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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性和创新
如何铸就商业成功
技术创新可助力制造商从长达一年充满不确定性的经济形势中
实现复苏和重建

信息图：工业 PC 市场正在增长
65.46 亿

174 亿美元

美元

1.2

119 亿美元

42.36 亿

美元

万亿美元
2017

到 2025 年
2018

2023

2023

计算机视觉的市场价值预计将从 2018 年的 119 亿
美元增长到 2023 年的 174 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

到 2025 年，工厂物联网 (IoT) 应用的经济影响
预计将达到 1.2 万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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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7.8%）1

在预测期内，全球工业 PC 市场的复合年增长率预计
将达到 7.52%。2017 年，其市场规模为 42.36 亿
美元；到 2023 年，预计规模将达 65.46 亿美元。

推动工业 PC 市场增长的几大趋势4：

智能制造日益受到瞩目，物联网渗透到

新的人工智能 (AI) 与深度学习工作负载

监管合规日益受到重视，将会在预测期内

虚拟化等经过实践检验的 IT 技术正在针对工业

各行各业，产生的数据越来越多

不断涌现，人们愈加迫切地需要更加高效

进一步推动工业 PC 的市场增长。

应用进行增强，使工业 PC (IPC) 能够同时托管

的优化系统来进行复杂的工业运营。

多个操作系统和工作负载，从而降低资本支出
和运营支出。

本指南旨在帮助工业领域的企业在与内部利益相关者和系统集成商 (SI) 交流时了解更全面信息，从而为其环境确定恰当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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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负载整合 - 包括设备、功能（例如，控制、数据分析、数据采集等）以及信息
技术 (IT) 和运营技术 (OT) 的融合
• 工业物联网 (IIoT) - 包括智能边缘的增长，以及边缘与云、本地、数据中心和机器
对机器 (M2M) 通信的融合与互联
• 不断发展的人工智能 (AI) 和先进的数据分析
工厂自动化、工作负载整合、工业物联网 (IIoT)、信息技术 (IT) 和运营技术 (OT) 的
融合，以及不断发展的人工智能 (AI) 和先进的数据分析，这些宝贵机遇都在等待着
成功踏上变革之路并积极拥抱智能制造的制造商挖掘探索。

英特尔对智能制造的贡献..............................................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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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所熟悉的、可扩展且可与制造环境相集成的

关键。第一大能力是分析爆发式增长的海量数据，这些数据来自工厂车间，又为工厂

架构......................................................................................... 16

车间提供支持。第二大能力是整合一直以来在小型独立设备上运行的多个工作负载。

经过实践检验的工业 PC 和物联网解决方案.............. 18
结论和未来举措..............................................................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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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厂自动化 - 包括在整个工厂环境中整合孤岛式的自动化流程

过去十年，制造业最大的变化可能就是发展出了处理

这些高密度深度学习 (HDDL) 卡使用专用的视觉处理

数据，并将数据转化为可立即采取行动的有用信息的

单元 (VPU) 或现场可编程门阵列 (FPGA) 提供高性能

能力。从供应链到产品质量，再到预测性和预防性的

推理计算选项，目前市面有售。此外，英特尔还提供

维护，大数据正在逐渐成为工厂流程中与生俱来的一

英特尔® 发行版 OpenVINO™ 工具套件和边缘洞察

部分。例如，计算机视觉设备与深度学习算法相结合

软件，让开发人员无需根据硬件定制软件，从而简化

可以让客户通过改进并自动实施质量保证流程来降低

在上述任意硬件上运行人工智能模型的体验。

制造成本。工厂设备上安装的传感器可以在设备故障
发生前就向技术人员发出问题预警。传统工业 PC 不
具备这样的计算能力或配置，无法承担这些新用例所需
的数据处理和存储，这意味着制造商需要决定是要添加

什么是工业 PC？

新的专用边缘计算资源，还是升级现有的工业 PC 并

这是专为满足工业可靠性和实现出色性能而设计的一种特殊 PC，具备：

进行现代化改造。

坚固耐用的设计

通过对工业 PC 进行现代化改造，制造商可以继续运行

更大的工作温度范围

现有应用，在通用 x86 工业 PC 上利用现有的数据，

扩展选项

并借助软件和硬件针对这些新型人工智能/数据分析

防尘/防水/防浸特性

工作负载轻松改造工业 PC。许多人工智能推理工作

增强的 EMI 滤波性能

负载都能在集成图形处理单元 (GPU) 的英特尔® 酷睿™

工业级组件

处理器和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上高效运行。

专用于工厂的设计

如需额外的硬件加速选项从 CPU 分流数据分析推理，

较长的使用寿命

则可以通过工业 PC 上的 PCIe 插槽等标准接口使用
基于英特尔® Movidius™ VPU 的插件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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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现代工业 PC 和现代软件（如 Windows 10 或新版
Linux）对多种设备互联的支持，制造商可以消除数据
孤岛。工厂越来越像一个由人工智能和数据流驱动的
数据中心。现代工业 PC 具有强大算力，能够在边缘
处理这些数据，避免了将数据发送回云端进行处理的
开销。
升级到现代工业 PC 意味着工业 PC 不仅可继续运行
传统的工厂工作负载，还能支持新兴的数据分析工作
负载。通过工作负载整合和虚拟化，工厂可以降低配置
大量专用 PC 的成本，并简化维护。经历了充满不确定
性的一年，复苏和重建绝非一日之功，但制定一个契合
智能制造价值和原则的转型计划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当今工厂的首要考量因素
在如今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现代化工厂是什么样的？工业企业和
机构又应该从何处入手？您可与您的系统集成商 (SI) 讨论下列关键
主题以及人工智能和工业物联网。这有助于您快速开始，锻造企业
韧性并加快价值实现速度。

边缘计算

例如，您可能遇到以下障碍：
• 管理相互冲突的通信标准：您的目标可能是采用开放无线传感器
网络 (OWSN)，但您要考虑的事项包括：发送节点和接收节点之间
的距离、节点之间的物理障碍和来自环境无线信号的干扰。
• 充分利用已经投资的技术，但又不被传统技术束缚：技术债务会
削减盈利能力和生产力。明确定义合理化流程可以确定一项硬件

在一个高度关注降低成本和提高微薄利润率的环境中，若不进行

或软件的业务价值，有效减少技术债务，同时保持原有的有用

创新，企业很快就会落后。许多工业企业和机构都意识到了这

投资。有业务价值则予以保留，否则就果断淘汰。

一点——他们听说过工业 PC 技术的价值，但可能需要 IT 和高级
管理层的支持才能迈出下一步。

• 克服关键业务设备中专有软件的挑战，并将其统一在一个环境中：
虚拟化技术和精心规划的迁移路线图可在这方面助您一臂之力。

首先，务必确保选对了方法来应对挑战。如何实施工业 PC 计划

基于虚拟机管理程序的迁移尤其能够帮助启用不支持新操作系统

受到很多变量因素的影响，应该仔细研究。例如，如果工厂在已经

的传统 I/O 设备、驱动程序和应用，从而节省您的时间和精力。

运行原有基础设施的棕地环境中，合理的做法是先进行概念验证

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后文的“迁移策略考量因素”。

(PoC)，然后再在生产环境中试点解决方案。而对于全新构建的绿地

• 许多工业 PC 运行的是孤岛式自动化流程，或诸如人机界面 (HMI)

环境，直接在生产环境进行试验部署或许是验证解决方案更恰当的

应用等单个功能：这些工业 PC 在设计之初就从未考虑要加入一个

方式。

更大的系统。因此，首先要克服的障碍就是构建一个可以运行智能

规划流程的大部分应侧重于确定期望的业务结果和目标用例。

制造的中间件平台架构并加以实施，这其中包括通信协议、数据

然后，列出实施该用例的潜在障碍，以此制定计划，用于指导

结构和安全性。市场正在推进虚拟机 (VM) 标准化，将许多工作

实施和生产。

负载整合到一台运行容器的工业 PC 中，以便将不同的应用和运行
时无缝连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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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与英特尔和系统集成商合作，工业企业和机构可实现边缘处理，

工厂和场地大规模实施物联网设备和传感器，帮助弥合传统 OT

尽量减少中断并降低成本：

机器和设备与现代 IT 软件定义架构之间的鸿沟。IT 标准的开放性

• 英特尔拥有一个广泛的物联网解决方案提供商生态系统，可帮助
打造适合现代工业的环境。我们一直与这些提供商合作，提供一

对此也有帮助，同时硬件级的安全和加密有助于在整个网络以及
边缘与云之间保护数据安全。

系列预配置和经过测试的工业物联网解决方案，使客户可以利用

物联网领导者应当具有远见和思想领导力，帮助团队其他成员了解

英特尔® 物联网行业整体解决方案（英特尔® IMRS）快速轻松地

创新的价值，并给予大力支持，这一点至关重要。您可与他们一起

完成部署。

协作，共同识别重要用例，并确定预期投资回报率 (ROI) 和成本之间

• 英特尔目前提供一套物联网技术工具和硬件，可帮助您开始进行
概念验证或全面部署。

的关系。与 OT 同事合作时，要记住他们通常不会从计算性能的角度
来思考 IT，而是会优先考虑每小时能帮助提高多少产量，或者会
避免或造成多少停工时间。您应确保站在他们的角度，用他们的

• 新的边缘计算环境可与基于英特尔® 架构的现有平台轻松集成，

语言与他们一起讨论 IT 变化。

这些平台已经提供与其他物联网环境的互操作性。
英特尔® 技术有助于简化企业和机构在工业物联网环境中的 OT 和
• 由于全面提供边缘计算能力，英特尔的物联网解决方案具有充分

IT 资产整合：

的可扩展性。
• 互联、可管理性和安全支持：采用英特尔® 主动管理技术（英特尔®

IT 与 OT 的融合

资产互联、易于管理和更新，从而帮助确保数据安全。软件和

虽然迁移到融合的 IT/OT 环境通常是一个漫长的旅程，但通过专注

内容更新、安全补丁等可同时在多个位置全面部署。由于企业和

于克服障碍并充分利用实施工业 PC 解决方案所带来的机遇，实现

机构希望在工厂内部部署保持社交距离的监视器，并使尽可能

这一目标指日可待。

多的员工能够在工厂车间之外工作，因此提高远程数据访问安全

传统 OT 资产并非为智能制造而构建，因此通常需要用传感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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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T）的英特尔® vPro® 平台可进行远程管理，这意味着您可保持

变得越来越重要。

或其他物联网设备进行改造，以帮助它们连接到 IT 环境。在这个

• 您所熟悉的架构：已经在使用英特尔® 架构的企业和机构可利用同一

过程中，应充分利用 IT 团队在保护和管理大量设备群资产方面的

平台部署从边缘到云的物联网解决方案。这有助于确保现有投资

丰富成熟经验。借助合适的远程可管理性工具，团队可以跨各个

能够继续使用，并通过全平台范围内的互操作性促进降本增效。

• 经过实践检验的解决方案：英特尔与其生态系统合作，

英特尔多年来一直与人工智能生态系统保持密切合作，

• 为实施变革犹豫不决或担心升级引起停工的企业提供

针对特定工业用例和工作负载创建预配置且经过测试

开发针对人工智能优化的技术、平台和框架，例如：

相应的迁移和升级服务。这些挑战通常出现在需要

的优化解决方案堆栈，如英特尔® 物联网行业整体

OpenVINO™ 工具套件、基于英特尔® Movidius™ VPU

改变现有模式的棕地环境，而不是一开始就可以采用

解决方案（英特尔® IMRS）。

的插件卡、英特尔® 固态盘（英特尔® SSD）和边缘洞察

新方法的绿地环境。您可参阅后文的“疑虑解答”。

软件。投资购买现代工业 PC 可让您得以利用这些创新

数据源的复杂性
面对大量的数据和可能性，如今许多工业和制造业企业
和机构正在努力解决这样的问题：哪些东西需要连接，

何时整合、相关决策标准和定期重新评估整合策略的
流程提供相关指导。

工作负载/设备整合

英特尔® 处理器的先进计算性能让您有机会可以将计算

以及如何连接？应该保留哪些数据，以及如何存储/

希望整合物联网设备和工作负载的企业和机构敏锐地

密集型工作负载整合到更少设备上。此举有望减少资本

在哪里存储？谁有权访问哪些数据？

发现了这一举措的价值，但苦于不知从何入手。系统

和运营支出，借助小体积硬件节省空间，并通过基于

集成商可在以下方面为制造业的 IT 部门提供帮助：

英特尔® 产品和技术的解决方案提高效率，这些解决

关于具体要保留哪些数据，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哪些数据
对您当前的应用有价值，但是也应当考虑未来可能需要
的数据。为了充分利用数据，企业和机构应拥有数据
科学技能，从而让工厂车间到高层管理均可实施和运行
数据驱动型用例。数据的价值在于其提供的洞察可以
指导实际行动。我们的任务就是从来源获取数据，经过
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处理，将最终结果呈现给相应的
人员来采取行动。与系统集成商携手合作实现此目标
可以为企业和机构带来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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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帮助企业和机构解决数据复杂性难题。

• 针对需要整合的内容（如工作负载、设备和功能等）、

• 针对满足工业性能和可靠性需求的现有虚拟化选项
提供指导。
• 在基于英特尔® 产品和技术的工业 PC 上，针对客户
所需的工作负载类型提供经优化的示例软件堆栈。
英特尔有多个参考软件堆栈可供系统集成商用于整
合工作负载。

方案可帮助实现应用虚拟化并同步设备网络。
英特尔与物联网生态系统的关键参与者密切合作，
提供经过实践检验的参考设计，如英特尔® 物联网行业
整体解决方案、英特尔® 物联网开发套件和边缘洞察
软件。这些设计旨在使系统集成商 (SI) 和原始设备制造
商 (OEM) 能够为工业和制造业客户构建完整的解决
方案。

工业 PC 现代化的商业逻辑
对企业和机构的工业 PC 实施现代化改造的商业逻辑有三大支柱：

避免技术过时

安全的明智第一步。英特尔基于硬件的安全功能则

制造业市场人工智能的最大份额。人们常说：不破

更进一步，可加强数据和知识产权保护。

不立。如果制造商能够预见由数据驱动的未来工厂，

在 2019 Infosys 数字雷达调查中，41% 的受访者将
“传统系统”列为数字化转型的最大障碍 。过时的技术
5

就可以洞悉现代化工业 PC 所能带来的业务优势。

采用英特尔® vPro® 技术和英特尔® AMT 技术获得的

现在正是制造商开始推进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业务化

可管理性功能。这些技术支持远程可管理性。在占地

的大好时机。开源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算法现在都可以

5,000 万至 7,000 万平方英尺的制造环境中，可管理

从 GitHub 等资源库获取，因此您不再需要从头编写

性是一个重要标准 7。在大型工厂，当设备出现问题

算法。其中许多现成算法都可以照搬照用，或只需

时，技术人员可能要步行一个小时才能到达设备所在

稍作定制即可解决工厂的人工智能挑战。英特尔通过

位置。能够远程诊断和修复 PC 可节约大量时间和成本

OpenVINO™ 工具套件和面向边缘的英特尔® DevCloud

（请参阅 “ 英特尔 IT 案例研究”边栏）。工厂运营者

提供很多预训练模型，可以在众多基于英特尔® 产品

希望尽可能减少装配线上所需的工人数量，甚至希望

和技术的设备上进行原型设计和测试。中间件也一样

可以雇佣在其他地方工作的人才，因此远程可管理性

提高安全性和可管理性

可通过开源形式获得，从而进一步降低人工智能成本 -

变得越来越重要。如果您的竞争对手能够从全国各地

您可参阅本手册后文的 “边缘洞察软件” 相关内容。

Microsoft 五年前已终止对 Windows XP 的支持，对

招聘人才，而您只能局限于所在的城市或省份，则您

无法扩展，难以支持快速变化的业务需求和新型工作
负载。如今的工厂无法在过去的硬件和软件上高效
运行。硬盘会发生故障，应用将会过时。投资新技术
的竞争对手将领先于那些停滞不前的企业。技术债务
会降低生产力和业务敏捷性。将工业 PC 升级到新的
可用技术可避免这些风险，为各类制造商创造全新的
可能性。

Windows 7 的免费支持也于 2020 年结束。然而，仍有
32% 的企业和机构至少有一台 Windows XP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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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安全问题，老旧工业 PC 也不具备现代工业 PC 通过

的企业和机构可能会输掉竞争。

连接在其网络中。79% 的企业和机构至少仍有一台

实现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业务化

Windows 7 设备连接在网络中。类似 Windows XP

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是制造业的未来。据悉，制造业

等未安装补丁的操作系统面临着重大的安全问题，

市场的人工智能预计将从 2018 年的 10 亿美元增长

包括易受 WannaCry 等“零日漏洞”的攻击6。将工业

至 2025 年的 172 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达 49.5%8。

PC 升级到 Windows 10 或现代版 Linux 是提高信息

该消息来源还指出，在整个预测期内，机器学习将占

如果制造商需要更多人工智能入门帮助，许多咨询
公司还提供 “ 人工智能即服务”。
凭借正确的迁移策略，再加上专业系统集成商的协助，
制造商将能够采用物联网和人工智能，并利用这两种
技术进行创新。必要时，传统环境可予以保留。在迁移
期间和未来，也能尽可能减少停机时间。

现代工业 PC 优势总结
详细了解智能制造
智能传感器和人工智能 (AI) 的融合将重新定义工业世界。专家
认为，新一波的技术浪潮正在推进智能制造。大型工业企业
采用自动化、机器学习 (ML) 以及实时洞察和配置的趋势标志着

企业和机构对其工业 PC 实施现代化改造将带来巨大的商业价值，
以下列出了十个升级的理由：
1. 极端环境中的可靠性能：坚固耐用的设计和新技术（包括 SSD
和增强的空气过滤）使工业 PC 能够经受住恶劣环境的考验，
将可靠性提高到全新水平，避免成本高昂的事故故障。

智能制造时代的到来，全球工业运营将变得更加智能和高效。
2. 硬件投资带来的长期价值：工业 PC 中的 CPU 生命周期通常
智能制造的四大支柱：
• 使用基于物联网 (IoT) 标准的自动化并连接在工厂网络中的
机器对机器 (M2M) 通信
• 信息物理系统自主做出的去中心化决策
• 能够预测故障并实时发出警报从而优化整体设备效率 (OEE)
的机制
• 利用工厂或现场的传感器数据创建的丰富数字映射

c. 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应用，如基于深度学习模型的机器
视觉推理
边缘的高性能可实现数据分析、本地决策和更严格的流程
控制。
6. 实施简便性和可扩展性：经过整合的工业 PC 系统需要工厂

还有问题信息通告流程，充分告知客户产品生命周期终止以及

IT 人员安装、配置和管理的设备数量更少。当业务或工作负载

后续产品计划。

需要变更时，这可以为您提供一条低影响的升级路径，为专门

3. 改进的外形规格：工业 PC 采用低功耗处理器和无风扇设计，
能够封装在更小、更紧凑的外形规格中，非常适合空间受限
的环境。
4. 为物联网应用量身定制的设计：工业 PC 非常适合各种传感器
和执行器数据的近实时处理，支持实时洞察从而发出警报，并
同步优化正在进行中的制造流程。工业 PC 还可通过 PCIe 插槽

在人工智能和原始数据产生的大量洞察的支持下，这些机器

和市售 HDDL 卡提供模块化的硬件升级选项。
5. 灵活的应用支持：工业 PC 可借助单个平台支持包含各种应用的
工业环境：
a. 实时应用，如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PLC)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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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高于商用/个人 PC，因此可创造长期投资价值。此外，工业 PC

智能制造将推动打造智能工厂，其中的机器可以相互交流。

能够配置生产流程，并实时做出调整以优化运营。

b. 非实时应用，如 HMI 和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统 (SCADA)

的人工智能处理添加新的工作负载或硬件加速选项。
7. 赋能企业集成：工业 PC 的接口和 API 支持与传统系统和设备
以及各家供应商的企业 IT 基础设施和平台集成，由此提升对
运营中关键管理信息的可见性和访问。同时，软件定义环境
也支持自主、开放的架构和动态配置。
8. 加速应用开发：工业 PC 符合行业标准，因此在创建应用和
需要针对生产环境作特定调整时，可提供更高的编程灵活性。
新型工业 PC 还支持自行选择操作系统和生态系统应用。
英特尔® 处理器具备互操作性，为软件和应用的重复使用提供
向后兼容性，从而节省开发时间和资源。

常见工业 PC 用例
9. 功能系统整合：工业 PC 可整合多种旧设备执行的工作，从而

下表提供了一些能够体现现代工业 PC 出色业务价值的常见用例。

提高性能，加强集成，简化系统管理，减少潜在故障点，削减
成本并降低能耗。传统应用和旧操作系统也可迁移/移植到装有
• 制造执行系统 (MES)

Windows 10 或 Linux 的新工业 PC 上，还能托管在虚拟机中
从而保留这些应用和所需的集成。
10. 增强的安全性和可管理性：工业 PC 可满足集成的硬件/软件

• 产量提升

生产

• 控制和自动化
• 缩短停机时间

安全解决方案需求，帮助保护复杂的工业环境。先进的安全功能

• 优化

可打造一个从边缘到云的可信数据环境，帮助保护数据，以免
受到攻击，付出惨痛代价。新的管理功能支持安全远程升级和
服务。此外，工业 PC 也可通过减少子系统的数量来降低安全

• 先进的流程控制

质量

• 质量管理中的缺陷检测
• 流程控制

风险。

库存

• 供应链追踪

监管

• 系统合规性

安全
维护

• 位置传感器

• 运营环境

• 工人安全计划
• 在线追踪安全性

• 预测性维护

表 1：现代工业 PC (IPC) 的常见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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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轮胎制造商出货产品的缺陷率过高
业务挑战：耗时的人工缺陷检测导致一家知名轮胎制造商的工厂发出了大量有缺陷的产品。客户投诉越来越多，将
缺陷轮胎退回工厂的人工和运输成本也不断增加。这些成本削减了公司的利润，公司的品牌声誉受到严重影响。
解决方案：该公司部署了一个计算机视觉和人工智能 (AI) 解决方案，该解决方案经由英特尔® 发行版 OpenVINO™
工具套件优化，在配备加速器的基于英特尔® 架构的工业 PC 上运行，具有高度可扩展性，在发现新缺陷时可快速
进行调整。
成果：该解决方案充分利用英特尔® 酷睿™ i7 处理器的强大算力。通过使用 OpenVINO™ 工具套件优化英特尔® 硬件
上的算法性能，检测算法可在单个工业 PC 上稳定运行，检测准确率高达 99.9%i。在制造过程的早期发现缺陷为工厂
带来了巨大变化 - 该解决方案在 6 个月内将退回的缺陷轮胎数量从 6,000 个减少到了几十个，其速度足以匹配原生产
线的速度。目前，该公司已将此解决方案部署到其他生产线上，并计划应用到其他相关的检测任务中。

i

99.9% 的准确率由上海深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测量得出

点击此处阅读完整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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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虑解答
与企业和机构内部的利益相关者讨论对工业 PC 进行现代化改造时，您可能会遇到一些常见的疑虑。本节介绍了现代工业 PC 的重点业务价值，为您提供具有说服力的答案来帮助
您解答这些疑虑。根据讨论的主题（可能是简单的工业 PC 更新、提升英特尔® vPro® 技术的业务价值或让工业 PC 完全满足工业物联网标准），您遇到的疑虑或许有重叠，但
也可能有所不同。

常见疑虑
为什么不能继续使用旧工业 PC 了？
各行各业的传统工业 PC 主要用于数据采集和流程
控制。它们通常用于单个应用（如人机界面），没有
足够算力来负荷额外的数据密集型或实时工作负载。

更重要的是，新工业 PC 提供了安全性，可防止知识

伙伴开发了可互操作的集成解决方案，能够减少工业

产权流失、工厂停工、蓄意破坏、数据操纵和未经授权

物联网部署的时间、成本和风险。

使用系统功能等情况。技术过时会带来种种风险，而
技术升级会为企业带来巨大优势，因此立即实施迁移
和加速才是明智之举。

此外，操作系统 (OS) 不可避免地将会过时，从而引发
严重的安全问题。相比之下，现代工业 PC 可桥接 OT-IT

升级操作系统和硬件可以显著降低生产线停摆的
风险。从长远来看，执行有计划的迁移，从而使您

我们承担不起迁移所带来的停工损失！

能够快速采用数字转型工作负载，和在旧操作系统

集成，实现工厂物联网自动化，并可使用专用人工智能

我们与系统集成商合作提供支持和培训，可助您实现

出现安全漏洞或遭遇硬盘故障时执行灾难恢复，哪个

加速器运行多个工作负载。它们支持模块化硬件升级，

无缝迁移并尽量减少生产停工时间。此外，新工业 PC

成本更高？

以满足计算机视觉、人工智能、时间敏感网络 (TSN)

可以轻松适应需求和流程的变化，从而帮助确保它们

和其他专门工作负载的需求。它们还可以快速连接到

可以长期使用 - 未来也能尽可能减少停机时间。

启用安全防护的本地应用或云应用。
旧工业 PC 并没有损坏，为什么要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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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等一两年再升级会怎么样？

我们其实并没有 IT 预算，那要如何负担升级费用？
您可以选择同时升级硬件和软件，或者采用阶段式升级

如何在新工业 PC 上运行传统操作系统和应用？

方法，只升级硬件组件，先保留传统软件。您也可以

英特尔提供经实践检验测试的《迁移指南》和工程

借用部分物联网预算，在新的物联网设备上运行旧的

新工业 PC 可在工厂车间提供老旧传统系统无法提供

支持。该文档详细介绍了如何使用虚拟机 (VM) 将传统

工业 PC 工作负载。最后，想一想数字化改造可以带来

的连接性、智能和优异性能。在快速发展的商业环境

操作系统迁移到新平台上。英特尔基于标准的开放式

的新收入流，从长远来看，这可以收回成本，让您的

中，这是一项可以让工业企业脱颖而出的竞争优势。

解决方案还可确保互操作性。英特尔的生态系统合作

企业从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

我们没有技术熟练的员工来执行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 —

通过虚拟化更好地支持系统整合，并与工业以太网和时

分析，数据集很快就会变得十分庞大。最终，如果没有

这太困难了。

间敏感网络 (TSN) 集成以实现确定性连接。

强大算力，您就可能要为相同的数据重复支付费用。
为什么还要用旧工业 PC 运行智能制造/物联网应用？

您所拥有的人工智能技能可能取决于企业和机构的
规模。在与系统集成商展开合作之前，务必先清楚地

关于英特尔® vPro® 技术的疑虑

了解您的企业和机构的能力和部署计划。长期部署

为什么要花钱购买功能更强大的处理器？

解决方案，也能降低两个系统的总体拥有成本。不过，

考虑总体拥有成本至关重要。英特尔在其工厂实施英特尔®

也要记住，在通往智能制造的道路上，采用新工业 PC

vPro® 技术，显著减少了维修工业 PC 的平均时间9。

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它们功能更强大，能够存储更多

规划和可行性应该是首先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但是，与几年前不同，现在，人工智能算法和中间件
都可以以开源形式获得。软件开箱即可运行一些迫切
的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工作负载。如果您还是觉得太

能否使用无线网络运行英特尔® vPro® 技术？

麻烦，可以联系“人工智能即服务”提供商，将一切交给

英特尔® vPro® 技术支持通过加密的有线和无线 LAN 通信

他们。

在公司防火墙内实现工业 PC 的远程管理功能。

传统工业 PC 承载着重要数据，可以加强您的物联网

数据，可更有效地进行管理。
这种基于机器视觉的缺陷检测看起来非常科幻，并且
未经检验。它现实吗？
英特尔已经帮助一家大型云服务提供商 (CSP) 在搭载

我们为什么不买更便宜的商用 PC？
与商业 PC 相比，工业 PC 在制造环境中具有显著优势。
工业 PC 更长的生命周期支持可以降低升级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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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工业物联网的疑虑
边缘为什么需要强大算力（英特尔® 酷睿™ i7 或 i5 处理器）？

英特尔® 酷睿™ 处理器和集成图形处理单元 (iGPU) 的
工业 PC 上利用 OpenVINO™ 工具套件在不到一年内
在中国数百家工厂部署了基于机器视觉的缺陷检测。

此外，工业 PC 更坚固耐用，可以适应恶劣的环境，

物联网数据呈爆发式增长，与支付网络费用将所有数据

此外，一家知名轮胎制造商也已部署机器视觉解决

还具备稳定性和较长的使用寿命；其模块化的外形规

传输至云端或遥远的数据中心相比，在边缘进行处理可以

方案，显著降低了产品缺陷导致的成本，并提升了品牌

格具有更好的定制能力和更长的运行时间；它能提供

显著降低总体拥有成本。时间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声誉（见边栏）。

较高的计算和存储性能，增强的安全功能，还可以

很多物联网数据的时效性很高，从收集到存储、传输和

迁移策略考量因素
在确定迁移策略之前，首先需要确定用例。例如，是否还有旧工业

每种方式各有优缺点。完全更新不需要虚拟机管理程序，因此系统

基于虚拟机管理程序的迁移能够帮助启用不支持新操作系统的

PC 仍在运行？这些工业 PC 是否会带来任何风险，如硬件故障或

不那么复杂，软件占用空间更小，成本也更低。但在另一方面，

传统 I/O 设备、驱动程序和应用，从而节省您的时间和精力。但是，

软件安全问题？它们连接了哪些 I/O 设备？它们运行哪些操作系统？

这种迁移策略实施时间更长，需要付出更多精力来启用新操作系统

由于涉及虚拟机管理程序，这会增加软件占用空间，并可能产生

不支持的传统 I/O 设备、驱动程序和应用。如果传统设备、驱动

虚拟机管理程序的许可费用。如果传统设备、驱动程序和应用

程序和应用能够在新操作系统环境中无缝工作，通常建议采用完全

无法在新操作系统环境中无缝工作，建议采用这种迁移方式。

根据用例的不同，迁移的方式可能是完全更新（不涉及虚拟机管理
程序），或是保留对传统技术兼容性的基于虚拟机管理程序的迁移

更新。

（参见图 1）。

根据客户的需求和制造环境，有多种虚拟机管理程序解决方案
可供选择。基于内核的虚拟机 (KVM) 解决方案成本较低，但功能
也相当有限。VMware Workstation Player 和 Oracle VM Virtual

升级工业 PC 的两种途径

Box 解决方案成本更高，但提供额外功能。当然也有其他选择可以
考虑。
MES

应用 1

应用 2

应用...

英特尔的技术工程和支持团队可以协助制定虚拟机管理程序迁移

传统操作系统
旧工业 PC

升级软件和硬件

计划，英特尔还提供经实践检验测试的《迁移指南》，帮助缩短

仅升级硬件
MES

应用 1

迁移周期。该文档详细介绍了如何使用虚拟机 (VM) 将传统操作系统

应用 2
应用...

MES

应用 1

应用 2

新操作系统

完全更新

兼容传统技术

虚拟机管理程序
新操作系统

新工业 PC 硬件

新工业 PC 硬件

升级到新一代硬件并更新软件应用

在保持现有软件、I/O、应用的同时

和驱动程序

部署新一代硬件和应用

图 1：工业 PC 迁移的两种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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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操作系统

应用...

迁移到新平台上。英特尔® 虚拟化技术（英特尔® VT）在迁移过程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简而言之，工业 PC 迁移现在已经变得更加高效、
简单、安全。《迁移指南》可在此处获取。

英特尔对智能制造的贡献
不论客户的工业需求是什么，英特尔都有相应的产品助您打造解决
方案：

英特尔® vPro® 技术的远程可管理性功能

采用英特尔® Hardware Shield 技术，这是英特尔® vPro® 平台用于

• 先进的工业 PC 硬件：我们利用先进的前沿技术，与众多原始设备

平台集硬件增强型安全防护、灵活的管理和更高的稳定性于一身，

制造商 (OEM) 和原始设计制造商 (ODM) 合作打造工业 PC。这些

可提供出色的计算体验。英特尔® vPro® 平台功能的可用性因平台

技术可改善连接性、可靠性、安全性和可管理性，帮助您充分释放

而异。部署英特尔® vPro® 平台所需的三个主要部件是处理器、芯片

企业的潜能。我们的 ODM 合作伙伴提供的工业 PC 已使用推荐的

组和 LAN 控制器。英特尔® 酷睿™ i5、英特尔® 酷睿™ i7 处理器和

虚拟机管理程序进行预验证，还有各种外形规格选择，包括平板
式、机架式和设备式。
• 集成的安全功能：硬件是保护工厂安全的关键环节 - 请参阅下一节
了解详细信息。
• 可靠且强大的生态系统：英特尔可以向您介绍我们充满热情且随时
可为工业 PC 迁移提供支持的合作伙伴。

提高 BIOS 层安全性的一项集成功能。黑客们正在想方设法超越

英特尔® vPro® 技术为更安全的工业计算奠定基础。英特尔® vPro®

软件层面访问 PC 和工业 PC 。借助英特尔® Hardware Shield
技术，IT/OT 管理人员可以锁定 BIOS，防范操作系统之下的攻击。
英特尔® Hardware Shield 技术还有报告功能，为 IT/OT 管理人员
提供对整个操作系统和 BIOS 的可见性。

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均支持英特尔® vPro® 技术。

英特尔® AMT 是英特尔® vPro® 平台的另一项功能，可在特定的
英特尔® 酷睿™ 处理器和基于特定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的

英特尔® vPro® 平台专为工业 PC 而打造。借助该平台，不管是在

工作站平台上使用。英特尔® AMT 包括出色的远程管理功能，可

生产车间、恶劣环境还是人员难以到达的地方（如变电站或风电

通过键盘、显示器和鼠标 (KVM) 进行远程控制。技术人员使用该

场），系统管理员和业务运营经理都可全面控制所部署的资产，

功能可远程诊断和修复工业 PC，从而大幅节省成本和精力（参见

从而实现 IT/OT 融合。

图 2）。您可以通过 http://estimator.intel.com/vpro/ 上的估算
基于第 11 代英特尔® 酷睿™ vPro® 处理器的工业 PC 在安全性、

工具评估英特尔® vPro® 平台可带来的投资回报率10。

连接性和性能上均有所提升，并延长了电池续航时间。这些系统

• 集成的软件组合：借助英特尔® 发行版 OpenVINO™ 工具套件和
边缘洞察软件，您可加速计算机视觉解决方案，在边缘实现近

物联网终端设备采用英特尔® vPro® 平台，总体拥有成本可降低近 3,200 万美元，投资回报率约为 30%

实时的智能。这样便可轻松地在制造应用中整合数据、设备和
120

流程，从而提高运营效率，加强工厂安全。

英特尔技术专为分布式工业 PC 解决方案而设计，具有众多安全
功能、远程管理支持以及经过实践检验的安全参考设计。

总 100
体
拥 80
有
成 60
本
40
美
元 20

）

76,091,221 美元

（

互联、可管理且具备安全支持的工业 PC

107,992,345 美元

0
未采用英特尔® vPro® 技术

硬件成本

部署成本

采用英特尔® vPro® 技术

维护成本

变量

未采用英特尔® vPro® 平台

采用英特尔® vPro® 平台

总体拥有成本

100%

70%

总硬件成本

8%

1%

总部署成本

2%

2%

总维护成本

90%

60%

总事件成本

76%

49%

操作系统更新成本

14%

10%

长期节省总体拥有成本的一个示例

* 总体拥有成本为估算结果，总体拥有成本估算工具可在以下网址获得：http://estimator.intel.com/vpro/

图 2：远程修复可显著降低服务请求的成本和服务人员往返的路程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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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具备 KVM 远程控制的英特尔® AMT，英特尔®

• 英特尔® Security Essentials 可在您所有的工业 PC 上

同步和时效性规则，确保在系统之间合理高效地传输

vPro® 平台还提供许多对工业 PC 有利的其他可管理

创建可信根安全功能框架（无论您使用哪款英特尔®

数据，而英特尔® 架构上的实时功能可在系统中提供

性、灵活性和安全性技术：

处理器）。

这些矢量。

• 英特尔® 虚拟化技术（英特尔® VT，包括 VT-x 和
VT-d）可简化工业 PC 迁移。
• 平台采用硬件认证的受保护和经验证的启动流程
可提升平台完整性，其中采用的英特尔® 技术包括
英特尔® 可信执行技术（英特尔® TXT）和英特尔®
平台可信技术（英特尔® PTT）。

Pro 系列可增强存储安全性。
连接功能
工业环境需要确定性通信以实现分布式控制和测量。
长久以来，标准以太网无法满足这一要求，因为网络
采用的“尽力交付”模式并不保证服务质量 (QoS) 水平，

这些矢量可相互补充，提供工业系统增强时间同步所需
的确定性级别。例如，对齐音频和视频帧、协调机械
臂移动，以及确保及时、确定和可预测的行为。
许多工业 PC 已支持 TSN，英特尔已经与 ODM 开展
合作，提供具备 PCIe 接口的 TSN 以太网卡。

• 使用英特尔® 软件防护扩展（英特尔® SGX），即使

也无法在互联的端点间提供通用的时间。EtherCAT 和

您所熟悉的、可扩展且可与制造

发生恶意软件攻击和特权攻击，也能保持数据和计算

SERCOS III 等较新的工业以太网协议能够支持可靠的

环境相集成的架构

的机密性。

高速机器对机器通信，但通常需要网络代理设备，所以

• 英特尔® 数据保护技术可帮助保护静态和传输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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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备英特尔® Remote Secure Erase 的英特尔® 固态盘

会产生额外成本和复杂性。这些工业协议或多或少地

系统集成商可为您设计适应您的组织和机构所需算力
的工业 PC 解决方案。您可以从英特尔® 酷睿™ i5、

事务数据和个人数据安全。该项技术包含英特尔®

也在 OT 和 IT 之间制造了障碍。

AES 新指令（英特尔® AES-NI）和英特尔® 安全密钥

如今，需要实现工业 PC 与机器间确定性网络通信的

器以及英特尔® Movidius™ 神经计算模块 (NCS) 中

指令。英特尔® AES-NI 提供硬件辅助加密加速，而

制造商可结合使用 TSN 和英特尔® 架构上的实时功能

进行选择。然后，您可添加 FPGA 等硬件加速器来

英特尔® 安全密钥则可生成安全密钥。

来同步设备网络，从而改进工业系统的确定性行为。

实现特定的功能，这些加速器具有可编程性，因此提供

• 英特尔® 身份保护技术（英特尔® IPT）可通过英特尔®

与现有的实时以太网协议相比，结合 TSN 和英特尔®

很高的灵活性。英特尔正在将 FPGA 和片上系统 (SoC)

身份验证解决方案提供的多因素身份保护来强化芯片

架构上的实时功能可降低时延，并改进网络上的数据

的特定组合封装为经预验证的参考设计，从而简化

中的身份信息和 IT 策略保护。身份验证可选择人脸

使用。这些实时功能包括缓存分配技术 (CAT)、PCIe

FPGA 部署，使物联网解决方案开发变得更简单、更

识别、虚拟智能卡和来自 OEM 和硬件合作伙伴的

精确时间管理 (PTM) 和端到端虚拟通道。这些功能

快速。

其他因素。

可帮助 CPU 确定数据包的优先级。TSN 定义了时间

英特尔® 酷睿™ i7 处理器和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

优化软件提升人工智能性能
利用面向英特尔® 架构优化的各种框架、库和工具套件可帮助加速
英特尔® 架构上的深度学习框架。面向深度神经网络的英特尔® 数学
核心函数库（英特尔® MKL-DNN）是一个面向深度学习应用的开源
性能库。此外，英特尔还提供面向深度学习的其他工具和 SDK，
包括：
• 英特尔® 发行版 OpenVINO™ 工具套件，可用于加速计算机视觉
解决方案的开发。

酷睿™ 处理器扩展至英特尔® 至强® E 和 D 处理器。它支持英特尔®

工具套件和英特尔® MKL，还包含在单一平台上提供优化的视频和

VT 和英特尔® VT-x 虚拟化技术、独立/集成的可信平台模块 1 (TPM1)

时序数据提取和分析框架的软件。ODM 可将边缘洞察软件预加载

和固件 TPM，还支持英特尔广泛的图形处理单元 (GPU)、视觉处理

在工业 PC 上，这意味着不会产生许可费用，无需自编码，也不必

单元 (VPU) 和 FPGA 产品组合，以及存储（包括传统存储和英特尔®

进行任何安装或配置。您只需为您的特定用例添加人工智能算法

傲腾™ 技术）、连接（包括传统连接和 5G）和设备可管理性以简化

即可。

解决方案开发。

边缘洞察软件可供英特尔的生态系统合作伙伴使用和分发，帮助您

此参考软件基于开源组件构建，并已经在工业 PC 上作为可扩展

以尽可能低的开发投资实现业务扩展。该软件可与 Microsoft Azure

工业边缘洞察参考实施进行了全面集成和测试。它旨在跨各类操作

Stack 等云技术集成，打造可轻松复制的紧密集成型边缘推理实施。

系统和工业协议实现数据的安全提取、处理、存储、编排和管理，
• nGraph 库，一个面向深度学习生态系统的开源 C++ 库和运行时/
编译器套件。

该平台的常见用例包括基于视觉的缺陷和异常检测、基于视觉的

以及近实时（约 10 毫秒）的事件驱动型控制。它提供了相应连接

危险区域安全监控，以及 24/7 全天候工人生产力优化监控。

器，方便客户使用英特尔® Media SDK、GStreamer、OpenVINO™

• 适用于 Linux 操作系统的英特尔® 机器学习扩展库，可通过支持
主流深度学习框架的通用 API 实现通信模式的可扩展性。
边缘洞察软件简化物联网和工业 PC 部署

软件：边缘洞察软件

提取

处理

存储

编排

管理

随着人工智能在工业领域的跨越式增长，帮助制造商从数据中提取

边缘洞察
平台

洞察对系统集成商而言是一个巨大的增长机会。但是化零为整、全面
整合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还会提高成本。降低系统集成成本的一种
方式是利用开源中间件。这种开源中间件可将工业 PC / 物联网部署
的各个方面连接起来，并且已针对在英特尔® 硬件上运行进行优化。
边缘洞察软件（参见图 3）是一个经过验证的软件堆栈，专为在

硬件：
英特尔®
芯片

英特尔

英特尔®

英特尔®

英特尔®

凌动®

至强®

Movidius™

Arria® 10

英特尔®

英特尔®

酷睿™

Stratix® 10

CPU

加速器

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
英特尔
锐炬®

提取

•

处理

•

存储

•

编排

•

数据分析

•

边缘推理

•

边缘训练

•

安全数据管理

PRO 显卡

存储

连接

工业 PC 上运行而设计，可用于获取边缘洞察。该平台可从英特尔®
图 3：边缘洞察软件提供经过验证且高度可扩展的硬件和软件，助力获取边缘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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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PU

实时

访问和控制

经过实践检验的工业 PC 和
物联网解决方案
英特尔为其系统集成商生态系统提供通过验证且经实践

英特尔® 物联网开发套件的一个示例是 JWIPC RRK。

检验的解决方案，帮助加速工业领域的创新和工业 PC

这是工业 PC 上边缘视觉推理平台的一个参考设计。该

现代化。其中包括：

人工智能就绪型 AIO 网关/工业 PC 解决方案具有以下

英特尔® 物联网行业整体解决方案
这些是目前已上市的可扩展、可复用的端到端解决方案。
这些解决方案由整个物联网生态系统中的传感器、边缘
硬件、软件、云技术和数据分析组成，再经由一个供应
商交付。通过英特尔® 物联网行业整体解决方案计划，
英特尔正在验证这些解决方案是否可通过可行洞察实现

• 包含边缘洞察软件
• Link Edge 就绪，且支持英特尔® 发行版 OpenVINO™
工具套件
• 支持英特尔凌动®、英特尔® 酷睿™ 和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创新业务转型。要符合英特尔® 物联网行业整体解决

• 具备有风扇/无风扇配置，坚固耐用

方案的条件，解决方案必须包括所有从边缘到云的组件，

• 2-4 个 PCIe

展示清晰且可衡量的业务价值，可进行商业部署并配备
完全支持。

• 2-4 个 COM，6 个 USB3.0
• 2.5" 热插拔硬盘

英特尔® 物联网开发套件

• 2-4 个以太网 (PoE)

这些是专注于解决一类市场问题的技术产品，并且已经

• 支持 Ubuntu、CentOS、Windows 或 Yocto11

经过实地部署和测试，提供专用硬件、软件和支持。
此类技术可随客户需求的增长而扩展，能够加快开发
和上市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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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有关每个解决方案的一页概述以及更多可帮助您与客户
沟通的其他材料，请参阅英特尔® 物联网开发套件解决
方案手册。

结论和未来举措
在经历了一段充满市场冲击和不确定性的时期后，随着工业企业和机构的复苏与重建，其工厂车间将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传统生产线退出
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智能自动化、互联设备和复杂精密的应用。现代工业环境的核心在于利用洞察做出可行决策。在互联工厂，系统将
能够以及时、经济高效的方式自主做出部分决策。
您可参考本手册中的信息，与您所在的企业和机构的内部利益相关者和系统集成商展开对话讨论。更重要的是，您应该进行面向未来的投资，
借助基于英特尔® 技术的现代工业 PC，实现更智能、更高效的运营。
更多信息，您可访问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internet-of-things/industrial-iot/overview.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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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信息
• 英特尔工业 PC 迁移指南
• 英特尔的物联网资源
• 英特尔® 物联网行业整体解决方案
• 英特尔® 物联网开发套件
• 面向边缘的英特尔® DevCloud
• 边缘洞察软件
• 英特尔® 边缘软件中心

1

https://www.marketsandmarkets.com/PressReleases/computer-vision.asp

https://www.mckinsey.com/~/media/McKinsey/Industries/Technology Media and Telecommunications/High Tech/Our Insights/The Internet of Things The value of digitizing the physical
world/The-Internet-of-things-Mapping-the-value-beyond-the-hype.ashx
2

https://www.prnewswire.com/news-releases/global-industrial-pc-market-report-2018-2023-increasing-penetration-of-iot--investments-in-rd-by-big-manufacturing-companies-willincrease-the-adoption-rate-of-industrial-pcs-300658033.html
3

https://www.prnewswire.com/news-releases/global-industrial-pc-market-report-2018-2023-increasing-penetration-of-iot--investments-in-rd-by-big-manufacturing-companies-willincrease-the-adoption-rate-of-industrial-pcs-300658033.html
4

5

https://www.infosys.com/navigate-your-next/research/digital-transformation-report/

6

有关继续运行 Windows XP 的风险的更多信息，请参阅：https://www.zdnet.com/article/if-youre-still-using-windows-xp-youre-a-menace-to-society/。

7

https://www.popularmechanics.com/technology/infrastructure/g2904/7-of-the-worlds-largest-manufacturing-plants/

8

https://www.marketsandmarkets.com/Market-Reports/artificial-intelligence-manufacturing-market-72679105.html

9

基于英特尔内部数据：https://www.intel.co.uk/content/dam/www/public/us/en/documents/white-papers/remote-pc-management-cuts-factory-costs-whitepaper.pdf

10

请注意，KVM 远程控制仅适用于使用集成显卡的双核英特尔® 酷睿™ i5 vPro® 和酷睿™ i7 vPro® 处理器。

11

OpenVINO™ 工具套件操作系统支持：CentOS* 7.4（64 位）、Ubuntu* 16.04.3 LTS（64 位）、Microsoft Windows* 10（64 位）、Yocto Project* 版本 Poky Jethro v2.0.3（64 位）

优化声明：英特尔编译器针对英特尔微处理器的优化程度可能与针对非英特尔微处理器的优化程度不同。这些优化包括 SSE2、SSE3 和 SSSE3 指令集和其他优化。对于非英特尔微处理器上的任何优化是否
存在、其功能或效力，英特尔不做任何保证。本产品中取决于微处理器的优化是针对英特尔微处理器。不具体针对英特尔微架构的特定优化为英特尔微处理器保留。请参考适用的产品用户与参考指南，获取
有关本声明中具体指令集的更多信息。
声明版本：#20110804
英特尔并不控制或审计第三方数据。请您审查该内容，咨询其他来源，并确认提及数据是否准确。
具体成本和结果可能不同。
英特尔技术特性和优势取决于系统配置，并可能需要支持的硬件、软件或服务得以激活。产品性能会基于系统配置有所变化。没有任何产品或组件是绝对安全的。更多信息请从原始设备制造商或零售商处获得，
或请见 intel.cn。
预测或模拟结果使用英特尔内部分析或架构模拟或建模，该等结果仅供您参考。系统硬件、软件或配置中的任何差异将可能影响您的实际性能。
英特尔、英特尔标识以及其他英特尔商标是英特尔公司或其子公司在美国和/或其他国家的商标。
其他的名称和品牌可能是其他所有者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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