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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新技术推动社会
数字化转型

在全球经济进入数字化时期，数字化的转型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并且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数字化转型已经成

为新经济时代政府及产业界关注的重大课题。

十九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数字化转型，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审

时度势精心谋划超前布局力争主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建设数字

中国，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

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2018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定

义了“新基建”，把 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定义为“新

型基础设施建设”；在 2020 年 3 月国资委发文中，重申数字化转型

升级的国家性和紧迫性 ；在 2020 年 4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编制《关

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首次将数据

纳入要进行市场化配置的生产要素。

如今“数字化转型”又以重墨写入“十四五”规划和 2035 远景目标，

其对于国家以及行业发展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从宏观上看，加快数字

化发展，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转

型已然成为国之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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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的行业趋势

数字化转型的风起云涌来源于行业变革所产生的各类需求，而各类新兴技术的迅猛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了数字化转型的不断

演进，带动行业和技术不断展现出新的趋势。

企业数字化转型整体成熟度进一步提升

国内传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已经从部分行业头部企业的“可选项”转变为更多行业、更多企业的“必选项”。企业数字化转

型的整体成熟度、以及数字化转型在企业的战略高度均有提升。众多企业在数字化转型的资金、人才等资源方面的投入力

度不断加大。从管理者到员工普遍参与到数字化转型中，且对数字化转型的认识和理解进一步加深。

先行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步入良性循环，与滞后企业的差距不断扩大

国内众多行业头部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已经从最初的探索尝试阶段发展到数字化驱动运营阶段，转型效果显著。部分代表

性的先行企业借助数字化转型，挖掘企业的数据资产价值，发现新的业务价值点，助力产品和服务创新，衍生出全新的数

字化业务和商业模式，使数字化持续为企业业绩做出贡献，实现良性循环。数字化转型领先企业和滞后企业的业绩差距进

一步拉大。

人工智能成为企业推动数字化转型中落地应用最多的新技术之一

结合自身的数字化转型目标，众多走在数字转型前列的企业积极应用 AI、IoT、RPA、区块链等新技术。这些企业的探索

与实践为后来者们提供了宝贵的数字化转型经验。其中，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在众多行业中找到落地场景，成为帮助传统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工具。此外，IoT、RPA 等新技术也在企业推动财务数字化转型、生产制造和供应链管理数字化转

型等方面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业务部门与技术部门在数字化项目建设和落地中结合更为紧密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提出了业务和技术双轮驱动的要求。众多企业 CIO 的角色已经从单纯的“交付型”向“与业务深度结合”

的方向转变，其他的 CXO 们也相应地完成了角色转换和能力提升。在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业务部门和技术部门

的结合更为紧密。企业纷纷调整组织架构和工作流程，并通过各种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来推动技术部门和业务部门形成

敏捷的“积木型”密切协同团队。

更多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根据自身需求出发，选择“量体裁衣”

数字化转型是一个漫长且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同行业间以及不同类型企业间，数字化转型重点和路径差异非常大。相比于

最初的困惑和盲目，更多的企业从自身需求和痛点出发，根据企业自身的行业特点和业务发展阶段，寻找到适合企业自身

成熟度及发展战略的数字化转型方案，并依照急用先行的原则，把握好自己的节奏，有针对性地分阶段、分步骤地推进数

字化转型项目开发和落地。

新技术演进趋势

当前，以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区块链（Blockchain）、云计算（Cloud）、大数据（Data）、电子商

务（E-Commerce），以及物联网、边缘计算、5G 等为代表的各类新技术融合发展，推动着技术范式的转变，并与各行

业广泛的渗透和融通，成为新工业革命的主要驱动力，也成为改变生产方式、产业变革升级的强大新动能。与之相适应的

数字经济已成为当前发展最快、创新最活跃、辐射最广泛的经济活动。全球各大企业也纷纷把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战略的

核心要素之一。

电子商务的发展已经进一步展现出新的特征

充分体现出智能化、延展性、分工化、国际化等新的趋势，通过各类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可以

最大程度的满足每一位用户提供日益个性化的需求。

近七成的新兴技术由人工智能衍生，逐渐成为决胜企

业经营的核心技术，无论是数据挖掘还是人工智能算

法，都已经具备了很好的技术手段，同时人工智能能

够替代人类重复性工作，提升工作效率与用户体验，

拓展服务能力。

区块链技术凭借其技术公开、不可篡改和去中心化的

技术属性，拥有在各个领域应用的先天优势，因为本

质上区块链就是一种经济模式，主要解决非信任网络

的记账问题，如果说其他技术主要是生产力变革，区

块链更像是生产关系变革。

人工智能已经逐渐

迎来爆发和大规模应用

区块链技术近年来

越发受到广泛关注

包括计算、存储、网络在内的大量资源广泛分布在互

联网上，大量客户的应用和数据也已经离开了用户自

己的数据中心，并且这种趋势会越来越盛行。云计算

为各个行业应用提供统一平台，有效整合行业内各类

信息系统，消除信息孤岛，在充分考虑信息安全、监

管合规、数据隔离和中立性等要求的情况下，为处理

突发业务需求、部署业务快速上线，实现业务创新提

供有力支持。

在数据存储、数据分析、数据呈现和数据应用等方面，

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技术框架，同时为各个行业带来大

量数据种类和格式丰富、不同领域的大量数据，而基

于大数据的分析能够从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为精确

评估、预测以及产品和模式创新、提高经营效率提供

了新手段。

云计算的发展

促使大量的资源被托管在互联网上

大数据技术

随着发展已经趋于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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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物联网的发展从概念到技术研究、试点实验，都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正从单纯的设备与设备连接（M2M

），发展成为对资产的智能化赋能，伴随国家、企业在政策和资金方面的大力支持，政策、金融、研发机构、人员四大环

境会不断增强和投入，物联网将会顺应生产力变革的要求不断发展下去 ； 5G 和边缘计算的结合在垂直行业有着非常广

阔的应用前景，根据 Frost&Sullivan 预测，到 2022 年，90% 的工业企业将使用边缘计算将一些实时性要求高的数据

分析、智能处理和设备控制放在边缘运行，另外一些实时性要求不高、较长周期的大数据分析、AI 建模和参数优化放在

云端运行，以降低计算平台的能耗。

上述各类新兴技术并非彼此孤立，而是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例如，大数据提供基础资源，云计算是基础设

施，人工智能依托于云计算和大数据，推动各行业科技发展走向智能化时代。区块链为各类业务基础架构和交易机制的变

革创造了条件，它的实现离不开数据资源和计算分析能力的支撑。从未来发展趋势看，各类新兴技术在实际应用过程将变

得越来越紧密，彼此的技术边界在不断削弱，未来的技术创新将越来越多的集中在技术交叉和融合区域。

所有这些，都体现出数字化新技术的发展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并且逐渐成熟，数字化技术已经成为推动企业 IT 架构转

型乃至数字化转型的巨大动力。对于企业，需要认识到不断研究数字化新技术在新的业务场景中如何更好的进行应用，使

新兴技术真正成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手段。

数字化转型深刻改变业务形态

数字经济则意味着数字化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而数字化转型则是各类社会经济实体进入数字经济的主要途径，正

在深刻变革全球生产组织和贸易结构、重新定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全面重塑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式，也在不断改变着行业

的业务形态。

例如在教育行业，随着数字化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的不断深化，人类的知识和教育正在被重新定义，传统的教

育理念、教育模式、管理模式、治理体系，乃至整个教育生态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智慧教育倡导以智能技术赋能教育变革，

促进教育教学模式的深层次变革，全面提升教育服务能力，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智能时代教育的新

生态，为破解教育热点、难点、痛点问题提供新的契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升和智能时代的加速到来，未来学校发展将

突出个性和创新，从知识的传播与消费转向知识的创造与分享。学校原有工业化教学方式正在往智能时代转变，学习的目

的也从人才分层向学习习惯培养、知识构建进行转变。学科建设也从单一的专业知识培养转化为交叉学科融合。教师、家庭、

社会的参与也将促进未来的教育模式加速颠覆现有已知的教育模式，学习内容、学习资源、教学模式、管理方式、评价体系、

教师角色等革新都将促进智慧教育不断加速迭代。

在金融行业，金融科技的首要任务仍旧落在推行数字化战略上。虽然数字化转型一直是金融行业的首要任务，但转型的步

伐已经发生了实质性变化，疫情的出现，使得金融行业的数字化转型迫在眉睫，对数字创新技术和数字化转型的投资成为

重点，更多的金融机构认识到数字化成为业务增长的核心动力。银行业的金融科技创新着重于如何重塑客户体验、加速渠

道变革、提高金融产品创新速度，以及优化运营管理 ；保险业则在思考如何利用科技重构保险生态，如何依托科技提供的

强大驱动力，发现新的增长赛道和模式，实现全新的高质量增长 ；证券行业的资金管理业务成为新的增长引擎，但对技术

和业务能力提出挑战，加强风险控制刻不容缓，这些复杂的新境况，让证券企业的业务转型走上了传统业务和新业务双轮

驱动的必由之路，相应地，IT 系统的变革也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证券业希望通过交易线上化来拓展互联网金融服务差

异化，降低经营成本，另外，云计算与大数据的基础建设，以及 AI/OCR、RPA/IPA 等技术逐步取代流程化或重复性作业

等应用场景的技术应用将作为整体的重点投入对象。

医疗行业同样正在经历翻天覆地的数字化转型。三甲医院信息化进入初步成熟阶段，普惠发展、科研临床、互联互通成未

来增长点，随着正在进入临床诊疗数据的智慧应用阶段，对于各类数字化支撑手段产生了较大的依赖 ；伴随着物联网的普

及、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临床辅助决策、医疗数据共享、药物研发、保险支付、公共卫生等领域都将迎来突破，

带动医疗机构服务增量的发展，医疗大数据应用场景将进一步丰富和成熟 ；最后，“互联网 + 慢病管理”领域成为“医疗

人工智能”后的另一个竞争蓝海，当前，正在形成以互联网慢病管理平台为核心，以“肿瘤早筛、疾病复诊、慢病管理” 

为主要服务的生态系统。其中，各类数字化手段将起到链接、资源整合与流量入口的功能，串联起整个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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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联想数字化转型
历程及经验总结

联想是一家年收入 600 亿美元的《财富》世界 500 强公司，

2021 年《财富》排名第 159 位，相比 2020 年提高了 65

位。20/21 财年营业额 4116 亿元，其中软件与服务营业

额 330 亿元，同比增长 40%，联想服务的客户遍布全球

180 个市场。为实现“智能，为每一个可能”的公司愿景，

联想通过开发改变世界的技术，提供创新智能设备与基础

设施，打造智能化解决方案、服务与软件，赋能全球亿万

消费者，携手成就一个更加包容、值得信赖和可持续发展

的数字化未来。

联想拥有三个业务集团，包括专注于各种智能设备和物联

网的智能设备业务集团、专注于智能基础设施的基础设施

方案业务集团（原数据中心业务集团）、以及专注于行业智

能与服务的方案服务业务集团，这三个业务集团分别承接

我们的智能化变革 3S 战略，也就是智能物联网、智能基

础设施和行业智能的业务落地，其中方案服务业务集团还

是公司转型的先锋与动力。在新 IT 时代，联想将持续深化

自身的智能化转型，并进一步用技术、服务和解决方案助

力各行业进行转型升级，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联想在自身转型过程中，非常重视研发的投入，每年研发

投入 160 亿元，中国科技企业排名第二，专利及专利申请 

29000+，中国科技企业排名前三，在全球研发总部（北京）

有超过 500 名科学家。联想吸引了一大批国内外领先人才，

其中以联想研究院芮勇博士和范建平博士为代表，他们所

领导的人工智能研发团队在行业内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尤

其在今年国际智能运维挑战赛中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至今，联想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边缘计算、物

联网、双链融合的供应链等领域的布局已形成完整体系。

在人工智能领域，联想 LiCO HPC 智能高性能计算平台在

支撑 LEAP 大数据平台和联想大脑人工智能平台的基础上，

可以为各个行业客户和行业应用提供最广泛的支撑，包括智

能制造领域的工业预测与健康管理、机器视觉识别、生产预

测、物流优化 / 仓储优化 / 路线优化 ；智慧医疗领域的脑退

化诊疗、癌症预测、AR/VR 远程诊疗 ；智慧金融领域的金

融反欺诈、智能投顾、数据中心智能运维 ；智慧城市领域的

公共资源调度指挥、交通实时在线仿真、危险品识别与检测、

农业产销量预测 ；新零售领域的门店选址、顾客识别、营销

信息推送、智能客服等等。

联想集团介绍

联想的“端 - 边 - 云 - 网 - 智”产品布局，可以为客户

提供全系列的产品和技术支撑，包括以 LeapIOP 物联网

平台、CMP 管理平台、时序数据库等为代表的物联网体

系 ；以工业以太网、数采盒子、AI 盒子、AR 眼镜为代表

的边缘计算体系；以服务器、存储、网络、超融合、虚拟化、

Docker 等为代表的云计算体系 ；以 LeapHD 大数据平台、

炼 AI 大师、联想大脑、CV-AR 平台、Inference Server

推理服务器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体系 ；以及其他 AR/

VR、阿凡达、区块链、数字孪生、工业互联网等技术体系。

这些产品和技术成果，很多都是联想在自身转型实践中通

过不断吸收和总结各类经验，所创造出的科研成果，这些

成果将会助力不同行业的客户完成其各自的数字化转型。

2020 年，联想凭借多年持续深耕核心技术创新，不断提

升自主创新能力，成功入选“China Built”新基建十大企

业之一。在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下，基础设施的升维迫在

眉睫，新基建作为引领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和新一代

中国版信息高速公路的重要引擎，对国家经济和科技产业

的重要性和长期价值不言而喻。联想之所以能够入选，其

优势体现在领跑全球 PC 市场的同时，构建了贯穿信息集

成设施和融合基础设施的新基建矩阵，覆盖 5G、云计算、

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多个领域。尤

其在高性能计算领域蝉联领跑全球企业，工业互联网领域

也建立了领先优势。

在全球供应链领域，联想同样展现了强大的实力，即使在

疫情肆虐的 2020 年仍可保障全球订单按时供货。联想在

Gartner 供应链体系全球 25 强 2021 年榜单中排名第 16

位，是中国唯一一家上榜的高科技制造企业。

多年以来，联想持续贯彻“城市合伙人”理念，服务政府

和企业实现碳达峰发展模式。联想通过水冷却技术助力绿

色数据中心建设、通过能源大数据中心挖掘能源大户数据

价值，以此助力政府和企业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通过提供

服务器等硬件设备设施、多云平台、技术和服务底座构建

绿色 IT 基础算力 ；通过整合内外部及上下游生态开放合作

与运营，助力创新场景和城市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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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数字化转型历程

2014-2015 年，是联想数字化转型的试点阶段，关注点主要在于有业务需求时如何满足，为此联想开展了如

下举措 :

 ● 满足业务零散数字化需求 ；

 ● IT 部门以小分队形式攻坚 ；

 ● 技术架构进行小范围试点优化 ；

 ● 尝试应用新技术并进行吸收学习 ；

2016 年是联想数字化转型整体规划的关键一年，重点关注于建立体系化的数字化转型思路和方法，其具体举

措包括 :

 ● 从全集体角度出发考虑数字化转型诉求 ；

 ● 在高层领导层面达成共识 ；

 ● 进行数字化业务价值梳理 ；

 ● 定义应用场景及业务框架 ；

 ● 进行技术架构的优化及重构 ；

1984-1993 年
是联想的创业时期，11 位创业者以 20 万元启动资金，以代理分销业务起步，这个阶段主要着重于市场化企业管理，

建立起相应的文化和机制；

1994-2003 年
是联想的 PC 品牌时期，这个阶段的整体营业规模不到 200 亿人民币，全球份额不足 3%，通过单一的本土管理团队，

迅速跃升为中国行业标杆企业，这个阶段的重点是渠道服务、高效运作、以及产品创新；

2004-2013 年
是联想的双循环时期，着重于内循环与外循环结合、效率与创新平衡，实现了 PC 销量 5500 万台，做到了全球

17.8% 的第一份额，营业额也达到了 2400 亿人民币，成为国际知名品牌；

2014- 今天
是联想数字化大发展的时期，围绕数字化转型打造核心产品与方案，智能设备、智能基础架构、行业智能解决方案与产

品并驾齐驱，全部营业额达到 4116 亿人民币，且 70% 来自海外，成为《财富》500 强第 159 位，全球员工 57,000 人，

70% 在中国。联想 2014 年之后的数字化转型，几乎每 1-2 年就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这也是联想近年来不断进步的

保障所在。

联想从 1984 年成立以来，自身发展经历了若干个阶段 :

2017-2019 年是联想数字化转型全面推广的阶段，在这段时间，联想着重于向数字化原生组织转型，以数字

化技术引领数字化业务创新 :

 ● 数次调整集团业务单元架构 ；

 ● 进行数字化转型全员宣贯，推广敏捷文化 ；

 ● 建立面向新 IT 的数字原生组织，支持双态、云化等新架构的运营 ；

 ● 根据新 IT 技术架构，新应用根据新架构进行开发部署，并逐步将老系统向新架构进行迁移 ；

而 2020 年之后则是联想数字化转型的持续优化阶段，联想在已形成的数字化运营机制下，根据市场变化快速

进行业务、技术、组织的迭代，取得了显著的效果，部分关键举措包括 :

 ● 根据市场变化，特别是后疫情时代、双循环、新基建的需求，持续对集团业务单元架构及运营机制进行优化，成立创投、

供应链服务、服务方案等新业务单元 ；

 ● 建立“内生外化”机制，将已形成的数字化能力向外输出 ；



员工生产力

数字化转型对员工生产力的提升体现在通过移动、数据访问和辅助流程等工具来提高员工的生产效率。在联想内部，通过

启用一系列包括移动办公门户、Office 套件、电子邮件、标准化 PC 影像管理在内的数字设备、工具和解决方案，可以方

便员工随时随地的工作 ；在协同共享领域，通过在线会议系统（Lync/Teams, ThinkSmart HUB, Zoom, Polycom）、在

线会议设备、文件协同（sharepoint），实现沟通、信息共享和协作的高效运转 ；通过内部门户网站（home、Lenovo 

Central, Mysite）、办公助手（ADM & Visit Lenovo Portal）等智慧办公室体系的建设，可以建立起员工体验门户，从而

传递企业价值，优化日常运营效率 ；在员工服务领域，通过智能工作区（会议室实时预订 , 班车服务等）、传染病控制（健

康报告 , 口罩分发，测温闸机）等措施，建立起工作场所智能管理办公室解决方案，提高用户体验和效率 ；同时通过技能

自动认证、智能排岗、精细化管控、人力需求与计算、人员招聘与管理、人员预测、技能管理、绩效管理等措施，建立起

数字化人员全生命周期管理，提升人员的综合利用率。所有这些数字化手段，极大的提升了联想的员工生产力。

数字化企业是以客户为中心、通过数字化技术推动自身业务重塑和转型的企业。联想对 IT 和企业决策者的调查结果显示，

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将为企业带来员工生产力提升、数据驱动业务价值提升、客户体验提升等八个方面的价值。

联想数字化转型的业务价值

联想数字化转型的业务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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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提升员工生产力

数据驱动业务

随着数字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数字技术已经渗透到了工业企业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使得工业企业所拥有的数据日益丰富。

工业大数据呈现出大体量、多源性、连续采样、价值密度低、动态性强等特点。在联想的工厂里，已经通过采用各类数字

化技术对传统工业产线带来了颠覆性、革命性的影响。包括二维码、RFID、传感器、工控系统、物联网、ERP、CRM 在

内的广泛应用，推动了联想生产企业各生产流程环节的互联互通，促进了互联网与工业融合发展。

联想在数字化转型之前，在面对客户与市场的时候，普遍存在大量与数据相关的痛点，包括数据孤岛、数据的不一致性、

大量手工数据、数据分析滞后等，这些痛点对业务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联想充分意识到构建数据能力对业务的重要意义，

经过分析、调研、大量的实践，使数据真正成为促进业务增长的利器。

今天，在联想工厂的产线上，安装有数以千计的小型传感器，来探测温度、压力、热能、振动和噪声等，利用这些数据可

以实现很多形式的分析，包括设备诊断、用电量分析、能耗分析、质量事故分析（包括违反生产规定、零部件故障）等。

在生产过程中使用这些大数据，就能分析整个生产流程，一旦某个流程偏离了标准工艺，就会发出报警信号，快速地发现

错误或者瓶颈所在。

数据智能还可以优化生产过程，通过将生产制造各个环节的数据整合集聚，并对产品生产过程建立虚拟模型，可以实现对

生产流程的仿真和优化。当所有流程和绩效数据都能在系统中重建时，对各环节制造数据的集成分析就会促使产线改进生

产流程。例如，在能耗分析方面，在设备生产过程中利用传感器集中监控所有的生产流程，能够发现能耗的异常或峰值情形，

由此便可在生产过程中优化能源的消耗，对所有流程进行分析，此举将会大大降低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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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安全、优化的随时随地可以获得的
移动应用

通过数据收集和分析来理解客户需求，
满足客户的体验

对业务和/或流程进行数字化优化，提高
流程自动化程度

通过移动、数据访问和辅助流程等工具
来提高员工的生产率

全球数据和信息的流动，使商品、服务、
金融和人员的流动成为可能

通过数据可用性和可见性更好地
管理业务表现的能力

通过数字化产品升级，或开发
新的产品 / 服务实现营收增长

开发新的数字业务 / 收入流

移动
业务

流程
自动化

客户
体验

收入
来源

数据驱
动业务

流程
创新

员工
生产力

供应链
优化

企业
数字化
转型

员工生产力客户旅程

IT解决方案

IT产品

服务规模

协同工作 智慧办公室 员工服务 智慧班组

通过启用数字设备、工
具和解决方案，使员工
能够随时随地工作

通过沟通、信息共享   
和协作实现有效合作

建立员工体验门户，传
递企业价值，优化日常
运营效率

通过工作场所智能管理构
建智能办公室解决方案，
提高用户体验和效率

建立数字化人员全生命
周期管理，提升人员的
综合利用率

Office 套件 （Microsoft 

365）  

标准化 PC 映像管理

电子邮件

（Exchange/Outlook） 

移动办公门户（Cochat）

技能自动认证

智能排岗

精细化管控

人力需求与计算

人员招聘与管理

人员预测

技能管理

绩效管理

内部门户网站 （home，

Lenovo Central，Mysite）   

办公助手 （ADM&Visit 

Lenovo Portal）

在线会议系统

（Lync/Teams，

ThinkSmart HUB，

Zoom，Polycom）

在线会议设备

文件协同 （Sharepoint）

#of Users: 58K    
#of PC: 42K   
#of Email （sent per day） : 600K   
#of Mobility Users （MAU） : 20K

# of  Conference Call/P2P 
call （per month） : 3.8M/800K     

#of Shared Doc （DAU） : 73K

#of  Intranet users （MAU） : 
14K，19K，23K for 3 sites

Footprint : 2 sites in China 
with deployment，2 ROW 
sites WIP

智能工作区 （会议室实时

预定，班车服务等）  

传染病控制 （健康报告，口

罩分发，测温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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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体验

以互联网为依托，通过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手段，联想对商品的生产、流通

与销售过程进行升级改造，进而重塑业态结构与生态圈，并对线上服务、线下体验以及现

代物流进行深度融合，建立起新的零售模式。通过推动线上与线下的一体化进程，使线上

的互联网力量和线下的实体店终端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合力，从而完成电商平台和实体零售

店面在商业维度上的优化升级，促成客户从价格消费向价值消费的转型。

遍布各地的体验店，可以让顾客全程体验商品，有专人介绍指导，最重要的是可以最大限

度的减少存货，从而节省仓储成本。通过 APP 和实体店相结合的销售模式，顾客只需扫

描商品上的专属二维码，线上下单，实体店直接配货送到家，享受同等的优惠而且便利，

用户得到了满意的体验，联想也省去了中间环节，大大节约了商品成本。

数字化带来的客户体验提升

移动业务

联想移动业务的目标是为全体员工提供安全、优化的随时随地可以获得的移动应用，随着

移动技术的不断发展，智能手机和移动应用（APP）已经全面渗透到了日常工作的方方面面，

联想的移动应用已经被广泛的应用到不同业务场景中，包括工厂生产线上的工人，联想的

销售人员，以及日常的办公人员。

对产线上的工人

在产线上，通过引入支持移动应用的 MES/MOM 系统，可以随时通过局域网分发工单

到工人的手机（或工业 PDA）上 ；工人完成工作通过手机报工，数据瞬间回传至 MES/

MOM 系统，系统立刻就能统计出当前的进度和工作量，通过准确和及时的数据采集，系

统可以根据某工件的平均加工时间，精准预测尚未执行的工单的开始 - 结束时间，并以甘

特图等样式形象地展示出来，车间主任不仅对生产交期一目了然，即便有插单也很容易评

估其带来的整体影响。对于离散制造业普遍存在将加工文件向机台传输与发放工艺文件，

通过移动手段，只需手机轻轻一点，即可下发文件到机床。极大提升了效率，也可以实时

掌握进度。对于工单查询、文档查询，手册查询，都可以通过移动手段，配合二维码、条码、

RFID 等标识与解析技术，掏出手机或 PAD 即可解决。

对一线销售人员

对于一线销售人员，需要经常拜访客户，通过联想的移动手段，销售人员可以随时随地的

查询公司产品特性、向客户介绍不同的方案和应用场景、乃至在需要的时候随时联系后台

的技术支持人员向客户进行深度讲解，这些措施可以帮助销售人员更迅速的把握客户需求，

给出对应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加强自身竞争力，给销售人员和客户带来了高效、方便的体验。

对办公室人员

联想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和产品工具，为所有员工提供一站式的移动门户，方便所有员

工日常工作，包括，即时通讯 / 群沟通 ；联系人、邮件及日历集成 ；流程审批 ；园区服

务 ( 如停车，服务站等 ) ；新闻及论坛 ；事件及活动 ( 例如运动群 , 论坛 , 感谢等 )。通

过移动业务体系的建设，收获了巨大的业务价值，当前一站式门户月活跃用户 2 万以上，

用户 NPS 达到 38，保持连续 3 年增长 ；从生产力收益角度估计，通过更方便的移动访

问功能，每年节省约 20,000 小时 ；一站式门户还促进了企业文化推广和员工敬业度的

提升。

创新

自然语义处理

机器学习

高级分析

大数据

RPA

追求卓越运营 主动预测 效益改善 成本有效 客户体验

主动监测 智能用户交互 自动化问题解决 360度客户洞察

端到端 IT 监控

端到端业务
数据一致性监测

问题分析 &自愈

智能聊天机器人

线上教育

问题发现及跟踪

自动化问题解决

自动化运营平台

IT 及业务 RPA

实时服务管理
/ 仪表盘

360 度应用
健康分析

360 度客户
体验分析

AIOPS 基础平台  IT 用户自服务 智能推荐引擎 智能分析引擎 运营数据湖

IT 运营管理及治理 服务战略 服务变革服务设计 服务运营 持续优化

为了最大化客户满意度，联想建立起以 IT 运营管理及治理平台、AIOPS 基础平台为基础

的客户体验管理系统，以各类数据提取分析为基础，通过端到端的监控、端到端业务数据

一致性监测，实现对客户体验的主动监测 ；通过智能聊天机器人、线上教育、问题发现及

跟踪实现智能用户交互 ；通过自动化问题解决、IT 及业务 RPA 等手段加速客户问题处理 ；

以实时服务管理仪表盘、360 度健康分析、360 度用户体验分析实现客户洞察，最大化的

提升客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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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自动化

联想在近年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通过广泛采用流程自动化机器人（RPA），实现了对业务和流程的数字化优化，极大的

提高了流程自动化程度。相比传统工作模式，RPA 体现出了数字化的明显优势 : 通过成熟的解决方案，可以在短时间内

完成开发部署和效果呈现，快速响应业务变化 ；全天候 7*24 小时不间断智能服务带来了高效的生产力，智能化监控方案，

可以及时发现异常并告警 ；模拟人工在 Windows 的操作，在不改变现有系统的情况下实现跨系统平台的数据导入导出和

处理，实现跨系统协同 ；结合文字识别 / 自然语言处理等 AI 技术，还可以增强机器人智能化处理问题的能力，拓展自动化

流程的应用边界。

联想的 RPA 流程自动化已经做到了全业务覆盖，可以完成的工作包括 : 财务管理中的应收账款，开票，采购付款，收款，

财务报告，资产管理，财务分析 ；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入职，考勤，人事档案，福利管理，合规报告，薪酬，数据录入，教

育培训，招聘 ；审计中的员工报销审计，供应商订单审计，用户订单审计 ；IT 管理中的软件安装，文件管理，邮件管理，

数据集成，批处理，服务器监控，应用监控 ；供应链管理中的存货管理，采购需求计划，物流配送，退货处理。

移动业务带来的价值提升

在用户触达方面，提供 RPA 用户自服务平台，员工可以通过该平台完成大量自助服务，包括定时任务、日志查询 ；而联

想的聊天机器人 24 小时在线，按需启动自动化流程，无需管理人员介入，实现用户自助 ；通过联想乐聊移动端自动化工

具，不受时间空间限制，任何时候都能通过手机端服务启动自动化流程。这些系统和工具的部署，极大的降低了内部业务

和 IT 的工作量，也提高了员工的工作效率。

流程自动化能力的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收益。日常员工效率平均提升 5~8 倍 ；机器人的成本低于全职雇员，成本每年节省

1300 万 ；通过强监控和审核能力，提升数据安全，降低数据泄露 ；操作精准，规避人工操作失误 ；释放压力，释放重复

工作，获得了用户满意度的提升。

收入来源

数字化技术的采用，可以起到开源的作用，帮助企业开发新的数字业务 / 收入流。联想数字化转型实施以来，通过在线电

商平台、数字化门店、全渠道融合、以及忠诚计划等多种方法和手段，拓展了各主营业务的收入，当前各类数字化交易入

口和手段，已经成为联想重要的收入来源。

 ● 在线电商平台:可以充分利用数字化原生技术的各种技术优势实现快速搭建、聚合支付、统一搜索等，比如低代码快速建站、

低代码快速搭建移动应用、聚合银行与各种第三方支付渠道、搭建企业用户的交流和活动社区，发布企业营销活动，建

立用户与企业的良性沟通渠道 ；

 ● 数字化门店 : 通过智能促销和运营管理，演示设备上的软件（PC / Phone / PAD / Screen）；通过智能大屏实现集中式

商店屏幕管理，对于营销内容，可以确保在正确的地点 / 时间推送正确的内容 ；通过数字化店内客流分析与优化系统实

现客流热力图趋势分析 ；通过专为商店经理和店员运营日常商店而设计的一体化移动应用解决方案，辅助店员日常工作 ；

 ● 全渠道融合 : 可以将消费者与联想渠道的电子商店及其实体店联系起来 ；

 ● 忠诚计划 : 通过企业会员平台，整合客户信息，从多个平台直接吸引、接触和转化客户 ；

产品创新

数字化产品创新能力，体现在通过数字化手段，促进现有产品的升级，或开发新的产品 / 服务实现营收增长。产品数字化

创新技术包括一系列辅助企业进行产品创新的方法 / 标准、技术及软硬件产品，包括产品创新与仿真、制造、工艺和产品

创新过程的管理、设计方法学、计算机辅助创新（CAI）、快速成型、逆向工程等，实现与客户和供应商的研发协作，帮助

制造企业高效率地开发出先进、实用、高性能价格比的产品。

作为高科技和制造业的典型代表，联想通过数字化技术完善了整个智能制造体系，从数据采集状态感知、实时分析动态管

理、科学决策精准执行等多个领域实现了创新和提升。实现了对制造执行管理（Le-MES）、精益管理（Pulling/Andon）、

工艺管理（S-BOP）、设备工装管理（S-TPM）、现场物料管理（Digital Material）、数字化用工管理（Digital DL）等

生产要素的流程管理 ；以及综合计划管理（IPS & ADS）、数字化质量管理（DQM）、供应链协作（SCC）、仓储管理系

统（WMS）、运输管理系统（TMS）等水平协同 ；另外还通过工厂绩效管理中心（Digital Performance）以及集团数智

运营中心（DIOC）提升了科学决策能力。所有这些都对产品创新和研发打造了坚实的基础。

痛点 应用 价值

移动对于支持员工的生产力变得更重要

●     全球员工进行安全的信息交互

●     易于连接到全球所有员工

●     一站式随时随地访问办公资源

●     随时访问可用的园区服务

●     鼓励员工积极参与与企业文化活动

●     易于定制的工具，以敏捷的方式支持活
动和事件

为所有员工提供一站式移动门户

●     即时通讯 / 群沟通

●     联系人，邮件及
日历集成

●     审批

√  月活跃用户 2 万以上

√  用户 NPS 达到 38，
持续 3 年增长   

√  生产力收益估计：通过更方便的移动
访问功能，每年节省约 20,000 小时

√  支持企业文化推广和
员工敬业度提升

●     园区服务（如停车，
服务站等）  

●     新闻及论坛

●     事件及活动（例如
运 动 群，论 坛，感
谢等）

联想流程概览

用户触达 RPA 流程自动化 全业务覆盖 价值输出

快速部署

成熟的解决方案，短
时间内完成开发部署
和效果呈现，快速响
应业务变化

跨系统协同

模拟人工在Windows
的操作，在不改变现
有系统的情况下实现
跨系统的数据导入导
出和处理。

全天候值守

7*24小时不间断智能
服务带来高效的生产
力。随时提供智能化监
控方案，及时发现异常
并告警。

财务管理

应收账款，开票，采购付款，收款，
财务报告，资产管理，财务分析

人力资源

入职，考勤，人事档案，福利管理，
合规报告，薪酬，数据录入，
教育培训，招聘

审计

员工报销审计，供应商订单审计，
用户订单审计

IT管理

软件安装，文件管理，邮件管理，数据
集成，批处理，服务器监控，应用监控

供应链管理

存货管理，采购需求计划，物流配送，
退货处理

智能互联

结合文字识别 / 自然语
言处理等AI技术，增强
机器人智能化处理问题
能力，拓展自动化流程
的应用边界。

自服务平台    

RPA用户 

自助服务：机器人上线，定时
任务，日志查询。

聊天机器人

对话机器人

按需启动自动化流程，无需管
理人员介入，实现用户自助。

乐聊

移动端

不受时间空间限制，任何时候
都能通过手机端服务启动自动
化流程

联想云基础架构

效率提升    

效率平均提升5-8倍

成本下降  

机器人的成本低于全职雇
员，省1300万/每年

数据安全

强监控和审核能力，降低
数据泄露

用户满意度提升

释放压力，释放重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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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优化

全球数据和信息的流动，使商品、服务、金融和人员的流动成为可能。联想重构后的敏态数字化供应链创新体系，包含了

一系列关键组成，包括前端智能采购、数字化计划管理平台、全球物流平台、智能供应链、智能制造、数字化质量管理平台，

这些关键组成充分利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前沿技术，极大提升了联想卓越运营的能力。

供应链优化流程

联想数字化供应链的建设和优化，以连接为基础，包括与上游供应商系统的连接、与内部 ERP 的连接、通过 API 与智慧

门店和商城的相连、以及与用户使用的 SaaS 平台的连接。通过连接采购端与供应商端，将客户需求和产品供给的信息流

打通，确保供需的精准匹配，从而从系统层面打通数据流，让数据能够在供应链上下游实时的、准确地流动，既确保从客

户需求预测到库存计划再到供给计划正向匹配，又能够基于大数据对供需匹配进行逆向修正，实现了从订单到支付的全流

程在线协同，大大提高整体采购效率。除此之外，基于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在销售预测、自动补货，库容计划等

各链路节点，实现数据决策和系统智能触发，以数字化手段提高整体管理效率。

业务转型对 IT 带来的挑战及应对

联想的传统 IT 向新 IT 转型受两方面驱动，一是业务数字化转型带来大量的敏捷、创新要求 ；二是不断产生的数字化业务

场景要求快速采用新技术，由此对整个应用架构和技术架构带来了转型的迫切要求。

联想在若干年前就已经清晰的意识到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战略发展的重要意义，但是和大多数制造业企业一样，在刚开始

数字化转型的时候，对于如何开展数字化转型，并没有形成清晰的思路，遭遇了很多挑战 :

只知技术，不知场景

联想在数字化转型之初急切的希望通过采用领先技术加速业务的增长，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发现，单纯的引入技术并不能达

到预期的目标，业务场景领域，虽已开始探索，但业务场景缺乏积累与参考，缺乏数字化业务场景的业务价值支撑。领先

技术的引进必须与业务场景相适应，通过与场景的融合才能发挥技术的优势。

有数据，但是不能直接用

联想从生产到销售的链路长、环节多，虽有数据沉淀，但存在分散在不同系统、数据口径不一致、数据颗粒度粗、更新频

率低等问题。在过往发展的历程中，逐步建立起包括 ERP 系统、CRM 系统、供应链等系统，以及后期的各类电商平台数

据系统，导致不同系统间数据统计的口径不一致。从而导致各类数据无法满足更新频率、内部报表、市场洞察等需求，对

效率提升形成阻碍。

知道数据有用，但不知道怎么用

在数字化转型之前，联想对数据的应用多为简单的数据收集、统计、对比，对数据进行深挖与洞察方面仍存在大量不足，

未能将数据分析方法与实际业务场景决策、流程相结合，缺乏数据应用实践案例。数据价值分析的滞后性将降低员工主动

推进业务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性，延缓业务整体数字化转型步伐，使得内部难以构建在数字化时代的“先发优势”。

组织架构和人员能力无法适应数字化转型的需求

数字化转型最终需要落实到人员的能力提升与转型，联想在转型之初，人员的数字化能力差异较大，人员的提升很多停留

在培训层面，与业务人员的实际工作及业务场景结合度有限，难以让课程参与人员切实带来业务价值，业务团队基于数字

化的创新能力与精细化运营能力难以被充分激活。传统 IT 组织无论从职能定位、职责分工、治理模式、开发运维分工等各

方面都无法适应或满足业务数字化带来的敏捷、创新业务的要求，亟待转型。

传统 IT 架构受到挑战

随着数字化转型的逐层深入，业务部门呈现出越来越多的需求，大量数字化技术的采用，冲击了传统的应用架构与技术架构，

原有架构已经成为大规模推广数字化技术应用的障碍和壁垒，这对传统的 IT 架构带来了急剧的挑战，内部 IT 部门因为无

法迅速满足业务需求而感受了巨大的压力。

基于上述面临的各类挑战，联想逐步认识到，必须在业务场景、组织能力、技术架构等领域分别采取了一系列相关举措推

进转型，这些因素将是数字化转型成功与否的关键。

IoT

SaaS

Analytics

Mobile

NPL

AI

数字化转型 卓越运营

分级供应商

数字化计划管理平台 全球物流平台 智能制造

智能供应链

采购协同中心

智能采购

供应商主数据

并发规划
S&OP

预测模型 物流规划

运输管理 合约及速度

入站适配

出站适配

智能物流

控制中心

单信任源

KPI管理

端到端可视化

联想核心制造系统

数字孪生

智能制造

物联网

集成计划方案

假定推测

全球总体规划

多角度
供应商扫描

目录管理

采购计划

采购订单

分级供应商
3PL

退料审查

采购 计划 制造 质量 物流 交付 财务

供应商 / ODM 3PL 生产基地 配送中心 运输 渠道/商店 最终客户

需求及供应生态系统 寻源及采购 制造及网络设计 供应链分级 环境及社会治理

业务流程及运营

记录系统（稳态）
供应链业务管理系统

创
新

系
统

（
敏

态
）

预测分析

数字孪生

物联网

区块链

创新基础 

数字化质量管理平台

客户质量管理

产品质量管理

供应链质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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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IT 组织创新

联想传统IT组织架构

联想业务

CIO办公室

应用开发团队
-研发

应用开发团队
-生产

应用开发团队
-供应链

应用开发团队
-其他

基础架构及云团队

运维服务及安全管理团队

联想新IT组织架构    

传统业务

 BT
(推动传统业务数字化转型)

联想
百应

联想
新零售

联想
供应链
服务

IT共享
服务中心 

CIO办公室

敏捷开发中心

云服务中心

支持 支持

全球运维中心

数字化创新业务

数字化转型关注的领域

业务场景

联想作为一家高科技制造业企业，历史上拥有大量的传统业务系统，也有很多碎片化的数据以及复杂和不一致的流程，在

开展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将这些系统彻底推翻重建是不现实的，同时在面临新的市场条件下，又需要建设更多的新系统

满足新兴数字化业务的需求，为了同时满足老旧系统改造以及建设新兴系统，联想明确了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快速扩展

的战略举措。

在制定了清晰的数字化转型路线的基础上，选择特定的场景作为突破点，这些场景可以是数字规划、数字生产线、数字营

销体系、智能运维管理等，继而小量试用一些产品 / 服务以验证功能和能力。此外，可将这些经过验证的功能扩展到其他领域，

以实现持续迭代演进。通过大量采用包括敏捷开发、DevOps、微服务等在内的云原生技术，构建强大的组织团队和持续

创新的精神，确保数字化转型的成功。

为了适应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对组织能力提升的要求，联想通过三大措施完成了所必须的组织转型。

数字化创新业务“数字原生组织”

 √ 完全依托数字化手段形成的新业务领域，包括百应、新零售、供应链服务 ；

 √ 从原有业务组织、外部招聘、IT 组织抽调一部分 IT 专家共同打造新的业务单元，用数字化技术为依托形成新的数字化

业务领域 ；

传统业务数字化“BT 组织”

 √ 建立全新的 BT 组织，任命首席数字转型官带领 BT 组织 ；

 √ 成员来自于业务部门业务专家及原 IT 组织中应用专家，推动从研发、生产、销售、供应链、服务各领域，在集团数字

化转型规划指导下进行数字化转型设计 ；

优化成本“IT 共享中心”

 √ 原 CIO 带领剩下的 IT 组织转型为全球 IT 共享服务中心 ；

 √ 对整个集团提供全球机房、网络、技术架构、开发测试服务、安全管理、预算管理和项目管理等专业领域的技术服务支持；

组织能力

数字化转型首先需要推动组织进行转型，从传统的 IT 组织转型为数字原生组织，其中数字化创新业务应为端到端组织，同

时整合业务专家与 IT 专家建立 BT 组织，其余组织转型为共享服务中心，前两组织是企业数字化转型推手，推动企业进行

数字化转型的种子队。另外，组织架构转型需挑选合适时机，太早将不具备推手作用，太晚则延误组织转型时机。数字化转型
IT 挑战

业务
场景

组织
能力

技术
架构

虽已开始探索，但业务场景缺乏积累与参考，

更缺乏数字化业务场景的业务价值支撑。

传统 IT 组织无论从职能定位、职责分工、治理模式、开发运维分工等各方面都无法适应

或满足业务数字化带来的敏捷、创新业务的要求， 亟需转型。

大量数字化技术的采用，冲击了传统的应用架构与技术架构，原有架构已经成为大规模

推广数字化技术应用的障碍和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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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架构

新技术浪潮不断冲击下，联想的 IT 技术架构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

对敏捷能力提出极高要求

 √ 改变传统的应用开发模式以适应业务功能快速迭代的需求 ；

 √ 形成更敏捷的开发运维生命周期，不断迭代 ；

如何更好地利用数据推动业务

 √ 如何真正帮助决策 ；

 √ 如何更好地发现数据的业务价值 ；

 √ 海量数据如何进行更智能的分析 ；

如何应对双态化的应用要求

 √ 正确理解敏态业务及稳态业务需求 ；

 √ 改一刀切的系统规划建设方式为依据业务形态进行设计和建设 ；

 √ 更合理地应用新技术支撑不同形态的应用 ；

云边协同的算力要求

 √ 集中和云化不是一切，更合理地根据业务布局及计算需求部署算力 ；

 √ 提供最优的用户访问体验以及最佳数据采集、处理方式 ；

双态架构下的统一容灾、安全、运维

 √ 敏态架构下容灾、安全、运维的技术栈完全不同，需要设计能够对两种形态下的容灾、安全、运维进行统一管理的体系架构。

为了应对数字化转型的挑战，联想着力构建和提升四大能力，确保联想数字化转型战略目标的实现，这四大能力分别是 :

支持创新型业务快速发展的能力、快速应用迭代的能力、数据驱动业务的能力、更合理提供算力的能力。

支持创新型业务快速发展的能力

 √ 正确理解并采用敏态 / 稳态架构支撑敏态及稳态业务发展 ；

 √ 依据实际应用部署、安全需求选择公有云 / 私有云或混合云 ；

 √ 充分利用容器云等技术，敏态业务应用向云原生、低代码方向进行转型 ；

快速应用迭代的能力

 √ 推广敏捷理念，建立 DevOps 敏捷体系，培养敏捷文化，打通开发、运维壁垒，提升应用功能快速迭代的能力，支撑

业务快速开通 ；

数据驱动业务的能力

 √ 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构建企业核心数据能力 ；

 √ 充分挖掘数据价值，为企业经营管理决策提供更智能的辅助手段 ；

 √ 建立完备的数据治理体系 ；

更合理提供算力的能力

 √ 以更合理的算力布局，通过边缘数据中心、边缘计算等新架构和新技术，为分支机构用户提供最优的计算能力支持，同

时通过边缘计算设备将计算在边缘端处理，避免海量无用数据占用骨干网络带宽资源，实现云边协同。

技术架构面临的挑战

在完成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联想创新性地提出了以双态 IT 为核心的企业新 IT 转型框架，这一框架的提出，进一步明确

了联想转型的方向，也为后续的提升建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物联网                   边缘计算                    云计算                    大数据                    人工智能

对敏捷能力
提出极高要求

如何更好地
利用数据推动业务

新技术

 如何应对
双态化的应用要求

云边协同的
算力要求

双态架构下的
统一容灾、安全、运维

改变传统的应用开发
模式以适应业务功能
快速迭代的需求

形成更敏捷的开发运维
生命周期，不断迭代

敏态架构下容灾、安
全、运维的技术栈完
全不同，需要设计能
够对两种形态下的容
灾、安全、运维进行
统一管理的体系架构

集中和云化不是一切， 
更合理地根据业务布局
及计算需求部署算力

提供最优的用户访问
体验以及最佳数据采
集、处理方式

正确理解敏态业务及
稳态业务需求

改一刀切的系统规划
建设方式为依据业务
形态进行设计和建设

更合理地应用新技术
支撑不同形态的应用

如何真正帮助决策  

如何更好地发现数据
的业务价值

海量数据如何进行更
智能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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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新 IT 框架

新型智能基础架构（New IT Infrastructure），即“新 IT”，和我们熟悉的传统 IT 概念不同，它已经不再是 Information 

Technology，而是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我们把它定义为基于智能化时代的新技术架构，也就是“端 - 边 - 云 -

网 - 智”，用这个新的数字化底座，去赋能各行各业。

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大都以业务价值为目标，由于每个企业的独特性，通常很难找到完全匹配的经验可供借鉴，因此必然带来

转型过程的碎片化，从而对原有的传统应用架构带来巨大冲击，而大量新应用的产生同样会导致原有企业架构的碎片化，因

此根据不同的应用特点重新梳理、区别对待，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新的双态 IT 架构应运而生 : 虽然数字化转型已经如火如荼

的在推进，依然有大量业务由于其稳态特性需要由传统 IT 架构给与支撑，这些业务和应用并不会在短时间内过渡到新的架构

体系下，因此传统业务变化不大可以运行在稳态架构，而数字化带来的新业务可运行在敏态架构，两种架构将长期共存。

新的双态 IT 架构会带来五个方面的变化，即应用现代化、架构敏捷化、数据智能化、能耗低碳化、云边协同化。

应用现代化可以快速响应变化，也可以快速交付应用，通过对各类系统的应用现代化改造，是数字化转型成功的核心要素

之一。架构敏捷化给应用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确保业务端各类需求快速转型和落地实现的同时，为业务转型过程

提供了稳定的 IT 底座。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一个重要基础在于最大限度的发挥各类数据资产的价值，数据智能化可以为大数

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提供基础要素，推动企业业务的高质量发展。能耗低碳化可以极大降低大量计算、存储、网络

等资源所带来的巨大能耗，从而推动实现碳排放和碳中和目标的尽快实现，这对全球化条件下绿色环保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而云边协同化则是边缘计算大量需求产生的条件下，提升边缘端与云端信息交互效率的一个重要方法，对于大量的物联网

应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基于“五化”的框架为“新 IT”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保障。

新 IT 框架概述

以双态 IT 为核心的新 IT 转型框架

采用云原生、低代码的方式
重构敏态应用，
推动敏态业务快速发展

1 应用现代化

基于混合云架构，以容器化、
微服务化及DevOps 
构建敏捷应用架构及敏捷开发体系

2 架构敏捷化

从业务场景出发，
通过人工智能、数据中台、物联网的建设，
以数据智能推动业务精细化发展

3 数据智能化

采用先进的能源技术，
提高能源利用率、
降低数据中心的碳排放指标

4 能耗低碳化

优化企业算力，
以更合理、更灵活的算力部署
推动业务运营布局

5 云边协同化

以双态IT为核心的联想“新IT”转型框架

双态IT

以业务需求为导向，采用稳态+敏态的双态结合的
方式面向不同业务交付IT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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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态 IT

双态 IT 来源于业务双态化的要求，也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理论依据。所谓业务双态化，是指要对企业的业务用两种不

同的发展视角来看，一种是市场需求比较明确并且长期来看不会发生大的变化的业务，我们称之为“稳态业务”，这类业务

通常来说在行业中比较成熟，同时具有完整的规范标准，通常业务发展策略是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进行稳健发展 ；另一种是

市场需求不明确或经常发生变化的业务，需要我们进行尝试探索和多次迭代，这类业务往往需要进行跨界融合，甚至模式

创新，业务发展策略上就需要在承担一定风险的前提下强调敏捷突破。

稳态和敏态两种业务所需要的 IT 能力是完全不一样的，由此产生了对敏态 IT 和稳态 IT 的需求，稳态 IT 需要稳定可靠的

确保传统核心应用，敏态 IT 则需要敏捷高效的成就创新边际应用，双态 IT 是企业数字化转型中信息系统建设的良策，它

可以保证业务目标与 IT 支撑系统二者的和谐性以及技术路线延续性，进而产生了对于企业传统 IT 向“新 IT”进行转型的

强大动力。

业务的双态化

与双态向适应的双态 IT

高

高稳态 双态IT系统 高敏态 低

业
务
数
字
化
、
互
联
网
化
形
态

生产经营电子流化
ERP、OA、MIS、……

稳态架构为主

互联网延伸企业经营
移动业务、电商平台、社交

敏态架构初现 稳态为主

业务数字化转型 
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

5G、数字孪生       

敏态占比凸显  双态并举融合

IT就是第一生产力    
新零售、智能制造、供应链协同、

智慧医疗、智慧教育    

敏态架构为主

业务、IT和谐互动提升价值

传统业务
互联网+

业务数字化
数字化业务

在双态化 IT 的建设中，需要根据双态业务的特点，明确各自的目标和方向，稳态 IT 由于所支撑的是固定的业务流程，业

务相对规范成熟，因此需要着重于风险规避，稳态 IT 通常采用商业软件套件，搭载在高性能专属架构中运行，包括传统的

操作系统、中间件、数据库、ERP 应用等。而敏态 IT 所支撑的是尚在探索中的商业模式，需要具备支撑不断试错的能力，

着重于机会博取，因此敏态 IT 通常采用开源软件框架，搭载在扁平的标准基础架构中运行，以容器云平台、微服务治理平

台、DevOps 协作平台、智能运维平台是敏态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稳态架构 敏态架构

稳态应用

中间件

操作系统

IaaS层

统
一
混
合
云
管
理
平
台

云原生应用

低代码应用开发平台

微服务平台

容器云平台

微
服
务

治
理
平
台

云
原
生

安
全
平
台

D
e

vO
p

s
智能

运维平台

协
作
平
台

机房基础设施

统一容灾

统一安全

统一运维

 生产环境

裸金属 虚拟化计算资源 网络

灾备环境

 裸金属 虚拟化计算资源 网络

开发测试环境

虚拟化计算资源 网络

企业双态 IT 总体架构

双态 IT 的建设除了稳态和敏态，还需要强壮稳固的支撑体系，包括统一容灾、统一安全、统一运维 :

对于统一容灾 :

 √ 传统容灾架构与在敏态环境的灰度发布环境、分布式架构下与传统容灾技术存在差异，需对整体容灾架构进行重新优化

 √ 包括 DRP、容灾切换、容灾演练均需进行调整

 √ 虚拟化、云环境下基于 SDN 的网络架构设计

对于统一安全 :

 √ 敏态环境下的云原生、大数据分布式架构中分别有不同的安全技术栈，既要考虑独立部署，又要考虑融合部署，同时考

虑统一管理

对于统一运维 :

 √ 稳态环境围绕 ITIL，敏态环境围绕 DevOps，两套环境有独立的流程和工具，同时统一运维将两部分统一融合

 √ 云原生环境下有独立的监控技术栈，需要通过统一监控体系将两套监控技术栈进行集成，提供统一的事件管理

 √ AI 技术的引入，将传统运维向 AIOps 推进

双态业务理论的确立，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双态 IT 支撑体系，共同构建起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理论支撑，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之

路将在双态的基础上逐步推进。

敏
捷突破

传统业务：求发展 创新业务：求创新

行业成熟
规范标准

需求明确
长期不变

稳
健发展

跨界融合
模式创新

尝试探索
多次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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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现代化是一种弹性、支持多云的微服务架构，由虚拟机、容器和无服务器功能的协调发布组成。应用现代化需要将现

有应用向云端转换的过程，其目的是帮助企业在加速市场占有、快速创新、灵活发展、节约成本等方面实现突破。通过应

用现代化，企业可以加速数字化转型，还可以通过采用云原生架构及容器化的方式使开发人员形成自服务闭环，从而提高

开发人员的生产力，还可以通过 DevOps 推动自动化和运营转型，从而提高运营效率并实现标准化。

企业应用现代化的建设通常需要经历规划、试点、全面推广、持续运营等四个阶段，其中试点阶段异常重要，有大量的应

用现代化建设由于各类因素停滞于试点阶段，无法顺利推进。

应用现代化

应用现代化建设的演进

业务最佳实践

 √ 云化和应用现代化的转型通常建立

在已有的业务最佳实践之上 ；

 √ 通过借鉴最佳实践，可以助力业务

跑的更为顺畅，拥有更为良好的 ROI ；

 √ 在项目中可以将引入的各领域专家，助力企业

云化转型更为顺畅 ；

团队

 √ 现在就开始构建自有团队 ；

 √ 与在完成大规模云化和应用现代化转型的，具

有丰富的最佳实践和经验积累的外部专家团队

进行合作，加速自有团队成长 ；

技术平台

 √ 选择在行业头部客户多年大规模生

产实践的产品，其功能与性能得到充分验证 ；

 √ 所有代码全部自主可控 ；

流程文档

 √ 在转型过程中建立并积累完善、细

致、具备实操能力的流程文档，这

些文档可为云化和应用现代化转型提供强大的

支持和借鉴 ；

应用现代化转型能否成功，受到了多种关键要素的影响，转型合作伙伴的自身能力尤为重要，包括是否具备业务最佳实践、

技术平台是否足够健壮、合作伙伴团队水平高低、可供参照的流程文档多少等，都会对用户云化转型的顺畅执行起到关键

作用，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可以概况为 :

联想内部正在进行应用现代化转型，并且积累了大量的经验，目前联想内部已经有近 70% 的应用转型到云原生架构体系，

我们非常愿意将联想自身在转型过程中积累和总结的经验服务于客户，帮助客户加速应用现代化的改造进程，为客户的数

字化转型提供坚实的保障。

实
现
难
度

规划阶段 试点阶段 全面推广 持续运营

阶段性关键任务：
1.双态技术架构规划设计    
2.应用稳敏架构评判   
3.应用改造 master plan

阶段性成功标志：
1.应用现代化稳敏清单   
2.试点应用的选择与依据

阶段性关键任务：
1.团队全面覆盖敏态技术栈   
2.健全流程和文档体系     
3.微服务的持续优化与运维

阶段性成功标志：
1.匹配企业的DevOps流程
   与文化
2.匹配企业的微服务架构

应用现代化的起步 应用现代化的成功

鸿沟

阶段性关键任务：
1.PaaS平台建设  
2.试点应用改造  
3.流程和文档体系的初步建设，
   建立种子团队

阶段性成功标志：
1.试点应用成功上线   
2.全面推广计划获批

阶段性关键任务：
1.关键应用改造上线  
2.PaaS平台扩容   
3.建立内部赋能机制

4.种子团队的快速扩容  

阶段性成功标志：
1.敏态池达到设计规模     
2.团队掌握敏态技术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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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敏捷化

架构敏捷化是指采用 DevOps 的方式对开发、交付、运维流程进行优化重构，实现开发运维一体化，更加快速地实现业务功能的迭代，

快速灵活地响应业务和市场需求。敏态应用是架构敏捷化的典型应用，通过采用云原生、低代码、微服务、容器等技术重构原有的应用体

系，推动敏态业务以更灵活更快速的方式发展。IDC 估计，到 2022 年，70% 的新应用将采用微服务架构，35% 的生产应用将是云原生

的。到 2023 年，超过 90% 的企业数字经济成长于数字原生的 IT 环境下 ；Gartner 预计 2020 年后，超过 50% 的全球企业组织会将容

器化应用运行在生产环境；谷歌当前全部业务都运行在容器中，每周要启动超过 20 亿个容器，每秒钟要启动超过 3000 个容器。所有这些，

都证明架构敏捷化已成为行业里面不可逆转的趋势。

架构敏捷化参考架构

机房基础设施

“新一代”业务系统

IaaS层

应用安全平台

代码安全

漏洞管理

运行时安全

开发运营安全

容器云平台

容器管理 集群管理 资源管理 配置管理 服务目录 负载均衡

监控告警 日志管理 网络管理 存储管理 镜像仓库 应用商店

通用业务组件

用户管理 统一认证

消息中心 客户中心

微服务治理平台

服务管理 服务治理

API网关 分布式事务

监控告警 认证鉴权

协作平台(DevOps)

项目管理 集成构建

代码仓库 持续部署

测试管理 监控管理

中间件/数据库

MySQL ElasticSearch

MongoDB RabbitMQ

Kafka

计算资源 存储资源 网络资源

架构敏捷化架构体系通常包括统一的混合云管理平台、容器云平台、微服务平台、协作平台（DevOps 平台）、PaaS 中

间件层等若干要素，其中最为核心的是容器云平台、微服务平台、协作平台（DevOps 平台）。

容器云平台

容器云平台通常是基于 Docker 和 Kubernetes 研发的 PaaS 平台。更好的发挥了 Kubernetes 产品特性，简化安装和部

署，提高运维效率和资源利用率，可以大规模部署超过成千上万个节点，实现巨大的业务价值。由于企业级与互联网应用

环境存在很大差异，互联网环境应用高度同构化、业务高度规模化，而企业级环境应用异构化普遍存在且不可规避。来源

于互联网的云原生技术栈需要经过改造转变为适用于企业级应用环境的架构体系，为企业级生产环境提供支持能力。

通过容器云平台，企业用户可以收获弹性、灵活、健壮等一系列的系统优势，经过对实践的分析，采用联想容器云平台，

应用上线时间从平均 2.5 小时缩短为 15 分钟，效率提升了 91.67% ；应用团队学习使用 K8S 到容器平台时间缩短 95%

以上 ；容器平台的使用推动应用架构遵从性从 9.6% 提升到 95.3% ；平均成本节省大于 30% ；故障率降低 50% ；运维工

作量降低 80% ；故障恢复时间降低 90%。

微服务平台

微服务平台可以帮助企业构建微服务基础设施环境，提供微服务应用开发平台，实现中台服务转型。微服务平台的优势可

以体现在两个方面 :

1）提升业务应用可控度

 √ 微服务比容器更利于对 ISV 的应用架构进行控制，从而确保统一的应用架构及规范管理

 √ 面向企业级的应用性能监控

 √ 单集群管控方式，可以提升服务注册一致性及服务复用率，降低开发成本

2）企业级生产环境支持能力

 √ 采用零信任机制加强服务注册及发布管控

 √ 提供应用市场增强服务共享能力

 √ 两级 API 网关架构，符合企业级异构环境要求

 √ 单一集群管控方式利于业务应用可控，但对性能提出较高要求

通过采用微服务平台，用户的单一集群架构可以实现服务组件共享能力 40% ；服务交付速度提升 12% ；开发成本节约 

30% ；资源利用率提升 28% ；服务可用率提升至 99.95%，实现企业级而非开源级生产环境要求。

DevOps 平台

DevOps 平台是对研发过程做全生命周期管理的工具链平台，将全链路数据打通，统一管理项目提升开发效能、保证代码

可控，其优势体现在 :

1）应用开发统一管理、全程可控

 √ 开发过程可控 : 提供统一 DevOps 平台，从项目管理、需求管理、测试及持续发布全程可控

 √ 开发质量可控 : 提供代码质量分析工具及各类代码测试工具、安全扫描工具，并集成在 CI/CD 发布流程中，保证开发质

量持续可控

 √ 开发资产可控 : 通过代码管理、文档管理及制品管理，结合微服务平台服务发布等综合手段，保证开发资产全程透明可控、

统一存放

2）企业级生产环境支持能力

 √ 全数据链打通 : 当发生故障并定位到代码行时，可追溯到相关 CI/CD 上线、谁参与、谁做的测试、谁做的计划

 √ 测试的全功能实现 : 不仅实现通常测试流程，更实现测试流程的自动化执行，将工具与流程紧密结合

通过采用 DevOps 平台，版本迭代速度可以获得极大提升；敏态应用 bug 总数持续下降，由 bug 引起的宕机时间大为减少；

100% 敏态应用代码集中存储，DevOps 覆盖 100% 敏态应用代码 ；测试周期大大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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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智能是指从业务场景出发，通过人工智能、数据中台、物联网的建设，以数据智能推动业务的科学、精细发展。

企业数字化转型需要更为智能化的数据管理能力，各级研发、生产、供应链、营销、服务等组织，需要更加智能化的手段

来支撑日常的运作，而领导组织则需要通过数据智能实现全价值链的量化洞察，对于过去发生了什么？现在发生着什么？

以及将来会发生什么？具备实时全局、可视可控，能够开展预见性的决策和反馈评估。

作为数据智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数智运营中心 DIOC 将成为企业数字化运营的“大脑”，DIOC 不仅仅提供单纯的数据

可视化展现能力，而是企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最直接的体现，贯穿企业各个层级，从底层各种静态和动态的数据的接入和

整合，到数据智能化分析，最终帮助管理者进行决策。

数据智能化

数智运营中心的组成

Operation CenterData Intellgence

与企业运营、设备、经营状况、外部
环境等息息相关的各类数据信息

Data InteIIigence Operation Center

利用物联网、边缘计算、大数据、
AI数据分析、5G等各类先进技术

针对企业高层到管理层到执行层，不同的对象
和流程，建立多维度、多层次的运营平台

面向使用对象的敏态数字化决策管理能力是建立数据智能化的关键能力。通常 DIOC 由三层架构体系构成，即 : 负责企业

全面数据采集与控制的 L1 执行层 ；负责企业数据智能分析的 L2 分析层 ；负责企业数字化智能运营的 L3 运营层。这三个

层次面向不同对象，提供不同的能力体系 :

L1 执行层

 √ 基于信息技术与制造实践，

提供 IT/OT 技术整合能力 ；

 √ 实现 IT 与 OT 数据汇聚与

融合 ；

 √ 智能制造生态实现 IT 与 OT

能力全面覆盖 ；

L2 分析层

 √ 对分散在各业务系统、各子

公司、各部门的数据信息资

源实现资源共享和汇总 ；

 √ 智能制造多行业、全方位的

专家团队针对行业数据提供

分析库支持 ；

L3 运营层

 √ 面向决策者的全局宏观

视图

 √ 面向核心业务域的多个

核心分析主题

 √ 面向核心管理域的几个

部门决策视图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也是数据智能化的关键因素之一，通过将人工智能技术在企业日常经营管理、生产排程、物流运输、

员工服务等大量业务场景中的应用，可以为企业带来显著的成效，对于生产制造业企业，会大大提升准时交货率、降低制

造成本、提升制造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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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等庄严的目标承诺。联想作为一

家高科技企业，不仅是“双碳工作”的先行者，同时更是技术赋能者。联想积极助力政府和企业实现新 IT 的能耗低碳化，

积极将低碳科技服务于各行业，助力行业双碳发展模式。以全国年消耗 2.5 个三峡年发电量的高能耗数据中心领域为例，

联想通过独创温水水冷等系列技术，实现全栈式绿色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即可为单一客户实现年超过 42% 的电费节约和

排放降低。

在能耗低碳化领域，联想持续对绿色环保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保持高投入，主要在三个领域深入开展低碳化研究和创新 : 一

是提高数据中心能源使用效率，采用领先的温水冷却技术及间接蒸发冷却技术等绿色科技进行低碳数据中心整体设计建设

运营，如联想绿色数据中心应用温水冷却技术，通过优化空调和散热器，可节约 40% 以上的数据中心能源成本，可节省

电力成本约 35%，实现碳排放减少 55%，PUE 可达到 1.08，刷新世界纪录 ；二是构建绿色 IT 基础算力，研发水冷低

碳服务器等算力平台以及更高效利用计算资源的云技术，低碳化计算力平台的 PUE 值可低至 1.03，通过 CPU / GPU / 

DIMM / NIC / SSD 芯片直接水冷，支持高功耗处理器 / 加速卡，相比风冷性能提升 5%，其运行过程中高达 50℃的入口

水温，90% 的热被水带走，并且采用全金属高可靠性材料，使用去离子水，绿色安全 ；三是大力推动各行业创新场景和低

碳运营，联想积极与各地政府和企业进行相关领域的深入合作，包括 :

1、联想携手辽宁电力、华能集团，依托绿色清洁能源打造能源大数据中心，强化融合电、煤、油、气等能源数据的综合应用，

深度挖掘能源大数据的绿色价值，监测区域、行业、企业的碳排放动态，为政府部门施策碳达峰政策提供科学有力的依据，

推动碳达峰目标实现。

2、联想在华能某高校建设综合能源示范项目中，通过对“分布式能源与微电网”、“多能协同互补”等业务的高效整合，

构建一体化协同的智慧能源服务体系，有效降低综合用能成本，大幅提高清洁能源占比，推动碳达峰目标实现。

2020 年，联想 CEO 杨元庆为上海交通大学捐建了温水冷却高性能计算系统，这一系统拥有近千台计算服务器，采用

了 Intel Ice Lake CPU 和 Nvidia Redstone GPU 最先进的平台，提供 6Pflops 的峰值计算性能，10PB 的海量存储，

200Gb 的高速网络，位列高校算力第一，不仅实现了 CPU+GPU 异构，还实现了高性能计算与人工智能加速融合。该中

心能效表现非常出色，它采用了联想海神温水冷却技术，可以使 PUE 降低至 1.1 以下，比传统风冷节能耗降低 42%，同

时提供 50℃回水温度的 506 千瓦热量用于楼宇内的供暖、除湿和加热，显著降低碳排放。

能耗低碳化 云边协同化

边缘计算技术框架

端 云物联数字化框架

网络连接：
智能
设备

智能交互
设备

智能控制
设备

4/5G、LoRA、
NB-IOT、Rs485、
工业总线、蓝牙、
ZigBee、UWB

网络连接：

4G/5G、光纤/铜缆、
WIFI、NB-IOT

边
缘
平
台

边
缘
设
备

物联网平台
（LeapIOT）

边缘
AI 推理平台

边缘云

轻边缘
设备

重边缘
设备

AI算法模型    
设备汇聚数据

设备状态数据   

设备控制指令

物联网平台、边缘云平台、边缘 AI 推理平台等作为边缘计算的一些最通用场景，对边缘计算提出了明确的技术要求，包括 :

 √ 数据接入角度 : 丰富的协议解析、设备适配

 √ 数据处理角度 : 强大的并发能力、时序实时数据存储分析能力

 √ 数据应用角度 : 丰富的分析工具内置（算法、机理模型）

 √ 支持应用开发角度 : 低代码、图形化开发环境，架构灵活，SDK 丰富

 √ 弹性部署 : 同时支持虚拟机和容器部署，最大化所有云化应用的承载以及开发者的能力，能够确保多样化应用的统一承载、

统一管理和整体 CI/CD 的能力支持。

 √ 边云协同 : 边缘 IaaS、PaaS 各层面和云端的全面协同。包括对网络、虚拟化资源、安全等的资源协同；以及数据协同、

AI 协同、应用管理协同、业务管理协同。

 √ 开放公共服务 : 包括状态服务、API SDK 包、CI/CD 集成化、服务监控、基础监控服务集成（Ceph、APM 等）

 √ 云边协同 : 云端训练的 AI 模型算法，经过压缩裁剪后可推送到边缘端，实现端侧 AI 推理。

在“十四五”的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协同发展云服务与边缘计算服务”的观点。云端擅长大数据处理与分析，能够在长

期维护、业务决策支撑等领域发挥优势，而边缘计算具有实时性高、连接广泛、数据安全和隐私性保护等优势，适用于实时、

短周期的数据处理与分析。通过云边协同，充分整合云计算和边缘计算的优势，云边协同的应用场景必然越发多样化。

云边协同化是指更合理、更灵活地优化企业算力布局，云不代表一切算力，也不能满足一切算力需求，特别是在一些强调

边缘快速响应以及计算能力的业务场景，需要边缘算力加上云算力才能以更合理、更灵活的算力部署来支持业务运营布局，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云边协同”，在构建这种算力布局时，通过企业级 5G 通讯解决方案将“边”和“云”连接起来，这就

是我们所说的“端边云网智”。

随着各行业业务需求的不断扩展，边缘计算的业务场景不断增加，企业需要进一步增强云边协同的能力，边缘计算可以大

规模应用的场景包括 : 通过集成多种 IoT 设备及边缘计算能力实现对多来源数据进行采集及边缘处理 ；以云边协作方式进

行应用部署，如区域教育云、智慧城市应用等 ；具备一定智能化能力的边缘采集设备，如智能摄像头、图像切片、智能灯

杆等。边缘计算定位为与企业云数据中心形成协同算力布局，以及通过智能边缘设备形成边缘计算能力，从而使算力布局

更为合理且经济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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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联想助力 
数字化转型的
产品和服务能力

联想的数字化转型是全方位的，既有基于云原生、低代码等底层数字技术的应用现代化，也有服务于员工互动交互的过程

数字化，还有应用于办公数字化的各类移动办公、会议管理、工位空间管理，以及工业物联网应用的工厂数字化，在营销

领域，联想广泛采用了各类新零售和 CRM 构建自己的数字营销体系，同时充分利用 AI 技术，建立起供应链协同数字化。

在推进数字化转型的同时，广泛采用智慧化手段，在操作、决策、感知等领域大跨步的向智慧化演进。尤其建立起基于深

度学习的声音识别、人员识别、物体识别的感知智慧化 ；基于机器学习和知识谱图关联、推理、决策、预测的决策智慧化 ；

以及基于虚拟现实和 SLAM 的 AR、VR、MR、机器人的操作智慧化。

围绕着“五化”目标以及联想自身的数字化转型实践，联想已经构建起一系列业界领先的产品和服务体系，也已经打造出一

支经验丰富的专业服务团队，这些产品和服务将会是不同行业客户开展数字化转型的有力保障。这些产品和服务可以概括为 :

 ●“双态 IT”专业服务 : 围绕企业数字化转型相关总体咨询和规划服务、中台咨询规划服务、IT 基础架构规划设计服务、

运营体系规划设计服务 ；

 ● 应用现代化 : 经验丰富的应用改造和开发服务能力，强大的应用改造专业辅导能力 ；

 ● 数据智能化 : 一系列丰富的数据智能化产品，包括数智运营中心、炼 AI 大师、联想大脑、大数据和数据湖、Smart BI、

LeapHD 大数据平台等 ；

 ● 架 构 敏 捷 化 : 包 括 ThinkCloud DCE（ 容 器 云 平 台 ）、ThinkCloud 微 服 务 平 台、ThinkCloud DevOps 平 台、

ThinkCloud SG 微服务治理平台、ThinkCloud 私有云平台、ThinkCloud CMP 多云管理平台 ；

 ● 能耗低碳化 : 联想绿色低碳数据中心解决方案、联想水冷高性能计算解决方案 ；

 ● 云边协同化 :LeapIOT 物联网平台、边缘计算设备、数据中心硬件产品、企业 5G 产品、联想边缘服务器 ；

除了上述各类产品和服务体系，联想还可以提供与数字化转型相关支撑保障体系建设服务，包括以容灾体系建设咨询服务、

容灾集成实施服务为主的统一容灾服务 ；以等保咨询服务、信息安全集成实施服务为主的统一安全服务 ；以及与运维平台

和流程设计实施服务、智能化运维系统建设为主的统一运维服务。

综述

联想数字化转型专业产品和服务能力

应用现代化 架构敏捷化 数据智能化

应用改造和开发
服务
应用改造专业辅
导服务

联想绿色低碳数
据中心解决方案     
联想水冷高性能
计算解决方案

联想边缘计算解
决方案
物联网平台解决
方案
联想5G解决方案    
数据中心硬件

联想云原生方案     
联想IaaS平台   
容器云平台    
微服务平台   
DevOps平台   
云管理平台

联想大脑   
炼AI大师   
联想BI平台 
大数据和数据湖    
数智运营中心

总体规划
中台规划设计 

基础架构规划设计
运营体系规划设计

能耗低碳化 云边协同化

联想“双态IT”
专业服务

支撑体系

容灾体系建设
咨询服务
容灾集成实施
服务

统一容灾：

运维平台和流
程设计实施
运维管理平台
建设服务

统一运维：

等保咨询服务  
信息安全集成
实施服务 

统一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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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敏捷化

联想云原生方案

方案简述

联想云原生方案以应用为核心，简化云原生基础设施复杂性，提供安全可控稳定的企业级容器、DevOps、微服务等平台，

实现一站式云原生应用在混合云上的开发、交付和管理。

方案内容

产品概述

联想云原生方案包括容器云平台、微服务平台和 DevOps 平台。

容器云平台是基于 Docker 和 Kubernetes 研发的 PaaS 平台，提供简单而高效的应用部署容器化服务，实现应用快速构

建和部署，为应用微服务化和高效 DevOps 开发流程提供基础。

联想微服务平台是基于 Spring Cloud 研发的微服务平台产品，帮助企业构建微服务基础设施环境，实现中台服务转型，

减少开发运维团队在公共服务组件上的开发维护时间，减少重复性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加快应用开发速度。

联想 DevOps 平台是对研发过程做全生命周期管理的工具链平台，将全链路数据打通，统一管理项目，实现开发项目持续

集成、持续部署与测试，并建立完善的指标体系反映开发质量，从而提升开发效能、保证代码可控。

产品架构

DevOps 平台

度量指标

项目管理

测试管理

运营管理 知识管理 平台管理 工具插件纳管

持续发布CD 应用集成

开发管理配置管理 持续集成CI

微服务平台

应用中心 微服务网关

服务市场 

用户管理应用性能管理

API网关

容器云平台
镜像管理

运维管理

日志管理

用户中心资源中心

应用中心

负载管理

基础设施
私有云 公有云

方案优势 

企业级生产环境支持能力

起源于互联网企业的云原生技术高度契合互联网应用环境，满足互联网环境中应用高度同构化、业务高度规模化的特点 ；

但企业级环境中应用异构化普遍存在且不可避免，业务也很难形成规模化，不适合直接套用互联网企业的云原生技术。

联想经 7 年时间改造出适应企业级生产环境的云原生技术产品，包括容器云平台、微服务平台和 DevOps 平台，符合企业

级客户应用异构化特点，满足大部分企业“敏态”与“稳态”共存的“双态 IT”需求，满足大部分企业公有云与私有云并

存的混合云特点，平台跨云部署，提供统一管理与一致性的用户体验。

应用开发部署统一管理，安全可控

采用零信任机制加强服务注册及发布管控，满足企业级复杂生产环境下微服务平台安全和权限管控需求。

应用架构可控 : 联想容器云平台可通过应用蓝图定义应用架构规范，微服务平台可以规范应用架构，要求应用开发者遵循

应用架构规范开发，满足微服务平台要求，实现统一的应用架构及规范管理。

开发过程可控 : 联想 DevOps 平台可集成开发全流程工具，实现从项目管理、需求管理、持续集成、持续测试到持续发布

与部署的全程可控。

开发质量可控 : 提供代码质量分析工具及各类代码测试工具、安全扫描工具，并集成在 CI/CD 发布流程中，保证开发质量

持续可控。

开发资产可控 :DevOps 平台通过代码管理、文档管理及制品管理，结合微服务平台服务发布等综合手段，保证开发资产

全程透明可控、统一存放。

“零”门槛应用云原生化

无论容器云平台、微服务平台还是 DevOps 平台，都经过联想实际开发过程优化，全面可视化操作，确保使用简洁、流程

清晰并融合有大量联想已有使用模板。

容器云平台提供标准化、可一键部署的应用蓝图（模板），应用蓝图来源于联想最佳应用实践，为企业提供规范的、最优的

应用开发与管控能力。

DevOps 提供联想最优 DevOps 流水线模板，帮助企业快速构建标准可用的研发流程 ；支持将已有流程转化为模板，供

进一步优化和新员工快速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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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价值

省钱

省时

省心

$30K

60%

50%

90% 4小时 / 迭代

0.5小时

30%

50%

单项目成本

测试周期

故障率

28%
微服务复用率

故障恢复时间 App 开发工时

App MTTR

资源构建

运维工作量

30%
资源成本

联想技术规模

DevOps 平台

容器平台

微服务平台

1600+

2000

4000+

18000+

30

5300K/ 天

6000+

1800

300+

5000+/ 天

99.996%

4亿 / 天

项目

节点数

微服务

RepoSource

集群数

服务间 API 调用量

流水线任务

容器数

应用

构建发布

SLA

追踪数据

成功案例

联想云原生平台（Lenovo EARTH PaaS）实现应用快速开发与迭代，有效实现了应用开发成本节省与速度提升。

目前联想云原生平台大规模部署了超过 2000 个节点，总共 18000 个容器，支持超过 4000 个微服务的 300 个敏态应用，

通过云管平台和智能运维的加持，综合效能提升 90%。

其中，容器云平台 SLA 达 99.996%，全年故障时间小于 20 分钟，帮助应用故障恢复时间节省 90%，运维工作量减少

50%，资源成本节省 30% ；DevOps 平台管理 1600+ 项目，日均构建发布超 5000 次，帮助联想单项目成本节省 3 万美

元，版本迭代速度从 3 个月缩短至 1 周 ；微服务平台服务间 API 调用量日均 530 万次，帮助 APP MTTR 缩短至半小时，

APP 开发迭代时间缩短至 4 小时。

联想智能运维（AIOps）方案

方案简述

联想 AIOps 智能运维平台，以数据驱动的智能分析为大脑、任务驱动的自动化平台为手脚，实现对云环境端到端的智能管

理，助力 IT 不同角色实现以业务价值为导向的 IT 运营，保障业务延续性，实现快速业务交付，降本增效。

方案内容

产品概述

联想 AIOps 平台是包括自动化平台、CMDB（配置管理数据库）、统一监控告警平台、统一运维平台、认知交互平台、智

能分析平台和数据湖平台的多层技术平台，这些平台采用智能分析技术分析从多种 IT 运营工具和设备收集的数据，自动实

时确定并应对问题，实现 IT 运营的自动化。

产品架构

CMDB

配置信息建模 自动发现 配置信息管理 数据查询及可视化 数据集成及调和 数据质量管理 资产生命周期管理

统一IT服务门户

静态服务目录/产品说明 用户服务目录  Widget 个人信息 待办事项

数据存储

ETL/数据处理/标准化

数据接入

数据消费

数据洞察

元数据管理

运维数据湖

异常检测

根因分析

预智能分析引擎

事件降噪

容量预测

故障预测

智能调度

智能分析

统一告警

用户体验

数据库

应用监控

容器监控

中间件

微服务

云平台 基础架构 日志监控

全栈监控

开箱即用的自动化场景

自动化引擎

设备及资产的安全访问

应用运维

存储运维

DB运维

网络运维

服务器运维

工具集成

自动化运维

智慧大屏

性能管理 容量管理

认知交互引擎

日志分析 故障预警

运维分析 应用健康检查 故障处理

认知交互平台

运维服务管理

服务目录管理

服务台（服务请求）

事件管理

故障管理

变更管理

问题管理

流程引擎

联想智能运维（AIOps）产品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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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优势 

先进的设计理念及技术

统一的数据湖及管理平台，面向复杂 IT 环境及混合云架构提供统一数据湖和自动化管理平台，提供跨网络、存储、服务器、

容器和应用等技术栈的自动化脚本灵活定制及编排能力。

统一智能分析框架 : 提供以数据驱动和数据整合为基础的 AI 智能分析平台，基于预智能分析引擎实现异常检测、故障预测、

根因分析等功能，借助 AI 引擎实现风险提前预知、及时发现、快速定位并智能推荐解决方案。

运维智慧沉淀为产品功能

基于联想内部运维实践经验，提供贴合客户现状的运维场景，满足“双态”IT 运维基础架构，满足异构环境架构等。

提供大量开箱即用运维场景，包含日常巡检、通用软件安装部署升级、日常配置、服务启停、数据备份、资源管理等多种场景，

帮助企业建立完善运维场景，减少运维场景设计与配置压力。

全技术栈智能化运维

提供丰富的基于 AI 的运维异常检测，告警压缩，根因分析和故障自愈等能力，保障业务连续性，降低 MTTR ；通过自动

化平台进行快速故障恢复及日常运维操作，提升运维效率 ；通过合理容量规划降低 IT 成本，最终实现快速业务交付与降本

增效。

联想 IT 最佳实践

联想 AIOps 平台（Lenovo MARS AIOps）利用统一的数据湖与全栈监控，结合 CMDB，通过智能分析，实现自动化运

维与认知交互，保障业务延续性，实现快速业务交付与降本增效。

当前，联想 CMDB 管理资产数量达 34 万 +，每天 API 调用量超过 15 万次，自动发现工具探测成功率 95%，数据准确

率达 90%。

自动化平台每天执行自动化任务超过 5000 次，管理服务器数量 30000 以上，实现 50% 的运维自动化率。

联想基础设施即服务（IaaS）方案

方案简述

联想 IaaS 基础设施即服务方案，提供软件定义的计算、存储、网络资源服务，具备多集群统一资源管理能力和大规模资

源智能调度能力。

方案内容

产品概述

联想 IaaS 基础设施即服务方案以提供软件定义的存储、网络和计算资源为核心，同时提供私有云系统管理功能，包括上

层的云服务管理与底层的资源池管理、安全管理与资源智能调度。IaaS 平台可以为专有云提供 IaaS 底座，满足行业定制

性需求，覆盖不同业务规模 ；可以作为 PaaS 底座，自顶向下与 PaaS 融合，静默稳定。

产品架构

laaS

资源池管理 智能调度 安全管理

计算虚拟化 

网络虚拟化

存储虚拟化 资源均衡 

反亲和组

冷热迁移 租户隔离

安全组 防火墙 日志审计

用户权限 密钥管理

计算 存储 网络

云主机

多集群 镜像管理

弹性伸缩GPU透传

规格管理

物理机 裸金属 块存储 对象存储

文件存储 软件定义存储

服务质量 硬件存储阵列

VPC

VIP NAT

VxLAN/VLAN 网络服务质量

负载均衡

虚拟路由 虚拟交换

云服务管理

资源可视

计量计费 容量预测 模板化交付 Al故障自愈 云灾备策略 高可用组

资源监控 性能监控 服务监控 系统监控 资源报表 容量报表 分级报警

联想 IaaS 产品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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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优势 

大规模生产环境验证

联想 IaaS 方案经过联想国际化和业务快速发展的锤炼，实现在全球多数据中心、复杂且巨量 IT 基础设施环境下 IaaS 的

高可用性，目前联想在全球数据中心共配置有 15 万 CPU core，达成 99.99% 的可用率。

智能调度与统管

通过基于 AI 的调度平衡算法，面向应用的宿主机亲和性调度逻辑，基于历史数据的容量规划和优化，提高虚机的可用性和

经济性。

支持物理机、虚拟机、超融合、GPU 资源统管，减少多平台资源管理复杂性，通过多平台资源整合调度提高资源利用率。

差异化用云体验

支持多活容灾建设、多集群资源迁移和备份，满足不同级别数据安全和业务稳定性要求。

提供虚拟机的跳板机，登录录屏，自动化等差异化服务，满足不同用户差异化需求和特定需求。

成功案例

联想自使用 IaaS（Lenovo JUPITER IaaS），管理全球 23 个私有云数据中心的共 15 万 CPU Core，是联想 IaaS 多集

群统一资源管理和大规模资源智能调度能力的最佳体现。

目前联想 JUPITER IaaS 管理的 23 个私有云数据中心遍布全球 17 个城市，包括 10000+ 网络设备、4100+ 物理服务器、

22000+OS 实例，管理超 14PB 的存储量和超 200G 的网络带宽。

面对如此大规模资源管理与调度压力，JUPITER IaaS 依旧可以保持 99.99% 的服务可用率，同时将基础设施交付时间从

天级缩短到分钟级，极大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将整体基础设施投资成本降低 30%，实现 IT 基础设施的降本增效。

联想云管平台（CMP）方案

方案简述

联想 CMP 多云管理平台为大规模混合云环境提供管理功能，实现异构环境下的云资源纳管、编排交付、成本优化、安全

合规等核心功能，为用户提供一致性的体验。

方案内容

产品概述

联想 CMP 多云管理平台针对兼有私有云与公有云的多云场景设计，包括为专有云或行业云提供管理。CMP 统一管理底

层混合云资源，通过对混合云资源的统一交付与编排，实现对用户做底层资源的封装隔离，从而为用户提供统一的服务清单，

提供简便一致的“用云”与“管云”体验。

同时，CMP 提供针对多云环境的安全管理，通过云资源使用量计算进行成本管理和优化，成本管理是多云管理平台中的

核心组件。

产品架构

CMP

自服务与资源纳管

交付与编排

安全中心

成本管理及优化

资源纳管 资源操作 资源同步 资源可达性分析

项目管理 我的项目 项目-云账户绑定 我的云账户 云账户管理

费用总览 自助申请 服务目录  资源总览 可视化审批流程

资源池管理 实例类型管理

镜像模板库 编排模板管理

资源交付

安全态势感知 授权检查

多维度费用报表 费用优化

费用管理 费用计算器

费用相关配置

联想云管平台（CMP）产品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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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优势 

复杂多场景下的成本优化

CMP 多云管理平台基于多云混合场景，通过对不同云资源使用量的动态实时监控与分析，提供容量规划、趋势预测，从

而帮助企业对不同云资源使用量做预期规划，结合联想运维场景经验，提供基于实战场景经验的资源配置优化推荐，实现

复杂多云成本优化。

多云一致化体验

CMP 平台为用户提供云资源统一门户、统一运营、统一授权、统一监控、统一审计平台，为用户提供一直用云体验。多

云统一管理有效避免了用户在不同云平台间切换导致的工作效率降低和学习成本升高问题，降低多云管理复杂性，同时通

过资源统一纳管、统一编排、统一交付，减少空闲资源、消除被分配但已过期资源，有效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云资源成本。

可视化编排与编排模板

针对云资源编排，CMP 提供可视化编排界面与编排模板，简单易用，同时模板融入联想数十年多云资源管理经验，为用

户提供良好的编排思路与经验，帮助实现编排优化。

成功案例

联想 CMP（Lenovo VENUS CMP）致力于统一管理多云、混合云环境，并帮助企业避免云资源的浪费，从而节省资源成本。

联想 Venus CMP 目前已实现 Azure/AWS/ 阿里云和联想私有云的对接，对接 50 个公有云专区和 23 个私有云数据中心。

Venus 可提供 16 种服务，包括自助容量规划，帮助用户申请合理资源用量，减少资源浪费。

Venus CMP 通过容量规划与需求预测，实现资源利用率优化，其中公有云资费降低超 25% ；对接的 2500+ 项目实现财

务透明，有效实现资源消耗成本可视和云支出追踪，为财务汇报和预期财务申请提供依据。

联想人工智能开放平台方案 — 联想大脑

市场观点

人工智能是一种引发诸多领域产生颠覆性变革的前沿技术，当今的人工智能技术以机器学习，特别是深度学习为核心，在

视觉、语音、自然语言等应用领域迅速发展，已经开始像水电煤一样赋能于各个行业。世界各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

美国白宫接连发布数个人工智能政府报告，是第一个将人工智能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的国家，除此以外，英国、欧盟、

日本等纷纷发布人工智能相关战略、行动计划，着力构筑人工智能先发优势。我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习近平

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从 2016 年起已有《“互联网 +

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 

年 )》等多个国家层面的政策出台，也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联想比较早就在人工智能进行了布局。随着人工智能世界级专家芮勇博士成为联想 CTO 并全面负责联想研究院，2017 年

初联想专门成立了联想研究院人工智能实验室，而且创立初就和德国人工智能中心等顶级研究机构和高校建立了战略合作

关系，持续进行联合研究项目。目前人工智能实验室在北京、深圳、香港、罗利（美国）都有研发团队。

依托强大的人工智能团队，强大的 3C 制造规模和全价值链经验，联想打造了有自身特色，有行业代表性的以人工智能算

法为基础和软硬结合、端到端的、全栈 AI 解决方案能力，并快速构建了人工智能开放平台 — 联想大脑。联想大脑可以支

持企业级 AI 能力中心（AI 中台）的建设，帮助降低企业用户 AI 应用门槛和 AI 平台管理的复杂度，实现能力和资源共享，

加速企业人工智能的业务化应用。

数据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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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内容

方案概述

联想大脑是联想自主研发的企业级人工智能平台，为行业用户提供云 - 边 - 端全场景、全生命周期的 AI 方案构建、部署

和运行支持。用户可利用联想大脑云侧的大规模分布式训练引擎构建符合场景需求的 AI 模型。模型不仅可以部署在云侧，

也可以部署在边侧和端侧，在边侧和端侧如果遇到之前没见过的新问题，联想大脑还可以利用小样本终身学习实时更新边

侧和端侧模型。更重要的是，随着场景化 AI 模型的不断丰富，用户可通过一站式开发环境自动生成 AI 解决方案，并实现

规模化部署。联想大脑已广泛应用在了联想的智能设备、智能基础设施、以及行业智能化的一系列产品和服务中。

适用场景

制造、能源、医疗、教育、金融、零售等行业。

产品架构

平台为用户提供人工智能解决方案从方案评估、可视化构建、硬件选型、模型适配到仿真测试、部署实施及运维升级的端

到端全流程支持。

联想大脑平台

平台依托“建机制、搭平台、促应用”理念配置支撑体系，支持多渠道 AI 模型发布，通过模型镜像、模型推理实现可用

AI 模型资源的汇聚与管理，形成统一的推理模型仓库，对用户内部业务系统和外部共享交换提供统一的模型发布平台。将

推理模型与边端设备灵活匹配生成可实现的应用解决方案，并通过云端的高并发能力实现应用方案的可视化落地，运维部

门可实时监控 GPU 空间资源的有效利用率及模型的运行状态信息，便于针对性的维护和管理，提升系统运行的可靠性和

稳定性。

主要功能特性 

根据 AI 模型全周期流程管理，整个系统包括模型管理与方案构建、方案实施与部署、运营与运维管理。

模型管理与方案构建阶段主要包含模型仓库的建立、文件管理、镜像管理及模型推理，该阶段通过对用户自研模型、平台

内置模型及第三方采购模型三类模型的加工处理，生成可发布的推理模型，最终通过方案构建被应用到实际环境中。

方案实施与部署阶段是将云端设计发布的实施方案落地应用的过程，主要包括方案获取、产线实施计划、设备激活、环境

配置及模型下放等操作。

运行与运维管理阶段是对模型上线运行状态及所依赖的基础配置资源利用情况的整体监控与管理，包括设备监控、模型监控、

模型升级、超限报警管理等。

方案优势 

 ● 统一的 AI 能力中心，包含资源全虚拟化、管理调度和按租户计费隔离等企业级功能。

 ● 针对边缘计算的模型边云协同部署和适应性裁剪。

 ● 一站式 AI 开发套件。

 ● 基于通用场景的 100 多种 AI 基础能力及基于联想自身沉淀的一系列场景化 AI 能力。

 ● 基于联想服务器及边缘设备的软硬一体 AI 解决方案。

客户收益

 ● 建立统一的 AI 能力中心，最大化利用 AI 算力资源，提升资源利用率，减少浪费。

 ● 获得跨端、边、云的分布式智能能力。

 ● 获得一揽子通用场景的 100 多种 AI 基础能力。

 ● 借助联想在智能制造、智能客服，智慧零售等场景的沉淀，加快开发针对性的场景智能。

模型管理构建

模型仓库建立 方案获取 产线实施计划

设备激活 环境配置 模型下发

文件管理

GPU虚拟化引擎（VGPU）

镜像管理 模型发布

设备监控 模型监控

超限报警模型升级

AI Service
NLPREST AI Service

CAREST AI Service
KGREST

AI Service
VoiceREST AI Service

VisionREST AI Service
……REST

AI能力调度引擎

服务网关 服务发现

服务注册 负载均衡

健康检查

授权/鉴权

消息总线

AI微服务网关 分布式边云协同AI能力引擎

实施与部署 运营与运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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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项目背景

在智能化转型过程中，联想具备诸多智能化转型的场景，独立建设了各自的智能应用，但底层 AI 算法不通，造成重复建设

和开发效率低下。需要有一整套的 AI 企业平台来搭建联想 AI 能力开发平台，形成 AI 能力中台。

方案概述

联想大脑方案示例

联想大脑是并面向全联想开放的企业级 AI 能力开放平台。该平台依托于智能基础设施和智能硬件技术，形成了丰富多样的

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及端到端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是联想 3S 战略的重要创新赋能平台。

方案收益

 ● 建立了联想集团的企业 AI 中台，赋能各业务单元的智能化转型。

 ● 具备 AI 能力从开发、部署到边和云以及运行一整套的流程。

 ● 具备企业级 AI 平台的高并发、稳定性和运维运营管理能力。

 ● 结合联想自身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基础算法仓库。

联想人工智能开发平台方案 — 炼 AI 大师

市场观点

在传统软件开发领域，DevOps 使得软件在几分钟内交付生产并保持可靠运行成为可能。DevOps 依赖工具和自动化来提

高工作流效率，让软件开发人员能够专注于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MLOps 是机器学习时代的 DevOps，提供有关机器学

习开发的最佳实践。MLOps 的目标是提高模型开发、部署与运维流程的标准化和自动化程度，使得 AI 开发人员能够专注

于模型构建过程，也让模型开发迭代的方向更加明确，切实为业务产生价值。

已有一些云厂商和创业公司在数据准备、模型构建、部署和监控等方面进行了探索，推出了 MLOps 相关的产品。例如，

专注于研究的产品（如 MLFlow 和 Dataiku）着重强调数据分析、实验跟踪和交互式模型开发等 ；专注于生产的产品

（如 Algorithmia，Flyte 和 Metaflow）主要聚焦机器学习工作流、自动化和模型部署等 ；侧重传统机器学习的产品（如

MLFlow）专注于结构化数据处理 ；侧重深度学习的产品（如 Valohai）着重强调 GPU 的高效利用。

联想结合自身实践的技术探索和经验积累，推出了面向 AI 专家和数据科学家的 MLOps 平台 : 联想人工智能开发平台—炼

AI 大师，旨在为 AI 训练和数据处理提供计算资源，通过算力创新减少 AI 开发所需人力，助力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

计算机视觉、趋势预测和推荐引擎等 AI 落地场景。针对研究目的 AI 专家，提供可持久化工作空间、批处理任务和丰富的

数据处理工具。针对生产目的的数据科学家，提供数据清洗、数据标注、模型训练、模型压缩、模型评估、模型部署、模

型服务、实时监控等 MLOps 全流程服务。针对传统机器学习，提供结构化数据的高效处理工具和丰富的模型。针对深度

学习，提供处理大量非结构化数据（如图像、视频或音频）的工具、丰富的模型和强大的分布式训练引擎。

方案内容

方案概述

炼 AI 大师是一个专业的 MLOps 平台，向 AI 开发人员提供可持久化工作空间、批处理任务、数据可视化、数据清洗、数据标注、

模型训练、模型压缩、模型评估、模型部署、模型服务、实时监控等服务。一方面通过灵活的算力管理提高了资源利用率，

另一方面通过算力的创新减少了 AI 开发所需人力。

GPU计算节点 CPU计算节点 管理节点

计算网

管理网

监控网

存储系统

1Gb以太网级联

Infiniband，OPA、25/100Gb Eth

Spine-Leaf，1/10/25Gb Eth

2 1

4

5

3

工作空间 批处理任务 MLOps流程

用户管理 配额管理 监控&告警

视觉 语音 自然语言处理 序列预测 …

调度器 计费系统 分布式存储

GPU服务器 GPU服务器 CPU服务器 边缘服务器 嵌入式设备 存储设备 网络设备

数据可视化

数据清洗

数据标注

模型训练

模型压缩

模型评估

模型部署

模型服务

监控

AI专家 数据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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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所示，炼 AI 大师的硬件设备主要包括 GPU 服务器、CPU 服务器和网络设备等，平台对硬件设备进行了虚拟化，使

用自主研发的智能调度器对资源进行调度，提供了用户管理、配额管理等多种支撑功能。对于 AI 开发人员（AI 专家和数

据科学家），平台提供了工作空间、批处理任务，以及 MLOps 全流程，包括数据处理（如数据可视化、数据清洗和数据标

注）、模型构建（如模型训练、模型压缩和模型评估）和模型部署等。平台支持丰富的应用场景，如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

处理、语音和序列预测等。

适用场景

炼 AI 大师，结合联想在人工智能多年的技术探索和自身实践经验，重点为企业提供可私有化灵活部署的企业级 MLOps 平

台。主要功能及其适用场景如下 :

 √ 工作空间 : 工作空间是使用 JupyterLab 作为交互界面的可持久化容器环境，适合开发和运行程序。工作空间针对很多

框架提供了全栈优化的环境，支持用户定制。

 √ 任务提交 : 以批处理方式在某个环境里运行用户的程序。

 √ 数据 : 数据集包含数据和标注并提供内置的分析、清洗、标注工具。

 √ 模型 : 使用内置模型或 AutoML 来训练用户的数据并部署，支持分布式训练、模型压缩。

 √ 众包 : 数据标注众包。

产品架构

炼 AI 大师产品架构

炼 AI 大师的产品架构如上图所示，自底向上由硬件层、基础设施层和平台层组成 :

 √ 硬件层 : 由多个 CPU 服务器（控制节点）、GPU 服务器（计算和存储节点）和网络交换机组成。

 √ 基础设施层 : 由多个自主研发组件和开源组件构成，其中，资源管理器、智能调度器和计费系统为自主研发组件，在满

足高可用和用户需求的情况下，对平台资源进行调度 ；共享存储为开源组件，使用 Beegfs 分布式文件存储系统存储用

户数据和其他低频访问数据，使用 Redis 和 Etcd 分布式缓存存储集群级和服务器高频访问数据。

 √ 平台层 : 提供了内置全栈优化深度学习环境的可持久化工作空间，支持主流深度学习框架，并提供从数据处理（可视化、

清洗、标注）、模型训练（内置模型、AutoML）、模型压缩、模型评估到模型部署的一站式 AI 服务，内置多场景分布式

模型和丰富的预训练模型，支持云 / 私有服务器 / 端侧设备等灵活部署方式。

主要功能特性 

炼 AI 大师的主要功能特性概要如下 :

1) 工作空间 :

 √ 交互式开发环境 : 提供基于 JupyterLab 的交互式开发环境，支持交互式文件管理和程

序开发调试

 √ 深 度 学 习 框 架 : 支 持 全 栈 优 化 的 TensorFlow，Pytorch，Keras，Kaldi，MxNet，

Theano 等主流深度学习框架

 √ 传统机器学习框架 : 支持 Scikit-learn，XGBoost 等传统机器学习框架

 √ 资源规格设置 : 支持灵活搭配资源（GPU 个数、CPU 核数和内存）

 √ ssh 登录 : 提供 root 权限，支持 ssh 登录

 √ 可视化 : 支持 Tensorboard, Visdom 可视化

 √ 环境定制化和持久化 : 支持环境定制化（如 pip install <package_name>, apt-get 

install <package_name>）和持久化，对环境的定制化在关闭环境再重启后保持不变

 √ 查看资源消耗情况 : 支持以图表形式查看 GPU、CPU、内存和存储空间等资源消耗

情况

 √ 分布式训练引擎 : 提供基于 Tensorflow 和 Kaldi 的分布式训练引擎

 √ 模型压缩工具 : 提供模型压缩工具，可用于压缩 Tensorflow、Pytorch 和 Caffe 模型

工作空间

2) 批处理任务 :

 √ 深 度 学 习 框 架 : 支 持 全 栈 优 化 的 TensorFlow，Pytorch，Keras，Kaldi，MxNet，

Theano 等主流深度学习框架

 √ 传统机器学习框架 : 支持 Scikit-learn，XGBoost 等传统机器学习框架

 √ 自定义环境 : 支持选择在工作空间中定制的环境

 √ 资源规格设置 : 支持灵活搭配资源（GPU 个数、CPU 核数和内存）

 √ 智能调度 : 支持任务排队，任务优先级抢占

 √ 任务克隆 : 支持克隆已存在的任务

 √ 日志实时展示 : 能实时展示任务日志

 √ 查看资源消耗情况 : 支持以图表形式查看 GPU、CPU、内存等资源消耗情况

平台层

基础设施层

硬件层

计算引擎

计费智能调度器

资源管理器共享存储

GPU服务器 网络交换机

CVAT 全栈优化的深度学习环境

数据标注 工作空间 批处理任务

服务器C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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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处理任务

3) 数据处理 :

 √ 数据接入 : 支持从客户端和共享存储接入数据

 √ 数据预处理 : 支持图片数据清理，如自动去除重复、模糊和异常数据等

 √ 数据分析 : 支持图片数据分析，如自动聚类、自动分析重复、模糊和异常数据等

 √ 数据标注 : 支持图片、视频数据标注（手工标注、自动标注），标注方式包括画框、多边

形、多段线、特征点等

 √ 数据集管理 : 支持创建、修改、删除、查询和发布数据集，支持查看原始数据、标签信息、

标注信息和统计信息等

 √ 数据集分享 : 支持海量数据的即时共享，减少重复数据

数据标注

4) 模型构建及部署 :

 √ 内置模型 : 支持多场景（图片分类、实例分割、对象检测等）的内置模型

 √ 单机训练 : 支持内置模型单机训练

 √ 分布式训练 : 一键启动分布式训练，分布式训练加速比达到 90% 以上（以收敛速度衡量）

 √ 预训练模型 : 提供多场景（图片分类、实例分割、对象检测等）的预训练模型

 √ 模型微调 : 支持模型微调，即基于预训练模型或已训练完成的模型进行二次训练

 √ 模型压缩 : 支持内置模型的剪枝压缩

 √ 模型评估 : 支持内置模型的评估，支持推理结果和评估指标（如 accuracy, precision, 

F1-score, mAP, ROC 曲线，混淆矩阵，PR 曲线等）展示

 √ 模型部署 : 支持内置模型的部署（RESTful API，服务器 SDK，Jetson SDK）

 √ 自动化机器学习 : 支持自动化机器学习 AutoML，即用户提供数据、指定任意约束，

AutoML 自动生成模型，支持自动超参优化

 √ 可视化 : 能实时显示任务运行结果，收敛曲线，资源消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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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训练任务

5) 隐私训练 :

 √ 隐私训练 : 支持多用户基于隐私数据合作训练模型，各用户共享记录在区块链（此功能

需要搭载联想区块链 B-Connected 平台）

6) 众包标注 :

 √ 智能分包 : 智能分包系统根据任务发起者所设参数对数据包进行预处理

 √ 标注工具 : 提供图片数据标注工具

 √ 自动真值推断 : 支持自动真值推断，自动合成标注

 √ 智能质检 : 智能质检系统对分包进行自动检测，根据完成情况自动计算酬劳

自动真值推断

7) 系统安全性 :

 √ 登录认证 : 支持本地 LDAP 服务器，也可连接外部用户认证服务

 √ 多级用户管理体系 : 系统采用多级用户体系，包括系统管理员，普通用户两种权限用户

 √ 专属存储空间 : 平台支持多用户同时使用，每个用户有自己的专用存储空间

8) 体系架构 :

 √ 支持大规模部署 : 提供 GPU 算力集群的资源池化、集中管理、统一分配 ；支持细粒度资源分配和配额管理，有管理上

百计算节点的能力 ；支持多种服务器、多种 GPU

 √ 高可用 : 支持高可靠，任一节点宕机不影响服务

 √ 智能资源管理和调度 : 支持大内存申请，支持空闲 GPU 内存预留，确保资源充分利用，支持闲置任务自动检测、提醒、

停止，避免资源浪费 ；支持任务排队，任务优先级抢占

9) 监控和运维 :

 √ 监控 : 监控面板实时监控集群使用情况，故障报警

 √ 运维工具 : 提供简单易用的运维工具

方案优势 

联想炼 AI 大师是一个专业的 MLOps 平台，向 AI 开发人员提供可持久化工作空间、批处理任务、数据可视化、数据清洗、

数据标注、模型训练、模型压缩、模型评估、模型部署、模型服务、实时监控等服务。炼 AI 大师一方面通过灵活的算力管

理提高了资源利用率，另一方面通过算力的创新减少了 AI 开发所需人力。平台具备如下创新的特色功能 :

1) 可持久化工作空间

可持久化交互式工作空间（图 8）为 AI 开发者提供了基于 JupyterLab 的交互式开发环境，内置全栈优化的深度学习环境，

支持主流深度学习框架。可持久化工作空间的一大特色是支持用户对环境进行定制及持久化，支持跨机迁移，且可作为批

处理任务的运行环境，进而避免 AI 开发者重复进行环境配置工作，由此明显提高 AI 开发者的工作效率。

可持久化工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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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布式训练引擎

分布式训练引擎的主要目标是简单易用和加速训练过程。为了方便用户使用，该引擎内置多场景分布式模型和丰富的预训

练模型，用户只需提供数据和标注就可以进行分布式训练。为了加速训练过程，该引擎采用了参数服务器（PS）/ 工作机

（Worker）架构，核心思想是消除通讯开销对性能的影响，采用的具体技术包括无等待后向传播、梯度压缩和基于动态延

迟的循环梯度更新等。

3) 自动机器学习（AutoML）

为了解决传统深度学习的痛点，例如，AI 算法专家稀缺且昂贵，不同的任务和业务需要不同的模型，使用大量数据训练耗

时很长等，炼 AI 大师推出了 AutoML 引擎。该引擎使传统机器学习的数据预处理、模型训练和模型评估等步骤自动化，

而又不会失去预测的准确性。用户只需要准备好原始数据，就可以在合理时间内训练得到一个可用于部署的高精度模型。

4) 模型压缩

为了解决复杂模型面临的所需存储空间大、计算资源消耗高、难以在端侧设备部署等问题，炼 AI 大师推出了模型压缩引擎，

目标是保证模型精度的前提下，尽可能降低模型的大小。该引擎采用的是一种两阶段的模型压缩方法，第一阶段搜索得到

最佳压缩策略，第二阶段利用训练数据对模型进行压缩和微调。

5) 基于区块链的分布式模型训练引擎（BDML）

BDML 是一个完全分布式的框架，基本框架如图所示，无需中央服务器，各参与方只共享知识，而无需共享数据，基于区

块链激励机制和密码学技术为参与协同训练的各参与方提供数据保密性、计算可审计性和奖励，能够应用到政府电子政务、

智慧城市、医疗、金融、交通等隐私敏感领域。

BDML 基本框架

客户收益

炼 AI 大师为 AI 开发者提供 MLOps 全流程服务，一方面通过灵活的算力管理提高了资源利用率，另一方面通过算力的创

新减少了 AI 开发所需人力。平台给客户带来的价值如下 :

 ● 自动化 : 炼 AI 大师的目标是提高模型开发、部署与运维流程的标准化和自动化程度，帮助 AI 开发人员聚焦核心业务开发。

 ● 一站式 : 提供可持久化工作空间、批处理任务、数据可视化、数据清洗、数据标注、模型训练、模型压缩、模型评估、

模型部署、模型服务、实时监控等一站式 AI 服务。

 ● 多框架 : 支持全栈优化的 TensorFlow，Pytorch，Keras，Kaldi，MxNet，Theano 等多种深度学习框架，Scikit-

learn、XGBoost 等传统机器学习框架。

 ● 高效 : 使用智能调度器对平台资源进行调度，减少资源碎片化，通过智能 GPU/ 网络拓扑感知降低通信开销，支持可抢

占式任务利用空闲资源，提升平台的资源利用率和任务执行效率。

 ● 易用 : 提供简单易用的 GUI 页面，操作简单，可快速上手。

成功案例

案例 1 – 某私募人工智能开发平台

项目背景

人工智能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金融领域，某私募公司主要有数据分析师和 AI 技术人员两类用户，数据分析师主要关注数据

和业务，而 AI 技术人员主要关注算法和工程。在传统模式下，面临着建模门槛高、计算效率低和模型工程化复杂等问题。

两类用户希望能够通过一个统一的平台实现快速高效开发 AI 模型的目的。

方案概述

某私募人工智能开发平台

验证者

区块 0

时间戳

哈希值

模型

参数

事务

时间戳

哈希值

模型

参数

事务

时间戳

哈希值

模型

参数

事务

矿工

事务
模型 / 参数

事务
模型 / 参数

事务
反对

事务
赞成

51%

时间戳

模型

参数

区块 1 区块 2 区块 N

对外1Gbe网络

计算节点 x 123 管理节点x3

本地高速网络

存储节点（GP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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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某私募公司搭建的人工智能开发平台打通了 MLOps 全流程，使得各类用户能够聚焦于其具体业务。该平台基于私有云

搭建，是一个集数据管理、模型构建、模型部署和运维支持等功能模块于一体的人工智能开发平台，并且针对金融场景复

杂数据情况进行了优化，能够更好地支持金融模型的开发。

方案收益

人工智能开发平台帮助某私募公司更好地控制了运营成本，提高了模型开发、部署与运维流程的标准化和自动化程度，使

得 AI 开发人员能够专注于模型构建过程，明显降低了开发周期用时 ；也让模型开发迭代的方向更加明确，切实为业务产生

价值，明显提升了业务预测精度和模型上线效率。

案例 2 – 联想研究院人工智能开发平台

项目背景

近些年，人工智能项目落地备受关注，越来越多的模型被应用到真实场景中。在实际项目中，AI 开发人员需要根据实际业

务不断优化模型，频繁迭代开发和部署上线。联想研究院的用户以 AI 专家为主，希望平台能够提高模型开发、部署与运维

流程的标准化和自动化程度，解决 AI 落地难的问题，使其能够聚焦核心算法开发。

方案概述

联想研究院人工智能开发平台

通过私有云搭建了智能、高效的人工智能开发平台进行模型开发、训练和部署，提供了强大的数据分析、实验跟踪和交互

式模型开发环境，通过 MLOps 流程提高模型开发、部署与运维流程的标准化和自动化程度，助力联想研究院实现创新能

力提升，具体方案如图所示。

方案收益

联想研究院人工智能开发平台已稳定运行 3 年余，专注于为用户提供强大的硬件资源管理能力及高效的模型开发能力，明

显提升了模型上线效率和 GPU 使用率，成功助力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趋势预测和推荐引擎等 AI 落地

场景，赋能联想智能化转型。

联想大数据平台方案 - LeapHD

市场观点

随着互联网与工业融合创新，智能制造时代的到来，工业大数据技术及应用将成为未来提升制造业生产力、竞争力、创新

能力的关键要素，是驱动产品智能化、生产过程智能化、管理智能化、服务智能化、新业态新模式智能化，支撑制造业转

型和构建开放、共享、协作的智能制造产业生态的重要基础，对实施智能制造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LeapHD（联想大数据平台）是一种企业级大数据分析产品。可以帮助企业快速建立一个基于统一数据（产品、供应、生

产、营销、服务、公共服务等）的数据汇聚、探索分析的平台。 LeapHD 平台提供可横向线性扩展的高可用体系架构，高

质量的数据接入与管理，亿级数据秒级响应的实时分析计算能力，在海量数据处理能力上比同类产品快 1-2 个数量级。基

于这一平台，企业可以针对 PB 级海量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分享协同。通过平台提供的丰富应用工具，各类系统用户可以

更加有效的利用专业知识探索数据价值，全面释放通过数据挖掘商业价值的潜能，为企业提供快速发掘商机、有效防范风险、

高效科学决策的能力。

方案内容

方案概述

在大数据时代，构建面向海量数据的存储与计算能力、挖掘数据的深层价值正逐渐成为提高企业竞争能力的核心要素之一。

联想大数据平台（简称 :LeapHD）是业界领先的处理企业级大数据场景的高性能一站式平台。

联想大数据平台特点

LeapHD 平台具有简单易用、性能优异、高度兼容、安全稳定等特点，具有业界完整的 SQL on Hadoop 支持，实现完整

支持 SQL 标准，增强分布式事务处理能力，全面支持 MPP 场景 ；突破实时处理计算框架，支持物联网实时业务分析 ；一

站式图形化的数据开发套件，可快速分析应用 ；它是企业级大数据场景的高性能一站式分析平台的优秀选择。

适用场景

设备预测性维护、供应链优化、能耗优化分析、产品设计与研发、产品销售预测与需求管理、生产计划与排程、产品质量

管理与分析、工业污染与环保检测。

对外1Gbe网络

本地高速网络，计算和存储分开

CPU服务器
Web服务

GPU服务器
CPU服务器
集群管理

性能优异 高度兼容 安全稳定 简单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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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架构

从功能架构上分为数据集成、数据计算与存储、数据查询与分析、数据资产管理、数据服务和系统运维监控。主要采用

Hadoop、Spark 等分布式技术，满足计算能力线性扩展、数据汇总能力。联想大数据平台总体框架如下 :

数据
服务

数据
分析

数据
处理

数据
集成

数据服务( DataService )

交互式查询( SQL Editor )

API封装

即席查询

统一资源管理YARN

分布式文件系统HDFS

数据抽取、转换、加载(ETL)

批量数据采集(DataHub)

LeapHD Hadoop Core集成31个开源组件，基于x86平台的深度集成和调优

Hive Hbase Kudu ELK Redis

MapReduce/
Spark FlinkSpark Streaming

ImpalaStorm Presto Phoenix LeapSprk
2.3

统一任务调度Task Scheduler

文件管理 R分析 Python分析

API发布 API市场 API订阅 API网关

数据目录
 DataCatalog

集群管理

多租户管理

权限管理

项目管理

日志审计

系统配置

服务管理

组件管理

自动化部署

监控告警

数据资产管理 
Data Governance

运维管理
 Manager

多租户管理 
SystemAdmin

元数据
Metadata

数据质量 
DataQuality

安全与隐私 
DataSecurity

监控与报告

联想大数据平台产品架构

主要功能特性 

 √ 部署运维自动化 ；

 √ 支持向导式自动化的平台安装、部署过程，支持以本地源提供安装包 ；

 √ 支持集群中节点的自动化配置，包括主机及在其上安装的服务、客户端等 ；

 √ 支持 Hadoop 组件的管理功能，包括添加、删除、启动、停止等 ；

 √ 支持对集群各节点的可视化、图形化、指标化监控，如 CPU、存储、硬盘、负载、网络等 ；

 √ 支持统一的告警服务，提供消息、邮件及界面可视化等多种方式展示 ；

 √ 支持基于整体平台或独立组件的版本升级，并保障数据的持续可用 ；

 √ 海量数据存储与计算

 √ 支持结构化、非结构化海量数据存储，支持 HDFS、Hive 、HBase ；

 √ 支持基于 MapReduce 的批处理和 HBase API 处理数据 ；

 √ 支持通过脚本、Java 程序、API、SQL 等多种方式进行数据查询分析 ；

 √ 支持 Hadoop 数据的多源、多类型的导入与导出 ；

 √ 提供可视化的 SQL 执行 IDE，支持 Hive、Spark、Impala 的数据查询及结果输出 ；

 √ 支持 HDFS 文件管理 ；

 √ 支持存储过程执行 ；

 √ 数据处理与调度 ；

 √ 支持数据质量的探查与规则化处理、大数据任务的执行与调度、大数据与传统数据库、文件之间的导入与导出，数据的

批量化、定时化处理与调度 ；

 √ 支持多数据源的数据集成与整合，包括 Oracle、MySql、SqlServer 等关系型数据库、文件、Web 服务等多种类型 ；

 √ 支持可视化的数据采集、转换流程配置 ；

 √ 支持流程定义与流程调度，可以一次、多次，定时的执行计划任务 ；

 √ 支持流数据实时采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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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数据管理与安全 ；

 √ 提供完善的元数据管理工具，支持对技术元数据的自动获取、

业务元数据的维护 ；

 √ 支持数据的血缘分析、影响分析，实现数据全生命周期的查

看与溯源 ；

 √ 支持数据地图构建，查看企业宏观数据划分 ；

 √ 支持按照企业业务分类划分数据，形成企业专属的数据目录 ；

 √ 支持数据元信息收藏、分享、标签管理、快速 SQL 查询等操

作，方便的进行数据定位分析与写作 ；

 √ 支持完善的元数据版本管理，支持多版本管理、对比、更新 ；

 √ 支持数据权限查看，权限申请与审批等，方便数据分析师快

速获得数据权限 ；

 √ 支持隐私数据按照业务需求分类分级，支撑完善企业数据安

全管理 ；

 √ 支持企业统一的质量规则库管理，按照数据完整性、有效性、

一致性、准确性、唯一性、及时性、自定义七大维度管理和

查看规则 ；

 √ 支持对 Hive 配置表级别和字段级别的多种规则、评分标准、

告警等 ；

 √ 支持自定义质量校验任务，获取任务执行记录和日志 ；

 √ 支持全面的质量分析，查看质量变化趋势与每个规则校验

结果 ；

 √ 支持按照规则预览问题数据，一键下载问题数据，问题数据

入库 ；

 √ 支持企业数据质量变化与检测维度、检查结果全面监控 ；

 √ 支持企业数据量、元信息维护率、敏感数据变化、数据保护率、

数据质量等全面的企业数据资产监控 ；

 √ 多租户资源管理 ；

 √ 支持多租户下的资源管理，可以将相同的资源配给不同的用

户，可将存储资源与计算资源相隔离 ；

 √ 支持在单一租户下权限的分配，审核与管理 ；

 √ 支持基于 RBAC 的权限管理，在项目中提供项目组成员、用

户组、角色的权限分配，支持批量或单一的权限授权，支持

Hive 到列级的读写权限控制，HBase 到列簇级的读写权限

控制 ；

 √ 数据服务 ；

 √ 支持向导、脚本模式快速将数据表生成 API ；

 √ 数据源类型支持 Hive、HBase、Kudu、MySQ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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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优势 

联想紧密研究和实践大数据先进技术，基于企业内部多年的 PB 级大数据建设实践经验，形成了适应企业级应用的稳定可靠、

性能优异、易用易管理的大数据平台，更好地满足企业级客户的需求。

LeapHD 平台核心技术优势包括 :

 √ 业界超高性能 : 深度优化的 Spark 性能，经评测，性能全面领先开源。同时结合自主研发的自动化压力测试工具，实现

Apache 社区正式发布后 1 个月即可导入 LeapHD 架构中，完成产品组件的快速更新。

 √ 极佳的 SQL 兼容性，便于业务人员使用 : 深度优化的 Spark SQL 解析引擎，率先通过 TPC-DS 99 条语句的全部测试，

满足企业 OLAP 和 OLTP 等多类场景支撑，在大幅提升系统易用性的同时，显著降低应用迁移的难度和工作量。

 √ 全源数据整合能力，提供 10 多种数据采集接口 : 自主研发，突破传统架构和性能瓶颈，提供十多种数据接入适配能力 ；

通过全图形化的灵活配置，可以实现多源异构数据的快速采集与集成。

 √ 高可扩展性 :LeapHD 的高可扩展性体现在基础架构高可扩展和平台功能的高可扩展两个方面。通过在线增加集群节点

数，线性提高系统的处理能力 ；插件式的开放架构设计便捷实现平台功能的快速扩展。 

 √ 最高标准数据安全保障 : 平台支持表列级细粒度的数据访问控制，并扩展了多租户管理及资源隔离 ；支持基于

Kerberos&Sentry&LDAP 实现用户访问和服务间的强认证 ；支持 AES128\256 加解密算法 ；提供全面和高标准的数

据安全保障机制。

 √ 简单的运维操作和监控管理，功能全面、简洁、易用、易维护 :LeapHD 在大数据平台的运维管理方面，支持产品一键安装、

一键升级和图形化运维，并提供了预警和健康检测功能，帮助用户极简化运维操作。

 √ 一站式图形化的数据开发套件 : 提供强大的开发组件环境，提供丰富的图形化管理和开发界面，支持运行、调试、日志跟踪、

结果预览等功能，极大地方便业务人员的使用。

 √ 全球实践验证的一流可靠性 : 联想已在全球部署了规模达到 2000+ 台服务器，3000+ 名操作用户的超大规模实证集群；

是国内最大的制造企业数据集群，系统经受了 12PB 级复杂业务的实战锤炼，实现 99.99% 的全球高可用性。

客户收益

实施工业大数据，可以有效提升产品质量、生产效率、降低能耗，转变高耗能、低效率、劳动密集、粗放型生产方式，提

升制造智能化水平。通过推进智能制造，实现去低端产能、去冗余库存、降制造成本。

成功案例

项目背景

现状 : 新能源汽车逐步被社会大众认可，新能源车辆均安装有远程监控设备，将车辆的数据传回监控中心，以便实时监控

车辆状态。某新能源汽车已建立车联网平台 - 智云平台和经销商协同管理系统 DCS，为大数据分析奠定了良好基础。

问题 : 伴随着销售车辆数量的增多，以及售后车辆运营时间的不断增长，回传至企业监控平台的数据也出现了急剧的猛增。

如何用好这些数据，将其价值有效的发挥出来，已经成为了企业面临最为紧迫的课题。

需求 : 自建一个综合性基础数据平台以高效管理集团旗下所有车联网数据，其中新能源大数据应用子平台将依托该基础平

台提供的数据支撑来进行开发设计。

目标 : 依托企业的智云基础平台的数据源和销售商系统数据源，通过腾讯云硬件资源搭建新能源大数据平台，并在该平台

上构建 PC 端数据分析应用及数据大屏应用。

方案概述

新能源汽车业务架构图

整车专题分析

专
题
分
析

专题分析核心关键指标分析：含电池使用、电机健康、车辆故障、驾驶行为等

营销与售后分析 
包括售后分析、大客户分析、充电
地图分析、停车地图分析等，售后
分析又包括故障分析。

客户分析
包括个人客户和单位客户分析，从
里程焦虑和驾驶行为两个维度来分
析客户的出行习惯。

电池分析
包括电池使用行为分析（充电习惯分
析、续航里程分析）、电池健康分析
（充电温度分析、单体级值分析）。

电机健康分析
包括电机转速与扭矩分析，电机运行
温度分析、驱动电机温度与故障分
析， 可筛选车辆型号与电机类型。

故障事件统计
包括电池报警统计、电机报警统
计，其他报警统计，各统计指标通
过数字形式在页面上直观展示。

车辆档案查询
输出车辆VIN码可以查看车辆的基
础信息、AI管理信息、电池使用信
息、故障信息、行驶信息等。

报表导出
车辆故障数据、用户信息数据、驾驶行为数据、电池使用数据、
电机健康数据以及车辆档案数据

条件过滤后
可下载  

PC报表系统

整车分析 单车档案 系统管理

大屏展示系统

售后分析
大客户
分析 充电地图

电机健康 故障事件

停车地图

驾驶行为
分析

客户基本
分析里程焦虑

电池使用
分析

电池健康
分析

电池健康
管理

基础信息 AI管理 用户分析

电池使用 故障事件电池健康

行驶日志

节能环保 营销专题

驾驶行为
专题 电池专题

售后专题

个人中心

角色管理

用户管理

新能源大数据分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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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大数据分析平台通过对整车专题分析，针对所有车辆整体性数据分析。分析范围包括了营销售后 , 电池使用 , 电

池健康 , 电机健康以及用户行为分析等方面。 整车分析要求能够从不同的维度进行分析， 如时间范围，车型车系，车辆年

限以及地区信息进行多维的即席查询分析。 整体的设计分为上下两部分 , 上面为维度条件 , 下面部分为报表呈现。

整车专题分析分为 5 个大的板块 : 营销与售后 , 客户分析 , 电池分析 , 电机健康 , 故障事件。营销与售后又划分为 : 售后分析，

大客户分析，充电地图分析，停车地图分析 ； 客户分析又划分为 : 客户基本属性，里程焦虑分析，驾驶行为分析 ；电池分

析又划分 : 电池使用分析，电池健康分析，电池健康管理。

方案收益

联想助力引入大数据技术，提供业务规划建议，搭建数据交换和分析平台，以业务场景化建设为目标，实现数据多维、可

视化分析，提高数据分析质量，提升工作效率。

构建数据湖架构，实现数据集中化，实现应用的创新。实现车联网和销售服务数据分析应用。

帮助企业从看不见的数据大屏和向看见的数据大屏和可视化分析转换。

联想机器人流程自动化（RPA）方案

市场观点

在企业的实际运营中，仍旧存在内部系统之间数据未打通、外部系统接口没开放、跨系统自动化难实现等问题，仍有不少

重复性高、耗费人力大、标准化程度高的流程性、事务性的工作。企业不得不雇佣大量的员工完成这些低创造性、高出错

率的重复性工作，员工满意度低、流动率高，导致运营成本高企、效率低下。机器人流程自动化（RPA）的出现为解决以

上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也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事实上，按照全球著名信息调查机构 Gartner 的调

研和分析，2020 年 RPA 市场呈井喷式增长，COVID-19 的流行加剧了这一趋势，在未来的几年中，RPA 市场将继续保

持两位数高速增长。

联想在机器人流程自动化的应用上有大量的实践，从流程的评估、梳理和设计、AI 技术的应用到 RPA 基本功能模块的封装、

RPA 机器人的编排与管理、自助式的应用服务门户等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在联想全球业务运营体系，诸如 IT、人力、

财务、服务、税务、审计以及供应链、物流、生产中收获了大量的成功案例，运营效率获得了显著的提升。

方案及平台内容

方案及平台概述

联想机器人流程自动化 RPA 服务平台是以联想实践的 RPA 实施方法论为理论基础，兼容各种 RPA 工具，结合人工智能

完成不同业务场景数字员工交付和治理的模块化管理平台。具体包括企业 RPA 管理体系搭建，RPA 机器人转售、基础设

施实施，RPA 业务流程梳理和设计服务，RPA 运营管理服务，RPA 可复用模块的封装和发布，AI 赋能中心（AI 引擎和

接口开发），7*24 小时自动化巡检等部分组成。

联想凭借自身全球复杂场景丰富的实践经验，在 RPA 业务流程的筛选和评估、基于 RPA 的流程再造、主流业务系统典型

业务流程的 RPA 最佳实践（如 O365, Workday, SAP, 政府税务网站等）、多 RPA 机器人 的资源调度管理、通用流程封

装和共享、AI 引擎调用等方面可以为客户提供全面的支持和服务。

适用场景

联想机器人流程自动化（RPA）方案适用于企业 IT、人力、财务、法务、税务、审计以及供应链、物流、生产等业务中电子化的、

大量重复、规则明确、耗时费力的业务流程，如发票验真、费用报销、个税申报和专项扣除、内部财务审计、IT 系统巡检、

合同内容比对校验、库存管理报表生成、跨系统生产管控报表、供应链订单交付校验等。

产品架构

联想机器人流程自动化（RPA）服务平台架构如下 :

用户终端入口RPA数字员工

财务机器人

物流机器人

HR机器人

工厂机器人

审计机器人

IT机器人 税务机器人

客服机器人 ...

...

基础设施 工具集

JIRA Gitlab知识管理公有云私有云 虚拟机 物理机

RPA 流程引擎

UiPath 开发器 UiPath 前台机器人 UiPath 后台机器人 UiPath 编排器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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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RPA服务平台 联想RPA专业服务

联想机器人流程自动化方案产品架构

联想机器人流程自动化方案包含 :RPA 专业服务、RPA 服务平台和底层的 RPA 流程引擎。

RPA 专业服务包含流程梳理咨询、流程开发实施和赋能培训服务。

RPA 服务平台和 RPA 引擎部署于各种类型的基础设施之上。基于一些开发工具集合以及 AI 赋能中心的 AI 能力，可以定

制开发出一系列 RPA 流程机器人。在 RPA 数字员工模块预置了一些常用的流程机器人。RPA 运营中心以及 7*24 自动

巡检提供对所有机器人的管理调度以及系统管理功能。用户可以通过移动设备、WEB 以及对话机器人和整个 RPA 服务系

统进行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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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功能特性 

 √ 自动化运营平台 : 联想流程自动化运营平台整合了联想流程自动化实践中对运营服务、RPA 机器人统一管理、通用流程

封装和低代码输出、AI 和通用功能组件访问等的需求，提高了流程自动化部署和运行的整体效率，同时定制化的权限设

计保障了整个 RPA 流程的安全性。平台可以提供 RPA 资源申请、RPA 机器人管理、流程应用市场、通用流程封装、

U 盾管理、分析引擎调用等功能服务。

 √ 非入侵式作业方式 :RPA 部署时无需更改现有系统，不需要对系统进行接口开发，避免第三方资源协调问题和接口开发

成本，可以快速部署。

 √ 跨系统操作 :RPA 可以在不同系统中如 EPR、Excel、数据库、网页、APP 等查询操作，自动进行信息收集和提取，

生成报表。

 √ 7x24 自动执行预订流程 : 针对高重复性、标准化、规则明确、大批量的日常事务，RPA 可以全天候不间断的执行预订流程，

提升生产力。

 √ 集成 OCR 和 AI 等应用功能 : 联想 RPA 解决方案集成联想自研的 OCR 和 AI 技术，可以在自动化流程中完成图像文

字识别以及智能分析处理等功能，可以进一步减少人工干预，提升自动化效率。

方案及平台优势 

丰富的落地实施经验

联想在自身全球化部署中开发了 200 多个 RPA 应用场景，涉及不同国家和地区，覆盖端到端全业务流程，可以提供流程

评估与优化、方案设计以及 RPA 运维等服务。

专业的专家团队及行业影响力

联想是中国 RPA 产业推进方阵的副理事单位、RPA 产品能力标准撰写单位，在国内外多场行业峰会上发表演讲，具备多

名经验丰富的业务流程咨询专家、RPA 行业标准制定专家和 RPA 行业认证高级开发工程师。

智能产品生态运营服务平台

联想可以提供智能化产品融合生态方案，通过对话机器人、移动端等多客户触点，以及可兼容多种 RPA 工具的流程自动

化管理平台、业务流程管理、自动监控巡检，AI 智能产品等业务功能集成，发挥 RPA 的最大价值。

最佳管理实践

联想结合自身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管理机制，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 RPA 流程实施方法论，帮助企业少走弯路，以最短

的时间和成本完成流程化改造和实施。

客户收益

 ● 联想的机器人流程自动化部署可以帮助客户提升作业效率，平时以天计算的作业可以缩短到数小时甚至数分钟，大大降

低劳动力成本。同时，机器人可以 7x24 小时工作，进一步提升生产力 ；

 ● RPA 通过机器人的人工替代，可以保证流程严格按照规则执行、100% 准确，避免人为因素导致的错误，并保障了数据

的安全性 ；

 ● 通过机器人接管枯燥重复的简单工作，帮助员工精神上释放，使员工可以专注于高附加值工作，关注更重要的流程和操

作点上，提高人员队伍的稳定性 ；

 ● RPA 可以跨越地区灵活部署和扩展，可以按需灵活部署满足季节性的业务量激增。

成功案例

联想自身是 RPA 的重度实践者，并获得了预期的效果。目前已经部署超过 200 多个应用场景，1 年节省 40,000 多小时

的劳动力，平均流程作业效率提升了 5-8 倍。当年的产出 / 投入比达到 1.7。下面，我们以一个具体的场景做进一步的介绍。

项目背景

个税申报和专项附加扣除下载整理一直是人资部门一项重要且繁琐的工作，成千上百个上传文件的整理和个税系统的重复

操作都需要大量的时间和人力去完成，其流程复杂（从准备基础数据，到拆分个税数据，再到各个法人个税系统上传和下载），

数据核对更是繁杂。对于这类手工重复的操作，不但量大枯燥，而且容易出错。

方案概述

联想通过 RPA 将原来手工的流程用机器人进行替代，并对流程的机器人适配进行了重新的设计。经过数据获取整理，个

税上传、计算、核验，业务复核报送以及专项扣除下载整理等 4 个子流程完成了原来近 20 个步骤和流程的工作。

方案收益

RPA 的实施为联想在这一场景中每年节省了 1440 小时的劳动力，工作效率提升了 80%，原来人工需要 136 小时才能完

成的一项工作现在只需 28 小时，并实现了 0 误差。RPA 投入当年的产出 / 投入比高达 1.8。



联想数字化转型及新 IT  70

联想晨星视觉智能平台方案

市场观点

计算机视觉是深度学习领域最热门的研究领域之一。计算机视觉实际上是一个跨领域的交叉学科，包括计算机科学（图形、

算法、理论、系统、体系结构），数学（信息检索、机器学习），工程学（机器人、图像处理），物理学（光学 ），生物学（神

经科学）和心理学（认知科学）等等。许多科学家认为，计算机视觉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开拓了道路。计算机视觉的关键技

术主要涉及图像分类、图形图像生成技术、物体检测、物体识别、物体跟踪、视觉 SLAM、手势识别、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

这些功能的算法随着近期计算机视觉和深度学习等技术的迅速发展而逐渐进入实用化阶段。然而作为一种专业性较强的技

术，相关的软件产品开发群体规模还不大，可以参考的相关资料也较少，并且需要开发相关软件产品的开发者具备一定的

相关专业技术基础。这就使得开发混合现实相关的软件产品门槛较高，开发难度大并且开发周期相对较长。如果开发者没

有足够的专业性，开发出来的软件产品也往往达不到理想的效果。

晨星视觉智能平台，是基于 3D 视觉智能技术，云边端协同计算及应用开发工具的一站式视觉智能的赋能平台。平台通过

SDK 和标准方案的形式，让混合现实技术所依托的各种计算机视觉算法能够更容易的实用落地，让非专业的软件产品开发

者能够快速的上手并开发出混合现实效果优秀的相关软件产品。

方案内容

方案概述

平台主要由 Iaas, Paas 和 Saas 三部分组成，整个 AR 智能生产平台依赖通用服务器部署后台服务 , 依赖 GPU 服务器进

行训练，推理，云渲染，依赖存储服务器进行文件存储，依赖数据库服务器存储关系型数据，依赖网络设备提供网络，在

此硬件基础上需要分布式存储，智能路由，防火墙，负载均衡，虚机管理工具，安装完集群环境，需要引入相关中间件和

搭建 cv 算法库，然后搭建容器云平台用于部署后台服务，同时提供集群监控相关配套功能，在此容器云平台基础之上部

署的是能力平台服务，包括能力平台依赖的底层通用服务和能力服务，同时客户可以在能力服务基础上搭建自己的服务平

台，客户服务可部分依赖能力平台服务也可不依赖，两者服务都部署在同一个集群可以互相发现，再搭配 SDK 和通用工具，

各业务部门就可开发各自的应用，也可遵循规则由第三方开发。

适用场景

辅助设计，辅助装配，实操培训，远程协作，质量检测，工业测量，智能维保。

产品架构

联想晨星视觉智能平台架构

主要功能特性 

平台提供核心能力包括 : 物体识别、环境识别、3D 重建、云渲染、空间定位 ；四个工具 :stARStudio 编辑器可以无代码

制作工业巡检和 AR 维修指导的应用 ；stARView 提供多视角的虚实融合展示和实时互动 ；stARemote 提供远程协助的

基本功能。

1) 物体识别

3D 物体识别技术可通过 RGB 相机实时估计物体在真实空间中位置和姿态，实现精准虚实叠加，支持的识别与追踪的目标

包括 3D 物体、具有 CAD 模型的物体和平面物体。

门户

能力层

laaS

设备

平台门户  daystar.lenovo.com 开发者门户  daystar.lenovo.com/dev

SDK stARKit Aidor

工具组件
stARstudio stARview stARemote 模型转换

视觉智能
能力服务

空间定位 环境识别 物体识别 行为识别 3D重建 云渲染

中心容器云管平台 边缘云计算平台

晨星AR 晨星CV设备 三方AR设备 智能手机/平板



编号 功能 描述 技术指标

1-1 物体扫描和重建 扫描需要识别的物体，采集物

体识别训练数据，实时重建物

体的 3D 模型

支持的物体 : 

物体尺寸 : 5cm ~ 5m

物体属性 : 非透明，非纯黑色

重建输出 :obj 格式带颜色和纹理的物体 3D 模型文件

1-2 物体训练 - 三维物体 采集识别物体数据，通过算法

训练生成用于识别的特征文件

库，可以通过 SDK 识别所训练

的物体

物体训练时间 < 5 分钟

1-3 物体训练 -CAD 模型 通过导入物体的 CAD 模型训练

物体识别特征，可以通过 SDK

识别训练的物体

1. 导入模型格式 :CATIA, OBJ, FBX, DAE, GLTF 

2. CAD 模型纹理 : 不要求有纹理

3. 训练时间 : < 5 分钟

1-4 物体训练 - 图片 通过导入 2D 图片识别平面物体

特征，可以通过 SDK 识别训练

的平面物体

1. 图片分辨率 : < 4K

2. 图片格式 : bmp / jpg / jpeg / png / tif

3. 训练时间 < 2 分钟

1-5 3D 物体识别和跟踪 三维物体识别和跟踪 1. 输出 6DOF 姿态，精度位移 < 2%, 角度 < 5°

2. 距离 : 画面中识别物面积占比 20%~90%

3. 识别目标 : 最少支持 20 个

4. 识别时间 :< 3S

5. 同时跟踪目标 : 最少 5 个

6. 跟踪帧率 : > 25fps

1-6 CAD 物体识别和跟踪 CAD 识别和跟踪 1. 输出 6DOF 姿态，精度位移 < 2%, 角度 < 5°

2. 距离 : 画面中识别物面积占比 20%~70% 

3. 角度 : 相机视线与选定视角夹角在 30°以内

4. 识别目标 : 不小于 3 个

5. 识别时间 :< 3S

6. 跟踪帧率 : > 25fps

1-7 物体识别 -2D 图片 2D 平面识别和跟踪 1. 输出 6DOF 姿态，精度位移 < 2%, 角度 < 5°

2. 距离 : 画面中识别物面积占比 20%~90%

3. 角度 : 相机视线与图片法向夹角在 75°以内

4. 识别目标 : > 100 张

5. 识别时间 :< 3S

6. 跟踪目标 :> 5 张

7. 跟踪帧率 : > 25fps

1-8 云识别 云识别服务支持大规模物体识

别

响应时间 < 3S

支持目标数量 : 最少支持 1000 个目标，支持扩容

提供 SDK 和调用 API

2) 环境识别

基于 SLAM 技术对设备周围环境进行感知建图，用户通过加载云端存储的地图文件和相应的空间标签，将设备当前位置和

地图文件进行匹配，实现高精度的实时定位和场景漫游。

编号 功能 描述 技术指标

2-1 三维空间地图构建 扫描设备所在环境，实时创建环境地图 并发性能 : 可同时支持 10 路重建任务

2-2 大规模图像检索 基于大规模图像检索对当前空间场景进行

识别

大规模地图检索 :

识别定位时间 : < 3S

地图规模 : > 100M2

2-3 高精度三维空间定位 本地地图重新识别和定位，将现实空间于

历史地图进行空间对齐

三维空间定位 :

识别定位精度 :1.1~3.5cm

实时追踪精度 : 漂移 < 0.5%

跟踪稳定性 : 成功率大于 97%

3)3D 重建

基于云端强大的 GPU 运算性能，对算法进行云端计算和任务调度优化，实现大批量重建任务的资源调度和点云快速高精

度重建，输出点重建 Mesh 模型文件。

编号 功能 描述 技术指标

3-1 3D 重建 将 3D 扫描设备的点云数据重建为高精度

3D 模型

3D 重建 :

重建精度 :96%

扫描空间尺寸 :< 10m * 10m * 10m

输入数据格式 : 标准化点云 / 深度图像数

据接口

3-2 多路重建任务调度 多路重建任务并发执行 可同时支持 10 路重建任务

3-3 重建结果保存于下载 将重加结果保存在云端，提供下载入口 重建输出格式 : obj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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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云渲染

云渲染引擎实现对 3D 模型的实时加载与渲染，并支持 AR/VR 双目渲染和 6DOF 实时更新和渲染，并与云渲染调度服务

和云渲染客户端进行实时通讯，实现端 - 边 - 云的实时云渲染功能。

编号 功能 描述 技术指标

4-1 模型加载 动态加载 3D 模型 支持的 3D 模型 : 

DCC 模型 :OBJ，FBX， gITF

CAD 模型 :CATIA V5, STEP 

模型规模 : 最大模型不小于 8000 万面片

4-2 模型材质 模型材质、光照模型 材质模型 : 

材质 :BRDF 模型

光照模型 :Blinn-Phong，局部光照模型

4-3 渲染管线 高清渲染管线 渲染管线 :DX11

4-4 模型交互 模型交互和操作 模型操作 :

模型选择

模型移动

模型缩放

模型旋转

动画播放

4-5 实时渲染 AR/VR 6DOF 实时渲染 实时双目渲染 :

单眼分辨率 :> 1920*1080

渲染显示帧率 : > 60fps

4-6 渲染帧编码 服务端渲染帧 GPU 实时异步编码 帧编码 :　

编码格式 :H264

编码实现 :CPU /GPU 加速

编码速度 :> 60fps

4-7 渲染实时传输 端 - 边渲染帧实时传输 RTC 传输

码率 :> 40Mbits

端 - 边延时 : < 84ms

4-8 客户端帧渲染实时显示 AR 眼镜端显示 延时 :

交互延时 :< 90ms

MTP 延时 : < 20ms

4-9 渲染模式 支持单目 / 双目渲染 支持渲染模式 :

AR 渲染，透明背景

VR 渲染

单目渲染 :Web 端预览

5) 空间定位

基于多 Camera 和 IMU 紧耦合视觉定位技术，局部和全局地图联合优化的闭环，以及基

于网格化光线追踪的实时 3D mesh 重建，集成运动预测和异步时间扭曲技术的 3D 显示

引擎。为 AR 设备提供高精度稳定空间感知和高性能混合现实显示。视觉 SLAM 精度可以

达到 95.5%，显示 MTP 延时 < 20ms。

空间定位方案框架图

6) 行为识别

行为识别能力主要基于视觉传感器，通过计算机视觉与深度学习检测技术，对工作人员相

关的状态、行为进行识别，包括禁区检测、安全帽 / 工装佩戴检测、轨迹异常检测、操作

异常检测、不文明行为检测等。

行为识别硬件架构图——端 - 边 - 云

行为识别算法方案——以“人”为核心的相关部件检测与跟踪

空间定位

建图

环境识别

VIO定位 优化

闭环重定位运动预测

6DOF深度信息

TOF

特征处理

鱼眼相机x2

IMU

CV标定

前端数据采集

交换机

边缘计算

交换机

云服务器

设备控制

业务系统

管理终端

ROI

着装识别

附属物检测 （安全帽、安全带、抽烟、…）

姿态与动作识别

 位置计算判别

轨迹跟踪与统计

人脸识别

行为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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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优势 

晨星视觉智能平台融合了最先进的 3D 计算视觉和最新的 AI 技术，基于云边端协同计算框架进行构建，提供了应用开发工

具和 SDK，是一站式视觉智能的赋能平台。晨星视觉智能平台提供六大核心能力 : 空间定位、环境识别、物体识别、3D

重建、云渲染、行为识别。围绕着这些核心能力提供用户工具 :stARstudio 编辑器可以无代码制作 AR 内容，用于工业巡

检和 AR 维修指导的应用 ；stARview 提供多视角的虚实融合展示和实时互动 ；stARemote 提供远程协助的基本功能。晨

星视觉智能平台 3D 计算视觉技术提供了核心的 AR 技术和能力，推动了 AR 技术的商业化应用，为智能制造多个 AR 类

解决方案提供了核心的技术支撑；AI 技术大幅提升了识别和检测等视觉智能算法的精度，使得视觉智能类方案成功的落地，

加速了智能制造行业的智能化升级和改造进程 ；云边端协同的技术框架提供了面向 5G、AI 时代的基础设施，助力行业客

户实现数字化转型。

客户收益

晨星视觉智能平台是一站式开发，通过计算机视觉技术赋能智能制造行业。传统的制造业一直面临着人工成本高、项目实

施周期长、多类设备难协同、运营维护难等诸多问题。通过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升级可以有效提高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和生产

安全，更重要的可以提升工人的工作环境和体验。数字化是指把每一个物理世界里的设备或者任一物体，转化为数字化的

模型，数字化是达成智能化的台阶。智能化需要做深度分析，利用大数据、 人工智能挖掘信息，以实现创造价值、协助监理、

造福民生的用途。使用 VR/AR/AI 技术可将数字模型与物理模型做到完美融合，使用者 ( 人或者人工智能 ) 可以在虚拟世

界中获得同真实世界中一样的体验。利用沉浸式可视化来检查生产流程和性能，或许可以让企业开展更多突破性工作，包

括打造理想的可视化智能工厂。

方案收益

智能视觉连接器装配从时间效能上比较，如果是单人模式，“根据导线找孔号”和“数孔找孔”等工艺流程预计会有约

50% 的时间提升。

从人力效能上比较，经过反复实测，确认智能模式可以单人完成所有流程，且每个流程所花的时间和双人模式非常接近。

预计可取得的效果是 : 所有双人模式下，人员可以缩减为 1 个，降低人员消耗 50%。

从准确率上比较，由于可以实时追踪插孔位置，起到实时校验的作用。可以极大降低人为疏忽导致的出错率。预计可把人

为疏忽率降低到千分之一以下。

成功案例

案例 1 - 连接器辅助装配 EWIS

项目背景

连接器装配是飞机总装中的一个劳动密集型过程。飞机的组件非常复杂，以国产大飞机 C919 为例，其机身中有 700 多线

束，固定线束零件 3000 多种，零件总数超过 150,000 个，需要将每一根线准确的插接在对应的孔位中，而且接线工作往

往在狭小空间内进行，其复杂和精细程度考验着每一个操作人员，同时每个工位都需要三位工人协同工作，分别担任操作、

指导、检测的角色。不仅占用人力资源多，这更是总装任务成败的关键步骤。  

方案概述

计算机视觉连接器辅助装配应用在工装的配合下，以 2D 图片和 AR 的方式显示具体的插孔信息，还能准确的实时追踪具

体的孔位信息。充分指导操作人员准确的插对位置，降低出错率。连接器装配辅助解决方案将由以下几个主要组件组成 :PC+

外置摄像头（也可支持手机、PAD、联想晨星 G2 眼镜），连接器装配云平台，智能视觉辅助连接器装配应用，连接器标定工具，

工装系统。

工装系统

连接器标定工具

连接器装配

云平台

基于AR设备的

辅助连接器装配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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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某新能源汽车总工厂智能巡检项目

基于晨星智能视觉平台的工厂智能巡检，把巡检内容数字化，通过 AR 可视化技术将设备

实时运行状态以及历史记录呈现出来，提高巡检信息检索和查询的效率。

某新能源汽车总工厂智能巡检

案例清单

 √ Smart Corekit AR 使用手册

基于晨星视觉智能平台开发的联想 Smart Corekit 会议系统 AR 使用教程 App，App 使用

了 3D 物体识别能力，实现了混合现实效果的会议系统操作指导，App 提供包括 Android

和 iOS 等多个平台的版本。

联想区块链方案

市场观点

2019 年 10 月 24 日，国家领导强调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创新重要突破口加快推动区块

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自此之后，全国超过 30 个省市地区发布政策指导文件，开展区

块链产业布局，截止至 2019 年底各省市已出台区块链相关政策 106 项，旨在促进区块链

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2020 年以来，10 余个部委连续颁发多则促进区块链与各领域结合的政策信息，截至 11

月，国务院、国家邮政总局、工信部、教育部、最高人民法院、央行等多部委已相继发文，

要求在多个应用领域结合区块链技术，涵盖供应链金融、邮政业、物流、教育、司法存证、

食品安全、交通、农业、制造业、城市管理、跨境金融等 10 多个行业领域，几乎遍布国

民经济的各个行业，充分显示出国家引导区块链融入实体产业的政策意图。

2021 年，我国区块链政策将持续利好、标准规范更加完善、产业规模持续增长、技术持

续创新发展、重点领域应用示范效应加速显现。

区块链技术在政府、企业等机构应用的核心是传统应用升级改造成为“可信应用”，这也是

国家网络安全重要性日益提升的必然趋势。区块链技术在实际应用中有三种应用模式 :

 ● 公有链 : 是指任何人都可以随时参与和退出、参与使用和发起交易的区块链网络。

 ● 联盟链 : 是指多个组织机构共同参与、管理、维护和使用的区块链网络。

 ● 私有链 : 是在特定机构内部自有使用的区块链系统。

其中，公有链主要适用于与面向个人用户的使用场景，如比特币等典型应用。而政府、企

业等机构的行业应用场景则不同，更加匹配联盟链、私有链的应用特征。而可信应用的重

点则主要体现在政府可监管、数据可信、数据不可篡改、数据可追溯、数据可审计等几个

重要方面。

联想区块链平台集成开发、管理和运维等功能，支持客户在云上快速部署联盟区块链网络

环境。基于联想区块链平台，客户可以降低对区块链底层技术的获取成本，专注在区块链

业务模式创新及业务应用的开发和运营之中。

联想区块链平台符合金融级别的安全合规性要求，用户在弹性、开放的云平台上能够

快速构建自己的 IT 基础设施和区块链服务。在区块链框架层，联想区块链平台基于

Hyperledger Fabric 和 FISCO BCOS 技术搭建联盟链网，并在安全、性能、隐私保护

等方面进行增强，研发企业级增强版联盟链 Lenovo LeChain，为客户提供稳定、高效的

联盟链框架，构建多中心联盟链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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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内容

方案概述

联想区块链平台，面向企业级应用，助力企业构建以自身供应链为核心的生态联盟体系。

联想区块链平台

联想为企业提供 :

 √ 依托联想自身实践经验，输出区块链应用场景的咨询规划服务

 √ 联想 B-Connected 区块链平台的实施和售后支持等标准服务

 √ 基于联想区块链平台的智能合约开发相关的技术培训

 √ 支撑平台所需的数据中心基础架构产品和服务

适用场景

联想区块链平台，结合联想在区块链领域多年的技术探索和自身实践经验，重点为企业提供可私有化灵活部署的企业级区

块链平台。适用于区域级的区块链平台，打造行业生态链。如，以区域行业生态为核心，构建有监管机构参与的区域行业

生态链。跨企业的区块链平台，构建企业级联盟链。如，以企业供应链为核心，打造制造业核心企业的供应链生态体系。

企业内部区块链平台，建设企业内部可信应用体系。如，构建操作审计、日志审计系统等可信应用。

具体场景有 :

共享账本

传统跨境支付与银行间清结算过程中，痛点在于其流程需要经过开户行、央行、境外银行、代理

行、清算行等多个机构，每个机构都有自己的账务系统，因此速度慢、效率低。在传统保险业

中，保险公司需要处理的理赔单据繁多，处理单据流程时间长，导致时间成本巨大。联想区块链 

B-Connected 所拥有的共享账本和智能合约的特性，帮助用户解决银行间清结算慢、跨境支付时

间长、费用高以及保险理赔单据繁多、流程时间长等问题。B-Connected 所提供的完备智能合约

集成开发调试环境，与其它平台不同，联想特别提供智能合约检查服务，对合规性和安全性进行校

验，以防止类似于以太坊 DAO 安全事件的再次发生。

场景

解决方案

 ● 银行间清结算慢

 ● 跨境支付时间长，费用高

 ● 保险理赔单据繁多，流程时间长

 ● 银行间清结算

 ● 跨境清结算

 ● 审计

 ● 快速核保 / 保险直赔

业务场景 解决的

业务痛点

在传统的存证、电子合同票据与用户信息的记录保全过程中，存在出证慢、流程长、票据作假的风

险，并致使维权成本较高。在传统供应链金融链条中，核心企业及上下游企业的信息流、物流、资

金流信息的整合至关重要。但目前各企业维护自己的数据信息，信息孤岛增大了信息整合的难度。

B-Connected 所具备的区块链防篡改特性可保障智能合约的执行，为智能合约提供运行的平台。

在真实业务场景中，B-Connected 可以有效地帮助客户解决公证、信息记录与供应链链条中业务

流程长、单据繁多和信息作伪与易篡改的问题。

场景

解决方案

 ● 出证慢，流程长，票据作伪

 ● 维权成本高

 ● 电子合同

 ● 电子票据

 ● 证据保全

 ● 供应链金融 / 供应链管理

业务场景 解决的

业务痛点

公证与记录

链上数据 Dashboard 区块链管理平台 区块链可视化运维 区块链日志审计

应用层（智能合约开放API+SDK）

区块链平台层

基础架构层（异构支持）

联想B-Connected区块链平台

可信政府监管 数据安全可靠 数据真实不可篡改 交易过程可溯源 交易过程透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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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筹领域

目前，繁荣的市场经济领域中，由于社会分工的精细化，不法商贩利用生产 - 供货 - 销售 - 消费

各个环节中的漏洞和信息不对称，制造假冒伪劣商品，给国民经济、产品品牌、消费者都带来很大

损害。由于传统方式所限，很难通过技术手段来开展产品的溯源和防伪，联想区块链针对这一困境，

提出基于物联网、防伪标签、物流跟踪的产品防伪溯源的区块链解决方案，防范供应链中鱼龙混杂

的原材料供给、防范销售渠道中出现的各类假冒伪劣商品，通过区块链技术完美结合联想物联网、

大数据、二维码 /NFC 芯片、海量存储等产品，为客户提供一站式产品防伪溯源能力。

场景

解决方案

 ● 商品伪造

 ● 商品难溯源

 ● 医疗药品溯源

 ● 烟草溯源

 ● 食品溯源

业务场景 解决的

业务痛点

防伪溯源

通过联想区块链技术及联想资源生态，链接了核心

企业资产端及金融机构资金端，提升资金配置效

率、提升流动性、支持小微企业供应链。由于区块

链上的数据经多方记录确认，具备不可篡改、不可

抵赖、可以追溯等特性，从而实现应收账款的拆分

转让，全部能够追溯至登记上链的初始资产。通过

技术实现供应链金融中的信任穿透机制，将原本不

可拆分的金融资产（应收账款）数字化，提升资产

流动性，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

场景

解决方案

 ● 小微企业融资难

 ● 小微企业融资高

 ● 金融机构监管难

解决

业务痛点

供应链金融

众筹领域互助保险在传统运作模式下，存在平台方作弊、监管难度大、

公益善款与账目不透明等风险，导致公众缺乏信心，信任无法传递。

B-Connected 将每个交易方作为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各个机构的

各项资产、产品以数字化的形式在网络中体现，并解决机构互信问

题，形成统一的联盟，实现资金流向可追溯、信息公开透明、全网

信息共享。同时，基于分布式账簿、防篡改、流程透明可追溯等特性，

规避了内部作弊风险。

场景

解决方案

 ● 互助保险

 ● 大病众筹

 ● 公益捐赠

业务场景  ● 平台方作弊问题

 ● 公益善款流向不透明

解决的

业务痛点

在金融业务典型的大数据交易、资产交易、共享经济和积分流通与

通兑的场景下。B-Connected 提供价值流通能力，能够让区块链

在数字资产发行与流通中扮演资产确权、交易确认、记账、对账和

清算的角色。而区块链技术的防篡改能力，将有效防止数据篡改，

规避内部作弊风险。

场景

解决方案

 ● 大数据交易

 ● 共享经济

 ● 积分流通与通兑

业务场景  ● 数据不真实透明

 ● 数据难以共享协作

 ● 积分通兑难，流通难

解决的

业务痛点

数字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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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联想自研的区块链技术，借助区块链技术的分

布式记账多方共识和非对称加密机制将“资金流、

发票流”二流合一，将发票开具与线上支付相结合，

打通了发票申领、开票、报销、报税全流程。通过

把发票流转的全流程信息加密上链，确保了发票的

唯一性和信息记录的不可篡改性，提高了电子发票

系统的安全性，降低了监管机构和企业的成本，简

化了消费者开票报销流程。

场景

解决方案

 ● 解决了信息孤岛

 ● 实现了无纸化报销

 ● 解决一票多报

解决

业务痛点

电子发票

建立一条由电子数据到电子证据的区块链可信数

据通道，为商业机构解决电子数据易篡改问题、为

司法机构解决电子证据难认定问题。同时通过电子

证据的流转管理，组织司法生态多方协同，从而实

现企业的数据确权、司法辅助机构的协同出证、司

法机构的快速裁决。

场景

解决方案

 ● 电子数据归属难

 ● 存证成本高

解决

业务痛点

存证

产品架构

联想区块链平台是基于主流的开放技术进行优化增强的企业级区块链开放平台，整合了企业级应用实践和运维经验，可一

键式快速部署接入、拥有去中心化信任机制、支持多组织资源分配模式，拥有私有化部署与网络运维管理能力。目标是为

客户提供一个安全、可靠、灵活、稳定的区块链技术平台和整体解决方案。

联想区块链平台架构概览

B-Connected平台

运
维
管
理

应用层

供应链协同 资产追踪 供应链溯源

可信供应商 绿色链上物流  ......

平台层

区块链框架层

基础设施层

隐私保护

ID身份 智能合约

交易数据 执行状态

安全框架

审计支持 国家算法

密码矩阵

产品化增强 容器化云平台管理框架 PaaS工具集

Hyperledger Fabric Lenovo LeChain

 服务器（x86，ARM64） + 云

FISCO BCOS

K8S管理 部署+修改 运维支持

BaaS管理平台 配置+升级 区块链浏览器

存储扩展 异构+渐进

快

易

省 智能合约
全生命周期管理

联想区块链平台在技术上，可以分成四层架构，即基础设施层、区块链框架层、平台层和应用层构成。

 ● 基础架构层 :

支持多样化的基础架构，支持主流的 x86 架构物理机、虚拟化、私有云和公有云等不同环境。同时支持 ARM64 架构异构

物理主机。

 ● 区块链框架层 :

支持联想企业级增强版区块链方案 Lenovo LeChain，并兼容开源 Hyperledger Fabric 和 FISCO BCOS 技术；提供了

可视化的区块链服务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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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平台层 :

即 BaaS（Blockchain as a service），是区块链系统的核心，为用户提供平台管理、区块链管理等相关服务。

 √ 资源管理 : 基于容器 Docker 和容器编排 Kubernetes 等技术，提供对底层基础架构资源的统一管理和灵活调度能力 ；

同时容器化的方式也简化了系统的部署和维护成本、提升了系统的高可用能力并优化了平台整体的性能。

 √ 运维管理 : 联想区块链 B-Connected 平台集成监控、日志收集分析、区块链浏览器等工具，支持定制告警规则及自动

预警。平台围绕交易、合约、密钥管理，数据，可视化管理来设计各个模块，开发者可以根据业务所需，选择子系统进

行部署。中间件屏蔽了区块链底层的复杂度，降低开发者的门槛，大幅提高区块链应用的开发效率，包含节点前置、节

点管理、交易链路，数据导出，Web 管理平台等子系统。

 √ 安全框架及隐私保护 : 联想区块链 B-Connected 平台采用租户管理、信息加密、智能合约控制等手段保护私密信息。

为用户提供了完善的联盟链管理机制，通过灵活的准入机制与权限策略管理，实现了对不同用户访问权限的控制。在安

全特性上，联想开发实现了全面的隐私保护解决方案，在提升了联盟链隐私保护的同时对国密算法、安全审计加以支持，

保证了信息数据的安全性。支持全方位隐私计算算法实现匿名交易机制及交易数据可用不可见的隐私保护。

 ● 应用层

为上层具体业务应用提供支撑，对外开放标准的 API 和 相应的 SDK。目前联想区块链平台已经在联想自身的供应链领域

采销协同、链上物流、数字资产追踪和渠道销售管理等场景中落地商用，针对企业供应链领域，联想可提供应用场景规划

设计等技术咨询服务，帮助并加速客户区块链的场景化应用和应用系统的升级改造。

主要功能特性 

联想区块链平台的主要功能特性概要如下 :

1) 跨平台支持 :

 √ 同时支持 x86, ARM64 等异构处理器架构

 √ 支持物理机、虚拟化、私有云、公有云等方式灵活部署

 √ 支持跨数据中心部署

2) 容器化支持 :

 √ 统一容器管理平台，集中资源管理和调度

 √ 容器化部署，提高部署和运维效率

3) 可视化平台管理

 √ 平台的租户管理

 √ 平台的组织管理

 √ 组织内用户管理

 √ 组织内节点管理

4) 可视化区块链管理

 √ 区块链联盟管理

 √ 区块链网络管理

 √ 区块链通道管理

 √ 智能合约管理

 √ 区块链内容可视化浏览

5) 运维与资源管理

 √ 统一日志管理系统

 √ 操作审计记录

 √ 系统资源监控及告警

 √ 平台运维管理

联想企业级区块链平台主要增强特性 :

6) 增加隐私保护特性，支持链上数据的加解密

技 术 实 现 上 是 采 取 新 增 独 立 API 的 方 式， 对 原 版 

Hyperledger Fabric 已有 API 无改动和影响，可以显

著降低智能合约开发难度，在智能合约层保持与原版 

Hyperledger Fabric API 的兼容性。

7) 增加国密标准的支持，满足国内企业需求

底 层 框 架 扩 展， 支 持 国 产 平 台 FISCO BCOS， 对 原

版 Hyperledger Fabric 的 API 无改动和影响，也没有

新增独立 API ，因此在智能合约开发时可以保持与原版

Hyperledger Fabric API 的兼容性，对智能合约开发和维

护上的难度和工作量都没有影响。

8) 适配基于 K8S 的容器平台

可以显著提升区块链平台部署灵活性和便捷性，充分利用 

K8S 的特性，极大降低区块链平台的运维难度和成本，并

且支持区块链平台底层服务的高可用。同时适配之后，可

以在一个集群内创建多个区块链网络，从而最大限度提升

集群资源的有效利用率。

9) 可视化管理平台

通过可视化管理平台对区块链平台和区块链网络进行管理

和维护，极大降低区块链平台和区块链网络的使用、维护

难度，有效降低平台的使用和维护成本。

10) 智能合约生命周期管理和 SDK 管理功能

通过集成智能合约的生命周期管理工具和对应智能合约 

SDK 配置文件的管理工具，可以直接在图形化界面对智能

合约相关的部署和维护等工作，可以导入导出 SDK 的配

置文件等功能，简化相关的部署和维护工作。

11) 统一日志管理子系统

为区块链管理平台提供集中统一的日志管理功能，统一收

集、存储各节点和功能模块的日志文件，提供日志分析平

台和可定制化图形化展示能力。通过集中分析整个管理平

台的日志信息，可以降低运维难度，提升运维效率。



方案优势 

联想区块链平台是基于联想的技术积累和实践经验打造的，专为企业级应用场景提供区块链服务的技术平台，适合企业级

联盟链和企业内部私有链的应用场景。平台具备如下特点 :

平台先进性

联想区块链平台基于开源区块链技术 Hyperledger Fabric 和国产开源区块链技术平台 FISCO BCOS 进行企业级增强。

Hyperledger 为 Linux 基金会下的顶级开源项目，Fabric 所有的技术文档、代码都可以便利获得，政府、企业等组织均

可根据自身诉求灵活的进行功能的扩展、裁剪、二次创新等 ；FISCO BCOS 是一个稳定、高效、安全的区块链底层平台，

经过多家机构、多个应用，长时间在生产环境运行的实际检验。

平台开放性

区块链作为解决“交易可信化”的一项技术，对于技术的开放性，甚至代码的开源性较以往技术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代

码的公开透明是保证区块链网络内各参与方应用“链改”的必要前提。

平台部署灵活性

联想区块链 B-Connected 全面支持物理服务器、虚拟服务器及云化部署，提供统一的容器化管理实现，将基础设施灵活

选择权交还给客户，更适合客户按需选择，搭建行业统一的区块链平台，灵活定制私有化、联盟化部署方案，在非云化部

署场景下无需采购云计算平台。 

平台易用性

易用性是任何一项技术得以快速推广的前提，最直接体现是平台的可视化操作能力。联想 B-Connected 平台为业务用户、

业务监管者、平台管理者和运维人员提供了全流程的可视化操作界面，极大降低了区块链平台的使用门槛和整体使用成本，

加速应用“链改”促进“可信应用”的建设。

平台支持多种智能合约开发语言，包括 go、nodeJS 等。鉴于智能合约开发是区块链应用的主要功能，所有区块链业务能

力围绕智能合约为核心，来实现智能合同、自动触发、安全隔离、业务定义、数字协议等功能。客户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

去编写和调试智能合约。为了解决这一困难，提供示例智能合约，使用者可以快速学习合约开发并构建自有应用，大大缩

短了用户开发周期并减轻了开发压力，以更便捷的方式辅助软件开发。

安全可靠性

联想区块链平台为用户提供全方位安全保障（网络、主机、存储、应用）、准入机制、CA 认证、密钥管理等，完整国密算

法体系，支持穿透式监管。支持全周期敏感数据隐私保障，包括权限管理、国密、同态加密、零知识证明、环签名、群签

名等先进技术 。

应用接入便捷性

联想区块链平台提供应用网关，支持 RESTful API 接口实现数据上链、查询等功能，助力应用快速接入 ；同时支持 SDK

及 SDK 配置文件一键式导出，简化 SDK 部署，提高应用接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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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收益

联想区块链平台为政府和企业提供了联盟链和私有链两种“链改”模式，旨在加速可信应用打造，加速第三方应用的数据

链上化。

平台给客户带来以下五个方面的“可信应用”价值 :

 ● 政府可信监管 : 区块链的分布式网络特性使得政府部门可以灵活以一个节点的方式参与到企业的协同网络中，并可在安

全授信的前提下获得所需数据，从而实现对于违规行为的提前预警。

 ● 数据安全保障 : 区块链的分布式存储特性使得一份数据在多地保存，先天具备高可靠性和高可用性。

 ● 数据不可篡改 : 区块链独有的加密机制和交叉验证机制，可最大限度的保障数据的真实性。“不可篡改”的价值是区块链

的最大价值，已经被包括国家最高法在内的政府和企业广泛认同。

 ● 交易过程追溯 : 区块链的链式存储和不可篡改特性，保障了链上交易的可追溯性。政府和企业可基于时间戳实现任何一

个时间点上的交易过程、交易主体、交易执行情况追溯，帮助政府实现可信监管，助力社会建立“诚实可信”的社会价

值观。

 ● 交易过程透明化 : 区块链的分布式账本特性保障参与交易各方实时共享一份账本数据，最大程度的消除了数据不同步造

成的数据壁垒、交易效率低下、造假违法等问题。

成功案例

案例 1 - 采销协同

项目背景

联想供应链中存在原材料交易业务管理，涉及联想自身、代工厂、供应商等多方的物料采购、运输、销售和付款等环节。

传统业务模式中，存在多方采购信息、付款信息和物流信息等互相传递的场景，联想作为采购业务的中心节点，由于三方

信息不实时同步，点对点的单向数据传输，容易造成交易过程中出现产品库存差异、付款周期延长、订单状态未知等问题，

甚至影响代工厂的生产计划制定。

方案概述

基于区块链的采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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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供应链通过区块链技术，构建了一个由联想、代工厂及供应商多方协同的区块链联盟网络，基于此网络基础及三方的

业务逻辑构建智能合约实现业务流程自动化运转及信息共享。

方案收益

各参与方将采购订单信息、发货信息、收货信息等可共享信息上传至区块链平台，实现了各参与方的实时信息共享，增强

了整体业务流程的透明度，降低了供应链各参与方发生业务纠纷的风险，实现业务流程自动化运转，进而提高整体供应链

的运营效率，实现多方协同共赢。

区块链技术的运用，消除了中间人的参与，降本增效的同时，开启了供应链协同网络向联盟化、生态化迈进的进程。

案例 2 - 链上物流

项目背景

联想供应链体系内，包含供应商材料协同在内的各个环节，涉及到繁多的物流运输过程。基于采销协同应用的实践，联想

期望通过数字化技术来持续优化供应链体系内物流的成本和提升物流运作效率。

方案概述

联想供应链，将区块链技术和物流运作全流程结合。借助区块链联盟化的特性，在物流供应商引入环节，构建行业联盟，

联盟成员共享行业资源信息，简化资源引入流程。借助区块链数据共享、可追溯、不可篡改的特性，在物流执行环节，构

建无纸化物流运作模式。借助区块链的智能合约技术，在物流结算环节，实现自动对账、自动付款等业务。在物流征信体

系建设上，利用业务现有的甲方圈资源，将区块链技术与 AI 融合，构建行业从业人员信用评价体系。

基于区块链的绿色物流

方案收益

 √ 基于区块链的物流信息化体系建设有助于实现物流网络的灵活扩展

 √ 无纸化的物流运作确保了信息流和物流的高度一致

 √ 智能化的物流结算可以帮助企业节省大量的人力开销

 √ 物流征信体系的建设也有助于整个行业的健康蓬勃发展

能耗低碳化

联想绿色低碳数据中心解决方案

市场观点

在国家“双碳”战略引领下，低碳、绿色、环保、节约已经成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流趋势。作为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的数

据中心在规模和数量方面都呈现出爆发式增长态势。但是，数据中心是公认的高耗能行业，国家已经制定相关政策，提出

强化数据中心能源管理机制，推进建设绿色数据中心，实现数据中心行业碳减排。

工信部下发的《新型数据中心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 年）》，对低碳数据中心的研究有重要指导意义。《计划》明

确了数据中心的发展方向 :“新型数据中心是以支撑经济社会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为导向，以 5G、工业互联网、

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应用需求为牵引，汇聚多元数据资源、运用绿色低碳技术、具备安全可靠能力、提供高效算力服务、

赋能千行百业应用的新型基础设施，具有高技术、高算力、高能效、高安全特征。”

 ● 支持绿色技术、绿色产品、清洁能源的应用，全面提高新型数据中心能源利用率。

 ● PUE 逐步降低，可再生能源利用率逐步提高。

 ● 2023 年底，新建大型数据中心 PUE 降低至 1.3 以下，其中严寒和寒冷地区降低到 1.25 以下。

 ● 稳步提高数据中心单体规模、单机架功率，加快高性能、智能计算中心部署。

 ● 加强核心技术研发。鼓励企业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开展新型数据中心预制化、液冷等设施层，……加快新型数据中心运

营管理等软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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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技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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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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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内容

联想作为最早开始服务器研发的国产厂商之一，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旗下数据中心业务已成为集团成长最快的业务，其

中数据中心基础设施板块的业务涵盖从咨询规划、工程设计、工程建造、测试验证到运维运营的全生命周期服务。

数据中心咨询规划服务

新型数据中心涉及庞大的投资规模和复杂的系统架构。联想在长期 IT 服务实践经验和全球化业务能力输出积淀的基础上，

通过解读客户的业务发展战略目标和分析现有业务环境，结合联想自身经验以及行业先进实践为参考，提供具有技术前瞻

性的数据中心架构规划设计和建设路线，包括数据中心的面积、用电规模、制冷量以及数据中心可靠性等级，并以此为基

础制定支撑业务长期稳定发展的数据中心未来发展规划，帮助客户提高技术竞争力，并降低时间、资金、技术的总体投入

风险。

数据中心设计服务

联想拥有业内顶级的设计服务专家团队，提供包括数据中心的建筑规划、改造扩容、气流组织、制冷系统、配电架构、自

动化监控、能耗分析管理、网络系统、ECC 精装修设计等全专业的方案设计和施工图设计。采用 BIM 技术作为设计工作

的主要工具，实现设计过程的精细化管理和控制，提供高质量和更准确的设计成果。在大型和超大型云计算数据中心方面，

联想根据国内不同的气候条件和自然资源情况，规划了多种先进的方案架构，包括充分采用自然冷源进行冷却的方案、高

压直流供电及电池储能的方案、采用高温温水直接冷却的方案等等。可为数据中心客户提供多种优质的可选方案。

数据中心工程建造服务

联想拥有顶级的数据中心建设资质及完整的安全质量管理体系，包括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一级承包资质、机电工程施工

总承包一级资质和施工项目的安全、质量、进度、环境保护等全方位保证体系。项目实施团队具有全面的专业知识和丰富

的施工经验。团队利用系统和科学的理论方法，对数据中心工程实施制定了全面化、专业化、标准化的工程管理流程，具

有成熟的专业工程施工技术方案、安全文明施工方案、综合应急预案、专项安全施工方案。并根据这些标准化流程和方案

开发了联想 PM 项目管理系统，包含资金管理、设备材料采购管理、劳务管理、合同管理、进度管理、变更管理、安全管理、

质量管理和可视化报告等，涵盖工程项目建设的全过程。联想数据中心实施团队可以快速的开展、推进项目进展，实现工

程项目高质量的快速交付，为客户节约资金成本和时间成本。

数据中心测试验证服务

数据中心测试验证作为检测必备环节，是每一个数据中心建设工程的标准流程。针对关键设备、系统内、系统间及基于故

障模拟的集成测试的验证过程，为数据中心提供了大量真实有效的测试数据，为将来数据中心的各项操作提供了全面的数

据支持，也为数据中心完成标准化管理流程和运维预案提供了价值素材。

联想数据中心测试验证服务包含 IT 设备运行温湿度测试、 IT 设备腐蚀分析、机房尘埃测试、IT 设备运行综合噪声测试、IT

设备运行无线电干扰与磁场环境场强度测试、机房零地电压测试、接地电阻值测试、IT 设备电源质量测试、抗静电底板电

性能测试、机房照度测试、综合布线测试、气流组织动态演示、空气质量测试、局部震动测试、PM2.5 值测试等 15 项标

准科学的测试方法。

数据中心运维运营服务

数据中心运维是数据中心生命周期中最后一个、也是历时最长的一个阶段。运维管理的水平决定了整个数据中心的运营效率。

联想数据中心运维管理体系对各类基础设施设备的巡检、监控、维护、操作制定了具体方法及相关要求，保障机房基础设施、

设备正常、安全、可持续运行。同时，联想开发了基于人工智能

的运维服务平台。平台建立了数据中心运行数据管理关键指标体

系，通过对数据的降维处理、深度学习和搭建多层神经网络，实

现了数据中心运维平台的智慧化和无人化，在保障设备健康运行

的前提下，大大提高了数据中心运行效率，降低了能源消耗及运

维成本。

方案优势

联想构建绿色低碳数据中心以《三年行动计划》为主要依据，同

时符合国家规范，并参考了相关行业的能源核算标准 :

 ●《数据中心设计规范》GB 50174-2017

 ●《数据中心资源利用》GB/T 32910.1~4 

 ●《绿色数据中心评估准则》T/CIE 049A-2020

 ●《绿色高效制冷行动方案》2019 年 6 月

 ●《二氧化碳排放核算和报告要求电力生产业》北京 DB11/T 

1781-2020

 ●《2016 年中国区域电网基准线排放因子（征求意见稿）》

 ●《2015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试行）》

数据中心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组成如下 : 生产制造→包装→交通

运输→工程建造→投产运营→报废处理。数据中心的设计和建造

过程应重点关注全生命周期中的“内含碳排放”和“运营碳排放”。

由联想构建的数据中心碳排放模型包含以下关键性能指标 :

 ● 能源利用率（PUE）

 ● 电能使用效率（EEUE）

 ● 可再生能源利用率（REF）

 ● 制冷负荷因子

 ● 供电负荷因子

 ● 数据中心基础设施效率

 ● 局部电能使用效率（pPUE）

 ● 水资源使用效率（WUE）

 ● 碳使用率

 ● 能源再利用率

 ● IT 设备能源使用效率

 ● IT 设备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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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节能减碳的要点可以概况为 : 降低基础支持设施的耗能 ；提高 IT 设备的能效比，减少 IT 设备内辅助器件的功耗 ；

提高自然能源的利用率，尤其是可再生资源利用，用自然及物理方法降低制冷设备的能耗 ；利用智能化和 AI 技术，提高数

据中心智慧运维管理水平。联想在这个领域的优势包括 :

在基础设施领域采用有效的方法支持节能减碳措施

 ● 使用高压直流供电技术 : 采用高压直流供电技术可大大提高供电的可靠性，工作效率提高。因为直流供电省掉了逆变环节，

一般逆变的损耗在 5% 左右，因此电源的效率提高，降低了线损能耗，比交流 UPS 系统提高了很多。同时，系统可维

护性增强，扩容便捷，避免了“零地”电压等不明问题的干扰，也能节省投资和设备空间 ；

 ● 可采用模块化 UPS 电源提高 UPS 电源的负载率，降低设备损耗占比 ；

 ● 采用高效冷源系统 : 高效冷源系统是在深入了解数据中心建筑负荷特性的基础上，通过协调各专业进行全面合理系统规

划设计、选用适宜适配机电设备、计量与自控系统、重点优化冷源系统水力管路等手段，以满足数据中心建筑空调设计

要求为前提，充分实现超高的冷源系统全年综合运行效率的系统。一般以能效比值 COP 值来衡量冷源效率。联想的冷

水系统是一种高效的冷源，联想温水水冷技术利用常温水（温度在 30-50℃）送入服务器冷却板，出水温度则在 45-

65℃，PUE 值可达到 1.1 以下。

采用先进技术提高 IT 设备的能效比

2019 年 6 月国家发改委联合各部门印发《绿色高效制冷行动方案》以及工信部下发的《新型数据中心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21-2023 年）》均提到通过提升算力赋能产业数字化转型，而使用液冷服务器、热管背板、间接式蒸发冷却、自动喷

淋等高效制冷系统是提高服务器的算力水平的最有效手段。

联想正是使用这些高效技术手段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我们的理念就是通过高效的服务器集成技术提高 IT 设备的算力水平，

研发了基于冷板液冷架构、浸没液冷架构、喷淋液冷架构的服务器，高效利用温水液冷及热回收技术，大幅提高了机柜的

装机功率，既加大了 IT 设备的算力，还提高了 IT 设备的功率占比，使 PUE 值大大降低。

充分发挥自然能源的利用率

自然能源主要包括风、光、水和土地蓄冷等能源。其中风、光属于可再生能源，水和土地蓄冷属于清洁能源。我们可以将

风能发电、太阳能发电、自然光照明等技术利用于数据中心，有效减少碳的排放。当前，太阳能发电结合氢制取和氢电池

蓄能一体化技术正在应用开发阶段，未来在数据中心节能减碳方面有广泛应用。联想服务器的温水液冷技术结合风冷间接

蒸发技术也在数据中心的节能减碳方面有巨大的应用空间。

广泛采用的能源回收利用技术

能源回收利用技术包括余热发电和制冷技术、液态天然气冷能梯级制冷技术、电池回收储电技术等。这些技术在数据中心

节能减碳方面有很强的应用前景。

客户收益

通过使用联想数据中心绿色低碳技术的应用，与传统数据中心对比，在算力不变的情况下，客户可获得巨大的能耗降低收益，

通常可以达到的目标包括 :

 ● PUE 值降低至 1.1 以下 ； 

 ● 年减少能源消耗约 1/3 ；

 ● 二氧化碳排放降低近一半 ；

 ● 运维人员减少约 1/3 ；

成功案例

联想在近几年累计完成了超过大约 50000 台机架的数据中心工程项目，其中包括大型云数据中心、企业数据中心、高性能

数据中心、边缘数据中心和模块化数据中心。这些数据中心项目中采用了多种先进技术与精细化项目管理，数据中心等级

满足国标 A 级和 Uptime T3/T4 标准。

以某大型数据中心园区为例。其包含 4 个独栋的数据机房楼和 1 个综合办公楼，共 5 个单体建筑，用地面积 8.66 公顷，

每栋数据机房建筑面积 29473m2，共四层。一层为油机房、储油间、高低压配电室、变配电室、油机并机室、UPS 室、

电池室、制冷站、钢瓶间、运营商接入间、门厅、消防控制室、运维监控室、保安室、会议室等辅助用房 ；二 ~ 四层为数

据机房、低压配电室、电力电池室、备品备件室、钢瓶间等辅助用房等。每栋数据机房楼规划机柜数量为 2848 台，单机

柜电容量 6kW。

单栋机房用电负荷约为 20000+20000kVA，引入 4 路（2 主 2 备）10kV 电源。10kV 主接线采用分段单母线，两段母线

之间设置母线联络，每段母线均能承担所有负荷。10kV 母线以放射式电缆线路向各台变压器供电。同时通过集中配置多

台 10kV 高压油机形成并机系统，为数据中心提供应急电源。

本工程在综合楼屋面设置光伏发电系统，利用太阳能光伏所发电力在供电末端与市电进行 ATS 切换后为泛光照明等不重

要负荷提供电源。

UPS 系统按 2N 配置，由设置在配电室 A/B 内的不间断电源系统提供双路高质量的电源供 IT 设备使用，以保证 IT 设备可

靠运行。选用静态交流高频 UPS，每两个标准模块机房采用 3 台 500kVA 并机双总线系统供电。单台 UPS 负载率小于

90%，满负载配置端电池后备时间为 15 分钟。

空调冷源主要采用水冷冷冻水系统的空调系统形式，空调末端主要采用冷冻水型机房专用空调机组（CRAH）。每栋设两

套制冷系统，根据单栋机房楼冷负荷估算，每套选用 3 台（2 用 1 备）制冷量 1200 冷吨（4219kW）380V 水冷变频离

心式冷水机组。为节约能耗，循环冷冻水和冷却水采用大温差、小流量设计。冷冻水供回水温度 15℃ /21℃。冷却水供回

水温度 32℃ /38℃。同时，为了充分利用过渡季节和冬季自然冷源，本项目采用板式换热器 + 开式冷却塔的形式，在室外

温度较低时，关闭部分或全部冷水主机，利用冷却塔及板式换热器进行制冷。为提高机组运行效率以及延长自然冷源的使

用时间，本项目空调冷冻水系统温度设置为 15/21℃ 冷冻水，末端空调机组根据此温度进行选型。冷却塔选用低噪音开式

冷却塔安装于屋面，冷却塔根据自然冷却需求配置。

由于设计阶段充分考虑了当地的环境及能源特点，通过建筑、技术、管理全方位的系统节能，在项目投产以来，实现全年

平均 PUE 为 1.268，最大 PUE 值为 1.372 ，最小 PUE 值达到 1.151。该项目通过运用节能设备、节水洁具、合理的空

调选用、水资源回收利用、机房热回收等，达到建筑运营期节能要求，实现建筑全周期的绿色节能，使数据中心成为真正

意义上的绿色低碳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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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水冷高性能计算解决方案

市场观点

数据中心的 IT 设备高效散热一直是现代传热技术的主要应用之一。服务器，网络和存储产品的电子处理芯片的集成度越

来越高，体积却越变越小 , CPU 制程工艺从 65 纳米迈进到 7 纳米为主流的年代，GPU 更进入到 7 纳米的年代，由此而

引发的是高热流密度的散热问题。从 2014 年后，处理器能耗增长与性能增长线性相关，主流 CPU 芯片的功耗已由几年

前的 65W 左右猛增到现在的 145W 左右，Intel Purley 系列 CPU 更是达到了 205W，最新一代系列 CPU 会达到最高

370W。伴随 GPU 加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最新系列 450W 甚至 600W 的 GPU 已经进入到数据中心。Intel Nervana

协处理器估计会达到 500W 功耗。如果散热不良 , 产生的过高温度不仅会降低芯片的工作稳定性，增加出错率，同时还会

因为模块内部与外部环境间过大的温差而产生过大的热应力，影响芯片的电性能、工作频率、机械强度及可靠性。

研究和实际应用表明 , 电子元件的故障发生率是随工作温度的提高而呈指数关系增长的 , 单个半导体元件的温度每升高 10

摄氏度 , 系统的可靠性将降低 50%。由于高温会对电子元器件的性能产生非常有害的影响 , 例如高温会危及到半导体的结

点、损伤电路的连接界面 , 增加导体的阻值和形成机械应力的损伤 , 研究表明 , 超过 55% 的电子设备的失效形式是由温度

过高引起的。

服务器自诞生以来其系统散热一直是伴随它的发展而无法消除的。常见的服务器大都依靠冷空气给机器降温。随着超级计

算机的发展，芯片的集成度和计算速度不断提高，能耗也不断增加 , 散热问题日趋突显。传统的气冷散热方式是直接移热

方式，依靠单相流体的对流换热方法和强制风冷方法只能用于热流密度不大于 10W/ cm2 的电子器件 , 对于热流密度大于

10W/ cm2 就显得无能为力。

由于目前数据中心主要的冷却方式为风冷 , 巨大的数据中心意味着巨额的电费支出。随着数据中心的纷纷兴建 , 数据中

心的巨大能耗也引起社会各行业的关注。例如，2013 年中国数据中心保有量约为 4.5 万个 , 年耗电量约为 200 亿千瓦

时 ; 2020 年 , 中国数据中心保有量已经超过 8 万个 , 年耗电量将超过 400 亿千瓦时 ( 数据来源 : ICTresearch)。国内

运营电费动辄数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的大型数据中心已不计其数 , 数据中心成为耗电的“无底洞”。

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对数据中心的能耗管理问题越来越重视。2013 年初 ,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电监会、

能源局 : 关于数据中心建设布局的指导意见》中提出了非常具体的要求 , 要促进数据中心选址统筹考虑资源和环境因素 , 推

进资源集约利用 , 提升节能减排水平 ; 出台适应新一代绿色数据中心要求的相关标准 , 优化机房的冷热气流布局 , 采用精确

送风、热源快速冷却等措施 , 从机房建设、主设备选型等方面降低运营成本 , 确保新建大型数据中心的 PUE 值 , 即数据中

心能源利用率 , 达到 1.5 以下。

在风冷已经不足以满足目前的制冷需求，甚至散热已经制约了服务器和数据中心发展的情况下，液冷服务器应运而生。液

冷即利用工作流体作为中间热量传输的媒介，将热量由热区传递到远处再进行冷却。由于液体比空气的比热大很多，散热

速度也远远大于空气，因此制冷效率远高于风冷散热，由于省去了风扇 , 也能达到降低噪音的效果。

方案内容

联想高性能计算水冷系统分为以下 6 个子系统 :

水冷计算系统

用于执行用户计算任务的子系统。

根据计算系统中的服务器节点的硬件配置及提供的计算服

务的不同，计算系统中的服务器节点可分为 CPU 计算节

点、GPU 加速节点和大内存多核胖节点。

 ● 水冷 CPU 计算节点

 ● 水冷 GPU 加速节点

 ● 水冷大内存多核胖节点

存储系统

用于存储用户数据或计算任务数据的子系统。根据存储系

统的架构设计和构建。

 ● 存储节点与磁盘阵列

 ● 传统分布式存储系统

 ● DSS-D/DSS-G 高端并行存储系统

服务系统

用于管理和监控集群系统以及用户接入的子系统。根据提

供的服务类型不同，服务系统中的功能节点分为登录节点、

可视化节点、管理节点和监控节点四类。

 ● 登录节点 : 系统使用者通过该节点登录集群进行作业

 ● 可视化节点（包括远程可视化节点）: 系统使用者远程可

视化。

 ● 管理节点 : 系统管理员通过该节点管理和配置整个集群。

 ● 监控节点 : 系统管理员和运维人员通过该节点对整个集

群系统的软硬件资源进行监控。

网络系统

用于子系统内连接和子系统间互连。根据网络连接的子系

统不同，网络系统分为计算网络、存储网络、集群管理和

监控网络。

 ● 计算网络

 ● 存储网络

 ● 集群管理网络

 ● 集群监控网络

 ● KVM 系统

基础架构

为整个集群系统提供供电、散热、布线等服务。基础架构

包括机柜、电源系统、散热系统和布线系统，聚合整个集

群系统的基础设施同时为集群提供供电、散热和布线等基

础服务。

 ● 机柜

 ● 电源系统

 ● 散热系统

 ● 布线系统

软件系统

用于整合管理硬件资源，为用户提供软件平台与服务。联

想高性能集群系统提供丰富的软件系统层来支撑集群硬件

系统向用户提供服务。联想高性能计算软件系统包括快速

集群部署、易于集群管理、合理资源调度、实时监控集群

状态等多种工具，同时又集成很多不同领域热门用户应用

及相应的开发环境。



联想数字化转型及新 IT  联想数字化转型及新 IT  9897

联想高性能计算高性能集群硬件系统架构图

联想水冷高性能计算系统在全球范围内已经部署超过 5 万个温水水冷节点。

方案优势

联想拥有独有的全球首创温水制冷的先进性和服务器最高的性能和业界最低的 PUE 值。联想目前的液冷技术来源于 IBM，

2014 年联想并购 IBM System X 服务器产品线后，联想获得了相关水冷技术的知识产权，并进一步发展了 NeXtScale

液冷技术。NeXtScale 液冷技术最显著的技术先进性在于“温水散热”设计，节点进水温度范围在 18-45 摄氏度，而 45

摄氏度进水温度更能利用自然冷却的优势，减少制冷系统的工作时间，降低制冷系统所需能耗。正是由于 NeXtScale 液

冷技术的显著效果，为 HPC 系统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思路，也引发了 HP、Cray、Bull 再次之后陆续推出类似液冷产品和

方案。国内的曙光、华为等也在前几年推出了水冷机型。联想液冷技术的关键核心优势体现在 :

创新高效散热部件

微通道（micro channel）散热器，联想液冷节点的发热大户 CPU 采用的微通道（micro channel）散热器。微通道，也

称为微通道换热器，就是通道当量直径在 10-1000μm 的换热器。这种换热器的扁平管内有数十条细微流道 , 在扁平管的

两端与圆形集管相联。集管内设置隔板 , 将换热器流道分隔成数个流程。

导热板（Thermal Pad）散热器

联想液冷节点的内存、I/O 板卡等部件采用的是导热板散热技术。导热板技术来源经历了几十年成功实践的 Thinkpad 笔

记本散热技术，成熟高效。

项目 联想 Others

入水温度 18-50 度 最高 45 度

冷却部件 CPU，Mem，I/O，Disk CPU，Mem

水冷效率 85%-90% 70-80%

节点维护 热插拔 不可热插拔

分液方式 集成分液单元 无集成分液单元

冷量分配 集中式 CDU，可冗余 机柜分布式 CDU，无冗余

整体 PUE 小于 1.1 小于 1.2

部署密度 72 节点 / 机柜 64 节点 / 机柜

方案经验 ≥ 10 年 ≤ 4 年

水冷专利数 30+ N/A

案例 全球 >50000+ 个节点

德国 LRZ 计算中心

德国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

马来西亚气象局

北京大学

北京气象局

五邑大学

北京邮电大学

哈佛大学

英国伯明翰大学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

仅在中国部署

＜ 5000 个节点

温水冷却

在液冷介质中，水是综合性能价格比最好的介质，具有价廉、环保、易得、比热容大等优点。因此冷却水被广泛使用于环

境制冷之中，通常标准的冷却水温度为 16 度左右，可以直接用于计算机服务器水冷系统的进水。不过得到 16 度的冷水需

要消耗大量的电能，尤其是室外温度较高的地区或时段。

对比其他家液冷产品方案，联想的优势主要有以下 11 项 :

终端用户
计算网络 网络系统

服务域网

KVM系统 登录节点
可视化节点

管理监控节点

服务系统 管理监控网络 存储网络

计算系统

存储系统

基础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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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联想国内水冷高性能计算部分项目列表 :

用户 装机地点 装机时间 装机量 行业

北京大学 北京 2017 196 教育

北京气象局 北京 2019 800 气象

上海交大 上海 2021 900 教育

北京邮电大学 北京 2018 64 教育

五邑大学 五邑大学 2020 128 教育

北京大学液冷高性能计算项目介绍

本项目集群系统将放置在北京大学计算中心理科一号楼

1124 机房。本机房能够提供给高性能计算使用的电力（包

括 IT 设备用电，UPS 损耗，空调用电）总共 150KW。

理科一号楼 1124 机房布局图，其中区域一与区域二可用

于放置本次招标 IT 设备，区域三为 UPS 室。区域五可作

为施工设备或 IT 设备的临时暂存处。

理科一号楼 1124 机房布局图

联想深腾 X8800 服务器集群平台 : 由 227 个节点组成，总计 7008 个 CPU 核心，具有约 411TFlops 的计算能力，超过

92% 的 Linpack 效率。方案拓扑图如下 :

采用封闭冷通道技术 + 温水直接水冷技术，打破了传统数据中心的建设理念。温水直接水冷系统解决了整体计算资源 90%

左右的热量，同时采用封闭冷通道冷风能够全面进入机柜，有效解决了计算资源 10% 的热量及其他 IT 设备的整体散热。

依据高性能计算集群硬件设备配置方案，由于部分服务器为液冷设备，需设置同时采用冷却水制冷系统及风冷空调系统，

因此将原机房区域划分为高性能计算机房与水处理设备间，并在一层室外设置冷却设备平台。

高性能计算机房内设置 8 台服务器机柜，其中 WCT 机柜 3 台、WCT+GPU 机柜 1 台、存储机柜 2 台、预留扩容机柜 1

台、原有保留 EMC 机柜 2 台，列头配电柜 1 台，列间空调 3 台 ；机柜、配电柜及列间空调按照单排布置，并采用单侧冷

通道封闭，提高空调制冷效果。水处理设备间内设置有冷却水循环水泵、定压补水装置、换热单元 CDU 等冷却水系统设备；

一层室外平台主要用于放置钢制闭式冷却塔、列间空调风冷冷凝器设备。

项目完成后，收到北京大学的高度赞誉。

“北京大学正处于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进程的关键时期，联想高性能计算数据中心既可以帮助北大在学科建设、人

才培养和科研攻关等方面保持优势，又可以鼓励和带动学科交叉融合，支持重大科研项目的使用。这一平台的建

成和启用将为北大高水平科学研究、前沿科技探索和创新型人才培养提供良好支撑和保障。”

——北京大学副校长、教务长 - 高松院士

区域一 区域四

区域五

区域二

区域三

11.88米

7.58米7.04米

2.64米

3.74米

2XGSS24高速并行存储，
集中式高速存储，OPA接口

全线速OPA交换网络 管理网络

1GbE

10GbE  

普通节点
GPU/KNL节点 4路/8路胖节点

IO服务器 IO服务器 管理登录节点

12路节点，GPU节点
KNL节点

1个4路胖节点
2个8路胖节点

opa

leaf leaf leaf leaf leaf leaf leaf leaf leaf leaf

opa opa opa opa opa G8124E

G8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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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5G、光纤/铜缆

WIFI、NB-IOT智能设备

智能交互设备

智能控制设备

网络连接

4/5G、LoRA
NB-IOT、Rs485
工业总线、蓝牙
ZigBee、UWB

·设备状态数据

·设备控制指令

数据采集(可选) 边缘智能计算

边
缘
平
台

边
缘
设
备

网络连接

·Al算法模型

·设备汇聚数据

边缘IOT平台

IOT网关

边缘Al平台

边缘云平台

Al边缘

计算设备

边缘

服务器

端

联想边缘计算

云

云边协同化

联想边缘计算方案

市场观点

在过去十年云计算的兴起，解决了工业界和政府信息化数字化和互联网 + 对计算资源的弹性扩展和高可用的需求。然而，

最近 3-5 年内，随着大量工业设备、5G 终端和消费电子设备的增长，对于海量结构化数据处理、低延时、高并发的响应，

越来越成为一种迫切需求。为应对这种需求，边缘计算应运而生。

边缘计算需求主要来自于工业界、自动驾驶、消费电子和 5G 的应用。工业企业随着信息化的进程目前正从 OT 走向

OTIT 融合的阶段，需要就近对机器设备的数据、工艺等进行及时处理。自动驾驶从 L2 到 L4 的演进过程，对于车路协同

以及本地复杂的 AI 分析计算的需求需要高处理能力的车载边缘计算设备。各类可穿戴消费电子设备的兴起和部署，也要求

能在边缘侧及时处理数据进行响应。5G 边缘 MEC 应用，包括 CDN，游戏，办公等等，也催生了边缘计算的软硬件需求。

联想集合自身在边缘计算相关的边缘云、边缘设备、边缘应用以及边云协同等方面有深厚的技术积累和智能制造领域的边

缘业务场景积累，推出了业界领先的边缘计算方案。

方案内容

方案概述

边缘计算面临着如下挑战 : 边缘侧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提高模型运行效率、云端模型的训练如何持续从边侧持续获得数

据、多个模型在边侧的运行编排如何预先设定、模型云侧训练后如何部署和更新到边端、同一模型需要适应云端和边端不

同的资源约束。为应对这些挑战，业界目前边缘计算看到的趋势是 :

 ● 边缘虚拟化 : 边缘侧计算、存储、网络的虚拟化、容器化以及部分低延时应用直连物理资源。

 ● 训练部署自动化一体化 : 云端训练的模型自动部署到边缘设备、云端监控边侧模型状态并自动更新。

 ● 模型持续优化 : 边侧通过短期学习建立简易优化模型、云端通过长期学习训练出更加精准的优化模型、云端持续接收边

侧数据进行模型优化。

 ● 模型自适应裁剪 : 模型在云端进行最优化训练，在部署到边侧时，根据边侧资源情况进行自适应裁剪，以取得最佳的资

源效果比。

结合业界边缘计算的趋势，针对以上的边缘计算挑战，联想推出了业界领先的边缘计算方案。包含边缘设备、边缘 IOT 平

台（数据采集，可选）、边缘云平台（虚拟化、云边协同）、边缘 AI 平台（边缘 AI 推理）和 边云协同系统机制。

适用场景

适用于制造（质量检测、工艺优化、产线安全等场景）、政府（智慧停车、智慧城管、智慧交通）、自动驾驶、商业零售（数

字门店）。

产品架构

联想边缘计算方案包含 : 数据采集子系统（可选），边缘智能计算子系统。

主要功能特性 

数据采集子系统（可选）

在前端设备接口比较复杂的情况下，需要专门的物联网 IOT 网关和边缘 IOT 平台来负责对前端设备的连接、管理、协议

转换和数据分发。

边缘智能计算子系统

1) 边缘 AI 计算设备 : 联想推出轻边缘计算设备 EA-B310，搭载 NVIDIA Jetsion NX 芯片，算力达 21TOPS。超小尺寸，

安装简单，适合产线，室外灯杆，室内狭窄区域部署。全金属外壳，无风扇设计，适应严酷工业环境。包含 Lenovo 专为

平台裁减 Linux 镜像。适合部署在靠近用户设备的地方，比如产线旁，灯杆上，门店后台等等。

2) 边缘服务器 : 联想推出重边缘服务器 SE550，450 x 446 x87mm ( 深度 / 宽度 / 高度） ，支持最多 6 块半高半长 PCIe　

GPU 卡或 1 个全高全长双宽 + 5 个半高半 GPU 卡。该服务器是经久耐用的紧凑型 AI 边缘服务器，符合 OTII 规范，适

应各类严苛环境，提供智能连接、安全性和可管理性，提供始终可靠的性能。

3) 边缘云平台 : 联想边缘云平台针对各种低延时、大带宽、高可靠的边缘智能垂直行业应用场景提供了全融合的异构资源，

多维度的应用赋能，以及全面的边缘隐私与安全防护。平台支持各种终端设备通过多种网络接入，提供轻量的虚机和容器

混合虚拟化，快速集成上线第三方应用。平台还提供边云协同的应用全生命周期管理。

 √ 边缘资源管理 : 提供“全融合”的轻量级虚拟化基础设施，针对边缘计算小规模部署、无单独存储集群、无专门运维人

员等特殊挑战，以新型架构支持开箱即用，极简运维。一体机采用计算存储融合部署模式提供资源，平台所有物理节点

均采用对等部署。通过业界创新的异构虚拟化为应用提供虚拟机容器混合环境，保证第三方应用快速上线。

 √ 应用 & 服务编排 : 作为边缘平台能力层，通过对底层虚拟资源的抽象，提供对边缘应用的生命周期管理、资源编排调度，

实现业务应用的快速接入、灵活编排和资源高效利用。

 √ 多网络接入 : 为边缘应用提供包括 4G/5G/WIFI/FIXED 多网络接入，网络资源感知及能力开放。通过面向场景优化的

模块化 5G 网络分流能力，以及对多网络资源的感知，实现从接入终端到边缘后台应用端到端的实时智能 QOE 保障。

 √ 中心管理编排 : 实现多边缘统一集中的资源和应用协同管理、弹性调度，面向边缘设备的自动接入、异构资源管理、边

缘自治、云边数据同步、边缘感知管理，以及边缘远程统一监控及自动化智能运维。

 √ 边缘 AI 平台 : 包含边缘 AI 推理引擎、云端模型自动更新、边缘训练数据采集上传、边云应用协同、数据处理和缓存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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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优势 成功案例

案例 1 - 手机平板胶路缺陷检测

项目背景

手机背板胶路粘合不良，会导致手机屏幕漏液的质量事故。目前是靠产线人工去检测，费时费力，容易疲劳，且容易产生误判。

联想工厂希望通过联想大脑的边云协同一体化平台的 AI 能力自动检测手机平板胶路，替代人工检测。

方案概述

每条产线部署一台检测操作台（含数据采集设备）。

每条产线部署一台搭载算法的 AI 边缘计算设备。

运行在前端 AI 边缘服务器之上的联想大脑边侧平台支撑的手机胶路检测算法自动检测胶路缺陷并提出报警。

边缘数据中心服务器上的后台系统进行数据存储和统计分析。

运行在云端训练中心的联想大脑云侧平台负责模型的优化训练。

方案收益

 ● 解决人工检测不稳定性及误判的问题 : 误判率 <3%，漏检率 <0.02%。

 ● 降低产品物料报废率，保证产品质量。

 ● 降低不必要的物料投入，减少浪费 : 每条产线节省 1-2 名人工。

案例 2 - LCD 屏幕缺陷检测

项目背景

LCD 屏幕缺陷检测是 LCD 质检的重要环节，对产品质量至关重要。目前是靠产线人工去检测，费时费力，容易疲劳，且

容易产生误判。联想工厂希望通过联想大脑的边云协同一体化平台的 AI 能力自动检测 LCD 屏幕缺陷，替代人工检测。

01 03

客户收益

帮助客户构建自己的边缘计算应用，及时响应业务需求，降低云端计算压力。

 ● 获得一揽子端到端的可用边缘计算解决方案，加快边缘应用开发，降低边云应用开发部署成本

 ● 联想创新的边缘计算框架给业务处理带来弹性和可扩展性

 ● 联想业界领先的边缘计算设备给业务带来稳定性和可靠运行边缘环境

 ● 联想边云协同的 AI 分布式计算框架，最大限度节省已有云端 AI 投资，并带来 AI 边缘模型自动化、持续优化的能力

02
完整的边缘计算

硬件产品线

06
AI 模型云端训练，

自动裁剪

部署到边侧运行

04
强大的

边缘虚拟化能力

07
边缘侧采集数据后

回传云端

持续优化训练

05
IaaS，PaaS 层

全面的云边协同能力

端到端、软硬一体化的边缘计算解决方案，一次性解

决边缘数据接入、采集、分析和管理的需求。

广泛的终端

设备接入能力

数据采集设备
图像采集软件
自动导轨控制软件
系统交互软件

边缘数据中心
统计分析系统
数据存储系统
模型下发管理系统
AOI设备管理系统

边缘计算设备
边缘实时图像分析
软件

AOI设备

数据缓存
图像仓库

模型训练  模型下发

云端训练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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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概述

每条产线部署一台检测操作台（含数据采集设备）。

运行在后端边缘服务器之上的联想大脑边侧平台支撑的 LCD 屏幕缺陷算法自动检测屏幕缺陷并提出报警。

运行在后端边缘服务器之上的后台系统进行数据存储和统计分析。

运行在云端训练中心的联想大脑云侧平台负责模型的优化训练（offline)。

方案收益

 ● 解决人工检测不稳定性及误判的问题 : 误判率≤ 3%，漏失率≤ 200ppm。

 ● 提高良品率，保证产品质量。

 ● 降低相对人工检测的成本 : 每条产线节省 1 名人工。

联想物联网平台方案——LeapIoT

市场观点

随着全球市场的快速变化与发展，新一代工业革命浪潮已经从探索转向推广实践。通过新技术的引入与持续创新，将传统

工业从机械化、自动化、面向规模经济发展的模式，推入到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手段，以同质化规模化的成本，构建个性

化定制化产业的新模式之中。以物联网为代表的新兴技术不断发展，正在加快这一转化的进程，形成新形态、以数据为驱

动的生产力。物联网平台逐步从工业工具应用和产品升级成重塑生产组织方式、运营决策流程的基础设施与关键支撑要素。

工业领域中的物联网需要支持全要素数据采集、实现现场处理与即时决策，提供多类型网络的连接管理与服务保障，管理

海量异构数据存储与处理，提供数字孪生建模、管理、应用，支持可视化、智能化物联网应用构建与管理，形成覆盖工业

场景的端到端数字化转型支撑能力，为工业生产诸要素与运营过程的数字化提供基础，为企业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提质、

减耗、降本、增效提供技术保障。

通过部署与应用工业物联网平台及解决方案，制造企业可以实现从底层设备、产线、车间、到工厂资产的全面感知与实时洞察，

制造数据的全量采集与智能分析，进而基于平台灵活构建适应业务变化的物联网应用。可以说，工业企业利用物联网满足

用户需求动态变化场景下的价值创造，已成为工业企业实现全面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最后一公里”。

在实践当中，工业企业转型升级实现数字化、智能化，需要应对以下四大挑战 :

 ● 工业数据获取与接入 : 制造业的主要生产要素，如生产设备，来源于不同时期、不同厂商，基于不同协议与工业系统，

形成数字化过程中的物联数据孤岛，如何全面高效获取和整合工业数据成为挑战 ；

 ● 工业数据质量与数据融合 : 工业数据规模大、价值密度低，工业环境相对恶劣，数据质量低、数据质量检查手段相对缺乏，

难以与信息化系统数据等其它数据进行融合，如何有效提升数据质量、低成本高效率存储与计算成为影响工业企业数字

化转型的一大挑战 ；

 ● 工业智能 : 人工智能技术蓬勃发展，但在工业领域中落地却存在技术储备不足、难以与工业数据整合、无法与工业机理

融合的问题，如何在工业企业中实现人工智能的应用、提升智能化水平成为一大挑战 ；

 ● 工业敏捷 : 市场迅速变化、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全球性流行疾病等突发态势，对实体经济影响重大，数字化体系如何提

供及时响应、快速适应变化的敏捷支撑能力成为一大挑战。

为应对这些挑战，联想以自身企业数字化转型经验为基础，结合多年服务数百家企业的实践经验，打造联想物联网平台——

LeapIoT，面向汽车、电子、半导体、石化、装备制造、能源等国民经济重点行业，提供工业接入、边缘计算、时序数据存储、

实时流计算和分布式计算、数字孪生建模、可视化分析、AI 集成等功能，帮助企业搭建虚实映射的信息物理系统，实现现

场工艺、控制数据与信息系统数据的深度融合，并构建从接入、分析、决策到反向控制闭环，为企业打造数字化智能化转

型的新基础设施。

自主学习智能算法

Camera(IP Camera) DUT(Device Under Test)  

 Network switch前端拍摄
控制单元

后端边缘
计算服务器

Frontend Computing

 Image warehouse

数据存储单元（可选）
Cache

Images

warehouse 测试数据可视化网站

定制化
硬件设备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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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内容

方案概述

作为电子制造业领导厂商，联想基于深入的自身及行业服务实践，结合产业先进技术与理念，形成了以“实时全量、虚实

互联、模型驱动、智理融合、灵活开放”的物联网平台建设方法论。

 √ 实时全量、虚实互联 : 为实现制造业中的大量生产设备、仪器仪表、传感器、工业装置的连接与数据接入，物联网平台

提供丰富的工业设备连接与协议解析组件，支持全量数据的实时接入 ；提供并行异构存储与计算引擎，为海量工业数据

的存储与计算提供基础，从而实现基于数据的全量实时感知与虚实互联。

 √ 模型驱动 : 为支持工业数据与生产现场的虚实映射与有机融合，联想物联网平台提供以数字孪生为核心，融合流式时序

数据处理、批量关系数据分析、智能算法服务集成的模型构建与运行环境，实现模型积累与运营，驱动制造过程管理与

优化水平。

 √ 智理融合 : 为支撑智能化技术在工业领域中的沉淀与复用，联想物联网平台提供可定义、可重构、可复用的智能算法集

成与运行能力，通过数字孪生模型实现工业机理与智能算法的融合运用，加速工业知识的挖掘与快速沉淀，进而实现同

行业同领域、跨行业跨领域的迁移与复用。

 √ 灵活开发 : 为支撑制造业敏捷响应市场变化，快速优化与重构生产运营的需求，联想物联网平台提供以可视化、低代码、

灵活编排、运维简捷为特征的开发工具集，简化数据处理、数字孪生建模、服务调用、应用开发等工作，为现场工程师、

技术专家、业务专家、终端用户等不同角色提供快速构建、方便运维、协同创新的工业应用开发能力，从而从容应对不

断变化的业务需求。

联想物联网平台架构

为了给用户提供具有普适性、特色性、综合性的全方位解决方案，联想在自有制造企业深度实践，反复打磨，形成成熟的

LeapIOT 物联网平台解决方案。平台集成对接了各种不同的设备类型及协议，实现全量数据采集 ；采用最贴近工业现场的

时序数据分布式存储、分析，并结合关系数据融合分析，充分挖掘数据价值 ；利用虚实结合的数字孪生实时映射工业现场

业务形态，通过组态开发与应用设计器实现可视化服务 ；提供 AI 模型运行环境，支持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 ；以开放的工业

APP 开发平台，提供给用户创造无限量工业 APP 的开发环境。

适用场景

应用领域

石油化工、装备制造、电子制造、航空航天、汽车及零部件、电力、冶金、工程机械、船舶、家电、公共事业等领域。

应用场景

LeapIOT 在工业领域，有很多应用场景，以下列举几种典型的应用场景 :

 √ 数字化转型 : 将工厂信息可视化，以支持多阶段业务分析 ；设备定期维护转主动性维护 ；OT 域与 IT 域数据集成、共享 ；

供应链端到端全面互联等 ；

 √ 生产过程优化 : 实时采集生产过程中设备状态、质量检测、物料消耗等数据，对生产过程进行全方位监控，优化生产流程，

促进产品质量、产能提升 ；

 √ 设备监控管理 : 采集设备重要参数，实时监测设备工况，实现设备的状态监测、异常分析、故障诊断等，提高设备利用率，

降低故障停机频率 ；

 √ 能耗分析、优化 : 监测大型耗电设备的使用情况，进行合理运转控制，降低不必要的能源消耗，合理利用能源 ；

 √ 环保监测 : 对工业生产中的各种有毒气体、污染等进行监测，确保排放物安全，不污染环境 ；

 √ 工业生产安全管理 : 利用传感器、摄像头等采集危险环境状态，实时感知、准确辨识，实现快速响应、安全监管 ；

 √ 供应链管理 : 采集原材料、库存、销售等环节的业务数据，将供应链分散的数据采集、监控，完善、优化供应链服务体系，

提高供应链效率，降低成本。

 √ 也可用于其它任何需要资产联网、可视化监测、状态管理、环保节能等场景。

产品架构

LeapIOT 产品功能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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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功能特性 

从产品功能架构上，LeapIOT 包括 : 设备边缘接入、融合计算与分析（IT 与 OT 融合）、智能应用三个主要部分 ；具体包

含边缘接入、边缘计算、数据缓存与转发、连接管理、数据存储、数据计算、数据分析、数据管理、AI 模型管理、数字孪生、

组态设计、应用设计等功能。

 √ 边缘接入 : 打通现场生产设备，跨越系统和设备的全面数据接入通道，即插即用式边缘接入，支持主流工业协议、海量

多类型设备、上百种主流硬件及系统，实现广泛、稳定现场设备数据采集，解决设备“最后一公里”数据接入问题。

 √ 边缘计算 : 在边缘侧提供边缘采集数据的计算与处理，实现变化发送、数据幅度滤波、进制转换、开关量取反、一阶滞

后滤波、四则运算等多种混合计算。

 √ 连接管理 : 提供所有边缘设备和端设备（包含通过 LeapIOT 边缘接入的设备及通过平台直连协议连接的第三方设备）

与平台间连接通信的能力。包括访问控制、分发订阅、设备管理、安全加密、证书管理、固件升级等功能。

 √ 数据存储管理 : 提供高性能分布式时序数据和关系型数据的存储访问管理，轻松支撑百万级数据点实时数据高效读写、

高压缩比低成本存储，具有高性能、低成本、稳定可靠的特点。

 √ 数字孪生 : 构建物理设备的数字化对象模型（简称数字模型），将数字模型与物理实体进行实时关联映射，实现可感知、

可交互能力，同时能对数字模型赋予工业机理、算法、逻辑等，扩展数字模型的能力。数字模型可对外提供接口访问服务，

获取数据，执行预定服务，反向控制物理设备。

 √ 特征数字化和设备数据 API 服务化 : 赋能物理实体工业机理、算法、逻辑等，使设备状态可感知、动作可交互 ；通过

OpenAPI 接口提供“设备”即服务的数据访问与反向控制能力。

 √ 实时计算 : 对实时采集数据进行加工与处理，快速分析和计算，获取计算结果。提供数据处理、窗口计算、函数计算等

100+ 丰富的工具，通过拖拽式低代码配置即可完成复杂计算流程设计，并基于分布式流计算框架完成高效计算。 

 √ 数据分析 : 采用高性能分布式批流一体计算引擎支撑分析计算 ；提供可视化的数据分析功能，融合 IT/OT 的时序数据和

结构化数据进行分析，提供丰富的适用于工业场景数据分析计算工具（100+ 以上），通过拖拽式低代码进行分析流程设计，

设置分析任务调度，支持即席分析与批调度分析，数据分析结果可供数字孪生和可视化应用设计（工业 APP 设计）使用。 

 √ AI 模型管理 : 提供 AI 模型运行环境，数字孪生和数据计算业务中动态整合 AI 服务，实现智能数据分析 ；将 AI 模型容

器化管理，实现计算资源隔离。

 √ 组态设计 : 基于矢量图技术的图形化组态设计工具，能够快速开发 2D 或 3D 的工业组态场景，并可将图形元件与数字

孪生模型进行绑定互动，快速实现工业场景中运行状态展示、设备状态监测及预警等。具有丰富的组态场景展示效果，

支持不同行业工业场景的组态设计。

 √ 应用设计 : 提供 H5 风格的工业 APP 可视化低代码开发工具，提供丰富的工具组件、多种交互事件与数据绑定方式，支

持用户根据业务需求快速开发应用，与数字孪生及数据计算无缝结合，满足数据展示类和轻交互类应用快速开发。

方案优势 

 ● 以数字孪生为中心，赋能制造业务

以数字孪生为中心，构建完整的物联网数字对象服务体系，实现物理空间至虚拟空间的映射，M2M 互动、虚拟空间对物

理实体的赋能及服务。

（1）数字孪生赋予物理实体可感知、可交互、可赋能、可服务能力

LeapIOT 物联网平台，以数字孪生为中心，将人机料法环全面业务数据高效融合，通过虚拟模型赋予物理资产可感知、可

交互、可赋能、可服务的能力。

 √ 可感知 : 平台提供丰富的行业设备模板，简单易用的设计工具，通过关联点位信息的虚拟模型实时映射物理设备状态，

使物理实体状态可被感知 ；

 √ 可交互 : 基于虚拟模型，可设置设备的启、停等一系列动作 ；

 √ 可赋能 : 通过虚拟模型，赋予物理设备工业机理、算法、逻辑等，使物理设备具有可交互、可服务的能力 ；

 √ 可服务 : 利用虚拟模型，可实时监测设备的运行状态、了解设备 OEE、能源消耗、生产质量等情况，使设备更好地服务

于制造业务。

（2）数字孪生赋予组态设计与应用设计“灵魂”

无论组态设计或应用设计，均离不开具有动态数据的数字孪生模型 ；

组态设计，通过数字孪生模型建设实时、动态运行的可视化产线，实现产线状态监测 ；

在应用设计中，加入数字孪生模型，实现设备的生产质量管理、设备故障诊断、设备能耗分析等服务。

 ● 批、流一体的分析、计算、存储服务

LeapIOT 物联网平台分析计算服务，提供交互式数据计算和分析工具，满足流计算分析、即席分析和批分析等多类业务需

求。平台提供流计算与批计算服务，采用“流计算 + 批计算”的混合计算模式，快速处理时序数据及结构化数据计算服务。

对于结构化数据，采用批计算的方式，提供数据的即席分析、任务定期执行等多种服务模式。

针对实时数据，以流计算为核心，图形化编排，建立分析与数据处理流程，对接入数据实时处理、计算、分析，实现从接入、

计算到存储的端到端处理，可根据需要基于 SDK 扩展开发功能组件。

分布式数据存储服务，基于大规模并行处理架构，进行时序数据、关系数据存储，采用数据存储定时压缩机制，提升数据

存储能力，满足大数据量存储、处理和实时分析需求。

 ● 高效的资源复用

LeapIOT 物联网平台，为数据资产和服务资产的中台，提供高效的资源复用能力。数字孪生模型数据、物模板、数据分析

结果等所有数据均支持导入导出，促进数据资源的复用，减少重复编辑时间。



 ● 随时随地、解耦开发资源，提高开发效率

 √ 丰富的物模板、示例代码分析组件及函数库等，轻松实现数据采集与应用开发解耦。LeapIOT 平台按照行业特点，提

供丰富的物模板、组件、函数等，方便快速进行同类型点位信息复制，支持业务应用开发，解耦对现场点位信息的依赖，

工程师不需要去生产现场，即可实现基于点位数据的灵活开发，提高开发效率。

 √ 丰富的 SDK 开发工具包及接口，支持快速扩展开发及与外部第三方系统快速集成。

 √ 方便、灵活的模拟器，可轻松模拟真实设备的状态、回放业务现场历史数据，简化应用开发及调度流程，节省开发时间。

 ● 端到端的低代码、可视化开发环境 : 平台提供端到端低代码、可视化开发环境，支持用户根据业务需求进行多类型数据

采集接入，拖拽式批、流融合计算分析，数字孪生建模，组态设计及应用开发。

 ● 边缘端支持不同操作系统，不同硬件架构，数百种主流硬件和工业协议，丰富的 SDK 扩展开发工具包，支持第三方边

缘设备快速接入。

 ● 图形化批 / 流计算分析编排引擎及运行管理工具，实现对物联网接入数据的实时处理、计算、分析；提供在线设计、调试、

运行监控的开发与运维管理能力，通过拖拽式编排及配置简化业务数据流处理开发难度。

 ● 以数字孪生模型为中心的数据计算、分析和应用体验，使得开发过程更直观，更自然，更易于理解。

 ● 提供 H5 可视化应用开发及 SVG 组态可视化设计开发场景，丰富的组件库、图表、函数、数据访问及事件驱动方式，

多页应用内部路由管理，支持根据业务拓展需求进行组态设计及工业 APP 开发。

 ● 融合 IT 与 OT: 工厂中普遍存在 IT 与 OT 并存且彼此独立的现象，数据共享差，业务难协同，数据孤岛现象严重。

LeapIOT 物联网平台，消除 IT 与 OT 之间的鸿沟，建立 IT 与 OT 连接的通道，将传感器 /RTU/DTU/PLC/DCS/DDC

等数据，进行采集，与 MES、ERP、PLM 等数据共享，实现设备运行状态监控、设备生产质量分析、设备在线运维以

及业务的持续优化。

 ● 融合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提供最强计算与智能分析能力与大数据平台、人工智能平台协同实现海量工业数据的即时

在线分析与智能化应用。管理已经训练完成的 AI 模型，并提供模型推理、编排服务，利用 AI 模型为上层应用提供 AI 计

算能力，实现“AI+IOT”的 AIOT 万物数据化、万物智联化。AI 模型服务可被嵌入实时流计算或在数字孪生中作为服

务被调用，赋予传统工业设备智能分析的能力。支持 TensorFlow、Pytorch、Scikit-learn、Java、Python 等计算框

架（或开发语言）训练的模型。与大数据平台实现数据互联互通，可以将数据转发至大数据平台进行处理，并将处理后

的数据应用于数字孪生模型、设备管理、能耗分析等不同场景中。

 ● 灵活的架构，支持业务拓展及便捷的集成协作 :LeapIOT 平台端的服务能够以 Restful API 方式对第三方系统提供访问

接口，便于第三方系统从中获取数据或与物联网平台业务协作 ；平台中的数字孪生和数据计算组件支持发起对第三方系

统的请求，形成不同系统之间的数据集成、数据共享及业务协同。

 ● 灵活的架构及良好的扩展能力，能够覆盖不同业务规模对物联网的需求，支持产线级、车间级、工厂级、集团级等不同

级别业务需求 ；满足从几十点到数百万点位、不同数据量级、不同规模的端到端服务。

 ● 数据安全和权限控制 : 平台支持按项目隔离数据、计算、分析、应用、可视化等资源，支持各模块按标签方式进行灵活组织，

标签细分和筛选。支持横向资源打通，模块间跳转，应用快速开发实现，可确保每个用户有适当的数据可视和操作权限。

客户收益

基于工业物联网的数字化转型将为工业制造企业带来全面的业务价值与能力提升，主要集中在加速产品创新，优化生产运

营及交付全新服务三个方面。

 ● 使企业具备生产制造的高灵活性和更能适应市场的生产流程。

 ● 完善全面产品生命周期管理，提升企业价值链协作能力，帮助企业提升针对特定用户需求的专业化聚焦能力。

 ● 提升企业的整体竞争能力。

 ● 助力企业开拓全新产品与业务模式。

成功案例

数字化转型案例

项目背景

某大型化纤生产企业是典型的智能制造转型服务案例，需要建立从产线、车间、工厂到集团的多级物联网可视化管理服务

体系，利用 LeapIOT 物联网平台采集生产现场数据，建立设备资产的数字化映射模型，建成企业全量数据监视展示中心，

展示每日生产情况、产品良率等，方便不同层级的人员及时了解生产状况 ；并支持智能制造多阶段业务分析，充分发挥数

据价值，促进各环节业务持续优化。

企业已成功实施集团级 ERP 建设，各个工厂的自动化改造初显成效，已经具备了数字化转型的基础条件，但是仍然存在

大量的问题 :

 ● 工厂信息不完整，可视性差 : 工业现场 80% 的工业设备没有联网，工业协议众多且相对封闭，设备数字化水平低、设备

之间互联互通差，难以实现全面的生产过程数字化管理。

 ● 数据未能有效利用 : 企业现场均有不同程度的利用信息化系统，但是，数据存在于单一信息化系统中，各系统之间缺乏

数据共享，数据孤岛现象严重，数据未能发挥价值。

 ● IT 与 OT 各自为营，彼此独立 : 企业现有的 OT 与 IT 系统共存，类型杂，系统之间不能协同工作。

 ● 生产现场部分业务对人工经验的依赖性强:设备健康度预测、工艺质量检测等业务，严重依赖人工经验，导致预测准确度

低。

方案概述

采集企业现场全量数据，包括业务系统数据（来自 ERP、MES、WMS 等系统）、设备数据、物料 / 人员数据以及其它数据，

进行集中化管理，将基础应用进行平台化，经营过程可视化、科学化，业务流程数字化，形成企业级的数据资产平台 ；

通过多场景应用，打破数据孤岛，统一汇聚，形成数据资产中心，激活数据价值，以数据驱动智能运营模式转换，优化运

营模式；实现产业协同高效化、生产运营数字化、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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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项目建设内容体系

方案收益 :

全面盘点数据资源，发现数据在哪里、数据来源，判断数据是否可用，充分挖掘数据价值，并应用于质量管理、设备状态监测、

预警等业务中 ；

数据资产地图

通过将物理设备虚拟化，并绑定现场采集的各类运行数据，展示设备的实时运行状态，监

测设备运行异常情况，并及时预警，防止出现设备故障停机现象。

产线设备运行状态可视化

建设设备的数字孪生模型，通过数字孪生展示车间的设备、产线信息，实时了解产线设备

状态以及告警信息 ；避免设备停机造成损失。 

设备组态图及运行状态展示

将严重依赖于人工经验检验的工艺质量检测工作，通过将工艺数据与历史质量数据结果，

利用回归模型机器学习算法，建成工艺质量自动预测模型，工艺质量检测准备率明显提升。

工艺质量预测示例

全局可视
 & 

数智应用

指挥大屏 管理中屏 车间小屏 智能应用

数智中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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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   激活价值  业务创新  构建企业数据生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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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管理案例

项目背景 :

某高价值设备生产企业，是典型的设备管理服务案例，设备销售后，状态无法监管，一旦出现故障，需要上门维修，耗时长、

费用高，而且设备故障类型不易积累形成知识，以促进产品研发持续改进升级。

为企业建设物联网服务平台，采集设备运行状态及位置信息，对设备运行进行全生命周期管理，实现异常预警、OEE 分析、

远程故障诊断等。

客户的现状及痛点有 :

 ● 自产设备无法进行全面管理（对外）

 √ 所生产高价值设备，销售后，状态无法监管 ；

 √ 销售的设备一旦出现故障，需要出差现场进行维修，耗时长、费用高 ；

 √ 设备能耗高，不符合绿色节能生产要求 ；

 ● 自有车间生产设备（对内）

 √ 车间设备状态无法监管，设备利用率不高 ；

 √ 车间生产现场产量、生产质量、设备故障情况无法及时展示或监管。

方案概述 :

建设对内（高价值设备生产现场）、对外（高价值设备用户现场）两条服务链条，一方面监管高价值设备生产现场状况，及

时了解生产现场设备状态、产量、生产质量等情况 ；另一方面，建设对外服务平台，了解已销售设备状态，及时发现异常，

并进行设备故障远程诊断。

采集高价值设备的参数信息，远程维护高价值设备及上位机。

采集高价值设备的能耗信息，对设备耗能进行优化，实现能源节约、绿色生产。

建设设备连接标准、数据标准、安全访问标准，以物联网平台为基础，实现边缘终端监管，设备数字孪生模块设计、物联

网云平台建设 ；以设备运维为核心，开发设备资产管理、生产效能分析、设备故障远程诊断、生产质量监控等智能应用。

通过 OPENVPN，建立设备远程访问链接通道，设备维护工程师通过 VPN 执行设备运维配置操作。

方案收益 :

项目实施后，将高价值设备数据实时接入，监控生产进度、关键工艺参数、设备能耗情况实时掌控，实现设备状态的监测、

预警 ；设备远程运维服务。

 √ 设备状态实时监控，提高设备利用率。

 √ 设备异常远程运维，减少售后维护成本。

 √ 数据透明可视提高客户满意度。

质量管理案例

项目背景 :

根据《中长期油气管网规划》，到 2020 年，全国油气管网规模要到达 16.9 万公里，到 2025 年全国油气管网规模达到 24

万公里。同时规划强调要“提高系统运行智能化水平，着力构建布局合理、覆盖广泛、外通内畅、安全高效的现代油气管网”。

依托国家石油管理整体规划，根据某油田研究院具体要求，建设隧道工地焊接管理智能化应用服务体系。

客户的现状及痛点有 :

石油管道建设未能将零散分布的数据进行统一共享管理，风险管控模式为被动管理，资源配置仍为粗放式局部优化模式，

管道信息系统较孤立、分散。

管道建设施工距离长，工程管理者难以及时、准确地掌握和有效管理焊接设备的工作状况 ；焊道检测准确性不高，测量方

式多为单点非实时采集，层间温度非真实值，对焊接过程有影响。

 √ 目前在建标段施工现场的焊机以半自动焊机为主，焊工未能严格执行焊接工艺，反复补焊、焊接速度过快。

 √ 焊机信息、焊接过程数据、环境参数等均未实现自动采集与存储。

 √ 无法在焊接过程中及时判断焊接质量、预警焊接风险 ；焊接层数、道数不达标 ；超弧过高。

 √ 工程管理者难以及时、准确地掌握和有效管理焊接设备异地的工作情况。

按照管道建设要求，建设智能化管道，将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于管道建设，实现管道建设完

整性管理、智能辅助决策，实现管道建设的智能化管理。

物联网平台 _ 高价值设备管理建设体系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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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概述 :

建设隧道工地建设的智能化应用系统，包括 :

 √ 隧道内人员定位 ；

 √ 工地人脸识别、安全行为分析应用 ；

 √ 焊机数据采集 ；

 √ 安装传感器，并采集隧道内信息，进行实时监测 ；

 √ 基于 IOT 物联网平台进行工地采集数据的智能化应用。

 ● 焊接质量管理

为传统场景的非智能化设备提供基于物联网的智能化改造服务，

实时监测焊接温度、电流电压、焊接温度、焊接角度、焊接层数、焊接速度信息 ；

焊接工艺质量信息可追溯 : 包括人员、物料、设备、工艺环境等信息可追溯 ；

 ● 焊接数据采集

通过不同的采集方式，采集全 / 半自动焊机的运行数据，例如焊机电压、电流、环境温度、

焊接速度、焊层层间温度等数据，监测焊接过程中数据变化。 

针对焊接过程中焊枪姿态不断变化，很难准确测量焊缝中的瞬时温度的问题，根据焊接热

源的高斯热源模型，设置温度传感器，结合焊工手势，设计实时测量结构。同时设置易更

换的保护套，避免焊渣污染。

在采用焊接电流、电压控制焊接过程的同时，通过获取电流、电压、焊接速度进而得到焊

接线能量，并在焊接工艺评定阶段提出线能量的控制范围，在现场焊接过程中，以线能量（集

合了电流、电压、焊接速度）作为报警值，更好的控制焊接质量。

方案收益 :

通过数据采集和上传，可以通过报表实时查看焊接过程的参数，以及对焊接状态进行实

时判断，项目已兼容全自动焊 + 半自动焊的数据可视化（实时 + 历史）。

利用焊接过程中的实时电流和电压的时序数据折线图，以及层间温度和焊接姿态采集部

件采集得到的实时的瞬时层间温度的折线图，实时判断焊接过程中，电压、电流、层间

温度，是否符合焊接的工艺要求。下图为基于平台提供的低代码开发环境开发形成的应用。 

焊接过程数据实时监测

通过姿态采集部件，采集得到陀螺仪的焊接角度数据，可以如实地反映出焊接时的姿态 ; 

焊接速度 : 通过每一道的焊接时间，可以得出一整道的焊接速度 ; 

焊接线能量 : 通过焊接速度，结合电流、电压等参数，可以计算出焊接的线能量 ;

焊道 : 通过姿态的角度数据，可以清晰地判断出当前属于第几焊道（基于平台提供的开

发能力，开发形成 APP 的功能）。

焊接角度监控

焊接质量管理

数据传输智能数采设备 采集数据

电流 / 电压

送丝速度

焊接角度

焊工 / 管道

温度

位置

IOT Edge / PIatform

实时数据   实时告警

资产管理   预测维护

数据报表   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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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 5G 专网解决方案

市场观点

5G 是新基建之首， 5G 在新基建中处于最根本的通信基础设施，不但可以为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等其他基础设施提供重

要的网络支撑，而且可以将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科技快速赋能给各行各业，是数字经济的重要载体。5G 网络具备高带宽、

大连接、低时延和高安全性等诸多优势，相比以往的无线技术在对应的能力指标上具备断代式的提升。相对于传统无线网

络“统一接入、单一效能”的运营模式，5G 依托其自身网元虚拟化、架构开放化和编排智能化的技术保障，能够通过资

源和能力定制化提供综合型、具备差异化能力和服务质量保障、灵活便捷的“专属”网络，满足垂直行业用户对智能网络

连接的需求。

我们将这类面向行业用户，提供差异化、可部分自主运营的 5G 网络服务的模式，称为 5G 垂直行业专网模式。

垂直行业用户加速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基石是网络连接。行业用户对网络的需求主要在于网络性能、网络功能、网络

建设和运营几方面。在网络性能方面，要求具备高于公共大网的覆盖质量、时延、上行容量、稳定性、网络自主控制能力等，

同时要求网络本身能够根据业务及管理需求等方面进行灵活适配 ；在网络功能方面，要求能够融入到现有业务系统，既保

证对现有业务流程的兼容，又能具备承载新兴业务的演进能力 ；在网络建设和运营方面，希望能够降低网络部署成本和运

营支出，但同时获取“足够”的网络运营权。

联想预见到了 5G 将对各行业信息化改造产生深远影响，对 5G 技术领域战略投资中不仅很早开始布局技术标准领域的基

础积累，而且重视关键技术的研发和落地。无论是作为中坚力量的终端设备（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AR 眼镜等），还是

初具竞争力的网络设备（云化小基站，MEC 软件平台，MEC 硬件等），到作为后起新秀的垂直行业解决方案（智慧教育，

智慧医疗，智能制造，智能车联网等），联想 5G 相关的研发成果和产品从深度和广度上进行了全面突破。

方案内容

方案概述

联想 5G 行业专网解决方案基于开放架构，覆盖了 5G 云基站、边缘云、传输网以及中心云的全栈式解决方案。具有软件

通用化、功能软件化、网络开放化、运营智能化等特点。可以灵活部署在客户的现行设备之上，赋能千行百业。

5G 独立专网产品是指利用 5G 组网、切片和边缘计算等技术，采用专有无线设备和核心网一体化设备，为客户构建一张

增强带宽、低时延、物理封闭的基础连接网络，实现用户数据与公众网络数据完全隔离，且不受公众网络变化影响。

该模式下客户网内业务数据及终端 / 用户行为信息高度保密，企业专网与公众网络端到端完全隔离，不受公众网络故障影响。

从无线基站、传输到核心网用户面 + 控制面端到端为客户单独建设，提供物理独享的 5G 专用网络。满足客户大带宽、低时延、

高安全、高可靠的数据传输需求。

适用场景

5G 独立专网产品适用于局域封闭区域，包括工厂，园区，港口等。例如矿产区域的无人调度、远程作业、系统控制与通信；

高精制造厂区的智能制造、监控场景。 

在上述场景中，往往具备以下特点 :

 √ 专属程度高、安全要求高、数据隔离要求高、业务连续性要求极高 ；

 √ 某些通信指标（时延、上下行速率）要求极高，且需要定制，用户对业务自主性要求高 ；

 √ 5G 专属通信为主导且优先级最高，个人用户对公众网络通信的需求与之相比可以忽略 ；

 √ 客户为专属网络投入的投资意愿强烈，投资额度高。

产品架构

联想 5G 专网方案产品架构如下图所示 :

联想 5G 专网产品 

RRU：
室内外基站，用于发送
和接收信号

RHUB：
用于级联RRU

软
件
层

硬
件
层

云基站
ThinkRAN

SE350 SE550

云核心网
ThinkCore

BBU
5G CP

UPFCU DU

RRU

RRU

Tera RAN 50 Tera RAN 1000

联想 CNBU 团队拥有丰富的 

5G 专网建设经验，能够根据行

业特点来进行专网的规划和设

计，满足行业场景对于5G 低时

延、高带宽和海量并发的个性

需求。

5G 基站 FPGA 加速卡：

加速 5G 接入网和核心网的处理

速度

联想 5G 专网产品架构

联想端到端的 5G 专网方案由三款产品组成。包括 : 基站软硬件产品、架构在联想边缘服务器上的云基站软件产品和架构

在联想 X86 服务器上的云核心网软件产品（含 5G  加速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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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功能特性

 √ 高带宽、低时延 : 提供专用频率定制、专用帧结构定制，结合超级上行、专属上行、多载波聚合等技术手段提升上下行

无线带宽的定制能力。通过无线空口优化、边缘节点部，降低端到端数据传输时延，满足极致的业务体验需求。

 √ 深度覆盖 : 为企业园区提供精准勘察，按需定制无线网络，通过专业的干扰规避措施，预防公网和专网的无线信号相互

影响。

 √ 高隔离、高安全 : 使用专用基站，独享无线资源，定制专用企业级 UPF 等专用网络设备，业务相关的网元与外部 5G

网络完全隔离，不受外部网络连接故障的影响，保障企业业务不中断。用户专用网络设备和接入，保障企业生产和业务

数据的安全。

 √ 数据不出场 : 通过在边缘机房部署园区 UPF，按需部署 MEC，实现用户业务的本地分流和就近处理，降低时延，保证

数据不出园或不出场。

 √ 算力下沉 : 通过边缘 MEC 下沉算力，大带宽消耗、时延敏感的计算工作在边缘完成，提升效率。

 √ 硬件通用化 : 采用标准化的通用 IT 设备（x86 服务器、存储、交换设备等）来实现各种专用网络功能，替代通信网中私

有和封闭的网元，可以利用通用硬件的规模效应降低成本。

 √ 功能软件化 : 基于 SDN/NFV 和云计算技术，利用软件来安装、控制、操作那些运行在通用硬件上的网络功能，融合了

云和虚拟化，使得 5G 网络具有更好的伸缩性和自动化能力，实现按需灵活部署、新业务快速加载。

 √ 网络开放化 : 基于 SDN/NFV 的网络体系，控制功能的集中部署和网络功能的易于调用，使得网络向第三方开放了

QoS 能力、事件监控、参数配置、设备触发、PFD 管理、流量引导、背景流量以及策略计费等服务能力，更快地为市

场提供所需的服务，并且可以让行业客户和电信运营商构建起的整个生态系统受益。

 √ 运营智能化 : 利用联想 AI 算法，根据网络频率、覆盖、业务情况以及网络运维的实时状态，调整网络资源的分配和关键

网络参数，实现最优的网络性能和最佳的运营成本。

方案优势

5G 技术的兴起掀起了生产要素智能化转型升级的热潮。在现阶段，行业客户求多样、应用场景复杂，传统独立部的行业

专网已无法很好满足行业客户数字化转型升级的业务需求。基于联想 5G 专网实践经验，我们认为联想 5G 专网方案对行

业客户优势如下 :

满足网络能力定制和适配的需求

不同行业差异化场景要求网络能够灵活定制。对于工厂、教场馆等对网络稳定性要求较高的行业，5G 专网能提供相对于

公众客户网络质量更优的业务通道服务。

满足业务本地处理需求，确保业务数据高安全、业务处理低时延和高稳定性。对于高端设备制造、矿山、电力等数据安全

可靠性要求极高的行业，5G 专网能提供最高安全等级的业务和应用保障能力。

提供更低时延和更高稳定性的数字化应对措施

随着物联网等技术的不断发展，数据的不断增加，基于云的解决方案渐渐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越来越多的企业

开始将目光转向边缘计算，并将其作为云的延伸扩展，以加快数据分析的速度，便于企业更快更好的做出决策。与纯粹的

云端解决方案相比，5G 专网 + 边缘智能解决方案可以减少延迟、提高可扩展性、增强对信息的访问量，并使业务开发变

得更加敏捷，可以很好地满足智慧工厂、智能建筑、体育场馆等行业场景下对本地高速业数据处理、网络基础设施更高稳

定性等业务需求。比如在视频安防监控场景中涉及到视频 Al 的应用处理，需要将视频预分析和预处理部署在边缘侧以实现

视频实时异常事件的感知及快速处理，在云端则发挥云端算力、开发工具的优势，完成 Al 模型的训练以及分析应用的开发

并按需下发给边缘部署。充分发挥云、边不同优势的云边协同解决方案已成为行业客户数字化转型进程中的刚需。

加快行业客户面向新型信息化转型步伐

业务应用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最终体现。不同行业、不同业务对应用的功能及性能需求不同，行业客户在推进数字化转型时，

服务于公网用户的 5G 网络已经很难满足其全部要求。在此背景下联想正积极构建以行业客户为中心、以业务场景为驱动

的 5G 定制专网，通过定制化的“端 - 边 - 云 - 网 - 智”融合服务，全面满足客户时延确定化、数据本地化，服务差异化、

业务自主化等各类需求，加快行业客户信息化转型升级步伐。

客户收益

5G 专网在行业的定位不仅仅是通信管道，更着重于连接，数据的传输和应用，将会与摄像头、AI、工业设备等相结合，

拓展了专网的边界，开辟新的、巨大的市场空间，能在推动整个经济社会的升级转型上发挥更大的应用价值。

制造业 : 更高带宽和更低延迟将有助于制造商重组工厂布局，并提高生产标准。借助 5G，已经利用自动化和物联网（IoT）

的智能工厂将实现更快的生产速度。此外，该技术将增强数据收集，便于工厂内机器和现场设备的实时数据分析。这种连

接使制造商能够实现新的效率，并帮助工人提高生产力。

交通运输 :5G 技术利用实时数据通信、收集和分析，以使道路更加安全，能够提高运输系统的整体效率。比如，5G 技术

能够让车辆与基础设施进行实时感测，让车辆针对信号来自动停止前进或缓速前进，从而达到改善交通流量、减少危险因素，

从而提高公共交通效率。

零售业 :5G 技术支持 AR / VR 应用，通过在商店中使用更多个性化的数字标牌和混合现实技术，将增强零售体验的各个

方面对数据分析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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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项目背景 :

合肥联宝科技是全球最大的 PC 研发和制造基地，2020 年笔记本产量超 3000 万台，全球每售出 8 台笔记本电脑，就有 1

台来自联宝科技。厂区整体共有 6 个生产子工厂，涵盖 23 条 SMT 线及 27 条整机生产线，聚焦消费 PC、商务 PC 整机生产、

消费类主板、商用主板、服务器主板和物联网产品六大领域。联宝科技致力于智能制造领域的创新应用，推动智能制造变革，

建设一流智慧工厂，通过充分发掘公司内外部优势资源，联宝科技引入联想 CNBU 5G 专网方案，对传统的工厂网络进行

改造升级，积极探索 5G + 工业互联网的应用，推动智能制造的发展。

本项目在传统有线或 Wifi 网络的基础上，独立建设 5G SA 专用网络， 在企业内部署 5G 核心网，基站等子系统，用以承

载大带宽，低时延和广连接的业务，可为不同场景提供关键任务保障能力、弹性组网能力、兼容物联网设备的能力等多种

网络增强或自定义功能，确保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数据能够在企业本地落地，满足企业对带宽、时延、安全和稳定性等

方面的严苛要求。

生产终端通过 5G 网络接入原 IT 系统，用 5G 蜂窝网络替代传统有线网络和 WiFi 网络，落地 5G 生产无线化、5G 无线下载、

5G + AR、5G+AGV 四大应用场景， 进一步提升效率，促进柔性生产。

方案概述 :

联想 5G SA 专网方案，采用 5GC、UPF、5G 基站单独组网方式，不与运营商共享任何物理资源。因为核心网和基站均

在园区内部，并且不用与 toC 用户分割无线物理资源，在带宽和时延都有更优良的用户体验。企业还可以根据业务需求扩

展和调整频点、带宽、MEC 服务等资源，保证更好的服务质量。企业也可以根据应用需求，自行开卡、放号，对比流量

进行控制，不会产生多余的后续费用。

生产终端通过 5G 网络接入原 IT 系统，用 5G 蜂窝网络替代传统有线网络和 WiFi 网络，落地 5G 生产无线化、5G 无线下载、

5G + AR、5G+AGV 四大应用场景， 进一步提升效率，促进柔性生产。这是联想灵活、弹性、按需部署的 5G 行业专网，

赋能智能制造的典型案例！

联宝科技 PU2 厂 5G 网络逻辑架构

方案收益 :

 √ 智能化排产 : 通过 5G 专网改造助力可视化、可分析、可预警模拟、可快速决策的智能排产体系订单交付达成率平均比

业界标准快 15% ；

 √ 智能化生产 : 原料传送实现了 100% 自动化，效率提升 6 倍以上 ；

 √ 数字化质量管理 : 机器视觉，AR 等新技术引入，有效地提升检验效率并能 100% 确保出货品质 ；

支撑服务

联想着眼于为客户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除了上述各类数字化产品和方案，联想基于自身转型所打造的服务体系，可以为

不同行业客户提供从前期的需求分析、到总体规划、到实施部署的完整服务能力，确保客户的数字化转型成功。

 ● 总体规划 : 帮助企业制定数字化转型总体规划，确定未来几年数字化系统的建设目标、建设重点、总体方案、所需资源

和实施方案。通过制定规划，企业可以围绕信息共享和协调工作，规避重复投资和分散投资的风险，从而提升企业的核

心竞争力 ；

 ● 业务和需求分析 : 参与经过验证的分析方法，帮助企业用户开展各类业务分析、数字化转型需求分析、与领先实践的差

距分析，明确企业当前数字化所处的阶段，提出未来提升和改进的方案 ；

 ● 基础架构规划设计 : 基于对业务支撑需求的分析，规划配套的软硬件 IT 基础设施架构，制定相关的技术方案和实施路线图。

包括计算、存储、网络、安全、容灾等资源设计，云计算体系设计等内容 ；

 ● 运营体系规划设计 : 为了应对数字化转型的挑战，需要企业具备与之相适应的组织、流程、绩效、治理等体系，通过分

析企业当前运营状况，开展未来运营体系规划设计，提升企业运营能力。

除了上述各类服务能力，联想还可以提供各类与数字化转型相关的应用改造和开发服务、应用改造专业辅导服务、实施服务、

运维服务等，这些服务覆盖从产品、方案、需求分析、规划、实施、开发、集成、运维保障的全链条，这些能力确保联想

可以成为客户数字化转型可信赖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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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在积极响应市场和客户的需求，进行业务转型，

我们知道，转型从来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摸

爬滚打，需要经常碰壁，需要经常彻夜复盘，可能会走弯路，需要交

学费。在当今瞬息万变，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里，只有不畏艰险，不

停求变，才是企业发展的应有之道。从联想 3S 战略（智能物联网、

智能基础架构、智能行业应用）的提出，从联想“端、边、云、网、智”

技术核心的提出，从单纯硬件产品到向服务及方案业务转型，一直到

今年“新 IT”的转型框架和方向，联想一直在积极探索，大力投入，

不放过一点转型的可能，在 2020 疫情期间实现万人工厂的快速复工

复产，在 2020 财年取得的优异成绩，都说明了联想在转型道路上取

得的成果，联想也将继续在数字化转型的道路上走得更深更远。

在自身转型成功的基础上，我们非常愿意将联想在数字化转型、在智

能制造、在“新 IT”转型、在服务于各行业客户、国际化运营、双链

融合的供应链等方面的经验和能力，向各行业进行经验分享和能力输

出，真正将构建双循环的经济格局，响应国家新基建的发展策略落到

实处，同时加强基础科学、新技术的研发投入，一起构建中国的“实

体经济生态”，将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做实做强，不仅是制造大国，更

能成为制造强国！

联想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