-modena
--1231396

埃森哲宣布，将在意大利北部的摩德纳建立一个新的工业物联网（IIoT）
创新中心，这是该公司在欧洲的工业 X.0 创新网络的一部分。接入该中心的
客户将能够探索和测试关键物联网技术，以提供产品开发、工程、制造、客
户体验和网络安全方面的改进。该中心与 HPE COXA 建立了合作关系，这
家总部位于摩德纳的公司专门从事汽车、赛车和自动化解决方案领域的工程
活动。该新设施是埃森哲为扩大其工业 X.0 业务而进行的规模达 14 亿美元
的投资计划的一部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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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迈向工业 4.0，戴姆勒全新工厂 2019 年投产
日期：2018 年 2 月 24 日
网址: http://www.yescar.cn/archive.php?aid=782111

戴姆勒在德国辛德芬根新建的汽车制造工厂将占地 30 个足球场的大小，
官方表示这家工厂对于汽车制造行业将具有跨时代意义，也是戴姆勒集团走
向工业制造 4.0 的里程碑。这家工厂从 2019 年开始将用于奔驰 S 级以及奔
驰 EQ 系列旗舰级电动车的生产。戴姆勒辛德芬根工厂将采用数字化生产流
水线，利用无线射频技术（RFID）让生产供应链、库存跟踪、制造控制等流
水线环节达到最高效率，同时加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预测，提前预判生产设
备的维修和养护，从而避免生产的中断，加大整体的生产效率和成本控制。
戴姆勒提到，未来每个从生产流水线完工的车辆，将会在无人驾驶状态下行
驶一公里，自行到达新车出厂仓库，这个环节也将大幅度减少人工成本。
11. 罗克韦尔自动化发布 FactoryTalk View 软件 10.0 版
日期：2018 年 2 月 22 日
网址：https://www.automation.com/automation-news/rockwell-automation-releases-factorytal
k-view-software-version-100

罗克韦尔自动化公司升级了其 HMI 软件，为工业工人提供增强的信息
来运行和维护他们的系统。FactoryTalk View 软件 10.0 的新特性包括改善信
息访问、移动设备支持和跨软件集成。现在，操作人员可以在 FactoryTalk View
Site Edition（SE）软件中使用 TrendPro 工具在趋势数据上叠加报警信息。该
特性可以帮助他们将警报事件与数据点值连接起来，以加速故障排除。他们
还可以使用该工具来保存并与其他工人分享临时的趋势。FactoryTalk View
SE v10.0 也将 ThinManager 软件登录集成到 FactoryTalk View 平台中。在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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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用户必须分别登录到这两个系统。现在，他们可以通过自动登录通道绕
过第二个安全点。
12. CC-Link 合作伙伴协会（CLPA）和三菱合作
日期：2018 年 2 月 22 日
网址：https://www.automation.com/automation-news/product/cc-link-partner-association-clpaand-mitsubishi-partner-to-embed-cc-link-ie-field-safety-features-into-the-mr-j4-gf-servo-ampli
fiers

CC-Link 合作伙伴协会（CLPA）宣布，三菱电子自动化公司已经将
CC-Link IE 现场安全特性嵌入到 MR-J4-GF 伺服放大器中。CC-Link IE 现场
安全符合 IEC 和 ISO 安全标准。1Gbps 数据传输速率为工业 4.0 要求提供了
必要的速度和容量。这种额外的带宽容量超过了目前用于移动通信的标准，
既可用于必要的安全控制，也可用于未来的诊断通信和其他非实时传输。随
着 CC-Link IE 现场安全集成和附加的选项卡 MR-D30，MR-J4-GF 现在满足
了 Category 4 PLe SIL3 的国际安全标准。
13. OPC 基金会与 FieldComm Group 合作互操作性
日期：2018 年 2 月 19 日
网址：https://www.automation.com/automation-news/opc-foundation-allies-with-fieldcomm-g
roup-to-advance-process-automation-system-multi-vendor-interoperability

OPC 基金会和 FieldComm Group 宣布了一个联盟，通过开发标准化的过
程自动化设备信息模型来推进过程自动化系统的多供应商互操作性和简化
集成。OPC 基金会和 FieldComm Group 的联合工作组在 2017 年底成立，它
的任务是开发一种独立于过程自动化设备的协议独立配套规范。工作组的目
标是利用与 HART 和 FOUNDATION 现场总线通信协议的 FieldComm 组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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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通过使用 OPC UA 的 FDI 来标准化所有过程自动化设备的数据、信息
和方法。OPC UA 的基本信息模型和伙伴设备信息（DI）规范将被扩展，以
包含与过程自动化设备相关联的通用定义和信息。
14. 中国联通联合中兴、英特尔发布边缘云白皮书
日期：2018 年 2 月 27 日
网址：http://www.cww.net.cn/article?id=427893

2018 年巴塞罗那移动通信大会（MWC）期间，中国联通联合中兴通讯、
英特尔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中国联通 Edge-Cloud 大规模试点正式启动、
联合发布了《中国联通 Edge-Cloud 平台架构及产业生态白皮书》，并在英特
尔展台现场联合展示了边缘 vCDN 和边缘智能分析等业务。
本次发布会上，中国联通宣布正式启动 15 个省市的 Edge-Cloud 规模试
点及试商用网络建设，涵盖校园、场馆、园区、工业互联网、车联网等多种
场景。目前，中国联通携手中兴通讯、英特尔、腾讯视频、星耀科技、汉柏
科技等多个合作伙伴，在天津京津大学城建成 Edge-Cloud 测试床，正在进
行边缘 vCDN、边缘转码、边缘智能分析等多种业务场景的部署验证。
15. 爱立信与中国移动共同开拓物联网与工业互联网新市场
日期：2018 年 2 月 27 日
网址: http://www.cnii.com.cn/gyhxxh/2018-02/27/content_2039693.htm

2 月 25 日，2018 年西班牙巴塞罗那移动通信大会（MWC）期间，中国
移动与爱立信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双方将在物联网领域展开深入合
作，共同培育良好生态环境，推动产业持续发展。
双方将探讨共建行业物联网合作能力中心，围绕工业物联网、健康物联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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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智能出行等重点垂直行业，有效开展战略规划及解决方案开发，联合创
新并共同开拓市场；对接中国移动“和创空间”和爱立信车库（Ericsson Garage）
创新项目，成立中国移动爱立信工业互联网和创空间，鼓励双创，孵化新技
术和应用。中国移动与爱立信还在 2018 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共同开展概念
验证演示，展示 5G 对工业数字化的变革性影响。
16. ITTIA 与 TQ 集团合作，创建硬件和数据库软件解决方案
日期：2018 年 2 月 19 日
网址：https://www.automation.com/automation-news/ittia-partners-with-tq-group-to-create-har
dware-and-database-software-solution

ITTIA 是嵌入式系统和物联网设备的数据库和连接产品供应商，宣布与
嵌入式专家 TQ Group 合作，提供一个完整的硬件和数据库软件解决方案。
为可扩展性设计，ITTIA DB SQL 和 TQ Group ARM 架构平台使制造商能够
构建一系列的设备，这些设备可以在工业自动化、汽车、智能计量等方面管
理和连接数据。来自 TQ 的 ARM 模块提供了一个计算系统，让开发者可以
定制边缘设备解决方案。数据直接存储在每台设备上，并在一段时间内保持
自我维护。
17. 海尔 COSMOPlat 获批为首个国家级工业互联网示范平台
日期：2018 年 2 月 27 日
网址：http://qingdao.iqilu.com/qdyaowen/2018/0227/3846469.shtml

2 月 27 日，由海尔自主研发、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COSMOPlat 获批国家发改委“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智能制造集成应用示范平
台”，成为全国首家国家级工业互联网示范平台。
区别于美国 GE Predix、德国西门子 Mindsphere 等全球工业互联网典型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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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代表，COSMOPlat 平台是全球首家引入用户全流程参与体验的工业互
联网平台，为实现高精度的用户全流程参与产品创新服务和高效率的智慧生
产服务。2017 年，COSMOPlat 平台实现交易额 3133 亿元，定制定单量达到
4116 万台，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大规模定制解决方案平台。
18. 国内首个汽车工业互联网平台在长春诞生
日期：2018 年 2 月 6 日
网址: http://news.sina.com.cn/c/2018-02-06/doc-ifyreuzn3543667.shtml

在 2018 年工业互联网峰会上，中国一汽控股的高科技上市公司启明信
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发布“启明星云”汽车工业互联网平台。这标志着，
国内第一个汽车工业互联网平台在中国一汽诞生。
作为国内首个汽车工业互联网平台，“启明星云”致力于为汽车整车及
上下游企业提供完整、安全的工业网络互联、云计算资源及架构、大数据采
集与决策分析及汽车业核心应用，覆盖智能制造云、智能网联云及与机动出
行相关的智慧城市云“三位一体”解决方案。目前，“启明星云”的云应用
已服务 3000 家上游零部件及原材料供应商、1 万家下游经销商和服务商、200
万入网车辆、700 万车主，并实现了支撑一汽解放等协同研发、精准营销，
支撑智慧锡柴平台，实现精芯服务的系列典型案例。
19. 用友将投资设立工业互联网科技公司
日期：2018 年 2 月 10 日
网址：http://www.financialnews.com.cn/jigou/qiye/201802/t20180210_133166.html

用友近日宣布将出资 5000 万元设立用友（上海）工业互联网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占设立后用友（上海）工业互联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 100%股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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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据了解，用友（上海）工业互联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用友专业化的工
业互联网平台搭建及运营服务公司，此举将进一步增强用友在工业互联网领
域的实力，完善用友工业互联网版图，推动工业互联网应用的普及和示范，
共建工业互联网创新生态圈，服务产业升级。

【市场分析】
20. 到 2023 年，全球工业无线传感器网络市场将达到 12 亿美元
日期：2018 年 2 月 13 日
网址: https://www.prnewswire.com/news-releases/global-industrial-wireless-sensor-networkmarket-to-reach-1200-million-by-2023---allied-market-research-673561483.html

根据美国联合市场研究公司（Allied Market Research）最近发布的一份
报告，全球工业无线传感器网络市场在 2016 年的估值为 5.73 亿美元，预计
到 2023 年，这一数字将达到 12 亿美元，从 2017 年到 2023 年的年复合增长
率为 11%。目前，北美在工业无线传感器网络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然而，
预计到 2023 年，中国将成为亚太地区增长最快的国家。此外，预计英国将
在 2023 年引领欧洲地区的整体市场。目前，美国在北美市场占据主导地位。

【技术产品】
21. Yokogawa 发布运营管理软件包
日期：2018 年 2 月 13 日
网址：https://www.yokogawa.com/pr/news/2018/pr-news-2018-0213-en.htm

横河电机株式会社（Yokogawa Electric Corporation）将于 2 月 14 日推出
用于记录和管理工厂人员工作数据的运营管理软件包。横河公司已将此解决
方案作为其卓越运营转型的一部分，通过扩大提供咨询和解决方案服务，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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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优化供应链和运营。该运营管理软件协助工厂运营和管理人员分享有关项
目的信息，如不寻常的事件、工作进展和工作流程。通过对数据进行数字化
和标准化处理，该软件可以帮助工厂人员正确、安全、高效地完成工作，从
而提高企业价值。该公司计划在六月发布这个软件的移动版本。
22. 三菱电机开发了一种人工智能控制技术
日期：2018 年 2 月 8 日
网址: http://drivesncontrols.com/news/fullstory.php/aid/5649/AI_adapts_robots_to_shapeshift
ing_objects_in_real_time.html

三菱电机已经开发出一种人工智能（AI）控制技术，它允许工业机器人
等机器快速地抓取物体，并实时调整它们的行为，以处理非刚性物体，即使
它们移动或改变形状。该公司预测，这项技术将简化并加速自动化任务，即
使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传统的机器人技术和它们的控制被设计用
来处理以可预测和预先确定的方式变化的物体。这项新技术使用多种类型的
传感器和实时控制来处理可改变形状的灵活的物品，或者在条件可能发生变
化的情况下。它通过应用三菱的 Maisart 智能学习 AI 来识别这些变化，并基
于深度学习技术做出重复的评估。测试表明，这项技术可以减少学习时间，
并且可以适应仅仅 3.5ms 的环境变化。
23. 霍尼韦尔推出 Honeywell 互联工厂资产业绩洞察
日期：2018 年 2 月 11 日
网址：https://www.automation.com/automation-news/product/honeywell-introduces-honeywel
l-connected-plant-asset-performance-insight

作为霍尼韦尔互联工厂的一部分，霍尼韦尔推出了一项新产品，目的是
让客户更有效地管理其工业设备的维护和运营。霍尼韦尔互联工厂资产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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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察将客户的资产和设备连接到云上，并应用了来自霍尼韦尔及其合作伙伴
的分析模型。霍尼韦尔设计了资产性能洞察解决方案，通过预配置的模板将
其部署到客户。这些模板是基于公司的行业经验和通过高级分析增强的现实
世界的客户挑战。该产品还可以根据客户的具体需求进行配置和定制。
24. Stratus 技术推出 Stratus ztC 边缘计算平台
日期：2018 年 2 月 12 日
网址：https://www.automation.com/automation-news/stratus-technologies-introduces-stratus-z
tc-edge-self-protecting-computing-platform

Stratus 技术公司是为关键任务应用程序提供持续可用性解决方案的专
家。该公司于 2 月 12 日至 15 日在佛罗里达奥兰多举行的 ARC 工业论坛上
发布了 Stratus ztC Edge。ztC Edge 是一个零接触、完全虚拟化和自我保护的
计算平台，专门为工业边缘环境设计。通过内置的远程管理和用户安装，ztC
Edge 被设计用于减少边缘上虚拟计算的 IT 负担。根据 IDC 的研究，边缘计
算基础设施的收入将在 2021 年达到 34 亿美元，增长率为 22%，而物联网和
IT/OT 的融合推动了大部分的机遇。随着这种增长，需要更多的方法来确保
在边缘运行关键操作的应用程序的可用性，并收集和处理这些数据。ztC Edge
具有内置的虚拟化、自我保护功能和托管服务，它提供了一个工业平台，用
于在诸如制造车间等环境的数据中心之外运行业务关键的工业应用程序。
25. Axiomtek 公司推出 IFB125 工业物联网网关
日期：2018 年 2 月 9 日
网址：https://www.automation.com/automation-news/axiomtek-introduces-ifb125-industrial-i
ot-gateway

Axiomtek 是一家基于 PC 的工业计算机产品的设计商和制造商，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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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了其最新的基于 RISC 的 DIN-rail 工业 IoT 网关，即 IFB125。它由飞思
卡尔 i.MX6UL 处理器与 ARM Cortex-A7 微架构提供支持。IFB125 适用于各
种应用程序，包括需要远程控制和监控管理功能的应用程序，即无人控制、
工业自动化、自动停车场控制、交通信号灯控制等。
26. Eaton 推出 XV100 HMI、XV300 HMI 和 XP500 工业 PC
日期：2018 年 2 月 8 日
网址: https://www.automation.com/automation-news/product/eaton-introduces-xv100-hmi-xv
300-hmi-and-xp500-industrial-pc

全球领先的动力管理公司伊顿（Eaton）宣布，为原始设备制造商（OEM）
和机械制造应用程序提供三个系列操作界面。XV100 基本人机界面（HMI）
的设计目的是提供机器的可视化和控制，XV300 HMI 提供下一代性能和功
能，XP500 工业 PC 可以作为监视控制和数据获取（SCADA）解决方案。这
些工具旨在帮助 OEMs 厂商减少设计复杂性，减少开发时间，并通过面向对
象、可重复使用的模板和控件为最终用户创造价值。
27. Integration Objects 发布统一 KnowledgeNet 工业互联网平台
日期：2018 年 2 月 14 日
网址：https://www.automation.com/automation-news/product/integration-objects-announces-u
nified-knowledgenet-industrial-internet-of-things-platform

Integration Objects 发布了其统一 KnowledgeNet 工业互联网平台，这种
解决方案，旨在为制造商提供远程连接、规定性分析和人工智能，使其能够
实时升级到工业 4.0。基于 IoT 平台架构，KNet IIoT 从基于 OPC 统一体系
结构标准的资产中提取了大量数据，将多个广泛的系统集成到一个统一的整
体中。然后，离线和在线机器学习算法被应用于最优秀的基础模式的干扰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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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从而形成了先进的预测和规定性模型，这些模型为在线人工智能层提供
了信息，从而将这些数据转化为知识和可操作的决策，并具有最少的人类交
互作用。有了统一的 KnowledgeNet 平台，客户就不必购买多点解决方案，
以及维护多个不同的软件系统。
28. YESCO 选用施耐德电气的 IIoT-enabled SCADA 解决方案
日期：2018 年 2 月 22 日
网址：https://www.automation.com/automation-news/schneider-electric-helps-yesco-install-iio
t-enabled-scada-solution

施耐德电气今天宣布总部位于韩国的天然气供应商 YESCO 已经实施了
施耐德电气的监控和控制软件解决方案，这是施耐德电气的工业软件平台的
一部分。安全和事故问题是天然气和其他组织的首要问题。工业物联网（IIoT）
结合了现代的监视控制和数据获取（SCADA）系统，提供了从更广泛的资
产和设备中获得更大的访问和见解的潜力，从而改进了数据驱动的决策支持。
这个工业物联网应用让石油和天然气公司更积极地进行维护和安全管理项
目，以推动卓越运营。YESCO 将施耐德电气的系统平台作为 SCADA 解决
方案，以获得更好的数据访问权，来改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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