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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以城市群

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

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

化”。推动基于产城融合的产业新城建

设，促进产业与城镇空间整合，促进生

产、生活、生态功能融合，成为培育发

展新动能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

要抓手。产业新城建设过程中，通过信

息化手段从政府体制改革、城市新形态

变化、产业升级等三个领域进行突破，

从而实现城市的发展转型和城市管理方

式转型，实现产城融合，助推区域经济

升级。

2  智慧城市与产业新城规划
2.1  产业新城顶层规划要点

产业新城是以产业发展带动城市建

设的区域开发模式，体现产业和城市协

调发展、双向融合的理念，“以产兴城，

以城促产”，实现产城一体化融合发展。

在产业新城顶层规划中，规划的宗旨是

根据产业新城的发展战略，需要明确产

业定位、打造产业链、构建产业集群，

着力打造新城的产业发展能力和产业人

口吸引力。

2.2  智慧城市助力产业新城顶层规划

智慧城市旨在通过应用各类信息技

术，为政府、企业、社会、市民提供及时、

高效、高质量的管理和服务，为城市的

发展转型和管理方式转型提供支撑。随

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

移动互联网等技术的发展与深度融合，

我国智慧城市建设从以科技创新为驱动

力的 1.0 时期，经以政府为主导的 2.0

时期，迈进以人为本的 3.0 时代。目

前智慧城市建设能够满足各行业应用的

智慧化、业务支撑数据化和和基础设施

云化的需求，在提升城市智慧化水平的

同时，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实

现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结合为城市事

务及生活带来的诸多改变。智慧城市的

发展将为产业新城在基础设施智慧化建

设、城市智慧管理、产业经济高速发展、

社会智慧服务、环境生态智慧建设等方

面的规划提供了有力支撑。

3 产业新城中智慧城市顶层规
划
3.1 智慧城市顶层规划指导思想

智慧城市是一个典型的复杂巨系统

工程，应当运用系统工程的思想和方法

做好顶层规划，以达到预期目标。加强

顶层规划设计，进行合理有序布局和实

施。顶层规划时必须秉承的指导思想是：

整体规划分步实施，坚持城市战略融入

智慧城市定位，打破 “信息孤岛”为

城市打造一个完整自给的生态系统。从

城市决策层面制定智慧城市发展规划纲

要，明确产业新城智慧城市中长期发展

目标和主要任务 ；确定产业新城中管理

部门及相关职能机构 ；加强顶层规划的

指引性作用，以达到将来指导各建设部

门、企业和社会各方面有序参与智慧城

市建设。

3.2 智慧城市顶层规划方法

智慧城市解决的是“城市病”，因

此在顶层规划时需要了解和分析城市的

核心资源和需求什么，这就需要从城市

的三个主体着眼，包括城市管理者、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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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的企业、城市居民。从三个主体的

视角出发在智慧城市顶层规划时将智慧

城市关键要素进行分解，采用 SMART 模

型进行针对性的分析规划。SMART 模型

包括了服务、管理、应用、资源与技术

五大关键要素。其中，资源和技术是智

慧城市建设的基础因素，都属于投入层

内容﹔应用平台是建设智慧城市的产出

物，属于产出层﹔管理是指采用的智慧

管理手段，助力城市的规划建设及后期

运营维护﹔服务主要是指面向社会公众

提供各种各样的社会服务，服务和管理

两者都属于绩效层。如图 1 所示。

3.3  智慧城市顶层规划技术架构

智慧城市顶层规划是产业新城实

现科技为城市赋能的关键工作，而智慧

城市架构规划是顶层规划中最核心的部

分，关乎到智慧城市建设的成败。因此，

顶层规划时应着力于智慧城市整体架构

的规划。

传统城市的运营管理是依靠不同的

系统加以实现的，包括交通、通信、能源、

环境、医疗、公共安全、市民信息及管理、

各类资源等系统，而上述子系统之间都

是完全独立的，不同的系统由不同的政

府部门管理和把控。而在基于产城融合

的产业新城规划时，必须打破 “信息孤

岛”，将各子系统通过信息共享与交互

形成一套相互促进、彼此交融、协同共

进的整体系统，并为产业新城的应急管

理与指挥、资源调度、公众服务等运营

管理提供高效整合的决策辅助支持，并

最终将产业新城发展成为一个完整自给

的生态系统。

从智慧城市的必备四大特征 ：全面

透彻的感知、泛在的互联、智能融合的

应用以及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创新 ；顶层

规划中为了实现将产业新城打造成感知

城市、理解城市和分享城市，将智慧城

市技术架构分为感知控制层、网络传输

层、数据存储与融合运算层、服务支撑

层、智慧服务应用层。其中，感知控制

层包括了城市基础设施、传感 / 执行器、

短距离通信网和网关等，主要实现自下

而上的数据采集和自上而下的控制 ；网

络传输层包括了城市中的核心信息网络

基础设施，主要实现数据的网络传输功

能 ；数据层包括了城市的基础数据库、

各专业数据库并将其构成整个产业新城

的智慧城市数据平台，主要实现数据的

存储与管理 ；服务支撑层包括了服务支

撑技术、云计算服务两个部分构成云计

算服务平台，主要实现对上面的智慧服

务应用提供支撑 ；智慧服务应用层主要

包括了各智慧城市应用系统，并实现城

市运营管理中心对各应用系统的统一 

管理（见图 2）。

3.4  智慧城市顶层规划业务架构

根据产业新城的实际情况，为了实

现良好的产业发展、完善的基础设施建

设和丰富的生活服务配套，使产业新城

内各类空间与功能相融合，满足就业人

群的生产、生活需求的目标，智慧城市

生态系统应包括产业生态系统、商业生

态系统、物业生态系统、社区生态系统等。

图 1  智慧城市规划 SMART 模型

图 2  智慧城市顶层规划架构 （下转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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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40 ㎡以上会议室配置会议扩声系统、

会议发言系统及投影显示系统，40 ㎡以

下会议室各配置一台 177.8cm(70in) 交

互式一体机。

2.10  病房呼叫对讲系统

在病房每个病床床头设置对讲分

机 , 安装在医疗护理带上 ；在卫生间设

置紧急呼叫按钮 , 下沿距地 0.8m 暗装。

主机设于护士站 , 以便于病时联系 . 本

系统设备自带电缆 , 预留钢管 (SC) 在

顶板、墙内及地面暗敷设。

2.11  公共广播系统

公共广播系统实现业务广播、背景

音乐广播及消防广播功能要求。系统采

用网络式架构，在弱电管井设置网络式

终端对管理中心传来的音源信号进行解

码，通过前端各类型喇叭进行播放。管

理中心设置在消防控制室内，与消防联

动。整个公共广播系统分区根据消防防

火分区基础上进行细化。在病区护士站

设置音控开关和智能 IP 寻呼话筒，方

便护士进行本分区的背景音乐音量调节

以及相关信息的发布工作。

2.12  排队叫号系统

系统主机安装于门诊挂号收费处。

就诊排队应以初诊、复诊、指定医生就

诊等分类录入，自动排序。随时接受医

生呼叫，应准确显示诊室号。呼叫方式

的选取，应保证有效提示和医疗环境的

肃静。系统电源安装位置设置专用交流

220V 电源插座，该系统按一级负荷供

电。系统采用总线制，各线路均穿钢管 

敷设。

3  结束语
目前，医疗建筑的建设标准越来

越高，其智能化系统已经成为现代化医

疗建筑的重要基础设施。一些大中型医

院在建设初期就已提出较高的智能化要

求。如何更好的节省人力、降低能源、

提高工作效率，使医院更加人性化，运

行更加稳定高效，将是一项重要的研究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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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整个产业新城的智慧城市业务

架构规划为“1+1+8+N”的架构，即一

个智慧城市大脑，实现产业新城的数据

云存储、数据云计算与融合分析和城市

的运营管理系统 ；一个智慧城市运营管

理与应急指挥中心，实现整个产业新城

管理的基础数据展示、流程监督监控、

事件处置协同调度等多种功能，可进行

集中实时监控、预警、统计分析、绩效

考核 ；便于快速发现问题、处置事件、

观察动态、统计分析，为各级管理者提

供决策支持 ；八个应用支撑平台分别为

智慧产业平台、智慧商业平台、智慧物

业平台、平安城市平台、智慧城市服务

平台以及智能物联网设备接入平台、智

能聚合支付平台、大数据分析应用使能

平台，如图 2 所示。

4  结语
推进基于产城融合的产业新城建

设，是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加

速城镇化的重要途径。智慧城市作为产

业新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产业新城的

规划中得到了重视。从顶层规划来探讨

产业新城中智慧城市的建设，为基于产

城融合的智慧城市建设提供了经验，最

终助力于国家智慧城市的实现。

参考文献
[1] 王理达 . 基于 SMART 模型的智慧

城市综合评估框架 [J]. 电子政

务 ,2013(4):18-23.

[2] 张公忠 . 浅谈智慧城市体系架构

[J]. 智能建筑 ,2014(2):62.

[3] 刘 丰 . 产 城 融 合 数 据 创 新 [R]. 

2016 亚 太 智 慧 城 市 发 展 高 峰 论

坛 ,2016(11).

[4] 王合 . 关于大数据在智慧城市研究

与规划中的应用探讨 [J]. 智能建筑

与智慧城市 ,2019(3):63-65.

（上接第23页）

智能建筑与智慧城市2019-6期.indd   32 2019/6/20   9:2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