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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计算发展概述
 欧阳伟

王广益

江南计算技术研究所 无锡 ２１４０８３

摘要：
本文主要介绍了边缘计算的产生背景以及定义，列举了几个应用场景，分析了几个相关研
究领域，最后介绍了边缘计算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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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以云计算模型为核心的大数据处理阶段称为

边缘计算（Ｅｄｇｅ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概念是相对云计

集中式大数据处理时代，该阶段特征主要表现为：

算 ［１］ 而提出的，云计算是将计算等资源集中到网络

大数据的计算和存储均在云计算中心（数据中心）

的几个关键节点，而边缘计算则是将计算放在网络

采用集中方式执行，因为云计算中心具有较强的计

边缘侧，靠近终端和用户。边缘计算其实并不“边

算和存储能力。这种资源集中的大数据处理方式可

缘”，而且意义重大。边缘计算和云计算都是处理

以为用户节省大量开销，创造出有效的规模经济效

大数据的计算运行方式。但不同的是，边缘计算数

益。但是，云计算中心的集中式处理模式在万物互

据不用再传到遥远的云端，在边缘侧就能解决，更

联的时代表现出其固有的问题，如万物互联背景

适合实时的数据分析和智能化处理，更加高效而且

下，网络边缘设备所产生的数据已达到海量级别：

安全。

（１）线性增长的集中式云计算能力无法匹配爆炸式

为了促进边缘计算在各行业的数字化创新和

增长的海量边缘数据；（２）从网络边缘设备传输到

行业应用落地，引领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２０１６年

云数据中心的海量数据增加了传输带宽的负载量，

１２月，由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

造成网络延迟时间较长；（３）边缘设备数据涉及个

化研究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英特尔公司、

人隐私和安全的问题变得尤为突出；（４）边缘设备

ＡＲＭ和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有限公司联合

具有有限电能，数据传输造成终端设备电能消耗较

倡议发起的边缘计算产业联盟（Ｅｄｇｅ

大等等。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ＥＣＣ）在北京正式成立，旨在搭建边

针对于此，万物互联时代，如果仍采用集中式

缘计算产业合作平台，推动运行技术（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大数据处理模式下的云计算，现有的云计算相关技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Ｔ）和信息与通信技术（ＩＣＴ）产业开

术并不能完全高效地处理网络边缘设备所产生的海

放协作，引领边缘计算产业发展。边缘计算领域的

量数据。万物互联应用需求的发展催生了边缘式大

相关国际会议也已经开始兴起，如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在美

数据处理模式，即边缘计算模型，其能在网络边缘

国华盛顿特区举办了第一届 ＩＥＥＥ／ＡＣＭ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

设备上增加执行任务计算和数据分析的处理能力，

Ｅｄｇｅ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ＳＥＣ），２０１７年５月在西班牙马德里

将原有云计算模型的部分或全部计算任务迁移到网

举办第一届ＩＥＥ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ｆｏｇ ａｎｄ ｅｄｇｅ

络边缘设备上，降低云计算中心的计算负载，减缓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ＩＣＦＥＣ ２０１７）。

网络带宽的压力，提高万物互联时代数据的处理效
率。边缘计算与云计算关系示意如图１所示。

２． 边缘计算产生背景与定义

线性增长的集中式云计算能力已无法匹配爆
炸式增长的海量边缘数据，基于云计算模型的单一

２．１ 边缘计算产生背景

计算资源已不能满足大数据处理的实时性、安全性
和低能耗等需求，在现有以云计算模型为核心的集

综合评论

中式大数据处理基础上，亟待需要以边缘计算模型

私保护等方面的关键需求。作为在网络边缘执行计

为核心，面向海量边缘数据的边缘式大数据处理技

算的一种新型计算模型，边缘计算中边缘的下行数

术，二者相辅相成，应用于云中心和边缘端大数据

据表示云服务，上行数据表示万物互联服务，而边

处理，解决万物互联时代云计算服务不足的问题。

缘计算的边缘是指从数据源到云计算中心路径之间
的任意计算和网络资源。云计算中心不仅从数据库
收集数据，也从传感器和智能手机等边缘设备收集
数据。这些设备兼顾数据生产者和消费者。因此，
终端设备和云中心之间的请求传输是双向的。网络
边缘设备不仅从云中心请求内容及服务，而且还可
以执行部分计算任务，包括数据存储、处理、缓
存、设备管理、隐私保护等。因此，需要更好地设
计边缘设备硬件平台及其软件关键技术，以满足边
缘计算模型中可靠性、数据安全性的需求。

３． 边缘计算应用场景
如果提到云计算，大家对于这个市场规模都有
着一定的了解，甚至随着云计算的不断落地，随着
图１ 边缘计算与云计算

公有云和混合云的应用普及，云计算市场的规模正

传感器、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以及智能家

在不断扩大。但是对于边缘计算这样的新市场，甚

电等设备将成为万物互联的一部分，并产生海量数

至对于这个大众还不熟悉的新名词来说，这个市场

据，而现有云计算的带宽和计算资源还不能高效处

又有多大呢？按照ＩＤＣ的统计数据，到２０２０年将有超

理这些数据。因此，在网络边缘端处理源数据，筛

过５００亿的终端与设备联网，未来超过５０％的数据需

选出有效的信息并发送到云端将成为一种新的计算

要在网络边缘侧分析、处理与储存，边缘计算所面

模型，其有效降低云中心的网络带宽和计算负载，

对的市场规模非常巨大。其实看看联盟的６大创始成

边缘计算模型受到学术界和产业界的广泛关注。利

员就能发现，这个市场规模甚至超乎想象。在边缘

用边缘设备已具有的计算能力，将应用服务程序的

计算产业联盟当中，包括了英特尔和ＡＲＭ，两者都

全部或部分计算任务从云中心迁移到边缘设备端执

看到了这个市场会前所未有的诱惑力，以至于双方

行。

采取合作的态度，共同推进行业的标准化发展。可
在云计算模型中，边缘终端设备通常作为数

以说，对于包括华为、英特尔、ＡＲＭ在内的联盟发

据消费者也可生产数据，从数据消费者到生产者

起者来说，每家企业或组织机构都有着自己的定位

角色的转变要求边缘设备具有更强的计算能力，如

与使命。华为将聚焦在边缘计算的智能联接，提供

通过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Ｔｗｉｔｔｅｒ、微信等分享照片及视频，

以ＳＤＮ技术为代表的富有创新性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ＹｏｕＴｕｂｅ用户每分钟上传长达７２小时的视频内容；

与合作伙伴一起在电力、交通、智慧城市等行业继

Ｔｗｉｔｔｅｒ用户每分钟近３０万次的访问量；微信朋友圈

续实践，取得更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和腾讯ＱＱ空间每天上传的图片高达１０亿张；腾讯视

应用是检验新技术是否有价值的最直接、最有

频每天播放量达２０亿次。这些图片和视频数据量较

效方式。同样，边缘计算是否有价值取决于基于边

大，上传至云计算中心过程会占用大量带宽资源。

缘计算的关键应用场景，只有通过应用才能发现边

为此，在源数据上传至云中心之前，可在边缘设备

缘计算在发展中所遇到的各种挑战和机遇。因此，

执行预处理，以减少传输的数据量，降低传输带宽

下面给出基于边缘计算模型的三种典型应用场景。

的负载。此外，若在边缘设备处理个人身体健康数
据等隐私数据，用户隐私会得到更好地保护。

３．１ 云计算任务迁移
在云计算中，大多数计算任务在云计算中心

２．２ 边缘计算定义

执行，这会导致响应延时较长，损害用户体验。而

边缘计算是指在靠近物或数据源头的网络边缘

在边缘计算中，边缘端设备借助其一定的计算资源

侧，融合网络、计算、存储、应用核心能力的开放

实现从云中心迁移部分或全部任务到边缘端执行。

平台，就近提供边缘智能服务，满足数字化在敏捷

例如，对于在线购物，消费者可能频繁地操作购物

联接、实时业务、数据优化、应用智能、安全与隐

车，在默认条件下，购物车状态的改变先在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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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然后用户设备上购物车内产品视图再更新。

４．１ 分布式数据库模型

该操作时间取决于网络带宽和云中心负载状况。由

分布式数据库系统是数据库技术和网络技术

于移动网络的低带宽，移动端购物车的更新延时较

两者结合的成果。大数据时代，数据种类和数量的

长。如果购物车内产品视图的更新操作从云中心迁

增长使分布式数据库成为数据存储和处理的核心技

移到边缘节点，这样就会降低用户请求的响应延

术。分布式数据库部署在自组织网络服务器或分散

时。购物车数据可被缓存在边缘节点，相关的操作

在互联网、企业网或外部网、以及其他自组织网络

可在边缘节点上执行。边缘节点与云中心的数据同

的独立计算机上。数据存储在多台计算机上，分布

步可在后台进行。当用户的请求到达边缘节点时，

式数据库操作不局限于单台机器，而允许在多台机

新的购物车视图立即推送到用户设备。

器上执行事务交易，以此来提高数据库访问的性能。
分布式数据库已成大数据处理的核心技术。

３．２ 边缘计算视频监控

按照数据库的结构，分布式数据库包括同构和异构

安全视频监控系统主要应对因万物互联的广泛

系统，前者的运行环境具有相同的软件和硬件，具

应用而引起的新型国家安全及社会管理等公共安全

有单一的访问接口；后者的运行环境中硬件、操作

问题。传统的视频监控系统前端摄像头内置计算能

系统和数据库管理系统以及数据模型等均有所不

力较低，而现有智能视频监控系统的智能处理能力

同。按照处理数据类型，分布式数据库主要包括

不足。为此，以云计算和万物互联技术为基础，融

ＳＱＬ、ＮｏＳＱＬ、基于可扩展标记语言（ＸＭＬ）以及

合边缘计算模型和视频监控技术，构建基于边缘计

ＮｅｗＳＱＬ分布式数据库［２］。

算的新型视频监控应用的软硬件服务平台，以提高

相比于边缘计算模型，分布式数据库提供了大

视频监控系统前端摄像头的智能处理能力，进而实

数据环境下的数据存储，较少关注其所在设备端的

现重大国家安全和恐怖袭击活动预警系统和处置机

异构计算和存储能力，主要用以实现数据的分布式

制，提高视频监控系统的防范刑事犯罪和恐怖袭击

存储和共享。分布式数据库技术所需的空间较大且

的能力。针对海量视频数据，云计算中心服务器计

数据的隐私性较低，对基于多数据库的分布式事务

算能力有限等问题，构建一种基于边缘计算的视频

处理而言，数据的一致性技术是分布式数据库均要

图像预处理技术。通过对视频图像进行预处理，去

面临的重要挑战。边缘计算模型中数据位于边缘设

除视频图像冗余信息，使得部分或全部视频分析迁

备，具有较高的隐私性、可靠性和可用性。万物互

移到边缘处，由此降低对云中心的计算、存储和网

联时代，终端架构具有异构性并需支持多种应用服

络带宽需求，提高视频分析的速度。此外，预处理

务将成为边缘计算模型应对大数据处理的基本思路。

使用的算法采用软件优化、硬件加速等方法，可大
幅提高视频图像分析的效率。

４．２ Ｐ２Ｐ计算
Ｐ２Ｐ［３］计算（Ｐｅｅｒ－ｔｏ－Ｐｅｅｒ

３．３ 智慧城市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不仅与边

缘计算紧密相关，而且还是较早将计算迁移到网络

边缘计算模型可以从智能家居灵活地扩展到社

边缘的一种文件传输技术。Ｐ２Ｐ的术语于２０００年首

区甚至城市的规模。根据边缘计算模型中将计算最

次被提出并用于实现文件共享系统，此后其逐渐发

大程度地迁移到数据源附近的原则，用户需求在计

展成为分布式系统的重要子领域，其中分散化、最

算模型上层产生并且在边缘处理。边缘计算可作为

大化可扩展性、容忍较高层节点流失以及恶意行为

智慧城市中一种较理想的平台。基于地理位置的应

防止已经成为Ｐ２Ｐ主要的研究主题。该领域的主要

用，对于位置识别技术，边缘计算模型优于云计算

成就包括：（１）分布式哈希表，其后来演变为云计

模型。在边缘计算模型中，基于地理位置的数据可

算模型中ｋｅｙ－ｖａｌｕｅ分布式存储一般范式；（２）广义

进行实时处理和收集，而不必传送到云计算中心。

Ｇｏｓｓｉｐ协议，其已被广泛地用于非简单信息扩散的复
杂任务处理类应用中，如数据融合和拓扑管理；（

４． 边缘计算相关研究领域

３）多媒体流技术，其表现形式有视频点播、实时视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发展，为了解决云计算中心

频、个人通信等。边缘计算模式源于Ｐ２Ｐ，但拓展了

计算负载和数据传输带宽的问题，研究者已提出多

一些Ｐ２Ｐ中原来没有的新技术和新手段，将Ｐ２Ｐ的概

种关于将计算任务从云计算中心迁移到网络边缘的

念扩展到网络边缘设备，实现Ｐ２Ｐ计算和云计算的融

技术，其中主要模型包括分布式数据库模型、Ｐ２Ｐ模

合。

型、ＣＤＮ模型、移动边缘计算模型、雾计算模型、海
云计算模型等。

４．３ 内容分发网络

综合评论

内容分发网络（ｃｏｎｔｅｎ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一些特定的服务。此外，雾服务器可以与云计算中

ＣＤＮ）是基于互联网的缓存网络，通过在网络边缘部

心互连，并使用云计算中心强大的计算能力和丰富

署缓存服务器来降低远程站点的数据下载延时，加

的应用和服务。边缘计算和雾计算概念具有很大的

速内容交付。ＣＤＮ自１９９８年Ａｋａｍａｉ公司提出至今，得

相似性，在很多场合表示同一个意思。如果要细分

到了学术界和工业界的高度关注而快速发展。如亚

二者，边缘计算除了关心基础设施，也关注边缘设

马逊、Ａｋａｍａｉ等公司拥有了比较成熟的ＣＤＮ技术。近

备，包括Ｔｈｉｎｇｓ的管理等，而雾计算则更多是指基础

年来，我国学术界也大力开展ＣＤＮ优化技术研究，如

设施。

清华大学团队设计和实现的边缘视频ＣＤＮ，其提出利
用数据驱动的方法来组织边缘内容热点；基于请求
预测的服务器峰值转移的复制策略，实现把内容从
服务器复制到边缘热点上为用户提供服务。

４．６ 海云计算
中国科学院于２０１２年启动了一项１０年战略优
先研究倡议，称之为下一代信息与通信技术倡议

内容分发的服务与边缘计算中边缘服务类似，

（ＮＩＣＴ）。ＮＩＣＴ主旨是要开展“海云计算系统项

均位于网络的边缘，但是不限制在边缘节点，还包

目”的研究，其核心是通过“云计算”系统与“海

括网络边缘的摄像头、智能手机、网关、可穿戴的

计算”系统的协同和集成，增强传统云计算能力，

计算设备和传感器等设备。

其中“海”端指由人类本身、物理世界的设备和子
系统组成的终端（客户端）。“海云计算系统项

４．４ 移动边缘计算

目”目标是实现面向ＺＢ级数据处理的能效要比现有

万物互联的发展实现了网络中多类型设备的

技术提高１０００倍，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从整体系统结

互联，而大多数网络边缘设备的能量和计算资源有

构层、数据中心级服务器及存储系统层、处理器芯

限，这使万物互联的设计变得尤为困难。移动边缘

片级等角度提出系统级解决方案。与边缘计算相比

计算是在接近移动用户的无线电接入网范围内，提

而言，海云计算关注“海”的终端设备，而边缘计

供信息技术服务和云计算能力的一种新的网络结

算是从“海”到“云”之间的任意中间计算资源和

构，并已成为一种标准化、规范化的技术。２０１４年

网络资源，海云计算是边缘计算的一个非常好的子

ＥＴＳＩ提出对移动边缘计算（ｍｏｂｉｌｅ ｅｄｇｅ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集实例。

ＭＥＣ）术语的标准化，并指出移动边缘计算提供了
一种新的生态系统和价值链。利用移动边缘计算，

５． 边缘计算挑战

可将密集型移动计算任务迁移到附近的网络边缘服

边缘计算迫切需要解决可编程性、命名规则、

务器。由于移动边缘计算位于无线接入网内并接近

数据抽象、服务管理、数据隐私保护与安全以及理

移动用户，因此可以实现较低延时、较高带宽来提

论基础等关键问题。这里仅讨论可编程性、命名规

高服务质量和用户体验。移动边缘计算同时也是发

则和数据隐私保护与安全三个方面问题。

展５Ｇ的一项关键技术，有助于从延时、可编程性、
扩展性等方面满足５Ｇ的高标准要求。移动边缘计算
通过在网络边缘部署服务和缓存，中心网络不仅可
以减少拥塞，还能高效地响应用户请求。

５．１ 可编程性
在云计算模型中，用户编写应用程序并将其
部署到云端。云服务提供商维护云计算服务器，用
户对程序的运行完全不知或知之较少，这是云计算

４．５ 雾计算

模型下应用程序开发的一个优点，即基础设施对用

思科公司于２０１２年提出雾计算（ｆｏｇ

户透明。用户程序通常在目标平台上编写和编译，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并将雾计算定义为迁移云计算中心

在云服务器上运行。在边缘计算模型中，部分或全

任务到网络边缘设备执行的一种高度虚拟化的计算

部计算任务从云端迁移到边缘节点，而边缘节点大

平台。雾计算在终端设备和传统云计算中心之间提

多是异构平台，每个节点上的运行时环境可能有所

供计算、存储和网络服务，是对云计算的补充。雾

差异，因此在边缘计算模型下部署用户应用程序

计算通过在云与移动设备之间引入中间层，扩展了

时，程序员将遇到较大的困难。现有传统编程方式

基于云的网络结构，而中间层实质是由部署在网络

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Ｓｐａｒｋ等均不适合，需研究基于边缘计算

边缘的雾服务器组成的雾层。雾计算避免云计算中

的新型编程方式。

心和移动用户之间多次通信。通过雾服务器，可以
显著减少主干链路的带宽负载和能耗，在移动用户
量巨大时，可以访问雾服务器中缓存的内容、请求

５．２ 命名规则
边缘计算模型中一个重要假设是边缘设备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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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巨大。边缘节点平台上运行多种应用程序，每个

私，应在边缘设备中删除高度隐私的数据。目前，

应用程序提供特定功能的服务。与计算机系统的命

研究人员正加强对隐私保护平台的研究 ［７］［８］［９］ ，如

名规则类似，边缘计算的命名规则对编程、寻址、

Ｄｅｂｏｒａｈ团队开发的Ｏｐｅｎ ｍＨｅａｌｔｈ平台，可实现对健

识别和数据通信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当前暂无

康数据的标准化处理和存储。但是，未来仍需要开

较为高效的命名规则

发更多的工具来处理和保护边缘计算的数据。

［４］［５］［６］

。为了实现系统中异构设

备间的通信，边缘计算研究者需要学习多种网络和
通信协议。此外，边缘计算的命名规则需要满足移

６． 结束语

动设备、高度动态的网络拓扑结构、隐私安全等需

边缘式大数据处理时代下，云计算模型已无

求。传统的命名机制（如ＤＮＳ和ＵＲＩ）满足大多数

法有效解决云中心负载、传输带宽、数据隐私保护

的网络结构，但不能灵活地为动态边缘网络提供服

等问题。万物互联应用服务快速发展催生了边缘计

务，原因在于大多数的边缘设备具有高度移动性和

算，边缘计算模型中数据处理模式可以保证较短的

有限资源，对于该类边缘设备而言，基于ＩＰ的命名规

响应时间和较高的可靠性，同时越来越多的应用服

则因复杂性和开销太大而难以应用到边缘计算中。

务将从云计算中心迁移到网络边缘设备端。此外，
如果大部分数据能在边缘设备上被处理而不用上传

５．３ 数据隐私保护与安全

到云计算中心，这样就大大节省传输带宽和设备端

数据隐私保护与安全是边缘计算提供的一种重

能耗。边缘计算具有极其广泛的应用前景，据ＩＤＣ预

要服务。边缘设备数据隐私和安全缺乏有效工具，

测，到２０２０年将有超过５００亿的终端与设备联网，未

网络边缘设备资源有限，现有数据安全的方法并不

来超过５０％的数据需要在网络边缘侧分析、处理与储

能完全适用于边缘计算。而且，网络边缘高度动

存，边缘计算所面对的市场规模非常巨大。

态的环境也会使网络更易受到攻击。为保护用户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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