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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rost & Sullivan。感知与城市。应用物联网技术打造感知复杂环境的城市。2014 年 7 月 30 日。
2 Arthur D. Little 和 UITP。Future of Urban Mobility 2.0。2014 年 1 月。
3 Frost & Sullivan。应用物联网技术打造感知复杂环境的城市。2014 年 7 月 30 日。

2025 年信息图表资料来源：麦肯锡咨询公司。为迎接中国城市人口突破 10 亿大关做好充分准备。

人口激增加速城市扩张

到 2025 年...

到 2025 年

64 亿 2.6 倍

67.1 万亿

到 2050 年，城市交通需求将

²

人口将居住 
在城市地区。

的世界人口。1

58%
与能源相关
的碳排放由
城市产生。³

80%今天的城市共消耗

75%
的全球能源每年搭乘交通车辆的旅客公里

数将增至

3.5 亿
到 2025 年，中国城市人口将增加 

3.5 亿 — 超过今天美国的人口

10 亿
到 2030 年，中国将有 10 亿城市人口

221
座中国城市将有超过 100 万人口 — 欧洲

目前有 35 座这样的城市

10 亿
平米道路将铺就

170
个公共交通系统将建成

400 亿
500 万栋建筑将拔地而起，占地面积达

到 400 亿平米

5 倍
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 5 倍

50,000
栋建筑将跻身摩天大楼行列 — 相当于建

设 10 个纽约市

“大城市” 指人口超过 800 万、
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2500 亿美元

或以上的城市

2025 年的大城市

 2025 年的新兴大城市
（400-800 万人口）

增长 ，即

https://www.uitp.org/sites/default/files/members/140124 Arthur D. Little 26% UITP_Future of Urban Mobility 2 0_Full study.pdf
https://www.mckinsey.com/featured-insights/urbanization/preparing-for-chinas-urban-bi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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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
放眼全球，城镇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滚滚向前。据联合国估计，全球超过一半的人口目前居住在城市，到 

2030 年，这一数字将增长至 60%。4 在这一趋势中，城市扩张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到 2030 年，居民人数超

过 1000 万的特大城市数量预计将达到 41 座，而 2014 年还是 28 座。5

全球最大的 100 座城市将有 25 座位于中国。到 2025 年，中国将有近 10 亿人生活在城市中心。在这些城

市中，221 座将拥有 100 万居民，23 座将拥有超过 500 万居民。到 2025 年，城市经济将为中国贡献超过 

90% 的 GDP。6

城镇化正在重塑中国的面貌和文化结构。作为政府未来十年的首要目标，城镇化被视为推动经济发展和助力数

百万人口摆脱贫困的良方。

中国的经济繁荣伴随着人口涌向城市中心的浪潮。1950 年，中国有 13% 人口生活在城市。到 2010 年，城市

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上升到了 45%。预计到 2030 年，这一比例将增长至 60%。6

城镇化的加速推进为城市带来了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巨大挑战，将深刻影响市民的生活质量。许多城市服务和基

础设施跟不上时代发展步伐或正在老化，无法满足城市扩张的需求。对资源的庞大需求给城市提供各项基础服

务带来了巨大压力，如清洁水、空气、电力、公共交通等方面。所有快速扩大的城市环境都面临着提供更优质、

更可持续服务的更大压力，只有克服这种压力，城市才能提升本地经济竞争力和吸引人才、降低成本、加强公

共安全及解决拥堵和环境问题。

如今，城市都寻求通过部署先进技术帮助市民享受更惬意的生活，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物联网（IoT）等

技术的进步将为城市带来更多机遇，帮助各城市改善市民体验和服务，构建安全和可持续的城市环境助力经济

的蓬勃发展。

4 Frost & Sullivan。应用物联网技术打造感知复杂环境的城市。2014 年 7 月 30 日。
5 废物困局，全球固体废物管理评述，Daniel Hoornweg 和 Perinaz Bhada-Tata。2012 年。
6 Yale Insights。我们应了解中国城镇化的哪些方面？2013 年 11 月 1 日。

中国现状

8.1 亿 约占
58%

1978 年这一数字仅为 1.7 亿

城市人口为

5.7 亿
农村人口为

25 占 100 
座全球最
大城市的 
25 座

中国 2025 年展望

超过 90%
城市经济
贡献

的国家 GDP221 座城市拥有
超过 100 
万人口10 亿人 生活在 

城市中心

约

资料来源：麦肯锡咨询公司。为迎接中国城市人口突破 10 亿大关做好充分准备。和 Yale Insights。我们应了解中国城镇化的哪些方面？2013 年 11 月 1 日。

约占
42%

https://insights.som.yale.edu/insights/what-should-we-understand-about-urbanization-in-china
https://www.mckinsey.com/featured-insights/urbanization/preparing-for-chinas-urban-billion
https://insights.som.yale.edu/insights/what-should-we-understand-about-urbanization-i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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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AI）、自动驾驶、5G 通信和高级数据收集传感器等领域的最新进展将开启下一波的技术革新，从而

帮助改善城市居民的生活条件。城镇化浪潮将推动城市采用这些全新的革命性技术，构建更加高效智能的基础

设施，从而助力城市的快速发展。

中国正处于大幅改善其城市人口生活质量的转折点。对于中国的城市领导者而言，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

市政官员应把握机遇，革新城市核心技术和数据收集基础设施，夯实基础，塑造城市新面貌，满足市民对于公

共安全的更高需求，打造可靠的公共交通系统，改善固体废物管理、清洁水和电力供应等基础市民服务。

为深入实施这些计划，中国的许多城市开始施行智慧城市技术战略。本白皮书概述了中国城市领导者如何制定

可行战略，部署一套复杂的解决方案以构建高效的 “智能” 平台，进而更好地满足中国当前和未来的需求。

安全城市/视频

用于加强和辅助执法

的新技术对提升中国

城市中心的公共安全

至关重要。

智能化互联交通

智能交通系统（如杭

州的城市大脑）可帮

助改善道路、铁路、

空路及海路的安全状

况、交通管理及环境

保护。

智能旅游

通过使用先进技术更

便利地提供旅游和

酒店产品、服务和体

验，中国的城市正成

为魅力四射的智能旅

游目的地。

智能零售

随着电子商务行业的

迅猛发展和技术创新

的加速推进，中国公

司引领着零售格局的

变革。

智能教育

中国的教育改革聚焦

于电子成绩和图书馆

管理、数字化学校、

远程教学和评估、可

穿戴设备、教育应用

和学校安全等课题。

环境监控

环境管理聚焦于根据

国家能源局的技术标

准改善空气、水资

源、绿色空间、回收

和废物管理等重要方

面。

智能楼宇和家庭

中国城市的商业楼宇

和住宅越来越多地使

用连接互联网的设备

帮助远程监控和管理

各种设备与系统，如

照明和供暖。

智能工厂和工业

中国的工业企业正通

过大力使用工业物联

网、人工智能等先进

技术，推进数字化建

设，为分析、预测和

主动适应未来的制造

系统奠定坚实基础。

智能医疗

中国的医疗改革计划

注重在电子病历、医

院信息化、远程医疗

（电子医疗）、医药

电商和可穿戴设备等

方面推广智能解决方

案。

智能能源

中国的城市正在采用

具有成本效益、可持

续性和安全性的能源

系统，其中可再生能

源生产、基础设施和

消费通过能源服务、

活跃用户和使能技术

进行整合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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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商业园区提供工作场所

智能商业园区提供生活场所

中国智能商业园区
政府已建设并批准了数千个智能商业园区。2017 年，这些园区驱动的商业效益大约占到了中国 GDP 总量的 

25%。7 对商业园区的大规模投资为中国带来了经济红利，同时重塑了园区所在城市的发展。根据麻省理工学

院的一项研究，中国的商业园区增强了当地市场的空间集约发展潜力，高薪职员会在园区附近寻找住房和零售

场所。生产力、工资、就业、房屋销售和零售活动都在增加，甚至超出了规划商业园区的范围。这些 “边缘城

市” 形成了自身的多元化经济活动和居住中心。8

7 IDC 政府洞察，中国智慧城市研究。2018 年。
8 MIT News。工业化 “边缘城市” 助力中国蓬勃发展。2017 年 8 月 17 日。

大学、国家实验室

和研究机构等学术

中心加快了创新

发展

政府的专项政策和

技术集群推动了创

新环境的建设

休闲等丰富的生活设

施增强了智能园区对

于研发人才的

吸引力

住在园区附近的高薪

员工帮助提升了园区

周边的生活质量

智能 

商业园区

http://news.mit.edu/2017/industrial-edge-cities-helped-china-grow-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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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商业园区占中国智慧城市总支出的 22%。这类园区旨在推动产业转型（包括新产业和旧产业），促

进投资，提高服务效率。作为从产品转向解决方案的总体战略的一部分，商业园区可帮助构建工业生态系统、

孵化创新并加速经济发展。9

人才招募也是商业园区战略的一个关键目标。中国正在寻求缩小数字人才缺口，推动未来转型和发展，并通过

吸引顶尖人才突破传统制约因素，释放巨大创新潜力。

9 IDC 政府洞察，中国智慧城市研究。2018 年。

资料来源：IDC 政府洞察，中国智慧城市研究。2018 年。

智能环境

安全城市

智能能源

绿色基础设施

智能零售

智能楼宇

智能酒店

创新/孵化

智能医疗

智能艺术、
文化、旅游

智能教育

智能交通

智能生活

智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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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尔® 智慧城市框架
智慧城市的发展不可一蹴而就。每座城市都与众不同，面临着不同的挑战和制约。建设智慧城市的一个思路

是，确立以民众为中心的目标，提高社会参与度，部署先进的数字技术和强大的基础设施，以提升城市的经济

活力、宜居指数和弹性。英特尔对智慧城市的理解更为简单，认为智慧城市应包含互联市民、智能设备和高效

服务等要素，能够组合、分析和分享这些要素捕捉的不同数据集，并使用这些信息为市领导、规划者和民众创

造价值。通过使用技术获取数据驱动型洞察，城市领导者可以快速推进他们的计划，城市规划者可提升城市运

转效率、加强安全保护、推动经济增长以及增强城市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可帮助

民众随时随地轻松访问城市服务和信息，并改进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双向沟通。

政府在中国智慧城市建设中的作用
中国五年规划对政府在中国智慧城市建设中的作用提出了指导，五年规划是制定发展路线和明确近期发展重心

的纲领性蓝图。当前的五年规划侧重于通过推动创新解决城镇化和现代农业面临的瓶颈，发展基础设施和区域

创新中心，并实施智能电网、大数据、综合空间地面信息网络及智能制造和机器人等方面的项目。

中国十三五规划：重点领域

创新

探索化解城镇化和现代农业瓶颈的解决
方案

发展先进的国家实验室、国家科技基础设
施等重大基础工程

发展区域创新中心

开展智能电网、大数据、综合空间地面信
息网络、智能制造和机器人等方面的项目

农业现代化

促进智能与精准农业的发展

启动利用大数据、物联网推动农业发展的
试点项目，如国家种质资源收集、储存和
研究系统

工业

智能制造计划

发展先进的制造中心

发展具备专长的中小型企业

高端设备创新与发展：先进的轨道交通设
备、机器人、现代农业机械和设备、先进
的化工机械

重点发展各种新兴行业，如下一代 IT（人
工智能、智能硬件、显示技术、智能移动
终端、5G 移动通信、先进传感器和可穿戴
设备）、新能源汽车、生物技术、绿色低
碳技术、先进材料以及数字创意产业

信息技术

项目包括国家宽带议程（National 
Broadband Agenda）、促进基于物联
网的应用、云计算创新和发展、大数据应
用、基于 IT 的治理、电子商务和网络安全

现代基础设施网络

交通项目包括高铁、高速公路、沿海交通
工程、长江航道、跨境和一带一路沿线通
道、民用机场、港口和航运设施、城市交
通、农村交通、交通枢纽、智能交通等

新型城镇化

利用 IT 和大数据发展智慧城市，重点发
展智能基础设施、便捷的公共服务和社
会治理

区域发展

发展以铁路、高速公路、港口、航空枢纽
和机场为主的综合性现代交通网络

现代能源系统

相关项目专注于发展高效智能电力系统、
清洁高效的煤炭利用能力、可再生能源、
核能等

8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2016-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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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NDRC）、住房和城乡建设部（MOHURD）、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SSA）可统筹国家和省级

辖区资源，在智慧城市的规划和标准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智慧城市办公室和垂直部门负责制定详细的建设项

目计划，编制预算，以及遴选项目供应商，是城市落实相关计划的行动者。总承包商对于赢得项目非常重要，

需要提交技术解决方案，确定智慧城市建设项目所使用的产品。分包商需提供产品、技术和解决方案。

中国的 “一带一路” 倡议是一项规模宏大的项目，可能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全球性经济发展倡议。“一带一路” 

是二十一世纪的丝绸之路，由一条陆路走廊带和一条海运航线组成。从东南亚到东欧和非洲，“一带一路” 涵盖

了 71 个国家和地区、全球一半的人口和四分之一的全球 GDP。10

智慧城市项目协调
智慧城市计划由地方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领导和实施。市长负责管理市政府的日常运作和公共服务，兼任智慧城

市计划行政主任。市政府还通常会设立一个智慧城市办公室或领导小组，相关政府机构的党委书记和主任都是该

机构的成员，以领导、协调和管理智慧城市计划。

发展智慧城市是每个城市落实中央政府指令的政治使命。中国的 “十三五” 规划和其他指导性文件确立了中央政

府在智慧城市发展中的作用。2014 年 8 月，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八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

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确立了智慧城市发展的总体思路。2015 年 3 月，“智慧城市” 一词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

告。2016 年初，智慧城市被列为 “十三五” 规划的重要战略使命。这些指导性文件将智慧城市发展上升到中国

国家战略的高度。

10 《卫报》，什么是中国的 “一带一路” 倡议？2018 年。 

当前五年规划（2016-2020）中的关键智慧城市战略

五年规划编制周期

对上一规划的中期审查

启动和起草实施

审核与批准批准

五年规划层次结构

Five-Year 
Plan

1

5

4 3

2

国家层面
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

国家层面
部级五年规划

省级辖区层面
五年规划

城市层面
五年规划

乡村层面
五年规划

吸引高科技研发人才

帮助推进创新
发展现代化综合 
交通网络

通过智能基础设施和

电子政务促进 IT 发展

https://www.theguardian.com/cities/ng-interactive/2018/jul/30/what-china-belt-road-initiative-silk-road-explai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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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 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成立了三个智慧城市标准化专项小组：协调小组、执行小组和专家顾

问小组。所有工作都由执行团队管理和监督。执行团队于 2015 年 11 月发布了 “智慧城市标准体系框架”，于 

2016 年 12 月发布了 “新型智慧城市评估标准”。

智慧城市市民服务解决方案
城市通过多个部门为市民提供许多不同的服务。通过改善通信、分享信息和实施自动化流程，城市能够改进各

项服务。城市领导者可使用全新技术创建一套面向智慧城市的数字化功能，进而显著提升服务的效率和可持续

性。通过紧密合作，英特尔可帮助城市构建核心服务与基础设施，以供城市领导者和规划者用于战略设计。

•	 洞察 — 英特尔可分享来自全球客户的最佳实践 — 包括政策和架构要素，帮助城市规划和协调服务、优先要

务和预期成果。

•	 基础设施 — 英特尔提供了带有选项的边缘到云端框架，包括数据和安全战略。

•	 生态系统 — 英特尔可帮助城市领导者利用强大的合作伙伴生态系统以提供丰富选择，包括物联网、网络和

通信、应用、数据管理、计算、分析和安全性。

城市

INTEL

政策

云 核心网络

NFV
毫米波

5G NR WIFI

LTE

SDN

接入网络 无线 设备

交通网络 公共安全 医疗 家庭

建筑和能源 环境 电子政务服务

治理 融资 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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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
中国计划加大对智慧城市的投资，实施加快智慧城市发展进程的专项政策。大多数智慧城市试点项目的资金主

要来自市政拨款和政府投资。一些试点城市正在努力建立政府融资工具，支持银行间贷款和发行债券。

政府鼓励实施创新型融资模式，如建设-运营-转让（BOT）和政府采购公共服务（GPPS）。这些融资模式为减

轻政府负担和提高熟练程度提供了机会：

•	 交钥匙项目（TKP）— 一线城市使用的基于项目的建筑模式。这些模式注重信息安全和保密性，将继续成为

安全城市领域的主要模式。

•	 政府采购公共服务（GPPS）— 企业在支持/维护系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市政府可能缺乏足够的财

政支持来购买服务，并可能面临难以招募到合格服务提供商的挑战。

•	 建设、运营、转让（BOT）— 企业负责项目建设和运营，并在合同履行完毕时将其转让给政府。该模式通常

用于政府和电信运营商之间的合作。

•	 公私合作（PPP）— 市政府和企业成立一家合资公司，寻求银行或融资机构的资金支持以确保项目顺利实

施。PPP 模式有望成为主要的合作模式，尤其是对于三/四线城市和其他欠发达城市。此模式提供财务、运

营和技术支持。

•	 其他模式 — 中央政府正在推广新的服务采购模式，以帮助解决一些地方政府缺乏 IT 能力和财政资源的问题。

这些模式旨在适应包括云服务和共享经济在内的技术发展趋势。

11资料来源：Markets & Markets，2018 年中国智慧城市研究

智慧城市投资预测（以 10 亿美元计） 中国智慧城市投资

（按部门划分）

政府 私营

200

150

100

50

0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54.62
69.92

97.9

130.2

179.66

8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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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
中国的城市为何应投资于智慧城市解决方案？智慧城市方案为前瞻性的城市领导者带来福音，帮助他们引领城

市发展，推进城市现代化，满足城市日益增长的需求。建设智慧城市的目标是利用数据和技术提高服务效率，

满足民众的需求，进而改善生活质量。智慧城市可为居民带来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的许多切实效益，包括那

些有时被边缘化或忽视的效益。

除了经济效益，智慧城市计划还可实现巨大的社会效益。借助安全服

务、通信、计算和数据系统，智慧城市可无缝协调警察、消防、救护和

应急等服务，大幅提升防范和应对自然灾难等紧急事件的能力。此外，

数字安全和监控系统与其他类型的传感器（声音、振动或化学）可与现

有数据库和分析进行集成，显著改善警务和公共安全工作，提升市民的

安全感。

通过可扩展、安全和可互操作的技术解决方案，智慧城市可以提高回

收、废物管理、空气质量监测和水质保证等工作的效率。在全球范围内，空气质量都是造成死亡的主要环境

因素。11 通过跟踪和应对污染水平，提供清洁用水和更健康的生活环境，城市有望显著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质

量。这些效益将帮助提升城市的活力，改善城市的投资环境，以及发掘城市的增长潜力。

智慧城市战略以数据中心。智慧城市正在部署使用传感器、网关、机器对机器（M2M）技术、无线连接以及边

缘和云处理的解决方案，以发掘数据的更多价值。随着现代化的深入推进，城市正在实施从多个来源收集、过

滤、集成和分析数据的互联技术。这些数据可连续、通常还可近实时地揭示系统和行为，指导安全保护、运营、

基础设施管理和服务方面的工作。基于数据的洞察有助于创造新的收入，提高公民和游客的满意度，创造就业机

会，降低成本。

11《Smart Cities World》。研究报告发现，空气污染是造成死亡的主要环境因素，2018 年 4 月 18 日。 

预计到 2021 年，中国对智慧城市

技术（包括硬件、软件和服务）的

投资将达到 298 亿美元。政府是

最大的细分市场，采购支出将占

据该投资额的近 60%，同时影响 

95% 的采购活动。
资料来源：IDC 全球半年度智慧城市支出指南。2018 年

第二季度

 

改进
生活质量

经济
竞争
互联
数字

工作机会
繁荣

人才招募
生活
娱乐
工作
学习

社会
清洁
安全
健康

有活力
移动性

环境
可再生能源
弹性
可再生
碳平衡
水

https://www.smartcitiesworld.net/transport/transport/air-pollution-the-leading-environmental-cause-of-death-report-fi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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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计划
中国已启动 500 多个智慧城市试点项目。主要计划包括 “一带一路” 和北京、广州、杭州、上海、雄安等主要城

市的项目。

“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 倡议于 2013 年启动，通过高铁、公路、水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将亚欧非国家与地区连接起来，共同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该倡议还通过发现 “一带一路” 沿线的交通、能源和通信基础设

施和技术系统，加强这些地区的连同性。中国计划利用纳米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云存储和量子计算等技

术，帮助相关国家和地区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加强互联网安全保护，从而开辟新的 “数字丝绸之路”。

重点领域：智能基础设施

智能基础设施建设集中于六个经济合作走廊，每个走廊都在中国设立了中心：

•	 中国 – 巴基斯坦经济走廊

•	 中国 – 蒙古 – 俄罗斯经济走廊

•	 中国 – 中亚 – 西亚经济走廊

•	 中国 – 中南半岛经济走廊

•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

•	 新欧亚大陆桥经济走廊

该倡议安排专项资金来改善这六个走廊内的海港，以推动各国与中国顺畅开展国际贸易。

要点

•	 非洲、亚洲和欧洲地区约有 70 个国家被 “一带一路” 倡议所覆盖，占世界人口的 60%。

•	 相关国家已在 “一带一路” 框架下达成了价值超过 1500 亿美元的项目合作意向。

新欧亚大陆桥
经济走廊

银川

利用大数据解决大城市面临的问题

北京

增强连接和效率

雄安

打造开创性的智慧城市样板

天津

使用互联技术推动产业现代化

上海

通过开放式数据访问推动创新

杭州

借助大数据缓解拥堵

宁波

擘画环境与经济活动和谐共存的图景

广州

推动创新和社区发展

深圳

利用人工智能改善生活质量
“一带一路” 倡议

发展贯通亚欧非国家与地区的基础设施

银川

北京

雄安

天津

上海

杭州

宁波

广州

深圳

中国 – 中亚 –  
西亚经济走廊

中国 – 巴基斯坦
经济走廊

“一带一路” 倡议

孟中印缅
经济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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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
杭州城市大脑结合市民活动（包括社交媒体、交通、购物等）处理实时城市基础设施数据结合起来，使用阿里

巴巴基于云的人工智能应用 Apsara 对城市活动进行实时分析。这些数据用于直接控制城市基础设施和向杭州

居民提供的路线建议，从而帮助优化市内出行。

重点领域：智能交通运输

•	 城市大脑与城市基础设施相连，提供实时路线建议，并帮助交通部门减少拥堵。

•	 该解决方案还提供事故识别、车辆调度和路线优化等功能。

要点

•	 由于试点项目在包括 104 个交通灯路口的地区取得成功，城市大脑计划推广到杭州的其余地区，帮助连接 

1300 个交通灯和 4500 颗交通摄像头。

•	 试点项目将交通速度提高了 11%，并将市民出行时间缩短了 3 分钟。

•	 城市管理者利用城市大脑优先安排应急车辆通行，将救护车响应时间缩短一半。

上海
上海正通过 Citizen Cloud 为居民简化政务服务，这是一个基于云的平台，也是一款移动应用。这个云平台聚

合了 100 多项政务服务，能够帮助上海居民轻松获取这些服务，包括驾驶执照信息、病例和广泛的社区服务。

到 2017 年 12 月，约三分之一的上海人口（700 万用户）已开始使用该平台和应用访问基本公共服务。该市

还开发了一个大数据交换平台，公司可在该平台上购买从市政摄像头和传感器收集到的开放数据。然后，这些

公司可使用这些数据开发公共信息工具、仪表盘和其他服务，以提高城市的生活质量。

重点领域：智能交通和智能基础设施

•	 ITS、交通流量监测和自行车共享项目方面的重大投资旨在减少道路交通流量。

•	 上海在许多公共场所设立了免费 Wi-Fi，以提高联网水平，为市民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

•	 上海市政府开发了一个大数据交换平台，方便上市公司和私企访问从市政摄像头和传感器收集的数据，以开

发公共信息工具。

要点

•	 到 2020 年，该市将把 10 Gb/秒光纤宽带部署到 700 万个住所。

•	 上海正在全市部署 NB 物联网平台，以支持智能停车、智能公用设施和环境监测。

•	 该市 700 万居民目前正在使用 City Cloud，这一移动应用可帮助城市居民在任何情况下轻松访问政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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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中国移动与华为合作，在北京推出首个端到端 5G 开放实验室，鼓励跨行业合作伙伴加入该实验室，以协同推

动创新发展，提高互联水平和帮助市民访问公开数据，进而实现提高生活质量和简化商业流程的目标。该实验

室包括 5G 无线接入网（RAN）、5G 承载网、5G 核心网和 CPE。该系统可提供最佳体验，包括在下行链路中

提供 Gbps 级单用户峰值数据速率和毫秒级 E2E 延迟，并支持 4K 虚拟现实高清视频、游戏和其他视频和娱乐

应用。该系统已通过中国 5G 非独立（NSA）核心网络测试。

重点领域：智能交通、智能基础设施和智能视频

•	 交通部门利用北京交通最拥挤地区的热图高效分配资源。

•	 华为与北京市政府合作推出的 Lucky Cloud Project 将用作北京市政府的云数据中心。

•	 百度与肯德基中国合作，利用面部识别根据年龄、性别和面部表情预测客户的订单。

要点

•	 北京交通部门使用的热图每天处理 5 亿部手机的数据和 720 亿条 GPS 定位请求，这得益于北京市政府与百

度（云计算领域的区域领导者）的深度合作。

•	 Lucky Cloud Project 通过将不同行业的数据集成到一个安全平台上，将安全威胁减少了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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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
广州拥有 14 万家科技企业，引领着中国创新创业浪潮。该市正通过战略孵化器促进创新商业和技术的发展，并

打造面向未来的社区。各类孵化器和群体创新空间培育了 11000 多家企业。广州电信制造的校园云（Campus 

cloud）为校园教学、科研、管理和服务信息等方面提供了便利。移动信息服务包括教育信息化、科学决策和管

理标准化。78 所学校与广州电信达成一项协议，将为超过 15 万用户提供云校园服务。

重点领域：智能交通和智能基础设施

•	 南沙警队开发了一款数字身份应用，这是中国的首个电子社会保障卡，能够使公民出行比以往更加轻松快捷。

•	 基于人工智能的超级计算机可帮助城市收集交通流的实时信息，从中获取直观的图形分析结果以帮助加强交

通管理。

•	 这里的国际网关带宽水平达到 58%，家庭互联网接入率为 88.2%，这两项数字均在稳步上升。

要点

•	 孵化器和群体创新空间在广州培育了 11000 多家新企业。

•	 天河二号（即通常所说的 “银河二号”）是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之一，具有巨大的处理能力，而它就诞生

于广州。这一超级计算机将对人工智能、数据聚合、计算与合成方面的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雄安
雄安是一个位于北京、天津和保定之间的偏远地区，设立时间不长。北京、天津和河北省将通力合作，利用其

他智慧城市的最佳实践，将雄安建设成一座数字化城市，使其成为部署新型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的高地。雄安将

采用全新的建设理念，以避免以往的城市建设问题。为打造中国智慧城市建设的典范和新经济中心，雄安将拥

抱高科技行业，如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绿色农业、高端芯片设计和软件开发等高科技产业。

重点领域：智能交通、智能基础设施和智能视频

•	 雄安的交通网络将采用最新技术构建，以缩短往返邻近城市的时间。

•	 雄安将大规模部署智能基础设施和先进技术，努力建成绿色的数字化智慧城市。

•	 雄安将编织紧密的安保系统，以确保公共安全和做好应急协调工作。

要点

•	 信息技术等高科技产业预计将为雄安新区贡献 8% 的经济增长。

•	 未来十年，雄安的建设将带动 670 万人口的迁移，吸引约 3480 亿美元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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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概要
借助基于英特尔® 技术的端到端解决方案加速解决方案部署，促进智慧城市的建设。英特尔支持智能互联世界

的每个要素，从设备到网络、云和洞察。英特尔® 技术和广泛的生态系统合作伙伴和解决方案为城市领导者实

施智慧城市战略创造了一种更加活跃、可扩展和可持续的方式。

如今，许多城市依赖碎片化数据平台和独立的点解决方案。英特尔正与庞大的合作伙伴生态系统紧密合作，利

用全新模式帮助建设智能互联的城市。从边缘到云端，英特尔可帮助城市以经济、实用的方式将数据转变为可

行洞察。

英特尔可为您精准提供合适的分析和人工智能（AI）技术。英特尔正使用视觉技术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以提供

近实时分析和重要洞察，帮助检测公共安全威胁或管理交通流量。借助边缘计算和推理，您可以实现更快的响

应速度，释放更多带宽，并确保敏感数据的私密性。

英特尔可帮助您配置设备及将其连接到云，并在设备启动后的几秒钟内从设备中获取洞察，从而为您的基础设

施中的每个点提供智能特性。此外，英特尔还可通过安全技术构建的强大基础帮助从内到外保护互联系统，这

些技术旨在增强整个设备堆栈并保护其免受各种攻击。

数十年来，英特尔一直处于技术研究、创新和开发的前沿，无论是驱动世界许多数据中心的先进计算、存储和

网络技术，还是面向自动驾驶交通工具和 5G 通信等新兴技术和平台的先进创新和设计，均列入英特尔的工作

计划。在每一步，英特尔都采用与技术深度集成的方法，提供一套强大的兼容解决方案、平台、产品、技术创

新和架构，帮助世界上最具活力的一个合作伙伴生态系统加速发展。

英特尔® 计算技术
随着更多基础设施连接到云，城市发现越来越需要在边缘或边缘附近部署高性能计算能力，以使用传感器、摄

像头和其他来源的数据实施预测性分析和人工智能。这可以缩短延迟，提高实时响应能力并减少视觉等性能密

集型任务对网络带宽的需求。

基于英特尔® 平台的解决方案可在边缘提供高性能。城市可使用具有专门技术的英特尔® 平台将多个系统整合为

一个系统，同时根据需要预留加入新功能的空间。

英特尔在努力帮助加快物联网创新成果的上市速度，降低解决方案的复杂性，以及探索如何更快速、更安全地

获取可行信息。英特尔® 计算技术经过了专门强化，可支持智慧城市当前的物联网场景。

英特尔® 物联网平台为设备连接云环境和向其交付可靠数据提供了明确、可重复的基础，打破了物联网采用的障

碍。它还可帮助 OEM、系统集成商（SI）和行业使用英特尔® 平台上的构建模块开发和部署解决方案。

英特尔还实施深度集成，致力于利用 5G、人工智能、自动驾驶交通工具、先进物联网传感器和数据采集技术等

新兴技术，为运行智能交通应用的数据中心研究和设计高级计算。

英特尔® 架构可帮助智慧城市系统通过广泛的产品进行扩展。英特尔凌动®、英特尔® 酷睿™ 和英特尔® 至强® 处

理器均使用一组通用代码支持广泛的性能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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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领域对分析、加密和新应用的需求增加了对卓越性能和计算扩展的需求每个用例都能找到合适的英特尔® 

处理器。英特尔凌动® 处理器采用了一整个系统芯片，可实现超凡的功效和可移植性。获取卓越的性能功耗比、

安全性和可管理性、丰富的图形显示功能和 I/O 集成，以及面向边缘设备的非凡图形性能。第九代智能英特尔® 

酷睿™ 处理器采用英特尔® 睿频加速技术，可实现前所未有的功效和响应速度。提供卓越的 CPU 和显卡性能、强

大的安全性及丰富的电源选项，帮助改进边缘到云端的物联网设计。

英特尔处理器带来强大的安全性，包括运行关键的高完整性代码的可信执行环境（TEE）；安全存储，以保护

认证的关键度量和端到端安全连接的密钥；以及基于硬件的不可变身份保护，如英特尔® 增强隐私 ID（英特尔® 

EPID）。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技术是支持高性能应用的另一个加速器，在这些应用中，节能至关重要。

通过使用英特尔® FPGA 加速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城市可以更高效地管理通信和数据中心服务，并为整个城市

基础设施中的智能能源、交通和工业应用提供动力。

英特尔® 存储技术
数据的快速增长正在创造数据存储技术的巨大需求，尤其在智能交通领域。英特尔® 研究与创新正在引领数据

中心领域先进技术的发展，包括：

•	 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基于 3D XPoint 和 Apache Pass 技术的固态盘是一种简单、可堆叠和无晶体管的设

计，能够以低延迟创建快速、非易失性存储内存，释放处理器的真正潜力并提高服务能力。

•	 英特尔® ISA-L：可与 Ceph 一起使用的库，可提供擦除编码，最大限度地减少磁盘空间使用，同时减少计算

和数据操作带来的延迟/缺陷。ISA-L 结合英特尔® 高级矢量扩展指令集（英特尔® AVX），能够提升存储重

复数据删除和压缩的速度和效率。

•	 带有非易失性内存 Express（NVMe）的英特尔® 3D NAND 固态盘：该技术优于 SATA 固态盘，可同时运行

高要求的工作负载，如交通网络，同时降低成本并提高系统利用率以提高响应能力。

•	 英特尔® 高级加密标准新指令（英特尔® AES-NI）：支持对进出存储的数据进行高效的加密/解密操作，同时

将性能影响减至最低。

英特尔® 5G
英特尔的 5G 工作聚焦网络基础设施和以数据为中心的机遇。从网络到云环境再到设备，英特尔正引领 5G 技

术发展，帮助塑造互联未来。5G 是下一代无线技术，将彻底改变人们在网络上使用数据和服务的方式，提供

了更高的速度、更大的容量和更低的延迟。它还支持反应式、智能和互联设备，帮助对基础设施实施虚拟化和

软件定义改造。

5G 将智能性分布在整个网络中，并将为智慧城市、自动驾驶交通工具、医疗保健、应急服务、市民宽带、娱

乐、智能家庭和建筑、物联网、农业、制造业以及许多其他行业和应用提供支持。5G 是新数据经济的关键元

素，将数十亿台设备连接起来，可生成海量数据。5G 拥有足够的规模和范围来支持新洞察，为机构、公民和

企业提供更高效率。



19

英特尔® 网络技术
在推动网络变革和边缘计算发展、推进 5G 愿景方面，英特尔发挥着领导作用。英特尔正借助软件定义网络

（SDN）和网络功能虚拟化（NFV）革新专用网络，以提升其敏捷性、灵活性和可扩展性，为 5G 奠定坚实

基础。

对于通信服务提供商客户，英特尔正加紧开展相关工作，以帮助他们为迎接 5G 技术打好基础，并将通信基础

设施转变为 SDN。对比以前基于硬件的网络，5G 就绪网络更强大和更智能，并能实现更高水平的无缝连接。

借助核心网络中的解决方案，全球领先的服务提供商在推进 SDN 和网络功能虚拟化（NFV）方面取得了重大

进展。

随着 5G 的加速部署，英特尔正在重塑服务提供商和企业的经济基础。英特尔架构网络支持人工智能，具备处

理网络、云和人工智能工作负载的强大计算能力。在边缘部署强大计算资源的革新网络，可帮助运营商和云提

供商在当前和未来的 5G 时代智能交付高度个性化的服务，深入推进智慧城市的建设。

网络是将设备连接至云端和赋予设备智能或自主性的关键。智慧城市和交通需要使用广泛的网络技术，如连接

传感器和边缘设备的以太网、提供无线连接的 Wi-Fi 和无线网络以及面向边缘计算和云服务的蜂窝连接。英特尔

提供了丰富解决方案来满足每种需求。

•	 英特尔® 10/40GbE 通过使用以太网接口而不是专用 SAN 网络来减少开支、提高吞吐量和提高灵活性。这

减少了交换机端口的数量，减少了电缆连接，降低了城市数据中心的功耗，有助于节省纳税人的开支。

•	 单根输入/输出虚拟化（SR-IOV）：允许在虚拟环境中共享单个物理 PCI Express 设备的多实例主机接口。

这有助于在资源中直接分配和隔离 PCI Express 设备，以提高可管理性和性能。

对边缘计算的需求不断增长

边缘的推动因素

   延迟、带宽、 

安全性、连接

设备/事物

智慧城市

边缘 
计算节点

到 2019 年，预计 45% 的
数据将在边缘进行存储和分

析，并提供行动指导。

网络枢纽或 
区域数据中心

核心网络
云 

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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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chestration Ready Network（ORN）：一个源自和终止于英特尔® 服务器本身的可信可扩展平面网络。 

ORN 支持按需对网络进行加速和减速，类似于 VMNetwork 功能虚拟化（NFV）：随着数据传输转向软件定

义网络，网络功能可以虚拟化，无需以硬件为基础。这加快了网络管理和变更周期。NFV 性能通过英特尔® 

QuickAssist 技术（英特尔® QAT）得到增强，该技术可加速批量加密、公钥加密和压缩。

•	 开放网络边缘服务软件（OpenNESS）工具套件：OpenNESS 为云和物联网开发人员提供了一种易于使用的

工具套件，可帮助他们在网络边缘或内部边缘位置开发和部署应用。通过抽象出复杂的网络技术，OpenNESS 

可向应用开发人员提供 3GPP 和 ETSI 多路存取边缘计算（MEC）行业团体的标准化 API。使用该软件工具套

件，应用能够以 5G 延迟对边缘数据流量进行导向。

云
众所周知，英特尔在云解决方案领域建立了长期领导地位。云技术对于 5G 网络至关重要，可帮助解析 5G 万

物互联时代的海量数据，帮助提升性能，以及催生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形态。云技术的另一个趋势是通过边缘计

算连接网络边缘，这是降低 5G 网络延迟和提升其效率的关键。

随着交通系统等基础设施更多地连接到云，城市发现越来越需要在边缘或边缘附近部署高性能计算能力，以使

用传感器、摄像头和其他来源的数据实施预测性分析和人工智能。这可以缩短延迟，提高实时响应能力并减少

视觉等性能密集型任务对网络带宽的需求。基于英特尔® 平台的解决方案可在边缘提供高性能，适用于板载或

内部服务器和网关。城市可使用具有专门技术的英特尔® 平台将多个系统整合为一个系统，同时根据需要预留

加入新功能的空间。

物联网（IoT）将催生丰富新功能，打开新的机遇之门。英特尔在努力帮助加快物联网创新成果的上市速度，降

低解决方案的复杂性，以及探索如何更快速、更安全地获取可行信息。英特尔® 计算技术经过了专门强化，可

支持智慧城市和智能交通当前的物联网场景。英特尔® 物联网平台为设备连接云环境和向其交付可靠数据提供

了明确、可重复的基础，打破了物联网采用的障碍。它还可帮助 OEM、系统集成商（SI）和行业使用英特尔® 

平台上的构建模块开发和部署解决方案。

自动驾驶交通工具平台
自动驾驶是发展最快的技术领域之一。汽车、卡车、公交、火车和船舶等交通工具都在转向软件定义自动驾驶

技术。英特尔正在提供从载具计算到云中互联设备的可扩展安全解决方案，加速从高级驾驶/操作员辅助系统

（ADAS）向完全自动驾驶交通工具的过渡。

英特尔处于自动驾驶变革的前沿，正与劳斯莱斯合作推动自动运输发展，并与宝马集团和 Mobileye 联手创建

半自动和全自动驾驶平台。凭借在交通、技术、计算机视觉和机器学习方面的综合专业知识，这些合作项目将

能在 2021 年前实现解决方案的量产。

Mobileye 道路体验管理平台（REM）是一种高清地图解决方案，它使用具有 REM 功能的车辆在道路上收集的

数据来构建地图，该地图可作为 ADAS 和自动驾驶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通过收集当前道路上车辆的数据，这

些高清地图将近实时地向自动驾驶系统和 ADAS 软件传输实况信息。然后，当前道路状况可通过更新至云端/云

端更新来确定。目前，Mobileye 安装在全球近 1900 万辆经常出行的车辆上。2021 年，预计另外有 800 万

辆汽车配备完全自动驾驶功能，包括宝马、大众、尼桑等品牌的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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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尔® 人工智能
英特尔拥有业界最全面的硬件和软件技术，能够为人工智能提供广泛的功能和支持多种方法，包括当今的人工

智能应用和未来更复杂的人工智能任务。支持人工智能的技术包括：

•	 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拥有强大性能，能够处理最广泛的人工智能工作负载，包括深度学习。

•	 英特尔® FPGA：用于深度学习推理工作负载的实时可编程加速。

•	 英特尔® Movidius™ Myriad™ VPU：用于在超低功耗下部署设备上神经网络和计算机视觉应用的先进解决

方案。

•	 英特尔® Nervana™ 神经网络处理器（NNP）：专为最密集的深度学习训练和推理而设计的全新硬件。

•	 英特尔® 视觉加速器设计产品：旨在满足边缘计算机视觉应用的需求，帮助解决方案提供商及其客户充分利

用基于视频分析的广泛用例。英特尔® 视觉加速器设计产品基于英特尔® Movidius™ VPU 和英特尔® Arria® 

10 FPGA，可提供强大的深度神经网络推理功能，实现快速、准确的视频分析。

英特尔® OpenVINO™ 工具套件分发版提供出色的计算机视觉支持
英特尔® OpenVINO™ 工具套件分发版是一款全面的工具套件，支持快速开发可模拟人类视觉的多平台应用和解

决方案。该工具套件基于卷积神经网络（CNN），可在英特尔® 硬件中扩展 CV 工作负载，实现卓越性能。您可

以使用 OpenVino™ 工具套件中提供的英特尔深度学习部署工具套件，或使用单独下载的套件，在英特尔平台上

加速和部署 CNN。英特尔® OpenVINO™ 工具套件分发版：

•	 在边缘支持基于 CNN 的深度学习推理。

•	 支持使用通用 API 在各种计算机视觉加速器（CPU、GPU、英特尔® Movidius™ 神经计算棒和 FPGA）上异

构执行。

•	 通过函数库和预优化内核缩短上市时间。

•	 支持开发和优化使用 OpenCV 库或 OpenVX API 构建的经典计算机视觉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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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尔® 解决方案
借助专为智慧城市和智能交通构建的强大解决方案赢得竞争优势。英特尔与物联网生态系统的合作伙伴紧密合

作，提供出色的集成解决方案，帮助缩短部署时间并降低相关成本和风险。这意味着城市和交通服务提供商可

更快速获取效益，少走弯路。

英特尔的产品开发工作着重于应对城市管理和交通方面的主要挑战，包括互操作性、安全性和连接性方面的挑

战。随着物联网环境不断演变，英特尔将继续制定针对当前和未来客户需求而设计的专用产品和技术的路线图。

英特尔® 市场就绪解决方案
英特尔® 物联网市场就绪解决方案计划旨在为我们庞大生态系统中的合作伙伴成员提供独特的支持和扩展机会，

帮助他们加速向城市和交通服务提供商交付可扩展、可重复使用的端到端解决方案，从而节省时间、降低成本和

风险。这些解决方案由物联网生态系统中的传感器、边缘硬件、软件、云和分析组成。通过选择可扩展、可重复

的英特尔® 物联网市场就绪解决方案，城市可解决在视觉技术、移动性、交通管理等方面遇到的重大挑战。

英特尔® 对这些解决方案进行了严格审查，确保其能为您提供智能连接、卓越性能和易于管理的优势。

英特尔® 物联网 RFP 就绪套件
英特尔® 物联网 RFP 就绪套件提供了涵盖硬件、软件和支持的专用型技术套装，在现场进行了部署和测试，能

够协同解决市场问题。该技术可随客户要求的增长而扩展，能够加快开发和上市速度。

英特尔® 物联网解决方案联盟
城市还可通过英特尔® 物联网解决方案联盟找到优化的解决方案，该联盟是全球最值得信赖的生态系统之一，

涵盖硬件、软件、系统和服务等各方面。英特尔® 物联网解决方案联盟可帮助提供商赢得先机，率先推出非凡

的物联网解决方案。这一全球性联盟由超过 800 个行业领导者组成，可为其成员提供获取英特尔® 技术、专业

知识和上市支持的专属权益。通过加速智能设备和分析功能的设计与开发，技术合作伙伴可赢得更大的市场份

额。从硬件和软件到系统和服务，英特尔® 支持着超过 6,000 个解决方案，可帮助满足广泛市场的几乎所有需

求。尽早获取英特尔® 路线图和设计支持，有助于联盟成员赢得竞争优势，降低风险和开发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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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交通

物流与 
资产管理

Accenture 互联资产 
管理解决方案

全球 ✔ ✔     

霍尼韦尔联网货运 全球  ✔ ✔     

安全城市

视频监控

大华安全城市解决方案 全球   ✔     

Gorilla 智能视频分析录
像机（IVAR™）

全球 ✔ ✔  ✔

GeoVision 智能端到端
视频解决方案

全球   ✔     

日立可视化套件 全球 ✔ ✔  

安全和监控

信步动态人脸识别闸机
布控解决方案

中国 ✔ ✔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More Intelligent 
More Secure for Airport

全球 ✔ ✔ ✔  

Getac 视频解决方案 全球 ✔  

表 1：面向中国智慧城市的英特尔® 市场就绪解决方案

智能交通

交通管理
大华智能交通管理 
解决方案

全球 ✔ ✔ ✔

互联道路 思科® 互联道路 全球 ✔ ✔

公共交通 思科® 公共交通 全球 ✔ ✔

互联铁路 思科® 互联铁路 全球 ✔ ✔

智能停车

宏碁 ITS 智能停车和 
交通电子票务解决方案

亚太，
中国 ✔ ✔

NCS 智能停车解决方案
亚太，
中国 ✔ ✔ ✔

自动驾驶
PerfecTron 4 级自动 
驾驶公共汽车

全球 ✔

载具计算 Moxa 智能互联交通 全球  ✔

解决方案 英特尔® 技术

用例 解决方案名称
合作伙伴

焦点
边缘 网络/连接 数据中心 存储 FPGA AI 加速器 OpenV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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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监控

空气质量监测
Bosch Climo 
空气质量监控

亚太，
中国 ✔       

城市基础设施

公共信息亭

LG-MRI BoldVu® 
信息亭

全球  ✔ ✔   

Civiq Waypoint 全球  ✔   

室外路灯

ECS iSMAC 智能灯 全球 ✔   

Green Ideas 智能路灯 全球 ✔   

智能医疗

医疗和健康 
状态监控

DSPIC 智能健康管理 
解决方案

中国  ✔   

Revlis Biotech 远程 
医疗解决方案

全球  ✔   

IEI 交互式医疗数据采
集系统

全球  ✔   

Siemens Healthineers 
数字生态系统

全球  ✔  ✔   

Ambient Clinical 
Analytics AWARE 
产品家族

全球  ✔   

智能零售

智能银行

升腾智能银行解决方案 全球 ✔ ✔ ✔   

ZIVELO 虚拟银行专家 全球 ✔ ✔ ✔   

智能视觉 
显示屏

Giada/Shutuo 智能数
字标牌

中国 ✔   

TronCell 响应式商店解
决方案

中国 ✔  ✔   

Giada 数字标牌管理解
决方案

中国 ✔   

阅面科技光年智能零售
解决方案

中国 ✔

智能餐厅

Giada 智能餐厅综合解
决方案

全球 ✔   

ZIVELO 快餐厅 — 自助
信息亭

全球  ✔  ✔ ✔   

解决方案 英特尔® 技术

用例 解决方案名称
合作伙伴

焦点
边缘 网络/连接 数据中心 存储 FPGA AI 加速器 OpenV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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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零售（续）

时装零售
Hangzhou Century 
Co. 时装行业物联网 
解决方案

中国 ✔ ✔   

库存管理 Cisco® Store Fabric 全球 ✔ ✔ ✔   

智能和托管 
终端（POS）

Advantech UShop+ 全球 ✔   
支持针对性广告的 
Nexcom 智能货架 
解决方案

全球 ✔   

Vendron® 智能售货和
自动化零售

全球 ✔   

零售视频监控 Cloverleaf Shelfpoint 全球 ✔ ✔ ✔  ✔   

智能教育

智能学习

神州数码 Class Access 
to ICTs

中国 ✔   

神州数码电子书包解
决方案

中国   ✔   

远程学习
智微智能 iLearn 远程 
互动课堂解决方案

全球 ✔ ✔  ✔

智能楼宇

建筑物管理

Modius OpenData 
物联网解决方案

全球 ✔ ✔ ✔   

KMC Commander™ 全球 ✔   

办事处会议室
Newline TRUTOUCH X 
系列解决方案概述

全球 ✔   

智能旅游

路线查找
22Miles 互动式找路 
信息亭解决方案

全球 ✔   

解决方案 英特尔® 技术

用例 解决方案名称
合作伙伴

焦点
边缘 网络/连接 数据中心 存储 FPGA AI 加速器 OpenVINO™

智能工厂/工业

仓库管理
海康威视：智能仓库管
理解决方案

全球 ✔ ✔ ✔

智能制造
神州数码 iSESOL 智能
制造解决方案

中国 ✔ ✔

智能工厂
Inovance Micro 智能
工厂

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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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工厂/工业（续）

互联工厂

Cisco® Connected 
Factory

全球 ✔ ✔   

Cisco® Factory 
Wireless

全球 ✔ ✔ ✔ ✔   

ADLink 智能制造 全球 ✔ ✔ ✔   

Litmus Loop Edge + 
制造

全球 ✔   

互联工人 Accenture 互联工人 全球 ✔ ✔

预测性维护

National Instruments 
InsightCM™

全球 ✔ ✔   

CNC 机器数据收集和 
分析自动化系统

全球 ✔ ✔

资产监控
Capgemini 智能资产
监控

全球 ✔

解决方案 英特尔® 技术

用例 解决方案名称
合作伙伴

焦点
边缘 网络/连接 数据中心 存储 FPGA AI 加速器 OpenVINO™

智能能源

能源监控

华电智慧能源管理 全球 ✔ ✔ ✔   

SBS 能效管理解决方案 中国 ✔   

Advantech 分布式太阳
能发电站管理解决方案 
（SPMS）

全球 ✔   

Moxa 智能油田解决
方案

全球 ✔   

Indra inGRID Active 
Grid Management 
套件

全球 ✔ ✔

智能电网 Cisco® Digital Utilities 全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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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交通

车辆远程 
信息处理

SYSTECH IntelliTrac™ 
S1

全球 ✔      

设备管理
Kontron LoRa™ 互联
设备

全球 ✔ ✔

物流与 
资产管理

Mobiliya 资产跟踪 全球  ✔     

城市基础设施

智能路灯 IP3 智能灯模块 全球 ✔      

表 2：面向中国智慧城市的英特尔® 物联网 RFP 就绪套件

智能交通

交通监控
ROSEEK 智能交通系统
智能摄像头开发套件

全球 ✔

载具计算
IEI IVS-300-ULT3-
QGW

全球 ✔  

安全城市/视频

视频监控

Crowdoptic Intersect 全球 ✔

IEI TANK 耐用型监控 
解决方案

全球 ✔  

解决方案 英特尔® 技术

用例 解决方案名称
合作伙伴

焦点
边缘 网络/连接 数据中心 存储 FPGA AI 加速器 OpenVINO™

环境监控

智能农业 Nexcom 智能农业 全球 ✔ ✔     

智能零售

智能自动售货
Aaeon 智能自动售货
套件

全球 ✔

零售分析

阅面科技 FX 智能摄像
头模块

全球 ✔

Advantech UShop 商
店客流分析

全球 ✔

Nexcom 智能自助订购
信息亭

全球 ✔

仓库管理
ARBOR Retail and 
Graphic Order 终端解
决方案

全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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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家庭

智能家居套件 ECS 智能家居 全球 ✔ ✔     ✔

智能楼宇

能源监控 ECS 智能楼宇套件 全球 ✔     

智能工厂/工业

机器视觉

ROSEEK 工业机器视觉
智能摄像头

全球 ✔

面向智能制造的 JWIPC 
AI 就绪型视觉套件

中国 ✔ ✔

FutureRobot 智能摄
像头

中国 ✔ ✔

ADLINK 智能摄像头 全球 ✔

工厂运营 Advantech iFactory 全球 ✔

预测性维护

Nexcom 预测性诊断
维护

全球 ✔

ADLINK MCM-100 全球 ✔

工业连接

HPE 和 Softing 的工业
物联网入门套件 

全球 ✔

Blutech Machinelink 
物联网解决方案

全球 ✔

工业洞察
Nebbiolo 工业边缘
洞察

全球 ✔

工业机器人

Nexcom MiniBOT 教育
机器人套件

全球 ✔ ✔

Nexcom 机器人人工智
能视觉套件

全球 ✔ ✔

智能零售（续）

视觉显示屏

BOE 全新零售自动售货
机套件

全球 ✔   

Avalue 交互式数字标牌 全球 ✔   

Avalue 交互式智能货架 全球 ✔ ✔   

Seneca 和 Navori 数字
标牌捆绑包

全球 ✔   

XOGO Mini 4k 数字
标牌

全球 ✔   

Advantech UShop  
智能数字标牌

全球 ✔   

Advantech UShop 
Intelligent eMenu 
Board

全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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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场就绪解决方案聚焦

解决方案聚焦

智能交通

大华智能交通管理解决方案

大华智能交通管理解决方案旨在提供出行者信

息，提高交通系统的安全性和效率，包括交通

违章执法、道路交通流量监控和交通信号控制

系统。该系统被证明可以挽救生命，广泛部署

于全球各地的城市。交通执法系统有助于提高

司机的守法驾驶意识，从罚款中获得额外收入

可帮助建立可持续、可扩展和维护良好的执法

系统。该系统可以检测多种交通违规行为，帮助提高道路通行效率和安全性。

解决方案聚焦

安全城市/视频

大华安全城市解决方案

大华提供了一种综合的安全城市解决方案，其具

备智能威胁检测、快速应急响应和有效犯罪调查

等功能。全球的城镇化趋势要求城市为人们的日

常生活提供更大便利。然而，更大的责任带来了

更大的挑战，现代城市面临着各种损害城市发展

的安全威胁。大华安全城市解决方案可通过人脸

识别和车牌识别（LPR）实施智能威胁检测，通

过超变焦和全景视角更高效地捕捉更多细节，通过热感检测有效感测目标，通过移动执法和综合管理实现

快速应急响应，并通过可疑目标搜索和路径跟踪提高犯罪调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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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聚焦

安全城市/视频

信步动态人脸识别闸机布

控解决方案

信步动态人脸识别闸机布控解决

方案为不同的数字安全应用提供了高精度和低延迟的识别。该解决方案将人脸识别主机用作边缘设备，通

过连接 IP 摄像头采集人脸图像。人脸识别主机采用英特尔® 酷睿™ 技术，使用人脸识别算法程序在边缘

实时进行人脸检测和识别，并支持闸机布控和早期预警。人脸识别主机由智能人脸识别服务器系统统一管

理，该系统可通过网络远程更新边缘人脸数据库，并将人脸数据转发到云平台以供存储和搜索。

解决方案聚焦

安全城市/视频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ore Intelligent More Secure for 

Airport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ore Intelligent More 

Secure for Airport 解决方案通过有效管理车辆、乘客和行李，提供对机场入口道路到机场周边的保护。

鱼眼、全景和热感高清监控摄像头拥有在完全黑暗中监控、检测异常热源和捕捉 360 度或更广阔的全景图

等增强的监控能力，可提高整个机场的可见性。通过使用多功能摄像头和深度学习人工智能，机场可使用智

能分析对进入机场的车辆、乘客和行李进行识别和分类，以便执行全面的威胁检测。

解决方案聚焦

健康

DSPIC 智能健康管理解决方案

DSIPC 智能健康管理基于英特尔® 技术，是面向医疗服务提供商的一体化

医疗检查解决方案。K 系列将高清摄像头、扬声器、打印机、双显示器、各

种身体检查模块（如体重、身高、体温、身体成分、血压、血糖、心电、

血氧等），以及英特尔® 架构主板集成到一个基于 ColorMED 技术的可移

动的手术平台中，包括健康评估软件和智能健康云服务。借助健康评估软

件和智能健康云服务，该解决方案可简化医疗服务和帮助应对困扰整个行

业的医疗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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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聚焦

智能零售

升腾智能银行解决方案

升腾智能银行解决方案基于瘦客户机和智能终端。通过集成人工智能、生物特征识别、可信计算、大数据和

云计算等技术，该解决方案能够整合设备与多样化定制服务，满足银行、保险公司、政府和运营商的创新需

求。升腾管理系统还提供了云平台、数据中心、前端设备和台式机系统的优化。

解决方案聚焦

智能零售

Giada/Shutuo 智能数字标牌

Giada 的一整套产品可支持广泛的多媒体信息系

统，完全兼容所有媒体信息。Giada 提供 x86 架

构，支持 Windows 和 Android 系统，具有高性能和静音设计。所有产品均采用自主知识产权 JAHC（无

人值守）技术，可实现全方位管理，能够完全满足市场对高性能、低能耗的需求。

解决方案聚焦

教育

神州数码 Class Access to ICTs

神州数码 Class Access 解决方案将用于帮助中国几乎

所有的中小学能够用到信息通信技术（ICT）。Class 

Access to ICTs 是一种系统，可帮助分享教育资源，帮

助向不同地区的中小学提供远程课程。主要的硬件产品是电子白板 AIO，它可与教育资源云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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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聚焦

教育

神州数码电子书包 

解决方案

神州数码电子书包解决方案采用

英特尔技术和其他多种独创性技术，可提供真正的 “云课堂” 体验。电子书包可帮助学生完成老师布置的学

习任务和智能课程。备课 AIO 支持教师更加轻松地开发课程、监控学生学习进度和远程交流。最后，教育

资源云是一个中心枢纽，支持轻松访问所有教学资源。

解决方案聚焦

教育

智微智能 iLearn 远程互动课堂解决方案

JWIPC iLearn Interactive Remote Class Solution* 采用英特尔技术，借助高效、灵活和可靠的互动视频

解决方案可满足用户对优质网络教育的需求。JWIPC 教育远程交互解决方案将教育白板用作连接前端摄像

头的显示终端，可跟踪机器和云/数据中心。该解决方案将音视频同步传输技术与大数据分析相结合，通过

网络通信将不同地区的课堂连接起来。教师可向多个地点的学生授课并与其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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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聚焦

智能办公室

Newline TRUTOUCH X 系列

TRUTOUCH X 系列是唯一一款采用 Newline TRUFlat 技术的交互式显示器，集先进技术和时尚优雅的外形

于一身，令人印象深刻。该显示器支持参加会议的所有人分享语音、视频、数据和注释等内容，畅快互动。

数字白板配有可提供最舒适书写体验的触控屏，可帮助与会者轻松记笔记，一键分享信息。

解决方案聚焦

智能工厂/工业

海康威视智能仓库管理解决方案（iWMS）

iWMS 将机器人系统用作实施介质并集成了各种仓库优化技术，可随机存放材料，提升存储空间的利用率，

同时实时动态调整冷热区域中的材料，以提升出库效率。通过分析历史运营数据，iWMS 可明确材料之间

的关系，制定合适的入库策略以提升出库效率。此外，它可连接视频监控系统，实时动态监控现场运营状

况。iWMS 具备出色的可靠性和兼容性，可集成企业 ERP 系统的所有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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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聚焦

智能工厂/工业

神州数码 iSESOL 智能制造解决方案

iSESOL 智能制造解决方案可帮助工厂实现智能管理，收集重要的制造数据。该解决方案包括面向工厂的 

iSESOL BOX 和 iSESOL 云服务。每个计算机数控车床连接至 iSESOL BOX，帮助工厂经理制定最合适

的生产时间表，同时监控每个计算机数控车床的寿命状态，以简化维护工作。

解决方案聚焦

智能工厂/工业

Inovance Micro 智能工厂

Inovance Micro 智能工厂提供了从机

器和云端的完整架构。边缘计算平台

（AC810 系列，使用英特尔® 酷睿™ i5 系

列 x86 处理器）可用于连接互联设备和工业云。Inovance 云可用于分析现场和边缘的数据。该解决方案提

供实时数据、上传驱动层、执行层、控制层和信息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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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聚焦

能源监控和智能照明

华电智慧能源管理

华电智能能源管理是一款轻量级智能能源监控和管理解决方案，专为满足现代能源网和系统的需求而打

造。华电智能能源管理帮助企业和政府通过全面的集中式能源监控和管理实现价值。该解决方案可帮助经

理们使用 SegYun 云远程管理设备软件收集、查看和分析从边缘到云的资产数据。仅使用一台华电 SEK-

6460 终端设备，就可一次将能源数据上传至最多 5 个数据中心。使用单向加密数据传输和兼容 USB 密钥

身份验证的系统，该解决方案可帮助确保符合中国国家政府平台法规。经理们还可使用预测分析改进在线

能源监控管理和节能管理应用。

解决方案聚焦

能源监控和智能照明

SBS 端到端能效管理解决方案

SBS 智能网关收集行业现场数据并提供实时状态信息。然

后，SBS 边缘计算设备支持本地决策制定、数据预处理和过

滤并通过无线网络将数据上传至云平台。通过这种方式，解

决方案提供远程数据分析和控制。根据应用要求（如连接设

备的数量），可能需要使用边缘计算设备。对于诸如视频数

据处理的高端应用，将采用边缘计算设备。否则，智能网关足以满足应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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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P 就绪套件聚焦

智能交通

ROSEEK 智能交通系统智能摄像头开发

套件

重要特性

•	 交通系统：超速、收费、红灯、ANPR

•	 机器视觉：HALCON/OpenCV

•	 安全性：面部识别、人数统计

•	 工业等级：约 40-80C 无风扇耐用型全金属外壳

RFP 就绪套件聚焦

智能照明

IP3 智能照明模块

重要特性

•	 LoRA Mesh，BT（20m）

•	 GPS 定位

•	 远程监控/控制

•	 智能报警

•	 PWR < 1W

RFP 就绪套件聚焦

智能零售

阅面科技 FX 智能摄像头模块

重要特性

•	 面部识别

•	 人数统计（统计最多 15 人）

•	 38X38 毫米紧凑型兼容外形

•	 低功耗（3W-），包括 200 万兆摄像头，具备出色

的散热机械设计

中国物联网 RFP 就绪套件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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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P 就绪套件聚焦

智能零售

BOE 全新零售自动售货机套件

重要特性

•	 ADSDS 面板：透明的显示窗

•	 面部识别、用户交互和广告分发

•	 多点触控屏

RFP 就绪套件聚焦

智能工业

ROSEEK 工业机器视觉智能摄像头

重要特性

•	 表面检测、高精度测量

•	 OCR、条码/二维码识别

•	 匹配、分类

•	 工业等级：约 40-80C

•	 支持连接其他 USB2.0 或 GigE 摄像头

RFP 就绪套件聚焦

智能工业

面向智能制造的 JWIPC AI 就绪型视觉 

套件

重要特性

•	 工厂计算机视觉分析

•	 预测性维护

•	 集成了英特尔® OpenVINO® MediaSDK®

•	 缺陷检测

•	 坚固耐用的无风扇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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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P 就绪套件聚焦

智能工业

FutureRobot 智能摄像头

重要特性

•	 传感器：OV9281 1MP，具有 MIPI CSI

•	 视频捕捉、图像处理和视频分析

•	 IF/：GbE、USB2.0、RS232

•	 IP67 耐用型外壳

•	 0~50C 商用级



39

立即开始
城市创新已经开始
通过战略创新和转型引领城市发展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对未来的经济增长、公民参与和城市服务交付至关重要。

制定和执行智慧城市战略既不简单，也并非没有风险。然而，城市领导者可以通过将城市社区转变为智慧城市

来实现重大利益。从何着手？您如何知道哪些城市服务最有可能创造最有价值的成果和利益？

利用与世界各地许多政府和城市合作的经验，英特尔将正确的组织和公司聚集在一起，创建城市领导者可用于

启动智慧城市规划的必要构建模块。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和明确的优先事项是构建智慧城市计划的重要起点。但

是，要成功地推动经济增长、改善环境管理并为公民提供创造更优越的生活质量，您还需要一套得到充分支持

的政策、良好的治理体系和有效的方法来实施智能计划、评估绩效并确保持续改进。

当你开始认识到有必要推进城市转型时，你可能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发现，城市领导者在开始有关

城市转型的讨论时面临着类似的挑战，包括： 

五大挑战

技术 

我们该怎么办？

• 最大机遇：数据

驱动型决策

• 最大困惑：如何

跨环境实施

• 忧虑：隐私和网

络安全

融资 
我们如何支付相

关费用？

公私合作日益成

为共识

政策 
如何进行监管？

释放机遇，同时

保护市民安全

利益相关
方参与 

如何开展合作？

• 必须尽早参与

• 与所有人一起

规划，以便

为所有人进行

构建

治理 
如何进行组织？

• 谁领头？ 

谁拥有所有权

和负责管理？

• 如何打破孤

岛？

英特尔积极响应政府的重要计划，包括发挥中国商业园区和智能社区样板作用的指导方针（帮助各类城市推

进技术转型）。中国的商业园区需努力成为区域经济增长引擎，同时对各种新政策、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先

行先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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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城市期盼这些园区在试验创新型绿色基础设施方面能够取得可推广的成果。商业园区一般会配备全面、可

靠且成本效益出色的基础设施服务，以形成核心优势，需主动作为，积极设计和开发新技术和服务。

得益于简化的政务模式，中国的商业园区相比地方政府可更独立、更高效地做出有关各种基础设施开发和运营

的决策。商业园区还能更好地开展协作，确保不同类型的基础设施服务协同运转。

智慧城市规划方法
在制定智慧城市计划时，城市应首先思考如何分阶段推进转型之旅：

评估 — 根据你将用来量化成功的关键绩效指标，创建一个清晰的城市现状快照。哪些有效？哪些需要开展针对

性的工作？

愿景 — 明确希望实现的最终成果，即市民利益。这一愿景不应仅仅表现为技术成就，而应表现为技术所带来的

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的改进。必须在公民参与的情况下建立这一愿景，以实现更好、更多样化的建议、共识和

承诺。

项目计划 — 为智慧城市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制定 “蓝图”。可能包括以下总体规划：

•	 城市土地使用

•	 数字基础设施（通信和计算资源）

•	 数据收集

•	 交通

•	 商务贸易

•	 城市服务

里程碑 — 确定衡量进展的关键节点，分享经验教训，讨论修正路线图并加强工作力度。

指标 — 根据愿景发布量化成功的关键绩效指标。例如，碳足迹、平均通勤时间、宽带用户比例、能效成就、节

水成就、新企业形成、专利申请、学生毕业、人均医生和医院床位、在线城市服务百分比等。在某些情况下，

可以选择支持您计算投资回报的指标。

这仅仅是一个转型城市之旅的起点。在英特尔，我们相信，城市领导者可以通过确定明确的优先事项、鼓励利

益相关者积极参与、确保有条理的技术基础设施规划，同时实现正确的政策和治理，从而成功地改造城市。凭

借其核心技术解决方案和强大的合作伙伴生态系统，英特尔可以帮助您实现智慧城市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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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尔技术的特性和优势取决于系统配置，可能需要支持的硬件、软件或服务激活。实际性能可能因系统配置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任何计算机系统都无法提供
绝对的安全性。请联系您的系统制造商或零售商，或访问：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homepage.html，了解更多信息。

在特定系统中对组件性能进行特定测试。硬件、软件或配置的任何不同都会影响实际性能。当您考虑采购时，请查阅其他信息来源评估性能。如欲了解有关性
能及性能指标评测结果的更完整信息，请访问：http://www.intel.cn/content/www/cn/zh/benchmarks/intel-product-performance.html

优化声明：英特尔编译器针对英特尔微处理器的优化程度可能与针对非英特尔微处理器的优化程度不同。这些优化包括 SSE2、SSE3 和 SSSE3 指令集以及其
它优化。对于在非英特尔制造的微处理器上进行的优化，英特尔不对相应的可用性、功能或有效性提供担保。此产品中依赖于处理器的优化仅适用于英特尔微
处理器。某些不是专门面向英特尔微体系结构的优化保留专供英特尔微处理器使用。请参阅相应的产品用户和参考指南，以了解关于本通知涉及的特定指令集
的更多信息。

在性能测试过程中使用的软件及工作负载可能仅针对英特尔微处理器进行了性能优化。SYSmark* 和 MobileMark* 等性能测试使用特定的计算机系统、组件、
软件、操作和功能进行测量。上述任何要素的变动都有可能导致测试结果的变化。您应该参考其他信息和性能测试以帮助您全面评估您正在考虑的采购，包括
产品在与其他产品结合使用时的性能。更多信息请访问：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benchmarks/intel-product-performance.html 资料来
源：截止到 2017 年 8 月的英特尔测量结果。

英特尔编译器针对英特尔微处理器的优化程度可能与针对非英特尔微处理器的优化程度不同。这些优化包括 SSE2、SSE3 和 SSSE3 指令集以及其它优化。对于
在非英特尔制造的微处理器上进行的优化，英特尔不对相应的可用性、功能或有效性提供担保。此产品中依赖于处理器的优化仅适用于英特尔微处理器。某些不
是专门面向英特尔微体系结构的优化保留专供英特尔微处理器使用。请参阅相应的产品用户和参考指南，以了解关于本通知涉及的特定指令集的更多信息。

描述的成本降低方案旨在作为举例，说明指定的英特尔架构产品在特定环境和配置下，可能如何影响未来的成本和提供成本节省。环境各不相同。英特尔不保
证任何成本和成本的节约。

英特尔不控制或审计本文提及的第三方基准测试数据或网址。您应访问引用的网站，确认参考资料准确无误。

© 2019 英特尔公司版权所有。

英特尔、英特尔标识、Arria、Atom、凌动、Core、酷睿、Optane、傲腾、Movidius、Myriad、Nervana、Xeon 和至强是英特尔公司在美国和/或其他国家的
商标。

*其他的名称和品牌可能是其他所有者的资产。

2019 年 6 月

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

登录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homepage.html，详细了解英特尔

智慧城市解决方案。

让我们共同探索 
无限可能性

Qing Shan Xie Syamak Nazary Guanfang Z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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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瞻远瞩
...城市不仅要智慧、更要美好

从小做起
实施重大项目，释放无限机遇

快速行动
学习、调整、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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