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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发明名称 ：物联 网运营系统及 向用户提供服务 的方法

(57) Abstract: Disclosed are an operating system for the Internet of things
and a method for providing services to users. The operating system for the In
ternet of things comprises a terminal equipment provider for the Internet of

i . ΐ - things, a cognitive network service provider, a monitoring content provider
for the Internet of things, a network service and equipment provider, a con
ventional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a service provider for the Internet of
things, a unified service providing portal, and a cloud computing service pro
vider. The operation system preliminarily processes content information by

' !, .| I deploying edge servers according to regions, and then submits the content in
formation to a service providing center, so as to share the load of the service

： providing center; the edge servers directly provide high real-time services to

I I I ' ! the users, so as t o avoid the high delay caused when the service providing
center provides services in the existing service manner; and monitoring in
formation of a cognitive network i s provided to conventional services, so as
t o enhance the expandability of the service manner. Through the present in
vention, the load of the service providing center i s effectively reduced, the re
sponse speed of real-time services i s increased, and the expandability of the
service manner of the Internet of things i s enh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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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物联网运营系统及向用户提供服务的方法。该物联网运营系统包括 :

物联网终端设备提供商、感知网络服务提供商、物联网监测内容提供商、网络服务及设备

提供商、传统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物联网服务提供商、统一业务提供门户和云计算服务提

供商。该运营系统，通过按区域部署边缘服务器，将内容信息迸行初步处理，再提交给服

务提供中心，来分担服务提供中心的负载；通过边缘服务器直接为用户提供高实时性的服

务，来避免现有服务方式中服务提供中心提供服务时所带来的高延时；通过将感知网络的

监测信息提供给传统服务，增强服务方式扩展性。本发明有效地减小服务提供中心的负载，

加快实时性服务的响应速度，增强物联网服务方式的扩展性。



物联网运营系统及向用户提供服务的方法

本 申请要求于 2011 年 1 月 6 日提交中国专利局、申请号为 201110001954.0 、发明名称

为 " 物联网运营系统及 向用户提供服务的方法 " 的中国专利 申请的优先权，其全部内容通

过引用结合在本 申请中。

说
技术领域

本发明属于网络技术领域，涉及物联网，特别是一种物联网运营系统及分布式服务方

法，用于为物联网用户提供服务。

书
背景技术

物联网，是指通过传感器、射频识别技术、全球定位系统等技术，采集任何需要监控、

连接、互动物体的声、光、热、位置等各种需要的信息，通过各类可能的网络接入，实现

物与物、物与人的泛在链接，实现对物品和过程的智能化感知、识别和管理。随着信息技

术的不断发展，信息世界的第三次浪潮已经到来，物联网将在我们的生产和生活中产生重

要的作用，物联网采用何种运营模式以及如何提供服务是物联网发展的灵魂所在。物联网

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通过无处不在的终端设备和设施，如传感器、移动终端、工业系统、

楼控系统、家庭智能设施、视频监控系统等与现有的各类网络的接入，实行更好的管理，

从而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现有物联网服务方式如图 1 所示，主要通过建立物联网服务提供中心，对物联网的个

人家庭应用、企业行业应用和政府公共应用等应用服务器进行管理。应用服务器通过通信

网络及物联网网关与底层传感器、RFID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射频识别）等网络

进行数据和指令的交互，从而为用户提供服务。现有物联网服务方式主要存在以下缺点：

1) 物联网服务提供中心面临巨大的负载，同时存储能力和计算能力达不到应用的要求。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物联网产业要比互联网大 30 倍，亟需新的物联网服务方法

来分担物联网服务提供中心的负载，从而提供给物联网用户高质量的服务。

2 ) 高实时性的应用面临高延时。在现有物联网服务方式中，所有的服务提供都必须经

过服务提供中心，必然造成高延时，例如用户需要知道 A 地区的实时路况，如果服务提供

中心不在 A 地区，相关物联网设备监测到的路况信息必须传给远程的服务提供中心，做相



关的处理之后，再提供给用户，实时性比较差，假如能在 A 地区相关的服务提供中心直接

对路况信息处理，处理后直接交给用户，实时性必将得到大幅度提升。

3 ) 可扩展性差，感知网络如 WSN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无线传感器网络）、RFID

和 ZigBee 等所监测的信息不能给传统应用提供服务。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

的传统应用需要利用感知网络监测的信息，为用户提供高质服务，而在现有物联网服务方

式下感知网络的监测信息不能提供给传统应用。

发明内容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上述已有技术的不足，提出一种物联网运营系统及向用户提供

服务的方法，以减小物联网服务提供中心的负载，降低高实时性应用的延时，增强物联网

服务方式的可扩展性。

为实现上述 目的，本发明的物联网运营系统，包括：

物联网终端设备提供商：用于为感知网络服务提供商提供物联网终端设备；

感知网络服务提供商：部署物联网终端设备提供商提供的终端设备，进行信息的监测，

并将各个终端设备连成网络，为物联网监测内容提供商提供信息收集和传输；

物联网监测内容提供商：通过对感知网络服务提供商提供的信息进行分类处理，为网

络服务及设备提供商提供环境监测、健康监测和交通监测内容信息；

传统互联网服务提供商：部署传统服务管理平台，利用物联网监测内容提供商提供的

监测内容信息和云计算服务提供商提供的计算、存储资源，为用户提供电子商务、商业网

站的传统互联网服务；

物联网服务提供商：部署物联网服务管理平台，利用物联网监测内容提供商提供的监

测内容信息和云计算服务提供商提供的计算、存储资源，为用户提供电子医疗、工业监控

和家庭安防的物联网服务；

服务组合及统一业务提供门户：对传统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和物联网服务提供商提供的

服务进行统计处理，为用户提供查找、定位和获取服务；

网络服务及设备提供商：通过部署 目录服务器、内容服务器和边缘服务器，实现与云

计算服务提供商、传统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物联网服务提供商、统一业务提供门户及用户

之间的互联和信息交互；

云计算服务提供商：部署云服务提供中心，为传统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物联网服务提

供商和服务组合及统一业务提供门户，提供存储、计算、软件及基础设施资源；

所述的物联网感知网络提供商、监测内容提供商、网络服务及设备提供商、云计算服



务提供商、传统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物联 网服务提供商和服务组合及统一业务提供 门户 ，

采用有线方式完成相互协作；所述 的物联网终端设备提供商利用无线方式采集监测信息。

为实现上述 目的，本发 明物联网运营系统 向用户提供服务的方法 ，具体步骤包括如下 :

目录服务器分别与其他服务器交互，进行服务 内容的管理：

( 1.1 ) 目录服务器分别与其他服务器交互，进行服务 内容的注册 ：

目录服务器与 内容服务器交互 ，实现 内容服务器 向 目录服务器注册其所能够提供 的数

据 ；

目录服务器与云服务提供 中心交互 ，实现云服务提供 中心 向 目录服务器注册器所能够

提供 的计算 、存储等服务；

目录服务器与边缘服务器交互 ，实现边缘服务器 向 目录服务器注册其能够提供 的感知

信息和实时性应用服务；

目录服务器与物联 网应用管理平 台交互 ，实现物联网应用管理平 台向 目录服务器注册

其能够提供 的物联网服务；

目录服务器与传统应用管理平 台交互，实现传统应用管理平 台向 目录服务器注册其能

够提供 的服务；

目录服务器与统一业务提供 门户交互，实现统一业务提供 门户 向 目录服务器注册其能

够提供 的服务；

( 1.2) 目录服务器综合服务信息，提供服务查找、定位 、订购 、获取等服务：

目录服务器综合 内容服务器 、云服务提供 中心 、边缘服务器 、物联 网应用管理平 台、

传统应用管理平 台的服务注册信息 （服务信息包括 ：服务类型、服务描述 、服务定购方式、

服务调用地址、服务调用绑定方式 ），提供服务查找、定位 、订购 、获取等服务 。

(2) 用户根据所需要的服务 内容，查询 目录服务器 ，选择服务的访 问方式：

如果用户需要的服务 内容属于传统互联 网服务 ，则用户通过访 问传统应用管理平 台获

取服务；

如果用户需要的服务 内容属于物联 网服务 ，则用户通过访 问物联 网应用管理平 台获取

服务；

如果用户需要的服务 内容属于实时性服务，则用户通过边缘服务器获取服务；

如果用户需要的服务 内容属于服务类型未知，则用户通过统一业务提供 门户获取服务 ;

(3) 被访 问的传统应用管理平 台、物联网应用管理平 台、边缘服务器和统一业务提供

门户 ，把用户所需服务的处理结果，返回给用户 。

本发 明具有如下优点：



1. 本发明由于将边缘服务器部署在不同的区域，使得感知网络获取的感知信息，先经

过边缘服务器处理后，再提供给物联网服务提供中心，与现有物联网服务方式相比，有效

地解决了物联网服务提供中心负载太大的难题。

2 . 本发明由于将高实时性的服务部署在边缘服务器上，用户访问该类服务时，边缘服

务器直接处理用户服务请求，为用户提供所需服务，与现有物联网服务方式相比，服务的

实时性得到了保障。

3 . 本发明由于监测内容提供商，不仅为物联网应用管理平台提供内容信息，而且为传

统互联网应用管理平台提供内容信息，增强了物联网服务方式的扩展性。

附图说明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

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

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

附图。

图 1 是现有物联网服务提供方式示意图；

图 2 是本发明提出的物联网运营系统示意图；

图 3 是本发明物联网运营系统向用户提供服务示意图；

图 4 是本发明物联网运营系统向用户提供服务的总流程图；

图 5 是本发明物联网运营系统通过传统应用管理平台为用户提供服务的子流程图；

图 6 是本发明物联网运营系统通过物联网应用管理平台为用户提供服务的子流程图；

图 7 是本发明物联网运营系统通过统一业务提供门户为用户提供服务的子流程图；

图 8 是本发明物联网运营系统通过边缘服务器为用户提供服务的子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实施方式作

进一步地详细描述。

参照图 2 和图 3，对物联网运营系统进行详细介绍，物联网运营系统包括物联网终端设

备提供商 201、感知网络服务提供商 202、物联网监测内容提供商 203、网络服务及设备提

供商 204、传统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205、物联网服务提供商 206、服务组合及统一业务提供

门户 207 和云计算服务提供商 208 。

物联网终端设备提供商 201: 用于为感知网络服务提供商 202 提供物联网终端设备，其



中物联网终端设备，是指 WSN 、RFID 、ZigBee 网络中，监控 、连接 、互动物体 的声、光 、

热 、位置信息的终端设备 ，这些终端设备不仅监测相关信息，而且执行相关指令 ；其 中，

Zigbee 网络是指低功耗 的近距离无线通讯 网络；

感知网络服务提供商 202: 部署物联网终端设备提供商 201 提供 的终端设备，进行信息

的监测 ，并将各个终端设备连成 网络，为物联网监测 内容提供商 203 提供信息收集和传输 ;

物联网监测 内容提供商 203 ：通过对感知网络服务提供商 202 提供 的信息进行分类处理，

为网络服务及设备提供商 204 提供环境监测 、健康监测和交通监测 内容信息；

传统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205: 部署传统服务管理平 台，利用物联网监测 内容提供商 203

提供 的监测 内容信息和云计算服务提供商 208 提供 的计算 、存储资源 ，为用户提供 电子商

务 、商业 网站 的传统互联 网服务，该传统服务管理平 台，主要管理 电子商务 、商业类 网站

和政府部 门的传统互联网服务；

物联网服务提供商 206: 部署物联网服务管理平 台，利用物联网监测 内容提供商 203 提

供 的监测 内容信息和云计算服务提供商 208 提供 的计算 、存储资源 ，为用户提供 电子医疗 、

工业监控和家庭安防的物联网服务 ，该物联网应用管理平 台，主要管理 电子医疗 、工业监

控和家庭安防的物联网服务；

服务组合及统一业务提供 门户 207: 对传统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205 和物联网服务提供商

206 提供 的服务进行统计处理，为用户提供查找、定位和获取服务；

网络服务及设备提供商 204: 通过部署 目录服务器 、内容服务器和边缘服务器 ，实现与

云计算服务提供商 208 、传统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205 、物联网服务提供商 206 、服务组合及

统一业务提供 门户 207 及用户之 间的互联和信息交互，该 目录服务器 ，主要管理云服务提

供 中心、内容服务器和边缘服务器 ，所能为用户提供 的服务，从而为物联网应用管理平 台、

传统的应用管理平 台和统一业务提供 门户 ，提供服务 的查找；该 内容服务器 ，主要提供地

图、交通和 日常百科 内容信息；该边缘服务器 ，被部署在不 同的区域 ，一方面通过从感知

网络获取感知信息并进行处理，从而为传统互联网服务和物联网服务，提供监测 内容信息，

另一方面，通过部署实时性服务，使用户访 问该类服务的实时性得到保障；

云计算服务提供商 208: 部署云服务提供 中心，为传统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205 、物联网

服务提供商 206 和服务组合及统一业务提供 门户 207 ，提供存储 、计算 、软件及基础设施资

源 ，该云服务提供 中心，主要管理数据 的存储和数据 的处理 。

参照 图 4，对物联网运营系统及 向用户提供服务的过程进行详细介绍 。

步骤 401: 目录服务器分别与其他服务器交互，进行服务 内容的管理 。

( 1.1 ) 目录服务器分别与其他服务器交互，进行服务 内容的注册 ：



目录服务器与内容服务器交互，实现内容服务器向目录服务器注册其所能够提供的数

据；

目录服务器与云服务提供中心交互，实现云服务提供中心向目录服务器注册器所能够

提供的计算、存储等服务；

目录服务器与边缘服务器交互，实现边缘服务器向目录服务器注册其能够提供的感知

信息和实时性应用服务；

目录服务器与物联网应用管理平台交互，实现物联网应用管理平台向目录服务器注册

其能够提供的物联网服务；

目录服务器与传统应用管理平台交互，实现传统应用管理平台向目录服务器注册其能

够提供的服务；

目录服务器与统一业务提供门户交互，实现统一业务提供门户向目录服务器注册其能

够提供的服务；

( 1.2) 目录服务器综合服务信息，提供服务查找、定位、订购、获取等服务：

目录服务器综合内容服务器、云服务提供中心、边缘服务器、物联网应用管理平台、

传统应用管理平台的服务注册信息，提供服务查找、定位、订购、获取服务。该服务注册

信息包括：服务类型、服务描述、服务定购方式、服务调用地址和服务调用绑定方式。

步骤 402: 用户根据所需要的服务内容，查询 目录服务器，选择服务的访问方式。

如果用户需要的服务内容属于传统互联网服务，则用户通过访问传统应用管理平台获

取服务，执行过程 4 ;

如果用户需要的服务内容属于物联网服务，则用户通过访问物联网服务管理平台获取

服务，执行过程 5 ;

如果用户需要的服务内容属于实时性服务，则用户通过访问边缘服务器获取服务，执

行过程 6 ;

如果用户需要的服务内容属于服务类型未知，则用户通过访问统一业务提供门户获取

服务，执行过程 7。

步骤 403: 被访问的传统应用管理平台、物联网应用管理平台、边缘服务器和统一业务

提供门户，把用户所需服务的处理结果，返回给用户。

步骤 404: 用户通过访问传统应用管理平台获取服务。

参照图 5，用户通过访问传统应用管理平台获取服务的过程如下：

4a) 服务查找和服务订购

4al ) 传统互联网应用管理平台向目录服务器提出服务查询请求；



4a2) 目录服务器向传统应用平台返回查询服务列表；

4a3) 传统应用管理平台向目录服务器订购所需要的服务；

4a4) 订购成功后，目录服务器给传统应用管理平台返回所订购服务调用方式；

4b) 服务调用

4bl ) 用户向传统应用管理平台提出服务请求，传统应用管理平台根据服务需求和调用

方式，把用户服务请求分别转化为对内容服务器、云服务提供中心和边缘服务器服务请求;

4b2) 传统应用管理平台向内容服务器、云服务提供中心和边缘服务器请求服务；

4b3) 内容服务器、云服务提供中心和边缘服务器向传统应用管理平台返回服务应答，

传统应用管理平台返回服务应答给用户；

4c) 服务综合

传统应用管理平台综合内容服务器、云服务提供中心和边缘服务器的服务应答，为用

户提供所需要的服务。

步骤 405: 用户通过访问物联网应用管理平台获取服务。

参照图 6，用户通过访问物联网应用管理平台获取服务的过程如下：

5a) 服务查找和服务订购

5al ) 物联网应用管理平台向目录服务器提出服务查询请求；

5a2) 目录服务器向物联网应用管理平台返回查询服务列表；

5a3) 物联网应用管理平台向目录服务器订购所要向用户提供的物联网应用的服务；

5a4) 订购成功后，目录服务器给物联网应用管理平台返回所订购服务调用方式；

5b) 服务调用

5bl ) 用户向物联网应用管理平台提出服务请求，物联网应用管理平台根据任务需求和

服务调用方式，把用户服务请求分别转化为对内容服务器、云服务提供中心和边缘服务器

的服务请求；

5b2) 物联网应用管理平台向内容服务器、云服务提供中心和边缘服务器请求服务；

5b3) 内容服务器、云服务提供中心和边缘服务器向传统应用管理平台返回服务应答，

物联网应用管理平台返回服务应答给用户；

5c) 服务综合

物联网应用管理平台综合内容服务器、云服务提供中心和边缘服务器的服务应答，为

用户提供所需要的服务。

步骤 406: 用户通过访问统一业务提供门户获取服务。

参照图 7，用户通过访问统一业务提供门户获取服务的过程如下：



6a) 服务查找

6al ) 用户向统一业务提供门户提出服务查询请求；

6a2) 根据用户查询请求，统一业务提供门户向目录服务器查询服务；

6a3 ) 目录服务器给统一业务提供门户返回查询服务列表；

6a4) 统一业务提供门户向用户返回查询服务列表；

6b) 服务调用

6bl ) 用户根据获取的查询服务列表，借助统一业务提供门户向内容服务器、云服务提

供中心、边缘服务器、物联网应用管理平台和传统应用管理平台进行服务请求；

6b2) 内容服务器、云服务提供中心、边缘服务器、物联网应用管理平台和传统应用管

理平台向统一业务提供门户返回服务应答，统一业务提供门户返回服务应答给用户；

6c) 服务综合

统一业务提供门户综合内容服务器、云服务提供中心、边缘服务器、物联网应用管理

平台和传统应用管理平台的服务应答，为用户提供所需要的服务。

步骤 407: 用户通过访问边缘服务器获取服务。

参照图 8，用户通过访问边缘服务器获取服务的过程如下：

7a) 用户预先向服务器查询边缘服务器提供的服务；

7b) 用户预先订购响应的边缘服务器提供的服务；

7c) 服务调用时，用户直接向所在区域的边缘服务器发送请求；

7d) 边缘服务器根据服务请求，为用户提供所需要的服务。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可以理解实现上述实施例的全部或部分步骤可以通过硬件来完

成，也可以通过程序来指令相关的硬件完成，所述的程序可以存储于一种计算机可读存储

介质中，上述提到的存储介质可以是只读存储器，磁盘或光盘等。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

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物联网运营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物联网终端设备提供商：用于为感知网络服务提供商提供物联网终端设备；

感知网络服务提供商：部署物联网终端设备提供商提供的终端设备，进行信息的监测，

并将各个终端设备连成网络，为物联网监测 内容提供商提供信息收集和传输；

物联网监测 内容提供商：通过对感知网络服务提供商提供 的信息进行分类处理，为网络

服务及设备提供商提供环境监测、健康监测和交通监测 内容信息；

传统互联网服务提供商：部署传统服务管理平台，利用物联网监测 内容提供商提供的监

测 内容信息和云计算服务提供商提供的计算 、存储资源，为用户提供 电子商务、商业网站的

传统互联网服务；

物联网服务提供商：部署物联网服务管理平 台，利用物联网监测 内容提供商提供 的监测

内容信息和云计算服务提供商提供的计算、存储资源，为用户提供 电子医疗、工业监控和家

庭安防的物联网服务；

服务组合及统一业务提供 门户：对传统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和物联网服务提供商提供的服

务进行统计处理，为用户提供查找、定位和获取服务；

网络服务及设备提供商：通过部署 目录服务器、内容服务器和边缘服务器，实现与云计

算服务提供商、传统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物联网服务提供商、统一业务提供 门户及用户之 间

的互联和信息交互；

云计算服务提供商：部署云服务提供中心，为传统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物联网服务提供

商和服务组合及统一业务提供 门户，提供存储、计算、软件及基础设施资源；

所述的物联网感知网络提供商、监测 内容提供商、网络服务及设备提供商、云计算服务

提供商、传统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物联网服务提供商和服务组合及统一业务提供 门户，采用

有线方式完成相互协作；所述的物联网终端设备提供商利用无线方式采集监测信息。

2 .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物联网运营系统，其特征在于，其中物联网终端设备包括无线

传感器网络 WSN 、射频识别 RFID 、ZigBee 网络中监控、连接、互动物体的声、光、热、位

置信息的设备，这些设备监测相关信息，并执行相关指令 。

3.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物联网运营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边缘服务器，被部署在不

同的区域，从感知网络获取感知信息并进行处理，为传统互联网服务和物联网服务，提供监

测 内容信息。



4 .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物联网运营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边缘服务器部署有实时性

服务，实时处理用户服务请求。

5 . 一种物联网运营系统向用户提供服务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具体步骤如下所示：

3a) 目录服务器分别与其他服务器交互，进行服务内容的管理：

3al) 目录服务器分别与其他服务器交互，进行服务内容的注册：

目录服务器与内容服务器交互，实现内容服务器向目录服务器注册其所能够提供的数据；

目录服务器与云服务提供中心交互，实现云服务提供中心向目录服务器注册器所能够提

供的计算、存储等服务；

目录服务器与边缘服务器交互，实现边缘服务器向目录服务器注册其能够提供的感知信

息和实时性应用服务；

目录服务器与物联网应用管理平台交互，实现物联网应用管理平台向目录服务器注册其

能够提供的物联网服务；

目录服务器与传统应用管理平台交互，实现传统应用管理平台向目录服务器注册其能够

提供的服务；

目录服务器与统一业务提供门户交互，实现统一业务提供门户向目录服务器注册其能够

提供的服务；

3a2) 目录服务器综合服务信息，提供服务查找、定位、订购、获取等服务：

目录服务器综合内容服务器、云服务提供中心、边缘服务器、物联网应用管理平台、传

统应用管理平台的服务注册信息，提供服务查找、定位、订购、获取服务。该服务注册信息

包括：服务类型、服务描述、服务定购方式、服务调用地址和服务调用绑定方式。

3b) 用户根据所需要的服务内容，查询 目录服务器，选择服务的访问方式：

如果用户需要的服务内容属于传统互联网服务，则用户通过访问传统应用管理平台获取

服务；

如果用户需要的服务内容属于物联网服务，则用户通过访问物联网应用管理平台获取服

务；

如果用户需要的服务内容属于实时性服务，则用户通过边缘服务器获取服务；

如果用户需要的服务内容属于服务类型未知，则用户通过统一业务提供门户获取服务；

3c) 被访问的传统应用管理平台、物联网应用管理平台、边缘服务器和统一业务提供门

户，把用户所需服务的处理结果，返回给用户。

6 . 根据权利要求 5 所述的物联网运营系统向用户提供服务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步



骤 3b) 中所述用户通过访问传统应用管理平台获取服务，按如下步骤进行：

4a) 服务查找和服务订购：

4al ) 传统互联网应用管理平台向目录服务器提出服务查询请求；

4a2) 目录服务器向传统应用平台返回查询服务列表；

4a3) 传统应用管理平台向目录服务器订购所需要的服务；

4a4) 订购成功后，目录服务器给传统应用管理平台返回所订购服务调用方式；

4b) 服务调用：

4bl ) 用户向传统应用管理平台提出服务请求，传统应用管理平台根据服务需求和调用方

式，把用户服务请求分别转化为对内容服务器、云服务提供中心和边缘服务器服务请求；

4b2) 传统应用管理平台向内容服务器、云服务提供中心和边缘服务器请求服务；

4b3) 内容服务器、云服务提供中心和边缘服务器向传统应用管理平台返回服务应答；

4c) 服务综合：

传统应用管理平台综合内容服务器、云服务提供中心和边缘服务器的服务应答，为用户

提供所需要的服务；

7 . 根据权利要求 5 所述的物联网运营系统向用户提供服务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步

骤 3b) 中所述用户通过访问物联网应用管理平台获取服务，按如下步骤进行：

5a) 服务查找和服务订购：

5al ) 物联网应用管理平台向目录服务器提出服务查询请求；

5a2) 目录服务器向物联网应用管理平台返回查询服务列表；

5a3) 物联网应用管理平台向目录服务器订购所要向用户提供的物联网应用的服务；

5a4) 订购成功后，目录服务器给物联网应用管理平台返回所订购服务调用方式；

5b) 服务调用：

5bl ) 用户向物联网应用管理平台提出服务请求，物联网应用管理平台根据任务需求和服

务调用方式，把用户服务请求分别转化为对内容服务器、云服务提供中心和边缘服务器的服

务请求；

5b2) 物联网应用管理平台向内容服务器、云服务提供中心和边缘服务器请求服务；

5b3) 内容服务器、云服务提供中心和边缘服务器向传统应用管理平台返回服务应答；

5c) 服务综合：

物联网应用管理平台综合内容服务器、云服务提供中心和边缘服务器的服务应答，为用

户提供所需要的服务。



8. 根据权利要求 5 所述的物联网运营系统向用户提供服务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步

骤 3b) 中所述用户通过访问统一业务提供门户获取服务，按如下步骤进行：

6a) 服务查找：

6al ) 用户向统一业务提供门户提出服务查询请求；

6a2) 根据用户查询请求，统一业务提供门户向目录服务器查询服务；

6a3 ) 目录服务器给统一业务提供门户返回查询服务列表；

6a4) 统一业务提供门户向用户返回查询服务列表；

6b) 服务调用：

6bl ) 用户根据获取的查询服务列表，借助统一业务提供门户向内容服务器、云服务提供

中心、边缘服务器、物联网应用管理平台和传统应用管理平台进行服务请求；

6b2) 内容服务器、云服务提供中心、边缘服务器、物联网应用管理平台和传统应用管理

平台向统一业务提供门户返回服务应答；

6c) 服务综合：

统一业务提供门户综合内容服务器、云服务提供中心、边缘服务器、物联网应用管理平

台和传统应用管理平台的服务应答，为用户提供所需要的服务。

9 . 根据权利要求 5 所述的物联网运营系统向用户提供服务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步

骤 3b) 中所述用户通过边缘服务器获取服务，按如下步骤进行：

7a) 用户预先向服务器查询边缘服务器提供的服务；

7b) 用户预先订购响应的边缘服务器提供的服务；

7c) 服务调用时，用户直接向所在区域的边缘服务器发送请求；

7d) 边缘服务器根据服务请求，为用户提供所需要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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