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工智能
助推机器人技术发展
实现跨行业的高效自动化作业，强化信息安全与功能安全



这些解决方案有望控制运营成本，
降幅可达8.5％。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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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机器人领域
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1  www.globenewswire.com/news-release/2020/06/25/2053482/0/en/Industrial-Robots-Market-to- 
Reach-USD-66-48-billion-by-2027-Integration-of-AI-in-Robots-to-Promote-Growth-states-Fortune- 
Business-Insights.html
2 connectedworld.com/industry-4-0-and-ai-best-practices/

of CISOs, CTOs, and CIOs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problems caused by rigid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the sort of infrastructure tightly 
associated with embedded systems.

集成人工智能的工
业机器人将迅猛发
展，年复合增长率
有望达15.1％，助
推市场发展；预计
到2027年，体量将
增至664.8亿美元。
——市场调研机构Fortune Business 
Insights，2020年6月25日1

尽管工业机器人技术持续受到关注，但在跨混合网络
环境和异构系统下执行商业运维和自动化工作流程
时，仍面临严峻挑战。

通信技术推动了人工智能（AI）的发展，有助于将机器人技术集成到
软件定义的基础架构中，从而作为企业全面数字化转型的一部分。技
术融合为工厂自动化、运输等领域带来了巨大机遇，实现了前所未有
的超高效率。

扩大工业物联网（IIoT）环境下机器人技术的应用范围，还需克服长
期存在的技术障碍，包括跨异构网络集成各组件、利用机器学习构建
并操作适应工作流程的智能系统，以及低延迟响应性通信服务以与机
器人系统实时交互。第四次工业革命，即工业4.0是指由数字化转型、
高速连接、闪电般的高速通信、工业物联网最佳实践以及人工智能所
推动的变革。ABI Research和爱立信预测，这些解决方案有望控制运
营成本，降幅可达8.5％2。此类技术可为企业带来良好收益：节省企
业成本，提高软件开发和部署的灵活性，深化与现有业务部门和系统
的整合，提升业务运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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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AI将使其成为新企业的公司数量 4

75%

加速数字化转型

“企业支持对于释
放企业AI潜能至关
重要，这意味着向
利益相关者概念化
地呈现可实现的积
极成果。” 3

—Rajeev Ronanki,  
《福布斯》

配套技术的发展摒弃了传统工业机器人，推动全球企
业生产过程变革。

工业机器人领域不断创新，涌现出人工智能协作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
和无人机作业等新兴实例。随着人类活动和机器人能力之间的障碍逐渐
减少（工业机器人告别防护笼），全新的协作和工作模式可实现人类与
机器人协同工作。Wind River®解决方案可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构建
并赋能关键基础设施，提供部署工业4.0解决方案所需的技术和专业知
识。边缘计算和5G技术是助力实现智能边缘的典型互补技术。
如今，人们对AI优先解决方案建模的兴趣日益浓厚，这需要重新思考传
统工业机器人的设计与研发。AI优先并不依赖于通过锚定AI驱动组件来
增强现有设备运维，而是将智能置于设计过程的最前端，执行核心任
务。重点在于提出硬件和软件融合的解决方案，以高效利用机器学习和
AI指导等功能，从而实现更快速、更可靠，以及更高的信息安全与功能
安全。风河解决方案和特制的嵌入式组件能够多方面实现工业机器人技
术优势，提升商业价值。正如数字化转型，AI优先的解决方案需要重新
思考传统设计，这不仅需要重新组织和修改现有解决方案，更需变革整
个架构，以满足覆盖全生命周期解决方案的技术要求。

3    www.forbes.com/sites/cognitiveworld/2019/02/25/building-an-ai-first-organization/

#33f86f034d88 
4   Forbes/Inc.Digital

https://www.forbes.com/sites/cognitiveworld/2019/02/25/building-an-ai-first-organization/#33f86f034d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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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机器人行业发展

“风河可提供丰富
多样的产品和服
务，满足电信/网
络、工业自动化和
航空航天与国防等
垂直产业的各类边
缘计算需求，引领
整个嵌入式操作系
统市场发展。” 5

—Chris Rommel,  
VDC研究机构执行副总裁 

硬件和软件技术融合是各类工业应用的基础，可为智能能源基础架构提供动力，
指挥自动驾驶汽车，使用机器人技术实现流程自动化。复杂的工业4.0要求控制、
连接和信息安全组件符合现行标准，从而部署高效智能、安全可靠的系统。
在新兴科技的推动下，蓬勃发展的机器人技术领域包括：

自动驾驶汽车：自动驾驶的关键系统包括车对车通信、导航和辅助驾驶等技术。
不断增加的5G网络基站和更强的通信能力可确保关键系统稳健运行。

工厂车间、变电站和工业场地自动化：新一代智能移动机器人（也称作自动导引
车）使用实时、闭环控制执行检查、仓储组件运输等任务，实现高效制造。

农业应用：无人驾驶拖拉机和智能导引无人机可勘察耕地，种植农作物，监测水
资源供应以及植物健康状况，收割农作物。

5   www.edgeir.com/wind-river-sails-past-microsoft-leads-in-edge-compute-os-for-iot-and-embedded-

markets-2020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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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骨骼：外骨骼增强了人类工人的力量和机动性，从而使得举起仓库中的重
型设备或执行其他高强度体力的物理任务成为可能，支持了繁重体力任务或
在人体工程学方面具有挑战性的作业。

改进生产线：电子和运输等行业中，机器人可组装产品零件，焊接重型设
备，装卸重型物品，制造印刷电路板以及测试、验证成品等。

太空探索：无人太空任务和AI引导的机器人车辆（如搭载VxWorks®的火星探
测漫游者）在太空探索、绘制行星地形、太阳系内远距离追索数据等发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为地球认知和气候变化知识积累做出了重要贡献。

AI日益复杂，风河关键架构等新技术不断强化智能边缘，制造、运输以及航
空航天等领域使用工业机器人的几率将不断攀升。

超过5万辆3级自动驾驶汽车使用VxWorks
实时操作系统（RTOS）6

5万

6   resources.windriver.com/i/1270445-realize-the-digital-future-of-the-planet-with-real-time-ai-systems/0?

https://resources.windriver.com/i/1270445-realize-the-digital-future-of-the-planet-with-real-time-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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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4.0实际上是全球数字化转型的衍生，它由全新的
体系结构模型以及软件定义的互操作性基础架构组
成，其中很多都是由风河研发的。

Wind River Cloud Platform将虚拟化扩展至云，提供了包含5G通信
和智能边缘基础架构的管理环境，这是支持AI引导的工业机器人技术
的重要标准。该平台基于OpenStack的StarlingX项目等开源组件，加
以改进以用于生产环境，提供了重要服务，扩展了AI机器人领域工业
物联网解决方案的应用范畴。

VxWorks实时操作系统（RTOS）应用于各类关键基础架构，是工业机
器人技术部署核心，尤其是在强调功能安全与信息安全的情况下。若
与平台解决方案或基础架构结合使用，这些组件可节省时间，满足认
证要求。为满足最为严苛的行业要求，搭载安全关键型应用， 
VxWorks Cert Edition应运而生。它经过工业、航空电子和汽车应用
等领域认证，符合认证机构发布的最高可实现标准。

Wind River Linux提供了丰富多样的产品、工具和生命周期服务，以
期构建、支持智能边缘设备，可连接、保障和运行嵌入式系统和应用
程序，是业界领先的开源操作系统。Wind River Linux支持容器化，可
灵活敏捷地安装应用程序。它提供的开放式操作系统可用于人机交互
（HMI）、通信、传感器控制等工业机器人子系统。

风河操作系统解决方案

VxWorks：世界领先的实时操
作系统（RTOS），在高性能工
业应用（如机器人技术、控制自
动化以及智能车辆应用等）领域
表现优异。

VxWorks Cert Edition：该操作
系统为安全关键型系统开发人员
提供了商用成品平台，可交付符
合RTCA DO-178B、EUROCAE 
ED-12B、IEC 61508和ISO 
26262等严苛软件安全标准认证
的应用程序。

Wind River Linux：Wind River 
Linux是用于嵌入式设备开发的
完整Linux开发平台，搭载最新
内核、工具链、工具和500多种
软件包，使客户在网络、航空航
天与国防、工业、能源、运输等
领域开发各类设备。

工业4.0机器人解决方案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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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机器人项目中最具挑战性的内容包括设计、开发、部署和测试等环节，
所有问题都需要在开发人员获得最终硬件和组件前就解决。而这正是Wind 
River Simics®的核心功能。为使工程师们独立于物理硬件工作，Simics提供
了全面的仿真平台，利用虚拟硬件组件设计、集成和测试解决方案。硬件最
终确定前，Simics都支持机器人软件与硬件同时开发，为工业机器人系统构
建团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2019年底推出的新版Simics强化了网络安全功能，重新设计了代码，从而更
符合DevOps实践要求。为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包括初始设计、部署和产品
寿命结束维护），Simics采用了持续集成/持续部署框架。该框架下，开发人
员可开展自动化测试，模拟信息安全问题，确保解决方案有效响应各类攻击
向量、应对各类检测到的漏洞。

机器人开发团队与运维团队共享信息与结论可实现更高效沟通，从而节省更
多时间，取得更多成就。Simics是指导开发、沟通、验证解决方案安全性和
完整性以及快速消除漏洞的统一工具。

风河各平台与工具

Wind River Simics：这一全面
的系统仿真环境简化了复杂机
器人系统的设计、开发和测试
流程。Simics适应敏捷开发和
DevOps软件实践，可缩短开发
周期，无需使用物理硬件即可
充分测试嵌入式系统设计。

Wind River Cloud Platform：
Wind River Cloud Platform是
基于Kubernetes的解决方案，
可实现生产级5G边缘计算，提
供分布式边缘网络的可扩展化
管理。

Wind River Helix™ 
Virtualization Platform：该
软件平台跨混合云网络和多个
操作系统，为工业机器人应用
提供灵活高效的虚拟化框架。



“许多人误以为只
是简单的连接设
备、收集数据。工
业�.�实际上是通过
连接收集数据并据
此制定决策。工程
师需要理解数据，
利用AI提升流程效
率、改善生产设
备，最终实现零停
机时间。” �

—Chris Blanchette,  

美国发那科全球客户执行董事

工业机器人解决方案
减少停机时间

 

灵活简化的开发流程，久经验证的可靠架构，可互操作的组件为基础设施提
供了可靠的高性能工业机器人解决方案。风河拥有嵌入式软件领域的专业知
识，无与伦比的实时操作系统VxWorks，基于标准的灵活虚拟化工具，以及
智能边缘解决方案交付的丰富经验，可提供满足未来发展需求的基础架构，
适应最新开源标准，使开发人员和工程师充分享有机器人技术发展红利，减
少工业环境下的停机时间。

风河是全球领先的智能边缘软件提供商。自����年以来，风河公司的技术一直为世界上功能最安全、信息最
安全的设备提供动力，应用于上亿部产品。风河正加速任务关键型边缘系统的数字化转型，对功能安全、信息
安全与可靠性提出了最严苛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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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球工业机器人市场体量预计将
突破���亿美元. ����亿

http://www.windriver.com.cn   Email: inquiries-ap-china@windriv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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