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借助边缘数据 

实现智能成果 
 
 
 
 

FORRESTER 研究 

 

利用面向边缘、物联网和网络的 

Forrester 模型实现创新 



 
 
 
 
 
 
 
 
 
 

各行各业的企业都在想方设法提高生产力、运营效率和客户体验：零售商希望提供与客户之间的全渠

道无缝互动；农民需要进一步实现田间或设施的自动化，从而提高作物产量；医疗保健机构必须提供

更有效且更高效的患者护理。边缘计算可以派上用场。在边缘，零售商可以通过人流量分析和队列管

理等用例提供无障碍的客户体验。农民可以使用带传感器的自动设备来实现精确的作物管理，而分销

商和杂货商可以保持农产品的新鲜风味和色泽，直至农产品送到客户手中。医疗保健机构可以借助远

程监控和设备管理来改善患者护理和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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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扩展企业用例和应用来利用边缘数据已经不再是什么新鲜事。  对于各种规模的企业来说，

建立和维持竞争优势都是一项战略要务。 

 

为了在边缘支持多种应用和用例，企业组织应将 Forrester 的科技三元组中的三种关键技

术结合起来，作为构建模块： 

 

• 边缘计算。边缘计算支持对物联网 (IoT) 设备、传感器、摄像头等的数据进行本地分析，这有

利于在速度至关重要的情况下立即做出决策。边缘计算解决方案将企业运营扩展到企业数据中

心之外，使组织能够设计并在中心站点与本地站点之间灵活部署软件，将端点环境整合到 IT 

资产中，减少网络延时，并实现近实时分析和快速容量扩展。边缘计算是许多企业数字化转型

和现代化的基本要素，特别是在使用 5G 网络和现代应用数据管理进行优化的情况下。边缘计

算可以用于从住院病人监护到辅助驾驶解决方案等各种领域。 

 

• 物联网。物联网是指连接到网络的智能端点。物联网端点可能是静止的，也可能是移动的，

例如机器、车辆、轨道车、冰箱、手机等。物联网端点可以产生大量数据，对这些数据进

行分析有助于得出重要的见解，从而改善业务运营并实现客户体验的现代化。例如，在医

疗保健领域，可穿戴设备可以实现对患者的实时远程监护；在零售领域，全球定位系统 

(GPS) 传感器可以改善供应链管理；而在能源领域，智能仪表可以跟踪能源使用情况并帮

助预测需求。 

 



 
 
 
 

 

• 5G 网络。5G 不是 4G 的简单更新，而是一次革命性的通信升级，它在基于云的横向架构

下将信息技术和电信基础设施连接起来，从而实现前所未有的规模经济。5G 可以使用更多

频段，并提供更低的延时和更高的吞吐量，可以连接包括人、机器、物体和设备在内的几

乎所有一切。这项技术有望推动突破性边缘应用的开发，从而进一步扩大物联网、人工智

能和实时数据分析的使用范围，帮助提升决策制定的有效性。 

 

虽然边缘计算、物联网和 5G 网络都可以为组织带来价值，但这三种技术重叠所带来的协同效应超过了其

各自所能发挥的作用。 

 

然而，尽管有这些优势，但边缘实施中存在的“孤岛”、高度细分现象和平台运作的独立性，给组织带来

了越来越多的烦恼。所以，企业是时候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简化边缘了，这包括在需要的地方生成价值更高

的分析见解，整合用例、基础设施和数据，以及利用内生安全技术来保护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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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面向边缘、物联网和

网络的 模型实现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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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 、 、

摘要

边缘计算、物联网 和网络的全新科技三元组形成核心平台，为利益相关方带来新的价值。

这三种技术中的每一种都可以独立存在，但凭借两种以上技术重叠所产生的全新服务、应用和

解决方案，便能创造真正具有变革意义的价值。新的解决方案可以服务于特定的垂直行业，也

可以跨多个行业横向使用。本报告介绍以正确三元组混合创建的平台、优化三元组价值的实践

方法，以及可以丰富三元组能力的合作伙伴生态系统，帮助技术领导者确定为企业服务的技术

解决方案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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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三元组的核心构成和功能

三元组的每个组成部分（边缘、物联网和网络）一直都在不同的时期创造着巨大价值，现在

仍有不同的团队在进行部署和管理。通过将两个或两个以上要素相结合，企业可以创造新的

机会和价值，这超越了一个团体、一个细分市场或市场领域所能创造和提供的价值（见图 ）。

在这个新的科技三元组中，传统科技巨头、电信公司、工业巨擘、云提供商、新兴企业及合

作伙伴生态系统已经崛起。因此，内部和外部合作伙伴将做出调整和转变，以创建新的平台。

随着市场逐渐成熟，当前的实践已经开始演进。这些平台、实践和合作伙伴可以创建具有横

向能力或者面向垂直市场的解决方案，从而在本地、区域和全球层面为横向和垂直应用、用

例和安全策略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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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面向边缘、物联网和网络创新的 模型

边缘、物联网和网络要素构成科技三元组

边缘、物联网和网络要素构成科技三元组

这个 模型建立在三个重叠的基本支柱上：

 边缘。边缘计算解决方案正在向企业数据中心以外扩展，以覆盖各种端点环境。边缘端点和

端点支持资源管理和分析本地化的数据，并在与端点设备和客户物理接近的范围内提供近实

时的洞察分析、互动参与和自动化操作处理。这些边缘解决方案包括在物联网、移动设备和

其他端点设备上或附近运行的边缘管理和智能软件，因此可以立即完成操作。评估哪些数据

网络 

物联网 边缘 

平台 

横向能力 

垂直市场 

资料来源：Forrester Research, Inc. 未经授权不得复制、引用或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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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边缘环境中处理，哪些应发回到云或数据中心进行高级分析处理，这是许多垂直市场用

例的重要考虑因素。

 物联网。物联网技术在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的互联事物之间建立起双向关系。企业通常使用

物联网技术来升级产品、转变运营方式和获取有关现实 世界中事件的洞察。支持物联网的

产品集成或添加了电子计算和通信功能，可以发送数据或接收命令。大多数连接到物联网的

资产都包括传感器，可以记录资产状态、向远程软件程序发送传感器读数或分析信息，

并且接收软件更新。有些还包括执行器，可以由本地或远程软件命令触发，以改变物理世界

的状态。

 网络。 、 和个人局域网 技术和传输手段的多样化集合，支持企业的战略、

业务和运营应用及服务。传统企业网络传输介质（例如 铜线、光纤、 和蜂窝网

络）经过设计和部署，可以从服务器和存储设备将信息传送给在办公桌前使用电脑的员工。

或服务器位于企业办公室和数据中心。物联网网络和设备通常位于全新、独特、恶劣的

环境中，通过传感器获取信息和环境数据，并根据分析见解来触发执行器，从而完成物理世

界中的操作。

平台、实践及合作伙伴促进科技三元组的部署

如果公司在制定战略时考虑如下“三个 ”，并据此建立适应未来的技术愿景，就可以创造

新的收入流和新的业务机会，或者改善运营：

 用于支持高效差异化应用和解决方案的平台 。借助平台环境，企业能够使用硬件、

软件、网络和数字技术组件高效开发和支持各种应用、软件和数字分析服务。许多平台的基

础是可以简化关键功能的标准，这些功能包括连接到各种无线和有线网络、管理和保护分散

的设备和应用、支持应用开发，以及分析收集到的信息，以便得出可行的见解。这些平台解

决方案通常必须在边缘和云环境中大规模实现关键功能。

 帮助促进无缝安全实施和运营的实践 。各类技术领导者、业务专业人士和运营经

理帮助阐明要求并部署科技三元组解决方案。这些利益相关方需要工具来帮助确定新技术对

员工活动、运营流程、员工体验和客户体验的影响。企业也需要工具、框架、最佳实践指导

和 来评估科技三元组计划对员工技能组合要求、任务关键型运营流程和客户体验的影响。

 确保综合解决方案部署的合作伙伴 生态系统。合作伙伴生态系统是成功部署科技

三元组解决方案的关键要求。供应商和服务提供商参与者（包括科技巨头、电信公司、工业

巨擘、云提供商和软件平台）提供了科技三元组解决方案的关键要素。但是，没有任何一个

供应商能够单独提供部署端到端技术解决方案所需的全部硬件、软件、网络和技术组件。

科技三元组供应商、网络提供商和服务公司通常会建立合作伙伴生态系统，以创造这些端到

端解决方案，从而处理重要的横向和垂直物联网及边缘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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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市场和横向能力推动科技三元组的要求

评估科技三元组的要求并找到正确的“三个 ”。这需要先确定相关的横向和垂直应用、

解决方案及用例，以处理公司的战略、运营和业务优先事项。将这些全面的解决方案应

用于：

 垂直市场。企业利益相关方通常先专注于在其特定行业或垂直市场内确定相关的应用和用例

机会。例如，医疗保健机构常使用科技三元组解决方案来维护和管理医疗设备的状态和运行

性能。业务利益相关方还应评估与其公司优先事项和运营流程相关的特定垂直用例。

 横向能力。有些横向能力适用于许多组织。这些横向能力可能专注于强化关键的运营流程

（例如建筑或设施管理）或确保资源利用的成本效益（例如能源管理或安全和监控）。为确

定用例和应用的恰当组合，制定决策的利益相关方必须评估用例和应用与企业战略重点和技

术措施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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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帮助业务和技术领导者秉持客户至上的理念

来加速增长。

始终秉持客户至上

在 ，客户至上是我们一切的核心。我们将与您同在，助您更加注重客户。

研究

通过行之有效的增长途径来加

速您对市场的影响。

 客户和市场动态

 精心准备的工具和框架

 客观建议

 实践指导

了解更多。

咨询

实施现代化战略，使团队保持一

致并增强其能力。

 客户和市场动态

 精心准备的工具和框架

 客观建议

 实践指导

了解更多。

活动

开拓新视角，从行业领导者处汲

取灵感，并与同行建立联系。

 思想领导力、框架和模型

 与同行和分析师一对一交流

 现场和虚拟体验

了解更多。

关注

联系我们

通过 联系 。有关纸质版或电子版的信息，请联系您

的客户团队或 。学术机构和非营利性机构可享受批量折扣和特价优惠。

电话： 传真：

FORRE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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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L TECHNOLOGIES 如何提供帮助 

随着边缘的扩展，会有更多用例、数据、应用和位置需要分析，Dell Technologies 可以为

组织提供支持，帮助组织利用边缘、物联网和 5G 网络实现卓越的业务成果。   

二十年来，我们帮助企业简化了边缘，在速度至关重要的场景下为企业创造了更多价值。

我们可以帮助您在需要时生成见解，在扩展的同时进行整合，并为边缘建立内生安全机制。 

我们在与企业、OEM 客户及合作伙伴交流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影响了业界最广泛

的边缘产品组合的设计。该产品组合支持演进实践以及横向和垂直用例，其通用性、敏捷

性、可扩展性和内生安全性为企业在任何边缘的成功奠定了基础。我们对开放式 5G 网络

的投入可以帮助企业打造能够激发客户、员工和合作伙伴兴趣的创新体验。 

有关客户如何简化边缘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Dell Technologies 数字化转型库，或者进一步

了解边缘解决方案。 

关于 DELL TECHNOLOGIES 

Dell Technologies 帮助组织和个人构建数字化未来，并改变他们的工作、生活和娱乐方式。

该公司为客户提供业界最广泛、最具创新性的数据时代技术和服务组合。 

 

https://www.dell.com/en-us/dt/case-studies-customer-stories/index.htm#sort=relevancy&f:solutionFacet=[200055]
https://www.dell.com/en-us/dt/solutions/edge-computing/index.htm
https://www.dell.com/en-us/dt/solutions/edge-computing/index.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