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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 (IoT) 正在迅速转变传统的业务模式和运维流程，以推动实现创新和业务增长。
各行各业的企业都希望利用源自边缘网关的数据，再结合机器学习、分析和人工智能，
来帮助改善运维、提高敏捷性以及捕获新一代商机。随着物联网应用场景的浪潮波及您
的企业，信息技术 (IT) 和运维技术 (OT) 部门可能都难以应对，需要打造一个跨所有物
联网应用场景的基础架构基础。VMware 可以帮助各企业降低物联网复杂性、大规模保
护边缘基础架构和物联网设备，以及加快从数字化边缘网关到云计算基础的创新，从而
帮助各企业打造出卓越的物联网基础架构并实现出色的业务成效。

什么是 Pulse IoT Center？
VMware Pulse™ IoT Center™ 是一款安全的企业级边缘基础架构和物联网设备生命周
期管理解决方案，能够全面了解和掌控所有物联网应用场景。它可帮助各企业纳管、配
置、监控、管理和保护物联网设备和基础架构。Pulse IoT Center 利用设备纳管和自动
化指标收集功能帮助快速运用物联网应用场景，并通过在一个位置管理所有边缘网关和
物联网系统来降低管理复杂性。Pulse IoT Center 以软件即服务 (SaaS) 和本地部署解
决方案的形式提供。

图 1：通过 VMware Pulse IoT Center 实现的设备生命周期管理 

VMware Pulse IoT Center
一款安全的企业级边缘基础架构和物联网设备管理解决 
方案，能够为支持任何物联网应用场景奠定数字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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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
VMware Pulse IoT Center 是一款安全的企
业级端到端边缘基础架构和物联网设备生命周
期管理解决方案，能够为部署任何物联网应用
场景奠定数字化基础。 

主要优势
• 借助适用于异构物联网设备和应用且可扩展
到数百万设备的一致管理和监控框架，大规
模精简管理。 

• 使用标准化的设备注册和批量纳管流程更轻
松地开始体验和扩展 IoT，并自动收集指标
以精简运维。

• 通过精细了解和控制所有互连设备，将 IT 
安全标准延展到边缘，并检测和响应设备完
整性威胁。

• 通过跨任何设备、任何应用和任何云环境精
简数据收集和编排，将物联网运用到您的日
常业务中。



主要功能特性
• 边缘设备生命周期管理：利用不同的硬件、操作系统和通信协议监控和管理异构网

关、互联设备和终端。 

• 单一控制台：针对整个物联网基础架构使用单个控制台和视角，可为 IT 和 OT 用
户大规模消除各种管理小环境，并可将管理范围扩展至数百万设备。 

• 设备运行状况监控：通过监控可配置的设备指标阈值检测异常，并利用基于规则的
警报以及与第三方工具基于 API 的集成启动修复操作。 

• 无线 (OTA - Over The Air) 更新：通过基于向导的设置快速配置和部署软件更
新，并提供对 OTA 更新审批、时间安排、激活和安装进度的精细控制。 

• 安全的远程故障排除：向网关发出命令并针对网关执行操作，通过 Syslog 上传到 
Pulse IoT Center。

• 安全的设备注册：使用唯一的设备 Token ID 或者证书注册并连接设备。纳管采
用 Intel 可信平台模块 (TPM) 和 Pulse IoT Center 移动应用的设备，并将其添加
到白名单。Pulse IoT Center 还支持 Intel 安全设备装载 (SDO - Secure Device 
Onboarding)。

• 应用容器管理：部署、监控和管理容器。通过精细的控制功能，为兼容的边缘设备
调配容器、发出命令以及向容器软件包推送更新。 

• 在 IT 和 OT 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利用针对所有物联网设备的强大监控和警报功
能支持 OT 运维，并利用单个管理平台满足 IT 对安全性和控制力的要求。 

• SaaS 和本地部署支持：以 SaaS 或本地部署解决方案的形式提供，可实现部署灵
活性和安全性；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应用场景选择适当的部署。 

• 数据编排：收集和编排来自边缘网关和物联网设备的数据，将数据迁移到任何应用
和任何云环境中，并根据业务变更来更改数据流。 

• 企业级集成：通过适用于所有 Pulse IoT Center 功能的 RESTful API、基于 C 的
代理 SDK 和基于 Python 的 Liota SDK 与第三方系统和工具集成，从而实现对代
理功能的自定义集成。 

• 内置安全性：启用基于角色的用户访问以及隔离的 SaaS 多租户实例。Pulse IoT 
Center 代理以最低权限执行模式运行，并且所有通信/连接均受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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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组件
Pulse IoT Center（图  2）由两个主要组件组成：

• 管理软件和控制台 - 包括以下一组服务： 

• 配有指标仪表盘的管理控制台 

• OTA 营销活动 - 提供软件和设备生命周期管理（控制时间安排、审批、
激活和安装进度），通过基于向导的设置快速配置和部署更新 

• 覆盖所有 Pulse IoT Center 功能的 API，可实现与第三方监控、警报和
支持工具的企业级集成及可延展性 

• 基础架构和设备监控模块 

• 收集、搜索和管理设备遥测数据

• 设置症状配置、警报和通知并向设备发出命令 

• 管理基于角色的访问 

• 审核日志记录和故障排除

• 作为软件即服务 (SaaS) 和本地部署解决方案提供

• 部署在物联网网关和兼容边缘设备上的 Pulse 代理（客户端） - 包括以下功能特性：

• 将来自设备的数据交付到服务器的代理 

• 接收软件包（例如，来自 Pulse IoT Center 的配置变更和固件软件更新） 

• 可自定义的开源 SDK，用于接收来自任何边缘网关系统或互联设备的遥
测数据并进行交互 

了解更多
有关 VMware Pulse IoT Center 的 
更多信息，请访问： 

网站：
vmware.com/cn/products/pulse-iot-
device-management 
博客：blogs.vmware.com/edge/
新浪微博：@VMware 中国
LinkedIn：@VMware 中国 
Pulse IoT Center 兼容性指南： 
vmware.com/resources/compatibility/vcl/
edgeiot.php?queryS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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