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外物联网发展概况、趋势及典型应用 



物联网将衍生物脉关系和物脉资本 

物联网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高度集成和综合运用。它是基于社会、经济领

域的实际管理和应用需求，利用感知技术和智能装置对物理世界进行感知

识别，通过互联网、移动通信网等网络的传输互联，进行计算、处理和知

识挖掘，实现人与物、物与物信息交互和无缝链接，提升人对物理世界实

时控制、精确管理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从而实现生产生活的科学智能决

策。 

物  联  网 

互联网构建和发展人与人的崭新关系，形成了网络社会和虚拟的人际关系

网络的虚拟存在。物联网构建了物与物、物与人的新联系，强化了物与物

、物与人的联系，必将形成新的社会形态。“物联网”就是展示“物体信

息生命形态”的环境和平台，并且将这一生命形态与“物理实体生命形态

”动态的关联起来，进行对话和交互，由此形成“物脉关系”。 

物联网的发展通过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相互联接必将衍生出新

的社会价值体系，形成继人脉资本、网络资本之后的又一个新的价值模

型——“物脉资本”。 

物脉关系 

物脉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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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物联网产业市场规模 

到2011年末将有
2200万家用电表
将连入物联网中，
而这个数目将在
接下来的10年内
以每年50%的速
度迅速增长。 

 世界范围内应该有
3080万联网设备已
经投入这个领域应
用，大多数都用于
对车辆尤其是货车
的位置追踪，而且
这个数据可能将会
以每年27%的速度增
长。 

目前有2060万联
网设备用于住宅
以及工业设施的
安保目的，预计
年均增长率为
37%。 

 将拥有150万联
网设备，设备数
量年均增长应该
基于20%到25%之
间。 

目前，全球物联网产业市场将呈现快速增长态势，预计2012年全球物联网市场规模或超过1700亿美元，
2015年将接近3500亿美元，年均增长率接近25%。目前全球物联网应用细节大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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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的由来与发展进程 

比尔盖茨在
《未来之路》一
书中提及物联网
概念 

国际电信联盟发布了《ITU互联网报
告2005物联网》报告，正式提出物联网
概念。 

IBM首席执行官彭明盛提出“智慧地球”构想，其中物联
网成为“智慧地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奥巴马在就知
演讲后对“智慧地球”构想提出积极回应，并提升到国家
级发展战略。 

温家宝在无锡视察中科院物联网技术研发中心时指出，要尽快
突破核心技术，把传感技术和TD的发展结合起来。 

物联网进入“十二五”规划，物联网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出台。 



物联网即“物物相联之网”,指通过射频识别（RFID）、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
系统、激光扫描器等信息传感设备，按约定的协议，把物与物，人与物进行智能
化连接，进行信息交换和通讯，以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的
一种新兴网络。物联网不是一种物理上独立存在的完整网络，而是架构在现有互
联网或下一代公网或专网基础上的联网应用（network）和通信能力，强调智能
应用。 

物联网是互联网和通信网的网络延伸与应用拓展，具有整合感知识别、传输互
联和计算处理等功能，是对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高度集成和综合运用。物联网通
过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将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互沟通向人与物、物与物扩展
延伸，它的应用为优化资源配置、加强科学管理、缓解资源能源约束提供了可
能，拓宽了道路。 

物联网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高度集成和综合运用。它是基于社会、经济领域的
实际管理和应用需求，利用感知技术和智能装置对物理世界进行感知识别，通
过互联网、移动通信网等网络的传输互联，进行计算、处理和知识挖掘，实现
人与物、物与物信息交互和无缝链接，提升人对物理世界实时控制、精确管理
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从而实现生产生活的科学智能决策。 

业界 

官方 

国脉 

物联网概念解析 



物联网 

以物的信
息生命为
研究对象 

物的感
知网 

超级的镜
像动态虚
拟世界 

物：客观世界的物品，主要包括人、商品、地理环境等。 
联：通过互联网、通信网、电视网以及传感网等实现网络互联。 
网：首先，应和通讯介质无关，有线无线都可。其次，应和通信拓扑结构无关，总线、星型  
    均可。最后，只要能达到数据传输的目的即可。 

物联网本质特征分析 

物的信息
生命动态

链接 

物理实体
世界的技
术平台 

支配其物
理实体世
界的能力 



物联网技术体系 



物联网封闭空间示意 

标示 

感知技术 

执行机构 

反馈网络 

智能处理 

虚拟镜像 

足够的软件 

和数据空间 

承载网络 

形成物的信 

息生命形态 



物联网产业链 

物联网的产业链包括传感器和芯片、设备、网
络运营及服务、软件与应用开发和系统集成。
作为物联网“金字塔”的塔座，传感器将是整
个链条需求总量最大和最基础的环节。将整体
产业链按价值分类，硬件厂商的价值较小，占
产业价值大头的公司通常都集多种角色为一体，
以系统集成商的角色出现。l 物联网相关产业链价值分布情况 

http://www.m2mun.com/hy/201011251693.html


物联网产业图谱及产业链受益主体 



未来物联网重点应用 

监测、远程监控产品 

手机扫码 

无线数据采集 

农村安防产品 

居民一卡通产品 

监测、远程监控产品：国家环保部工业污染源监控工程
技术中心已正式成立，中心基于物联网技术，以建立完
整的工业污染源监控技术创新体系及构建工业污染源监
控的系统集成和工程化验证平台为目标。这说明环保物
联网应用大有可为。  

手机扫码：近年来，食品安全
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热点话题，
也是政府关注的话题。山东寿
光市某公司开发的蔬菜安全二
维码追溯系统，借助二维码追
溯系统，消费者购买乐义蔬菜
时，只需用手机扫码，即可随
时随地上网查询产品认证状况
等信息，并可及时举报虚假、
错误信息。  

无线数据采集：利用物联网技术嵌入企
业生产流程为企业的产品服务，是政府
推动提升企业管理流程的重要举措。利
用安装在机器内部的数据采集模块，把
采集到的各项信息，通过移动网络无线
传输到信息处理与应用系统，实现对车
辆的高灵敏度卫星定位、控制及运行参
数数据的传输和报警保护与“三遥”功
能。 

 

居民一卡通产品：由于“信息共享、集中
控制”的基本思想，一卡通被广泛应用于
各行各业，比如村民一卡通、校园一卡通、
企业一卡通、医保一卡通等。基于物联网
应用的智能一卡通产品将会在上述领域兴
起投资热点。 

农村安防产品：随着新农村建设的
发展，许多地区的农村安防建设也
驶入了发展快车道。虽然各地对农
村技防设施有所投入，但实际应用
效果并不十分理想。目前很多地方
的农村安防产品用的只是一些简单
的“电子狗”等防盗报警产品，由
于这些报警设施科技含量不高，质
量档次较低，因而跟不上日益发展
的治安形势的需要。这为物联网企
业利用高科技开发物联网农村安防
产品提供了机会。 

产品角度 

代表公司：灵动快拍、我查查 

代表公司：深圳汇海威视、厦门神州鹰 

代表公司：中科测控、天创达、节点通 

代表公司：善领科技、威科达 

代表公司：深圳卡联科技、北京智安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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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物联网应用与发展趋势 

欧美地区市场成熟，主要以汽车信息通信业务、自动抄表等的应用为主 

亚太地区主要关注企业信息化应用、环境监测和智能家居等领域，以中日韩为代表； 

中东和非洲物联网发展仅集中在少数国家（如以色列的车联网应用）， 

未来重点关注点在安全防护和军事上的应用。 



  后金融危机时代，

全球各国政府需
要新兴技术、新
的发展模式来提
升经济信心。 

  国外非常重视物

联网的具体应用，
如智能电网、智
慧交通、智慧食
品药品安全管理
等，其应用领域
不断扩大； 

产生背景 技术体系 应用领域 

传感技术、M2M技

术的快速发展为物

联网的产生及应用

打下了基础；国外

物联网技术水平较

高 

  据估计，2015年

全球物联网市场
规模将接近3500

亿美元，年均增
长率接近25%，

尤其欧美日韩等
国家把物联网作
为战略性新兴产
业大力发展，市
场规模不断扩大。 

市场规模 

国外物联网应用及产业发展概况 



国外物联网应用与发展趋势 

口号 现状（政策） 趋势 

欧 

盟 

2009年6月18日，欧盟委员会向欧盟议会、理事会等递交《欧盟物联
网行动计划》2009年9月15日，欧盟发布《欧盟物联网战略研究路线
图》，提出欧盟到2010、2015、2020三个阶段物联网研发路线图，并
提出物联网在航空航天、汽车、医药、能源等18个主要应用领域和识
别、数据处理、物联网架构等12个方面需要突破的关键技术。 

目前，除了进行大规模的研
发外，作为欧盟经济刺激计
划的一部分，欧盟物联网已
经在智能汽车、智能建筑等
领域进行应用，在民生领域
的物联网应用成为大势所趋。 

美 

国 

智慧 

地球 

 

2008年底，IBM向美国政府提出“智慧地球”战略，获得奥巴马的认
可。美国在物联网产业上的优势正在加强与扩大。国防部的“智能微
尘”（SMART 
DUST）、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全球网络研究环境”（GENI）等项目提
升了美国的创新能力；物联网已经开始在军事、工业、农业、环境监
测、建筑、医疗、空间和海洋探索等领域投入应用。 

美国物联网在工业、国防等
领域成为重点投入和发展方
向，其在争取继续完全控制
IPv6的同时在全球推行EPC标
准体系，力图主导全球物联
网发展。 

韩 

国 

U-Korea  

 

2004年，韩国提出为期十年的U-Korea战略，目标是“在全球最优的
泛在基础设施上，将韩国建设成全球第一个泛在社会”。2009年，
KCC通过了《基于IP的泛在传感器网基础设施构建基本规划》，将传
感器网 确定为新增长动力，据估算至2013年产业规模将达50万亿韩
元。2009年韩国出台了《物联网基础设施构建基本规划》，2010年，
韩国政府陆续出台了推动RFID发展相关政策。 

目前，韩国政府对移动互联
网与物联网的支撑力度明显
日趋增强，并在未来将智能
通信与RFID作为重点发展对
象。 

日 

本 

U-japan 

I-japan 

2004年日本政府在两期E-Japan战略目标均提前完成的基础上，提出
了“U-Japan”战略，物联网包含在泛在网的概念之中，并服务于U-
Japan及后续的信息化战略。通过这些战略，日本开始推广物联网在
电网、远程监测、智能家居、汽车联网和灾难应对等方面的应用。 

日本针对本国具体特点，在
物联网战略方面在未来将侧
重对灾害防护及移动支付等
的发展。 



美国物联网应用概况 

政府投资于诸
如智能铁路、
智能高速公路、
智能电网等基
础设施，能够
刺激短期经济
增长，创造大
量的就业岗位； 

新一代的智能
基础设施将为
未来的科技创
新开拓巨大的
空间，有利于
增强国家的长
期竞争力； 

能够提高对
于有限的资
源与环境的
利用率，有
助于资源和
环境保护； 

计划的实施
将能建立必
要的信息基
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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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的嵌入式网络感知中心
实验室、网络嵌入系统
实验室等所做的努力。
另外，州立克利夫兰大
学(俄亥俄州)的移动计
算实验室在基 于IP的
移动网络和自组织网络
方面结合无线传感器网
络技术进行了研究。 

技术及标准的全球领先优势 

美国物联网应用概况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各
大知 名企业也都纷纷开
展了无线传感器网络的
研究。克尔斯博公司为
国际上率先进行无线传
感器网络研究的先驱，
它为全球超过2000所高
校以及上千家大型公司
提供 无线传感器解决方
案； 

人才及科研优势 



美国物联网应用概况 

典型应用 

智能微尘 智能电网 智慧物流 
智能微尘(smart dust)（2001，
国防部计划）是指具有电脑功
能的一种超微型传感器，它可
以探测周围诸多环境参数，能
够收集大量数据，进行适当计
算处理，然后利用双向无线通
信装置将这些信息 在相距1000
英尺的微尘器件间往来传送。
智能微尘的应用范围很广，除
了主要应用于军事领域外，还
可用于健康监控，环境监控，医
疗等许多方面。 

物联网技术在传感技术、
电网通信整合、安全技术
和先进控制方法等关键技
术领域助力美国新一代智
能电网的建设，使配电系
统进入计算机智能化控制
的时代，以美国的可再生
能源为基础，实现美国发
电、输电、配电和用电体
系的优化管理。 

大型零售企业沃尔玛，拥
有全美最大的送货车队，
车辆全部安装了综合了 
GPS卫星定位、移动通讯
网络等功能的车载终端，
调度中心可实时掌握车辆
及货物的情况高效利用物
流资源设施，使沃尔玛的
配送成本仅占销售额的２
%，远低于同行高达10%甚
至20%的物流成本。 



欧洲物联网战略研究路线图及行动计划 



欧洲物联网战略研究路线图及行动计划 

《欧盟物联网行动计划》： 

政府管理、隐私及数据保护、
“芯片沉默”的权利、潜在危
险、关键资源标准化、研究公
私合作、创新管理机制、国际
对话、环境问题、统计数据、
进展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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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电表： 
荷兰试点以智能电表为主的
能量管理系统，监测家庭内
的能源消耗总量并详细记录
每个电器用电量与开关时长。
并且，这个能量管理系统与
物联网相连，住户即使出门
在外也可以通过电脑及智能
手机查看家里所有电器及燃
气设备的工作情况、调用能
量消耗账单并能远程开启或
关闭这些设备。 

城市农业： 
荷兰阿姆斯特丹对城市建筑有
另一个层面的应用，即利用城
市内废弃建筑的多层结构提高
种植面积，并利用物联网的感
知与智能技术就地改造建筑内
的LED照明设备与供水排水管
道，形成自动根据天气条件补
充光照与水分的城市农业。 

药品流通追溯： 
欧盟成员国在药品物流中将物联
网中RFID技术与互联网验证平台
相结合，确保药品在到达患者前
均可得到认证，减少制假、欺诈
以及分发中的错误。 

智能交通： 
瑞典在解决交通拥挤问
题时，通过使用RFID技
术、激光扫描、自动拍
照和自由车流路边系统，
自动检测标识车辆，向
工作进出市中心的车辆
收取费用。 

智能电网：欧盟计划通过智能电网技术将
风电、光电等可再生能源电力融入欧洲电网，
并计划在2010年至2018年间对智能电网进行
约20亿欧元的投资。 

欧盟物联网应用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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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主要国家物联网应用概况 

英国：建设与世界最大的风电农场相配套的智能电网；利用微型物联网传感设备远程监控、检查、
诊断病人体征的智慧医疗；计划在2019年前为英国3000万处住宅及商业建筑物安装5300万台智能电
表。 

德国：综合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传感技术与新能源开发，智能汽车、智能
交通、智能电网三项物联网应用项目互助并举；智能建筑等。 

法国：则计划从2012年1月起将所有新
装电表更换为智能电表，建设智能电网项
目。 

荷兰：以智能电表为主的能量管理系统；综合光电与风电的智能
电网；城市农业等。 

瑞典：智能汽车；通过使用RFID技术、激光扫描、自动拍照和自由车流
路边系统，自动检测标识车辆以控制交通拥堵的智能交通。 

西班牙：西班牙南部城市PuertoReal开
展智能城市项目试点，包括智能发电(分
布式发电)、智能化电力交易、智能化电
网、智能化计量、智能化家庭等。 



日本物联网应用概况 

2004 

2009年3月 

2009年7月 

日本政府在两期E-Japan战略目标均提前完成的基础上，提出了“U-
Japan”战略，物联网包含在泛在网的概念之中，并服务于U-Japan及后
续的信息化战略。通过这些战略，日本开始推广物联网在电网、远程监
测、智能家居、汽车联网和灾难应对等方面的应用。 

提出“数字日本创新计划”。 

日本更进一步提出“i-Japan战略2015”将物联网提升为国家战略建设重
点，旨在到2015年实现以人为本，“安心且充满活力的数字化社会”，让
数字信息技术如同空气和水一般融入每一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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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韩国提出为期十年的
U-Korea战略，目标
是“在全球最优的
泛在基础设施上，
将韩国建设成全球
第一个泛在社会”。 

2009年 2004年 

 韩国出台了《物联网
基础设施构建基本
规划》 

 韩国政府陆续出台了
推动RFID发展相关
政策。 

韩国物联网应用概况 



三、国内物联网的发展概况及趋势 一、物联网的内涵及产业体系 

四、国内物联网企业业务发展概况及商业模式分析 

二、国外物联网的发展概况、趋势及重点应用 

目录 



国内物联网发展总体背景分析 

P/政治 E/经济 

S/社会 T/技术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
“大力发展战略性新
兴产业”，温家宝总
理提出“感知中国”，
十二五规划将物联网
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
物联网专项资金扶持
政策出台。 

 

金融危机的影响；产

业结构调整及经济发

展方式转型升级；物

联网产业发展带来产

业集聚效应；各地产

业园区如雨后春笋出

现。 

 

中国互联网发展迅猛，
网民数量全球第一，
奠定物联网发展基础；
用户需求刺激，物联
网各项应用潜在市场
巨大；城市的发展需
要物联网相关技术及
应用来辅助政府管理。 

在无线智能传感器网络通

信技术、微型传感器、传

感器终端机和移动基站等

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标准

方面与德、美、韩一起成

为国际标准制定的主导国

之一；在通信、网络等领

域申请了大量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技术专利。  



中国物联网战略规划 

智能电网 智能交通 智能物流 智能家居 
环境与 

安全检测 

工业与 

自动化控制 
医疗健康 精细农牧业 

金融与 

服务业 
国防军事 

传感器 系统和试验检测 
芯片、中间件 

集成模块及设备 

工程实施、服务 

开发及系统运维 

100亿元 700亿元 600亿元 600亿元 

十
大
应
用
领
域 

四
大
核
心
技
术 

建成50个面向物联网应用的示范工程 

形成5-10个物联网示范城市 

核心技术的产业规模达到2000亿元 

2
0

1
5

产
业
目
标 

——数据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 

工信部披露的公开信息显示，中国物联网在十二五期间将重点发展十大应用领
域、四大核心技术，并希望在2015年形成核心技术2000亿的产业规模。 



国家对物联网发展的政策扶持情况 

国家中长期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划 
物联网国家政策 

物联网国家专项资金扶持政策 

关于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有关意见 

国家物联网十二五发展规划（初稿） 

信息产业科技发展“十一五”计划 

和2020年中长期规划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 

涉及到的物联网相关产业有：重点规
划电子信息产业、新材料产业、新能
源产业等高技术制造业，以电信业、
网络产业、数字内容产业等为内容的
高技术服务业。 

重点培育信息、新材料、新能源、节能
环保和新能源汽车等产业。 

重点发展智慧城市、智能装备、智能制造
及机器人。 

对产业园区、创新企业及产业联盟进行
扶持。 

发展重点：集成电路技术、软件技术、网络和通
信技术、计算机技术、存储技术、网络和信息安
全技术、光电子技术、信息技术应用、导航技术、
遥测技术、遥控技术、遥感技术等。 

发展目标：到2015年实现产值1万亿元，
建设5-8个国家级物联网产业园区，形
成合理的产业体系和完整的产业链条。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10年与201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分别指出：加快物联网技术研发，
推进物联网示范应用。 

——特定数据来源：国脉互联内部消息 



2011年物联网发展专项资金支持范围 

重点支持智能传感器、超高频和微波
RFID、传感器网络和节点等感知技术，
物联网应用中间件、嵌入式系统、海量
数据存储与处理等应用技术，物联网信
息安全、标识编码、频谱等共性技术的
研发。 

重点支持传感器、二维条码识读设备、
M2M设备、传感器网络通信模块/节点/
网关、应用软件、信息安全等关键产品
的中试和规模化生产。 

支持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改造传统工
业流程、促进安全生产和节能减排的工
业行业应用示范，以及在公共安全、公
共服务、社会信息化等社会管理领域中
的应用示范。 

支持物联网总体架构、接口、协同信
息处理等基础和共性技术标准的研制
；支持物联网共性技术服务平台及综
合信息服务平台建设。  



国内物联网产业发展总体现状 

物联网重点产业地域分布（RFID\传感器） 

优势产业 

中国物联网产业规模现状及预测 

均势产业 弱势产业 起步产业 

传感器 

RFID 

高端软件 

与集成服务 

仪器仪表 

嵌入式系统 

软件&集成 

网络通信等 
物联网相关 

设备与服务 

中国物联网产业领域发展现状 

——数据来源：国脉互联 



各省市物联网产业发展规划 

嘉兴市无线传感网络产业发展规划（2010～2020年） 

上海推进物联网产业发展行动方案(2010－2012年) 

江苏省物联网产业发展规划纲要（2009－2012年） 

福建省加快物联网发展行动方案（2010～2012年） 

成都市物联网产业发展规划（2010－2012） 

无锡市物联网产业发展规划纲要（2010—2015年） 

杭州市物联网产业发展规划（2010-2015年） 

双流县物联网产业发展规划（2010-2012年） 

山东省物联网产业发展规划纲要(2011—2015) 

徐州市物联网产业发展规划纲要（2010-2012） 

浙江省物联网产业发展规划（2010—2015年） 

青岛市物联网应用和产业发展行动方案 

陕西省“十二五”物联网产业发展专项规划 

东中西分部不均 

缺乏长远规划 

地方特色不够明显 



当前物联网行业应用概况 



智慧政务的内涵 

内涵 

目标：充分借助于互联网、物联网
、云计算等信息技术，通过感知、
整合、分析及智能化响应等方式，
真正实现政府各部门的信息共享及
业务协同，为社会各机构及公众等
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 

      内涵：智慧政务是指政

府机构运用现代网络通信、计

算机技术、物联网技术等，将

政府管理和服务职能通过资源

的整合优化，实现公共管理高

效精准、公共服务便捷惠民、

社会综合效益显著的一种全新

政务运营模式。 
核心：是资源整合、信息共享，关键是体
制机制的创新，通过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
及管理服务理念的发展，不断提高政府服
务的智慧化水平，为智慧城市的建设发展
提供支撑； 



智慧政务的应用 

1 
     通过政务云、政务数据交换平台及完善的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
实现跨部门的信息共享与资源整合，建立一体化的政务资源体系。 

  3 

      通过整合政府门户网站、呼叫中心等相关政务服务资源，实现政府、
企业和公众随时随地通过互联网、电话、移动终端等多种渠道获取一致
与整合的政务服务。 

      通过资源共享及流程整合，完善政务服务监管渠道，为企业、社会
其它机构和公众等提供一站式服务，实现足不出户就可以随时随地办理
相关业务。 

  2 

  4 
      通过建立完善的信息采集系统，利用强大的数据挖掘、加工处理等
海量数据计算手段，以及科学的智能分析协同决策系统，实现政府科学、
智能决策等。 



智慧交通的内涵 

Diagram 
 2 

    智慧交通是以互联网、物联网等信
息技术为基础，通过感知化、互联化、
智能化的方式，形成以交通信息网络完
善、运输装备智能、运输效率和服务水
平高为主要特征的现代交通发展新模式
。 
  

     是通过信息资源的自动整合
与智能共享，具有高度的分析与
预测能力，实现交通运输的便捷
、安全、经济、高效，为城市运
营及经济发展提供支撑。 

  

    智慧交通是充分利用信息通
信技术，通过人、运输装备与交
通网络之间相互感知、智能互动
，达到一种完全自动、合理、高
效的交通管理服务状态，实现交
通运输效率最高、交通资源效益
最大化。 

  

Diagram 
 2 

1内涵  

2核心 3本质 



交通信息网络：交通设施与交通
装备的信息采集及网络传输装备
布局，如传感器、GPS等；构建
动态化、全覆盖的交通信息网络 

动态车辆的智慧化管理与服务：通过高度智能化、
一体化的交通管理系统，实现动态交通系统的智能
、安全管理，以及交通车辆的自我合理流动等，如
智能交通监控与管理系统、智能停车与诱导系统、
智能公交系统、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应急处理系
统、综合信息平台与服务系统等 

静态车辆的智慧化管理与
服务：通过物联网技术的
应用，从规划、建设、经
营、管理等方面加强停车
问题的管理与服务，实现
静态车辆的高效管理及人
性化服务 

智慧交通建设与应用 



中国电信智能交通 

智能交通应用解决方案主要基于卫星定位（GPS）、无线数据通信

（CDMA）、地理信息系统(GIS)、RFID、传感器等物联网技术，为客

户提供车辆当前位置、图像、视频及行驶状态等实时信息，综合政

企行业客户现有IT系统和资源，有效满足其对车队监控、调度和管

理等相关业务需求。 

中国电信智能交通平台涉及行业广泛，涵盖城
市公交、出租车、长途客运、物流货运以及金
融、保险、公安、环卫等其他政企行业客户车
队的车辆管理需求。除了有交通行业通用的标
准功能外，智能交通平台针对各个行业也开发
了各个行业版的相关功能模块。 



中国电信智能交通 

智能交通系统（简称ITS: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 ）是指将先进的信息技术、数据通讯传输技术、电子控
制技术以及计算机处理技术等高新技术有效地运用于整个交通管理体系，使人、车、路密切地配合、和谐地统一，从而建
立起的一种在大范围内、全方位发挥作用的实时、准确、高效的交通综合管理系统。 

交通诱导 掌上交通 应急指挥 

线网规划 

决策分析 

广告服务 智慧调度 公交ERP 

翼机通 

全球眼 

图像

识别 

CAN

总线 
RFI
D 

GIS 
红外

感应 

定位

技术 

中国电信智能交通平台  

物联网 
互联网 

公共交通 

信息化系统 

多媒体信息 

发布系统 

公交线网 

规划系统 

交通应急 

指挥系统 

运营决策 

分析系统 

数据仓储 

系统 



应用 核心 

定义 

智慧安全的内涵及应用 

智慧安全以互联网、物联网为基
础，通过城市安全信息的全面感
知、各子系统间协同运作、资源
共享，以建立统一的公共安全系
统及应急处理机制，实现对公共
安全的应急联动、统一调度、统
一指挥，达到对公共安全的智慧
化管理。 

通过信息技术的广泛
应用及体制机制的创
新，实现智慧化的预
测、监测及有效的安
全隐患避免。例如，
通过摄像头、传感器、
RFID等传感设备在城
市重要部位和关键节
点的安装布局，加强
对城市安全信息的采
集、处理，实现实时
动态化的监测、预测，
并有效避免安全隐患。 

是通过信息
的整合、加
工处理，实
现有效的预
测、预警，
并通过资源
整合与联动，
实现高效、
智能化的应
急处理。 



案例：北京市朝阳区一氧化碳预警系统 

• 通过在房屋内安装监控探测器

和无线传输模块，对空气中的

一氧化碳浓度进行24小时实时

监控。 

• 2010年春节期间，各监控中心

共收到一氧化碳浓度超标报警

信息194例，所有报警全部按

照既定流程进行了及时处置。  

一氧化碳中毒及火灾事故技防体系   

无线专网 

无线CO 
传感终端 

无线CO传感终端 

无线传感器网络，确保实时监控 

多级预警机制确保人民群众的生

命安全。 

采用区、乡、用户各三分之一承

担系统建设费用 

产业规模可观 
本地CO中毒无线防控管理平台 

运营公司的呼叫中心 

村流官办值班室 

乡综合管理指挥中心 

租户 

亲戚朋友 

村巡防队 

乡流管办 

解
决
方
案 

运
行
机
制 

无线CO传感终端 
无线CO传感终端 

无线CO传感终端 



智慧健康保障的内涵 

智慧健康保障 

内涵 

基础 

关键 

核心 

以互联网、物联网等信息技术为基础，通过感知化
、互联化、智能化的方式，形成以健康信息健全完
善、医疗资源充分共享、医疗流程科学高效、服务
手段高端智能的健康保障新模式 

是形成以市民健康档案为核心的一体化服务 

是增强人们的健康保障理念，形成人性化、
智慧化的健康保障模式，不断提高人们的健
康水平 

是健康保障信息的共享及医疗资源的整合，提
高健康医疗服务水平和效率 



智慧健康保障的建设 

形成以市民健康档
案为核心的一体化
服务，记录一个人
从生到死的健康变
化、疾病情况与治
疗处方等信息，实
现更大范围的医疗
健康信息共享。 

通过建立包括医疗、
设备、药品、人员与
管理等方面信息的公
共卫生系统，实现医
疗信息共享与资源充
分整合，从而为公众
提供全面智能化、便
捷化的健康医疗服务 

通过医疗资源整合，
加强疾病控制、医疗
救治、卫生监督等医
疗体系的信息共享及
业务协同，提高对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监
测、预警、智能决策
及应急处置能力 

智慧健康保障的建设与应用 

通过健康保障社区化
、家庭化发展，实现
对患者在家庭的视讯
医疗，对慢性病及老
幼病患进行远程照护
，对智障、残疾、传
染病等特殊群体实现
健康监测 



医疗机构和医生可以通过健康管理支撑平台获知患者信息，并通过网络提供建议和意见。同时医疗机构和企业也可以通过平台查看医学趋势及相关
治疗情况。 

医疗机构 医生 企业 
医疗保险
机构 

医疗机构或医生的建议 
趋势分析，新药开发， 

减少医疗费用负担 

自我身体检查及锻炼 

基于移动网络的信息发布新平台(社会化平台) 

健康管理支撑  

(记录病例/时间/地点及其他信息) 

为老人提供医疗服务、代谢综合征的预防 

 临床治疗 

Mobile 

Phone 

Mobile 

Phone 

体重计 

自助临床图 

血压计 

FeliCa 

健康手机 

二维码 

NFC 

网络注册/发表评论/提供信息/咨询... 建议/意见/统计信息... 

个人助理 

发送邮件 

智慧健康管理案例解析 



智慧教育文化内涵与应用 

应用 

      内涵        核心 

特点 

   智慧教育文化是指以互联网、
物联网、云计算等信息技术为
基础，通过感知化、互联化、
智能化的方式，实现以信息充
分共享、资源高度整合、模式
开放协作为核心的教育文化新
形态 

  智慧校园、智慧学习平台、
智慧图书馆等 

  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和多媒体化 

   是全面深入利用信息技
术，开发利用教育资源，
促进技术创新、知识创
新和创新成果的共享，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效
益，构建全面的文化教
育体系 



智慧社区服务内涵与应用 

智慧社区 

案例 

某市智慧社区
养老平台，主
要包括医疗急
救、医疗咨询、
家政服务、亲
情呼叫、手机
定位、远程监
控、信息化管
理等多种服务
项目等 

•内涵 

•本质 

  智慧社区服务是指以互联网、物联网等
信息技术为基础，通过感知化、网络化、
智能化为手段，建设为社区生活提供全
方位、多元化服务，确保社区生活环境
舒适、便捷、低碳与安全的智能化社区
服务体系 

  是通过对物联网相关软硬件设备的利用，实
现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的信息化与智能化，
保证社区服务资源与社区住户有机对接、合
理分配，实现社区服务提供者、管理者与社
区住户的互动沟通，构建社区健康与可持续
发展的智慧环境 



智慧社区内涵与运作原理 



国外物联网相关企业业务模式详解 

美国Sprint、法国Orange、美国Verizon、挪威Telenor 



美国Sprint公司物联网业务模式 

Sprint M2M的合作中心 

2010年10月，Sprint的合作中心建立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Burlingame市。包括Axeda，爱立信，英特尔，松下电器在内
的在各个工业领域知名的三十家大型企业以合作伙伴的身份加入Sprint的合作中心，协助Sprint开拓M2M市场业务。 

计算机 
摄像机 

电子广告牌 

路由器 

医疗器械 

远程传感器 

计量表 Axeda，爱立信，
英特尔，松下电器
等30家合作成员。 

其他电子设备 

Sprint 无线网络 

M2M网络生态圈 

在云计算、嵌入式计算、信息通讯处理，
硬件设备等技术领域进行整体的开发，提
出系统的解决方案推动M2M技术革新。  

合作伙伴取长补短
紧密合作 

客户在资源共享环境
中提出更精确的产品
需求 

Sprint更高效地开发
出M2M产品及服务，
并在市场推广 



Sprint M2M的控制中心 

2011年6月，Sprint宣布设立Sprint控制中心，这是一个集中的、安全的自助服务通道，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实体的控制中
心。这个控制中心设立的目的是为用户提供全新的服务模式，让用户可以通过这个控制中心直接掌控自己的M2M服务与
设备：用户可以通过网页安全接口或者应用程序编程接口访问Sprint控制中心连上M2M网络，然后直接控制自己的所有的
智能设备，而不再需要通过Sprint代理执行对设备的控制。  

网页安全接口 

 

应用程序接口 

M2M网络 智能设备 

•用户可以在任何可以连到网络的地点，方便与高效的运行、监控和更改设备的运行状态，不管是自动运行的设备还是正
在工作的设备。操作方式包括启动、暂停和关闭设备等，用户也可以预先设置条件让设备自动执行操作：例如设置一个
时间点让设备自动启动和关闭，或者让设备只响应某些特定的使用需求。 

 

 

•控制中心提供智能化的计费系统，让客户能实时的，清晰的掌握使用M2M设备与服务的费用支出情况，这样客户就可以
根据实际情况灵活的制订计划。 

 

 

•因为对M2M设备的使用与反馈都是直接、实时与透明的，所以客户可以根据Sprint控制中心提供的产品与服务使用报告
更有效的管理自己运作或使用M2M业务。这种完全将设备控制权还给客户的方式能使客户更放心和满意的使用Sprint定制
的M2M服务与产品满足自己的需求，并根据自己即时状态的与突发状况随时更改散布在各地的远程设备的运行状态。
Sprint是准备利用控制中心的服务优势为客户量身订做专业的外包服务，以此为卖点扩展其M2M业务市场。 

S
p

rin
t

控
制
中
心
的
功
能
及
特
点 

视频演示：http://m2m.sprint.com/news-resources/downloads-videos/videos/sprint-m2m-command-center-video.aspx 

美国Sprint公司物联网业务模式 

http://m2m.sprint.com/news-resources/downloads-videos/videos/sprint-m2m-command-center-video.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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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M成立于1957年，是一家国际公认汽车租赁品牌企业 

 

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和德国的机场拥有6000多个分店 

 

 

目前MRM系统已经在为超过400家企业客户服务 

客户需求 

• 实时的远程的了解旗下车辆的位置、
工作状态等等情报数据 

• 实时掌握每辆车的状态，确保车辆、
司机的安全，监察工作进度 

Sprint  方案 

• 将MRM系统的终端单元安装
于要监视的机动车辆上，
MRM终端通过Sprint的3G无
线网络将车辆运行数据传输给
中心服务器 

• 通过互联网实时传输数据（车
辆位置、工作状态等） 

结果与客户收益 

• 客户通过MRM控制中心能直接从
控制中心对每辆车发出指令，直接
高效的调度车辆运做。 

• 客户通过MRM系统还能查询车辆
数据，并进行时间和轨迹的回溯，
方便公司统计车辆工作情况与效率，
制订更好的管理计划 

Sprint案例介绍：车辆监控 



法国电信Orange公司物联网业务模式 

Orange M2M Connect 特性及概况 

M2M Connect是Orange提供给客户使用其M2M服务的平台，让用户通过网页界面与其M2M智能设备建立安全连接，直
接控制智能设备运作并实时反馈设备的运行情况等信息。 M2M Connect是能运行于国际业务的系统，只要在Orange 的
网络覆盖范围内，用户就可以随时随地通过M2M Connect与远程智能设备建立连接。 

简易用户界面 实时动态监控 

集中支持 

跨地域服务 

安全 M2M Connect 

特性 

M2M服务网络遍及欧洲：能有效支
持跨国M2M业务与商务活动。 

使远程控制操作简单快速，
易于上手。 

让用户可以测量设备的运作效率，快速
的发现、诊断、衡量和解决远程设备上
发生的问题。 

Orange提供经过严格
培训的顾问24小时提
供技术支持工作。 

所有通过互联网的数据都使用
128字节的超文本安全传输协议
进行加密传输。 



可靠的通信支持  

没有麻烦  

低成本  

国际覆盖率  

信息管理  

合作关系  

快速开展新业务  
1  

2  

4  

5  

6  

7  

3  

Orange M2M Connect 平台对企业开展M2M业务的支持优势  

M2M Connect保证M2M信息

传输的情况可直接通过网页
界面监控，具体可描述为： 

为统计与报告收集数据。 

查看收发信息的历史记录。 

查看在线的机器设备。 

控制数据的访问权限。 

错误报告。 

M2M Connect提供标准

的网络基础设施与网页
界面供用户使用，使用
户可以专心于拓展自己
的业务，而不用分神解
决复杂的M2M专业技术
问题。 

M2M Connect能使企业的
M2M业务快速简单的建立，
发展和维护，耗费的投资
成本相对较少。  

M2M Connect的基础架构使用户可
以利用Orange的无线网络在欧洲范
围内轻松连上M2M Connect平台使
用服务。  

M2M Connect的数据缓冲与存储设备能帮
用户保存重要信息，预防信息丢失。 

Orange与硬件提供商紧密合作以保证最好

的服务质量与设备兼容性（用户机器与
M2M Connect网络的兼容），系统中的任
何软硬件问题都会被第一时间处理解决，
保证系统的安全性，可靠性与高效性。  

Orange在M2M产品服务的设计与开发方面

有丰富的经验与牢固的基础，能简易快速
的为用户提供新的M2M产品服务。  

法国电信Orange公司物联网业务模式 



客户需求 

• 需要为它的21个分支结构，建设一个一个
简单，定制化的电信通讯解决方案 

• 需要能够对运输车辆在欧洲进行精确跟踪 

• 优化卡车的路径 

• 保证货物和人员的安全 

Orange 方案 

• 利用卡车的点烟器供电（可插拔），安装
车载通讯盒，利用GPS定位，数据通过
GPRS modem进行传输 

• 通过互联网实时传输数据（触发事件，定
位，路线等） 

结果与客户收益 

• 预算可控：没有初始投资，每个车载盒按
月固定收费，目前已经安装了1000个 

• 提高车辆跟踪的精度和可操作性，安全性 

• 优化了组织架构(定位系统允许在任一时段
对卡车路径进行优化） 

• GEFCO 是欧洲十大运输和物流公司之一 

• 在全球80个国家设有21个子公司 

• 50,000个客户 

• 每天52,000运输工具（车，船，飞机） 

• 9,400个雇员 

 

Orange面向客户提供完整解决方案，Data &Mobile提供精确地图，西门子和Kuantic提
供车载盒硬件设计 

法国电信Orange公司物联网业务模式 



美国Verizon公司物联网业务模式 

Verizon 与高通公司、沃丰达合作开发M2M平台概况 

2009.8 2009.7 2010.2 2011.3 

改名 
互补 

联盟 

平台 

面世 

•Verizon Wireless与高通公司
宣布成立一家以M2M业务为

主要市场的无线通信和智能
服务的合资公司。 

•为包括医疗健康、制造业、
公共事业、物流和消费类产
品在内的多个市场领域提供
服务。 

•合资公司暂时称为JV（Joint 

Venture,意为“合资”），位

于美国新泽西州的圣地亚哥
，Verizon Wireless与高通公

司各持有该公司的一半股份
。 

•Verizon Wireless和高通公
司将合资公司JV命名为
nPhase，这个名字来源于
高通公司于2006年收购的一
家主营M2M业务的公司。 

•nPhase的主营业务包括智

能电网，载具监控追踪等商
业服务。 

•沃达丰公司也宣布加入
Verizon Wireless、高通公
司与nPhase的联盟，共同
拓展M2M市场。 

•沃达丰的加入，使联盟的
无线网络与市场的覆盖范围
互相整合互补，能提出系统
的、全球化的M2M服务与解

决方案，吸引更多潜在的国
际客户，为联盟各方带来更
多利益与便利。 

•由沃达丰、高通、nPhase和
Verizon Wireless共同合作设
计开发的新的M2M应用程序
开发平台nPhase ONE面世。 

•nPhase ONE填补了这个商
业联盟在M2M产业链上的缺

失环节，硬件设备代工生产
商、应用程序开发商与企业
客户可以通过这个应用开发
平台沟通交流，制订更优秀
与合适的M2M产品。 

合资 



开放M2M应用开发团队的网站，
这个网站包括在线技术支持功能
与交流论坛； 

提供M2M应用与服务工具箱 

开发与测试环境 

应用教程 

点对点应用服务支持 

nPhase平台功能 

NPhase ONE主页： 

http://www.nphaseone.com/ 

http://www.nphaseone.com/
http://www.nphaseone.com/


Verizon案例介绍：无线支付 

●USAT成立于1992年，是国际公认的无线支付、小额交易
和网络服务的领先供应商。 

 

●USAT为多个行业提供无线支付技术，包括自动售货机、
酒店、洗衣房和能源管理等。 

●Verizon Wireless 与USA Technologies, Inc.（USAT）合作提出了基于M2M的远程无线非现金的支付
应用方案。这项方案将USAT的支付服务系统与Verizon的M2M技术结合，让用户可以用信用卡与借记卡
在自动售货机的无线销售点付款。 

 

●USAT有超过10万台设备已经配置了与Verizon的无线网络连接的M2M端口，这些设备的应用使USAT

在远程无线非现金的交易服务方面走在世界前列。这些设备将用于支持电话亭、自动售货机、数字成相
等服务项目的远程无线支付功能。USAT的总裁表示，通过应用M2M解决方案实现的远程无线非现金支
付系统，公司的顾客享受到了更加方便与优质的服务，远程无线销售设备的营业额显著增加。 



客户需求 

• 需要一个能对835000个瑞典家用电
表进行管理的方案 

• 设备，通讯系统，运营系统至少能
使用10年 

• 提高客户服务质量，提高企业品牌，
运营效率；通过新产品，新服务开
辟新的商业领域 

• 购买原则：从一个服务商购买服务
和标准化产品，同时需要服务商开
发特殊功能，并且维护 

Telenor 方案 

• 提供灵活的平台，能够运营多种终
端，支持多种AMM功能：远程互
联/断联，用电信息，预付费，负载
控制，故障预警 

• GPRS作为主要的通信方式实现双
向通信，PLC和宽带作为补充 

• 平台是技术的核心，所有仪表数据
在平台上传输和处理，再转发给
Fortum.。平台设有物理保障系统：
磁盘镜像，自动错误修复，双线路
连接，加密等 

• 2008年，71500个仪表终端已安装 

• 提供整套服务：项目管理，系统集
成，设备安装，售后支持和维护 

结果与客户收益 

• 创造了与客户进行更好交流的方式，
客户得到更多的信息，Fortum能够
给客户提供额外的服务：节能装置，
报警器，水和蒸汽仪表，温度控制
器，家庭能源管理，整体都符合节
能和降低CO2，提高客户忠诚度 

• 2007年开展客户调查，客户满意度
达到SKI历史最高值 

• 其他：简化管理，提高仪表数据准
确度，更安全用电等。通过分析数
据，Fortum更合理分配电网供电 

• Fortum Distribution 是Fortum Group的一个子公司 

• 北欧电力输送行业的领先者 

• 拥有区域的，和配电网络 

• 为北欧1.6M用户提供可靠，安全的电力传输 

 

挪威Telenor案例介绍：智能电表 



Beijing  

Tianjin  

Wuhan  

Shenzhen  

国内已有50多个城市
提出智慧城市建设，
并有28个城市出台具
体建设规划及行动方
案，将进一步推动物
联网的应用。 

Shanghai  

Guangzhou  

Xi an 

Chengdu 

Shenyang 

Changch

un 

Dalian 



当前我国物联网发展难点及对策 

技术 

标准 

安全 

要强化安全意识，把安全
放在首位。超前研究物联
网产业发展可能带来的安
全问题；加强法制和技术
手段建设；加快下一代网
络的建设和发展，积极研
究制定和推广应用我国自
主编码体系。  

要瞄准物联网发展方向，
按照国际标准和国内标准
同步的原则，加快完善我
国物联网标准体系；推动
产学研合作，积极参与国
际物联网标准制定。 

集中多方资源，突破核心
技术和重大关键共性技术；
协同开展物联网重大技术
攻关和应用集成创新，形
成更多更好的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产品与技术品牌。 

核心关键技术有待突破，在传感器、芯片、关键
设备制造、智能通信与控制、海量数据处理等核
心技术上，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 

 

物联网承载大量的国家经济
社会活动和战略性资源，因
而面临巨大的安全与隐私保
护挑战。 

标准比较分散、体系还不完善，
在国际上面临标识等关键资源和
核心标准的竞争 

 

难点 

对策 



三、国内物联网的发展概况及趋势 一、物联网的内涵及产业体系 

四、国内物联网企业业务发展概况及商业模式分析 

二、国外物联网的发展概况、趋势及重点应用 

目录 



公司名称 物联网相关业务及产品 物联网业务最新动态 

国家电网      坚强电网的组建、智能电网的建设等方面  

    2011年3月1日，750千伏延安智能变电站在陕西延安顺
利带电投运；2月17日，与菲律宾国家电网公司（NGCP）签
订了智能电网战略合作备忘录；2011年1月投入运行的首座
220千伏智能变电站-无锡市惠山区西泾变电站。 

清华同方 
    生产指纹系列等安全产品，CPU卡产品、一卡通产品、门
禁产品、RFID产品等智能卡产品 

    2011年8月，中标中国移动辽宁有限公司宜居通产品采
购项目；8月，中标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及其公共配套
设施项目。8月，中标福建省交通安全监管与应急平台软件
建设项目。7月，参与“智慧桂林”。 

神州数码    企业、公共卫生、医疗等行业的智能解决方案 

    2011年6月，DCN宣布将打造智慧城市全新战略；4月25
日，神州数码网络与江苏电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推数字
城市建设；2010年12月30日，神州数码参与柬埔寨数字城市
建设。 

浙大网新     智能楼宇、智慧医疗、智慧交通、数字企业 

    2011年7月，“国家列车智能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正
式落户网新集团；7月、8月网新创建连续中标“临海市市民
信用卡”项目和“青岛市民卡工程”项目； 3月，浙大网新
―IBM―浙江大学联合签订“浙江省绿色智慧城市联合研发
中心合作备忘录”。 

银江股份 
    主要提供交通智能化解决方案、医疗数字化解决方案、
建筑智能化解决方案等行业解决方案  

    2011年6月，银江股份科研课题“面向物联网的医院移
动智能系统”和“EJ-ITS-100 城市智能交通全集成控制与
实时动态诱导系统”分别列入2010年国家火炬计划和2010年
国家重点新产品。 

贝尔信 
    智能分析服务器、智能监控平台、智能一体化枪机、球
技、智能交通产品等智能化设备及配套产品，并提供涉及餐
饮、教育、金融、能源、交通、矿产勘测等众多领域的平台、
设备和各行业的解决方案  

    2011年5月，贝尔信天津公司成立暨与当地政府正式签
约参与天津信息化建设；2011年4月，贝尔信与株洲高新区
签订项目进区合同，携手株洲政府打造“株洲智慧城市” 

国内物联网企业发展概况 



物联网相关上市公司 未来重点业务方向 

新大陆、远望谷、高鸿股份、同方股份、航天信息、上海贝
岭、东信和平、厦门信达、北斗星通、怡亚通、飞马国际、
恒宝股份、东方电子 

RFID业务 

沃尔核材、宝胜股份、综艺股份、粤富华、长园集团、智光
电气、科陆电子、思源电气 

智能电网行业 

川大智胜、亿阳信通 智能交通行业 

远光软件、东方电子、长城开发等 
智慧能源系统及管理，
从事电力系统软件研

发、设备业务等 

长城信息、东软集团等 智慧医疗 

恒生电子、广电运通、御银股份、证通电子、南天信息、用
友软件等 

智慧金融与保险系统 

泰豪科技（600590）、同方股份（600100）、延华智能
（002178）等 

智能建筑 

国内物联网上市公司名称及业务方向 

说明 

 

1、RFID厂商在本
轮物联网产业竞争
中受到热捧，暂时
成为主角； 

2、重要IT软硬件及
解决方案提供商凭
借行业资源与技术
实力继续引领物联
网发展； 

3、电力、交通、能
源、医疗等涉及民
生领域的物联网应
用成为各公司争相
发展的对象。 

国内物联网企业发展概况 



物联网主流商业模式分析 

通道合作模式 

政府BOT模式 

广
告
模
式 

自营模式 



业务开发 

系统集成 

售后服务 

业务运营 

电信运营商 

网络通道 

业务推广 

客户 

电信运营商物联网商业模式创新设计——合作开发、独立推广 

运营商在应用领域挑选系统集成商，由系统集成商开
发业务和售后服务，而运营商负责检验业务运行情况，
并代表系统集成商推广业务，以及计费。 

物联网创新商业模式分析 



业务开发 服务提供商 

业务运营 

电信运营商 

网络通道 

业务推广 

客户 

电信运营商物联网商业模式创新设计——独立开发、自主推广 

电信运营商自行开发业务，直接提供给客户。电信运营
商制定全套业务和解决方案，直接提供给客户，而不与
其他企业合作。目前国内实行这种模式的还比较少。 

物联网管理平台 

物联网创新商业模式分析 



需求反馈—— 

差异化定制业务 

电信运营商 

差异化需求 

客户 

电信运营商物联网商业模式创新设计——客户定制模式 

运营商为客户量身制定业务。物联网业务范围非常广，电信运营商提
供的业务往往不能满足客户需求，这就需要运营商根据客户的具体需
求而特殊制定物联网业务。目前国内实行这种模式的还比较少。  

系统集成商 

物联网创新商业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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