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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物联网？



物联网是什么？

物联网（the Internet Of Things），是把所有物品通过互联网连接起来，
实现任何物体、任何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4A）的智能化识别、
信息交换与管理。

物联网是将所有物品通过各种信息传感设备，如射频识别装置、基于
光声电磁的传感器、3S技术、激光扫描器等各类装置与互联网结合
起来，实现数据采集、融合、处理，并通过操作终端，实现智能化
识别和管理。

社会价值：发动机（经济振兴），制高点（技术和产业），粘合剂

（两化融合），新浪潮（信息化第N次革命），新金矿（1万亿新市

场，多还是少？）

物联网就是物与物（人）通过网络而智能相连，从而提升整个地球的

智慧水平。物联网是两化融合的核心战略，是构建智能社会的新网

络工程。



全球第三次信息化浪潮



物联网的特征与深度认识

哲学观：万事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的，问题是绝大多

数都是弱联系。物（things)的弱关系被技术强化，形

成物的网络化与智能化——从物的孤立到社会存在，

存在被感知，覆盖整个空间、时间、网络之中。

物联网赋予了物的智慧，使物获得了感知或被感知

的能力，确定了物的社会身份，提升了使用价值，提

高了资源的利用价值——物脉关系与物脉资本。

物理世界与网络（虚拟）世界被打通，形成了互动

反馈的空间。物联网增强人类对世界的认知能力、处

理能力和控制能力。



物联网的哲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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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对话和互交。由此

给物体注入了新的生命和智慧。

“物联网”将是一个以人为根本，以物为中心的包

围地球表面的巨大的、革命性的神经体系，是人

类对“物”的信息生命形态的“社会整体记忆”。

是物的信息生命世界的神经系统和活动平台。



欧盟战略：物联网行动计划

 对物联网的认识——伞状的新模式，25年前大约只有一

千台主机相互连接，现在已有数十亿网民。

 未来趋势——从由计算机互相连接构成的网络系统逐步

演变成由物体互相连接而成的网络系统，从书连接到汽

车，从电器设备连接到食物，并由此形成物联网。这些

物体将拥有自己的互联网协议地址，嵌入复合系统中，

并通过传感器获取环境信息，或者使用激励器与环境进

行互动。

 有助于解决当前社会问题——健康监测系统将有助于迎

接老龄化社会带来的挑战；与树连接有助于打击森林过

度采伐；与车连接将有助于减少交通堵塞，并提高可循

环利用性，降低碳排放。



 物联网的复杂性——三个显著特征——

 独立系统：物联网不应当被认为仅仅是当前互联网的

一种延伸，而应当看作许多独立的新系统，它们的运

行有着自己的基础设施（部分依赖于现有的互联网基

础设施）。

 新服务机构：物联网的实施将导致新型服务机构产生。

 涵盖各类通讯模式：物对人通讯和物对物通讯，包括

机器对机器（M2M）通讯，可能涉及500-700亿台

“机器”，目前仅仅连接了其中的1%。

欧盟战略：物联网行动计划



物联网受到几大趋势影响——

 规模：连接设备的数量正不断增加，同时它们

的体积大小则在下降，低于人眼的可见度（智

能微尘）。

 移动性：物体越来越趋向于无线连接，便于经

常随身携带并且可以定位。（iphone的机场）

 异质性和复杂性：物联网将在一个已经充满着

各种应用系统的环境中部署，在互用性方面，

将面临着大量挑战。

欧盟战略：物联网行动计划



物联网的网络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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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网、物联网与泛在网的关系

泛在网不是互联网的
下一代，而是互联网
应用的拓展



从 “E-社会” 到 “U-社会”

电子社会E (Electronic)-

Society

–人机交互

–人人有计算机

–主要技术支撑：计算机、
互联网、3G网

泛在社会U (Ubiquitous )-Society

–人机交互+物机交互+物物交互

–处处有计算机，信息交流无处
不在

–主要技术支撑：WSN\ RFID

Network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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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关键技术

1.传感技术

2.识别技术

3.嵌入式系统

4.微电机技术

5.电信网络物物通信增强技术

6.认知无线电和环境感知技术

7.下一代互联网技术

8.SOA（面向服务的体系架构）

9.云计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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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物联网的主要应用



“智慧地球”的内涵

“智慧地球”是运用信息技术构建新的世界运行模型的愿景。

更深入的智能化－－使用数据挖掘和分
析工具、科学模型和功能强大的运算系
统处理复杂的数据分析、汇总和计算，
整合和分析海量的跨地域、跨行业的信
息，以更好地支持决策和行动。

更全面的互联互通－－将个人电子设备、
组织和政府信息系统中储存的信息交互
和共享，从而对环境和业务状况进行实
时监控。

更透彻的感知－－利用任何可以随时随
地感知、测量、捕获和传递信息的设备、
系统或流程，便于立即采取应对措施和
进行长期规划。





物联网的关键产业应用

 智能工业：建立全流程实时监测和智能控制系统，实现生产过程、检
验检测等环节的智能控制和传感网技术的推广应用，保障产品质量，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污染物排放量。

 智能电力：建设对重要输变电设备和高空塔架状态监测的传感网设施，
实现智能的设备生命周期管理和故障预警；建立基于通信网络的电力
远程抄表平台，实现全电子化抄表、通知和缴费，提升基础设施精细
管理和自动化运营能力。

 智能物流：建设基于3G网络的港口感知调度与通关示范平台，通过
堆场内的传感网，实现人员、货柜车和集装箱定位跟踪与智能调度，
提升港口调度效率，加快货物通关速度。

 智能交通:建设智能公交系统、运营车辆智能管理系统和危险品运输
管理系统；在中心城区建设交通流量实时监测与动态诱导系统、机动
车定点测速系统、闯禁车辆抓拍系统、公交车专用车道智能信号系统、
交通信号灯智能控制系统和停车场智能诱导系统等。



 智能安防：以机场、政府机关、军事基地等重要区域的周界防入侵系
统作为应用切入点，在建设防入侵系统，达到全天候全天时、低漏警
率和低虚警率的周界安全防范要求。

 智能环保：建设重点区域的水质和大气监控传感网系统，实现对生态
环境的大面积、高精度监测，加强对重点排污企业的不间断监控，提
升环保部门的预警和管理能力；建立完善的环境监控数据库，为管理
机构评估环境数据、制定公共政策提供依据，改善生态环境。

 智能医疗：以人体生理和医学参数采集及分析等应用为切入点，建设
个人实时健康监测和服务平台，降低医疗费用成本，提高卫生资源使
用效益，从而实现集中医疗模式向分布式医疗模式的转变。

 智能家居：在住宅小区引入传感网技术，建设联入城市公共安全平台
的小区安防系统以及基于通信网络的家庭环境监控等智能控制平台；
实时收集水、电等资源使用信息，根据人员的活动情况自动调节空调、
电灯和水源，实现节能目标。

物联网的关键产业应用



主要应用领域——
 农业资源管理：农用土地资源、水资源、生产资料

 农业生态环境管理：土壤、大气、水质、气象、灾害

 生产过程管理：农田精耕细作、设施农业、健康养殖

 农产品与食品安全：产地环境，产后、贮藏加工、物流运
输、供应链可追溯系统

 农业装备与设施：工况监测、远程诊断、服务调度。

基本要求——微小型、可靠性、节能型、环境适应性、低成本、智能化。
快速、低成本、可靠感知过程信息是物联网农业应用的基础！

物联网在农业领域应用



可靠传递

智能处理

全面感知

利用云计算，模糊识别等各种
智能计算技术，对海量的数据
和信息进行分析和处理，对物
体实施智能化的控制



农业物联网关键技术发展趋势预测



各种先进农用传感器——土壤传感器研究开发

机载式农田土壤水分/
压实/电导率测量装置

便携式电导率测量仪

机载式土壤电导率
测量装置 有线、无线分体式

太阳能供电
无线传感器



作物长势诊断仪

作物冠层信息获取装置

各种先进农用传感器——作物苗情传感器研究开发



 电化学离子敏传感器：土壤N、P、K, 重金属含量快速检测...

 生物传感器：禽流感快速检测、高致性细菌…

 气敏传感器：食品品质、气体污染、排放监测 …

生物传感器

各种先进农用传感器——电化学离子、生物、气敏



 广域、自组织、高可靠性、节能

 短程通信与远程通信相结合：Zigbee, Bluetooth, Wireless LAN, 
GSM->GPRS->3G

 固定终端与移动终端相结合：点与面

 基于GPRS的大田监测系统、基于TD-SCDMA的农情监测及灾害预警系
统、基于GPRS的天津市设施农业管理系统

无线传感器网络应用



唐家山堰塞湖实时监测系统



议题三：物联网在林业领域应用
展望



十五年周期定律

计算模式每隔15年发生一次变革，被称之为“十五

年周期定律”。这一判断就像摩尔定律一样准确：

•1940年前后电子计算机概念模型的形成时代；

•1965年前后是以系统性为特征的大型计算机时代；

•1980年前后是以独立性为特征的个人计算机时代；

•1995年前后是以共同性为特征的互联网时代；

•2010年前后将以拟人性为特征的物联网时代。

 “物联网本身不应该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而是如
何通过物联网能够实现对生产生活有用的业务和
应用”



 物联网提升对林业管理对象的监测能力，对珍
稀动植物的动态、精准跟踪管理（时时、处
处）；

 物联网提升对林业信息化的渗透能力，从业务
过程到具体对象，更全面、更多样、更丰富地
提升整个林业信息化水平；

 物联网是从数字林业走向智能林业直至智慧林
业的基础设施；

物联网在林业的应用展望



谢谢 ，请指正！

预祝我国林业信息化取
得好成绩，为林业现代化

做更大贡献！
杨冰之：

电话：010-82615779  13001218617   网站：www.im2m.com.cn            

邮箱：yangbingzhi@echinago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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