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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发布会正式官宣：第十七届城市智慧
卡创新发展年会将于12月厦门举行

文：通卡传媒

9月6日，2018中国国际城市公共交通博览

会新闻发布会在京召开，来自人民日报社、中央

人民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中国网、中国建设

信息化杂志等40余家媒体共同见证了城市公交行

业的这一重要发布时刻。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

智慧支付分会副秘书长赵滢应邀在新闻发布会上

介绍第十七届城市智慧卡创新发展年会情况，据

悉，会议将于今年12月上旬在厦门举行。

城市智慧卡创新发展年会是出行领域支付应

用的年度盛会，截至目前，已经连续成功召开了

16届，每年来自全国200多个城市一卡通运营机

构的代表、业内专家以及智能卡产业链百余家企

业参与其中。

此外，近年来会议还成功吸引到了金融机

聚焦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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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通信运营商、第三方支付机构、智能终端厂

商和互联网企业等的与会关注。

同时，来自全国政协、九三学社中央委员

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

信息中心等单位的多个单位领导都曾莅临大会。

今年的第十七届城市智慧卡发展年会由中国

城市公共交通协会智慧支付分会主办，将在2018

中国国际城市公共交通博览会期间同期举行，这

样，参与第十七届城市智慧卡发展年会的会议代

表不仅能聆听到出行领域支付应用精彩纷呈的会

议内容，还可以在同一场馆内感受到覆盖城市公

共交通领域全产业链的会展平台，据会上消息，

博览会将汇聚行业领先企业500家，展示面积将

达25000平方米，预计吸引逾30000人参观。

届时，受人瞩目的互联互通城市接入仪式、

聚焦    FOCUS 

《城市智慧卡标准与实践》行业重磅书籍发布仪

式、智慧城市公交服务云平台首发仪式等等都将

在会上揭开帷幕。

今年的第十七届城市智慧卡发展年会还将围

绕定制公交、出行与社区互联互通、智慧城市与

共享出行生态融合、二维码与生物识别技术在城

市公交领域应用现状等热点话题进行深入研讨。

更多会议详情请继续关注“城市智慧卡”微

信平台的后续推送。

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智慧支付分会副秘书长赵滢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第十七届城市

智慧卡创新发展年会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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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智慧云锁安全高峰论坛成功召开！
深度解读行业趋势

采风 REPORT 

行业专家领导首肯智能门锁大势所趋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副司长倪

江波强调，智能门锁的推广与普及，是新兴物联

网技术与传统住建行业的有机结合，智能门锁利

用网络云端平台可以高效的统计收集居民的出行

数据，建立数据库，为政府决策、城市发展提供

数据支撑，利用数据化手段推动传统住房城乡建

设领域的智慧化发展。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信息中心原副主任、全国

智标委秘书长王毅提出，在信息化时代，行业、

企业要立足标准，全国智标委将围绕智能门锁导

则编写工作，进一步完善智能门锁技术标准体

系，推动标准的实施与落地，开展智能门锁的安

全检测和认证工作。推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

据等新技术在建筑行业的应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IC卡应用服务中心主任、

全国智标委副主任委员马虹讲到：智能门锁是智

能家居的入口，产品从单一到多样化发展；多玩

家入局，品牌化运营成为主流。全国智标委及各

分支机构正在联合政府相关部门、组织行业上下

8月30日，由全国智能建筑及居住区数字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智

标委”）主办的“锁在云端、智聚安全”2018智慧云锁安全高峰论坛在深圳召开。本次

会议由全国智标委传播中心主任赵滢和深圳市物联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智居云

锁联盟秘书长钟美生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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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企业共同制定智能门锁安全解决方案以及智能

家居、智慧社区整体解决方案。

中国智慧人居产业促进会秘书长陈军提出，

2018下半年，经济下滑、不确定性、迷雾重重，

多个行业面临新旧动能转换，产业升级，消费升

级，智能锁的春天悄然来临。市场是最好的教育

者，要学会顺势而为。以新的商业模式的创新升

级改变消费走向。

中国建筑装饰装修材料协会门窗幕墙分会秘

书长丁辉表示，智能锁行业产品质量是企业生存

的基础，原创和创新才是智能锁立身之本及长远

之计，门、锁厂商联手合作，渠道创优、服务升

级，开启行业新格局。

采风 REPORT 

大咖分享   精彩不断

华为海思战略与业务发展部市场总监陆江分

享《智能门锁构建智慧家庭的入口》

全国智标委安全技术专家、高工吕杰从技术

角度分析《城市物联网应用下的智能门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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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LiteOS高级产品经理刘旭明介绍《华为

LiteOS在智能家居门锁领域的探索》

王力安防科技有限公司品牌管理总部总经理

刘清开做《智慧门锁—让安全如影随心》演讲

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

司总经理段永刚结合工作经验和实践介绍《复微

芯 打造物联网安全基础》

银行卡检测中心前沿技术团队主管信息安全

博士杨波讲解了《智能门锁的安全问题回顾与检

测认证》

深圳市国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关仕

源代表门锁行业老字号品牌做《智能门锁，安全

从“芯”开始》主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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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亿速码数据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长

泉结合亿速码依托于住房城乡建设部标准和密钥

等政策和技术开展的工作，介绍城市智慧卡《一

卡住行，畅享安全便捷生活》

广州江南科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技术总监潘延东以科友先进技术《助力物联智慧

云安全建设》

阿里巴巴集团高级标准化经理方强结合阿里

巴巴实践经验做《万物互联，打造可感知的IoT

安全生态》主题演讲

会议深入探讨了智能门锁的信息安全问题，

为推动智能门锁行业的健康规范发展做出了积极

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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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接连落地  对话英雄“锁”见

会议同期举办了全国绿色社区综合服务平台

发布仪式

绿住云（杭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COO 陈

文斌 做全国绿色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介绍

阿里巴巴钉钉地产行业 总经理 李宁介绍平

台背景

 智能门锁安全标准践行联合宣言暨签字仪

式

国密安全智能锁标准应用示范项目签约仪式

全国智标委绿色智慧社区标准推广中心揭牌

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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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智标委智能门锁标准工作组揭牌仪式 智能门锁导则参编单位授牌仪式  

会议举行以“英雄‘锁’见，爆发前夜的

乱象与机遇”为主题的高端论坛，四位专家在全

国智标委技术标准中心主任尚治宇博士的主持下

各抒己见，直抒胸臆，对智能门锁发展的前世今

生、未来走向都做了精到的分析。

此次论坛取得了圆满的成功，感谢银行卡

检测中心、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国民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北京亿速码数据处理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王力安

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物联汇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广州江南科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市罗曼斯科技有限公司、阿里巴巴钉钉等企业的

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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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娃微分享回顾盘点 | 互联互通 X 时
代变革 创新赋能，无限可能

文：通卡传媒

随着支付宝、微信、银联等多种支付方式进

入城市公交领域，这对实体卡的互联互通有什么

样的影响？

互联互通的概念非常宽泛，有许多机构都在

推行其自己的互联互通，关于您提到的城市一卡

通互联互通主讲人您自己是如何理解的？

今年新加入的互通城市能否先剧透一下？

住建部互联互通利国利民，下步推广拭目以

待~

······

错过直播时间？

互动问题也想知道答案？

没有关系

马上进入并关注直播间

随时随地开启卡娃微分享时间

不想错过主讲嘉宾的现场答疑

就要记得直播时间守候卡娃微分享哦

场景   SCENA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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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到的趋势
——未来物联网十大应用领域研究报告

文：亿欧

亿欧智库近日将发布一份新的报告《2018

物联网行业应用研究报告》，报告根据实际情

况，对物联网产业的发展进行了梳理，并总结出

了十大应用领域。

这10大领域分别为物流、交通、安防、能

源、医疗、建筑、制造、家居、零售和农业。下

边分别讲述了物联网技术如何应用于这十大领

域：

一、智慧物流

智慧物流指的是以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信息技术为支撑，在物流的运输、仓储、运

输、配送等各个环节实现系统感知、全面分析及

处理等功能。当前，应用于物联网领域主要体现

在三个方面，仓储、运输监测以及快递终端等，

通过物联网技术实现对货物的监测以及运输车辆

的监测，包括货物车辆位置、状态以及货物温湿

度，油耗及车速等，物联网技术的使用能提高运

输效率，提升整个物流行业的智能化水平。

二、智能交通

智能交通是物联网的一种重要体现形式，利

研究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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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到的趋势
——未来物联网十大应用领域研究报告

文：亿欧

用信息技术将人、车和路紧密的结合起来，改善

交通运输环境、保障交通安全以及提高资源利用

率。运用物联网技术具体的应用领域，包括智能

公交车、共享单车、车联网、充电桩监测、智能

红绿灯以及智慧停车等领域。其中，车联网是近

些年来各大厂商及互联网企业争相进入的领域。

三、智能安防

安防是物联网的一大应用市场，因为安全永

远都是人们的一个基本需求。传统安防对人员的

依赖性比较大，非常耗费人力，而智能安防能够

通过设备实现智能判断。目前，智能安防最核心

的部分在于智能安防系统，该系统是对拍摄的图

像进行传输与存储，并对其分析与处理。一个完

整的智能安防系统主要包括三大部分，门禁、报

警和监控，行业中主要以视频监控为主。

四、智慧能源环保

智慧能源环保属于智慧城市的一个部分，

其物联网应用主要集中在水能，电能，燃气、路

灯等能源以及井盖、垃圾桶等环保装置。如智慧

井盖监测水位以及其状态、智能水电表实现远程

抄表、智能垃圾桶自动感应等。将物联网技术应

用于传统的水、电、光能设备进行联网，通过监

测，提升利用效率，减少能源损耗。

五、智能医疗

在智能医疗领域，新技术的应用必须以人为

中心。而物联网技术是数据获取的主要途径，能

有效地帮助医院实现对人的智能化管理和对物的

智能化管理。对人的智能化管理指的是通过传感

器对人的生理状态（如心跳频率、体力消耗、血

压高低等）进行监测，主要指的是医疗可穿戴设

备，将获取的数据记录到电子健康文件中，方便

个人或医生查阅。除此之外，通过RFID技术还能

对医疗设备、物品进行监控与管理，实现医疗设

备、用品可视化，主要表现为数字化医院。

六、智慧建筑

建筑是城市的基石，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建

筑的智能化发展，以物联网等新技术为主的智慧

建筑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当前的智慧建筑主

要体现在节能方面，将设备进行感知、传输并实

现远程监控，不仅能够节约能源同时也能减少楼

宇人员的运维。亿欧智库根据调查，了解到目前

智慧建筑主要体现在用电照明、消防监测、智慧

电梯、楼宇监测以及运用于古建筑领域的白蚁检

测。

七、智能制造

智能制造细分概念范围很广，涉及很多行

业。制造领域的市场体量巨大，是物联网的一个

重要应用领域，主要体现在数字化以及智能化的

工厂改造上，包括工厂机械设备监控和工厂的环

境监控。通过在设备上加装相应的传感器，使设

备厂商可以远程随时随地对设备进行监控、升级

和维护等操作，更好的了解产品的使用状况，完

成产品全生命周期的信息收集，指导产品设计和

售后服务；而厂房的环境主要是采集温湿度、烟

感等信息。

研究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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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智能家居

智能家居指的是使用不同的方法和设备，

来提高人们的生活能力，使家庭变得更舒适、安

全和高效。物联网应用于智能家居领域，能够对

家居类产品的位置、状态、变化进行监测，分析

其变化特征，同时根据人的需要，在一定的程度

上进行反馈。智能家居行业发展主要分为三个阶

段，单品连接、物物联动和平台集成。其发展的

方向是首先是连接智能家居单品，随后走向不同

单品之间的联动，最后向智能家居系统平台发

展。当前，各个智能家居类企业正在从单品向物

物联动的过渡阶段。

九、智能零售

行业内将零售按照距离，分为了三种不同的

形式：远场零售、中场零售、近场零售，三者分

别以电商、商场／超市和便利店／自动售货机为

代表。物联网技术可以用于近场和中场零售，且

主要应用于近场零售，即无人便利店和自动（无

人）售货机。智能零售通过将传统的售货机和便

利店进行数字化升级、改造，打造无人零售模

式。通过数据分析，并充分运用门店内的客流和

活动，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给商家提供更高

的经营效率。

十、智慧农业

智慧农业指的是利用物联网、人工智能、大

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与农业进行深度融合，实现

农业生产全过程的信息感知、精准管理和智能控

制的一种全新的农业生产方式，可实现农业可视

化诊断、远程控制以及灾害预警等功能。物联网

应用于农业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农业种植和

畜牧养殖。

农业种植通过传感器、摄像头和卫星等收集

数据，实现农作物数字化和机械装备数字化（主

要指的是农机车联网）发展。畜牧养殖指的是利

用传统的耳标、可穿戴设备以及摄像头等收集畜

禽产品的数据，通过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

运用算法判断畜禽产品健康状况、喂养情况、位

置信息以及发情期预测等，对其进行精准管理。

本文总结了物联网的十大应用行业，在这十

大行业中，采用物联网技术的主要作用就是为了

获取数据，而后可根据获取的数据运用云计算、

边缘计算以及人工智能等技术进行处理，帮助人

们更好的进行决策。物联网等相关技术作为数据

获取的主要方式，在未来的发展中至关重要。物

联网是一个大的产业，涉及方方面面。面对新一

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物联网正孕育着巨大

的潜能，物联网产业的未来发展，我们拭目以

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