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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物联网大会隆重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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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物联网应用与服务示范园区
南京物联网应用与服务示范园区正式成立
7 月 9 日，南京物联网大会隆重召开，同
时正式揭牌成立南京物联网应用与服务
南京物联网应用与服务 示范
园，以及南京物联网产业研究院、南京物联网技
术与应用研究院、南京邮电大学物联网科技园。
省、市领导朱善璐、季建业、罗群，中国工程院
秘书长、全国物联网专家委员会主任邬贺铨，中
国信息产业商会会长、中国物联网标准工作组组
长张琪，IBM 全球副总裁 Jeffrey Rhoda，以及
省、市相关部门、高校、科研院所、企业负责人
和代表约 500 人在两个会场参加了大会。
市长季建业为大会致辞，他指出，多个物联
网机构的正式成立，是市委市政府顺应国际科技发展新趋势，积极抢抓战略性主导产业新机遇，
大力发展物联网等新兴产业，加快建设“智慧南京”，加速创新型产业发展的重大举措；同时也
是南京进一步整合中央和省市政府资源，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资源，和部分企业资源以及金融资
源，共同推进物联网建设的重要成果。
物联网示范园
物联网示范园发展重点
示范园发展重点
结合南京及江宁开发区的优势，南京物联网应用与服务示范园将建设应用与服务两大平台体
系，包括六大功能分区，具体内容如下：
1、物联网服务台功能区。主要包括四个物联网服务中心。2、实验平台功能区。搭建物联网
产业技术研究的平台体系，完善实验室设备的更新与建设，为相关技术团队的研发创新提供良好
的条件。3、服务机构功能区。引进国内外权威的服务机构，整合南京市的相关服务资源，打造
完善的物联网产业服务体系。4、培训中心功能区。加快物联网领域的人才培养和引进，打造物
联网领域的人才高地。5、技术研发与项目示范功能区。引进物联网产业领域内的重点实验室、
技术工程中心以及先进的研发类企业，打造物联网产业技术研究的集聚区，围绕青奥会实施一系
列物联网示范工程。6、创业孵化功能区。引进海内外物联网领域的高端创业人才，参与“南京
物联网千人计划”，加快高水平的孵化器建设，培育一批中小型物联网高科技企业。
物联网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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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以上六大功能分区，南京物联网应用与服务示范园提出了初步规划，并制定了发展目标。
到 2012 年，建设物联网服务机构 4 家，引进测试试验机构 4 家，开展物联网人才培训 500
人次，引进物联网产业领域内的重点实验室、技术工程中心以及研发类企业 20 家，引进物联网
产业高端创业团队 10 个。
到 2015 年，建设物联网 1 机构 8 家，引进测试试验 6 家，开展物联网人才培训 1000 人次，
引进物联网产业领域内的重点实验室、技术工程中心以及研发类企业 50 家，引进物联网产业高
端创业团队 20 个，形成国内知名的物联网应用与服务示范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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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迎接 2014 年南京青年奥运会，
年南京青年奥运会，保障青奥会信息和交通的畅通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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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物联网技术与青奥会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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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物联网广泛技术应用到智慧南京和智慧青奥的几个重要领域。
将物联网广泛技术应用到智慧南京和智慧青奥的几个重要领域。“青奥示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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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在中国乃至世界物联网领域的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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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项目名称与描述
1

智慧青奥 GPS 语音导游系统
网为通道的智慧城市生活体验，
语音导游系统-实现以手机为平台、3G
导游系统
提供声控和键控方式的 GPS 导游、导航和导购等多项服务，方便市民和观众出行，以
及即时查找各类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地图、酒店、饭店、商店、景点、车站等）。

2

青奥会多媒体实时多屏互动播出系统
实时多屏互动播出系统-移动多媒体智能适配系统：
采用云计算媒体服务
实时多屏互动播出系统
器和多终端智能适配技术，在 95%的物联网终端上（手机、PDA、上网本、电视机、计
算机等）实现青奥会的移动可视化，包括：赛程发布、比赛现场直播、场馆与路线导
航、安全防护、应急救护、险境撤离指挥、赛场设施管理等。

3

智能媒体管理
智能媒体管理系统
管理系统 - 采用三网融合环境下的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融合技术，提高媒
体内容的制作、发布和管理的效率和质量，更好的为市民和观众提供及时的媒体服务。

4

保障青奥会业务畅通 - 智慧“
智慧“千里眼”
千里眼”赛场视频监控系统。启动“青奥通”示范工程
赛场视频监控系统
后，市民们将发现在青奥赛场多了几只“眼睛”，这就是物联网的新应用——赛场视频
监控系统。通信技术将摄像头所采集的图像通过网络传输至后端的服务器，通过 PC 终
端或者手机终端访问视频监控服务器，就可以实时查看青奥场馆的运营和观众席情况，
方便观众及时选择赛事 - 智慧型比赛观看计划。

5

保障青奥会业务畅通 - 数据备份与灾难恢复系统：南京即将构建三网融合公共平台，
数据备份与灾难恢复系统
带动广电影视制作中心、网络服务后台处理中心、网络服务数据中心集聚南京。项目
将建立两地三中心，提供同城和异地（600 公里外，如北京等地）数据备份与灾难恢
复解决方案，绝对保障青奥会数据枢纽（信息中心）的数据安全性和业务连续性。

6

青奥会业务畅通保障 – 海量数据云存储系统：提供智能化、异构化海量数据存储系
海量数据云存储系统
统，保障数据安全，支持不同品牌和类型的数据存储设备，包括 IBM,EMC,HDS 等。

7

保障青奥会业务畅通–最高级别的无线电监控系统
无线电监控系统：
无线电监控系统 提供最先进的无线电监测与监控技
术、设备和专业人员，保障青奥会正常和特殊的通讯需求，如防止法轮功等违法信息的
插播和敌对干扰，增加开幕式和闭幕式等临时事件的通讯频段，提供现场人员值守等特
殊服务。

8

RFID 物联网产品认证 – 对入围青奥会的 RFID 物联网产品进行权威性的性能检测、标
准认证、统计与信息发布，保障青奥会所使用的物联网产品具有安全性、入网许可、系
统互操作性（兼容性）。

9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掌上导游
掌上导游、掌上
掌上导游 掌上购物与移动理财
掌上购物与移动理财

10

超高频
超高频 RFID 智慧城市应用方案 – 自主产权的 RFID 芯片设计，用于奥运场馆门禁、
交通一卡通、手机支付卡等，从 RFID 芯片走向物联网，实现物流行业的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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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示范区联络方式：
示范区联络方式：
张国强，
张国强，2525-66606660-2922，
2922，15361536-513513-0428，
0428，zhgqnju@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