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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ons optimization

Employee productivity

Safety and security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Quality assurance

Asset tracking

Sales enablement

Energy management

Condition-based maintenance

Health and wellness

56%

47%

44%

40%

40%

31%

26%

25%

18%

33%

市场采用物联网 (IoT) 的原因



不同行业的运用最佳范例

TRANSPORTATIONRETAIL/
WHOLESALE

HEALTHCAREGOVERNMENT

Tracking patient,
staff, and inventory 66%

Remote device
monitoring and
service

57%

Remote health
monitoring and
assistance

55%

Safety, security, and
compliance

53%

Facilities management 42%

Public Safety 48%

Infrastructure
and facilities
management

40%

Regulations and
compliance
management

38%

Fleet and asset
management

37%

Incident response 29%

Fleet management 56%

Security, surveillance,
and safety 51%

Manufacturing
operations efficiency

40%

Vehicle telematics and
infotainment

38%

Predictive
maintenance

33%

Supply chain
optimization 64%

Inventory
optimization

59%

Surveillance and
security

48%

Loss prevention 44%

Energy optimization 40%



物联网发展的挑战

Complexity/technical challenges

Lack of budget/staff resources

Lack of knowledge

Haven’t found the right IoT solutions

Security

29%

29%

28%

19%

38%



物联网解决方案架构 - DIY

物联网
(IoT) 

设备与
传感器

数字反馈回路



过去，我们曾面临类似挑战…

周边设备 Window 操作系统



Windows Plug & Play 解决了这一问题

设备发布其能力模型并且符合这些模型
Windows 采用能力模型来了解如何与之交互



当今的物联网 (IoT)

设备上的软件可以与云端的物联网 (IoT) 解决方案紧密协作



Tim Zhan 詹文平
大中华区物联网方案架构师
微软全球物联网解决方案技术部门



连接硬件
非常“困难”

物联网 (IoT) 应用程序

O
S
I 
模
型

配置 监控 设备管理

物联网 (IoT) 应用程序

JSON、Binary、XML…

MQTT、HTTP、HTTPS、AMQP

TCP、UDP、TTLS

IPv4、IPv6

Ethernet、WiFi、LTE、DSL、LoRa…



物联网 (IoT) 即插即用
定义了通用语言

物联网 (IoT) 应用程序

O
S
I 
模
型

配置 监控 设备管理

物联网 (IoT) 应用程序

JSON、Binary、XML…

MQTT、HTTP、HTTPS、AMQP

TCP、UDP、TTLS

IPv4、IPv6

Ethernet、WiFi、LTE、DSL、LoRa…



优势

解决方案开发人员

客户和合作伙伴

设备制造商

要查看公开预览版，请访问
http://aka.ms/IoTPlugandPlay

http://aka.ms/IoTPlugandPlay




解决方案架构 - IoT Central

数字反馈回路



Azure IoT Central

设备连接与
管理

遥测摄入和
命令与控制

监控规则和
触发动作

用户角色和
权限

仪表板、可视化
和洞察

完全由 Microsoft 

托管和管理 解决方案构建者应用模板

多租户和基于角色的
权限访问控制

IoT Edge 支持
包括模块管理

可扩展性
API

白牌
您的软件即服务 - 您的品牌

物联网 (IoT) 即插即用
公开预览版

设备网桥
从其他云中摄取数据

连续数据导出
将数据带入下游业务应用

地图、位置遥测和
地理围栏

是物联网 (IoT) 应用平台，非常安全，可覆盖全球，具有高可用性，可进行灾难恢复



IoT Central 应用模板

适用于重点垂直行业的
应用模板







为什么物联网 (IoT) 中需要采用保密运算？
智能边缘计算不仅需要保护存储和传输中的代码和数据，
还需要保护使用中的代码和数据

代码和
数据保密

先获得洞察，
再采取行动

重要的业务



和合作伙伴完成更多 IoT 方案及机会



ADS
白板设计过程



ADS 输出



基于Azure IoT Plug 

and Play的资产管理
方案



面向授信XR体验的身
份验证和内容推送
—Azure Sphere Key 

Solution



我们与合作伙伴
一起进行迭代





欢迎使用
Microsoft Learn

Microsoft.com/learn



Microsoft.com/le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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