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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摘要l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城市建设的信息化水平越来越高，信息技术在智慧城市的建设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文奄指出信 

息技术的成果对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意义，信息化技术能够使城市基础设施~g_JJn完善 。还能使城市功能更加丰富 ，为人们提 供更 

加方便、舒适的生活环境。论文对信息化与智慧城市建设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并就基于信息化发展视角下的智慧城市建设途径 

进行探讨。 

[Abstractl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kes the informatization level of city construction higher and higheg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lays all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city．It is pointed out that information techn olog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wisdom city construction，it can not only make the city infrastructure to be more perfect，still can make city life more rich，provide more 

convenient and comfortable living environment for people．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orm atization and wisdom city 

construction，and is based on the informatization development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the wisdom urban construction ways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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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慧城市是 城市发 展的必 然产 物 ， 

并且 ，建设新型城镇也是我国社会发展 

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智慧城市的建设必 

然需要信息技术的支持 ，两者之 间有蓿 

紧密的联系 。所以 ，在对智慧城市进行 

建设 日寸。应该基于信息化发展视 角 ，利 

用信息技术的新成果促进智慧城市的发 

展。 

l智慧城市的内涵 

智慧城市的通过对互联 网技术 、大 

数据技术等先进的信息技术，以及与之 

相关的各类产品的利用，感知城市中的 

人、物和环境 等 ，使城市中的各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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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能够实现互联互通 ，从而使人们的生 

活能够变得更加便捷 、人与环境能够更 

加和谐的相处 ，并在节约资源的基础上 

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 

智慧 城 市 的特 征 主要 表 现在 j三方 

面 ，一是大数据 ，二是融合性 ，三是智 

慧化 。 

1)大数据 

大数 据是智 慧城市 最明 显的特 征 ， 

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背景下 ，无论是智 

慧城市的建设还是智慧城市的发展 ，都 

不离不开大数据的支持 。如果没有大数 

据，智慧城市的建设就无法实现。并且， 

利用各类信息技术将与城市发展有关的 

交通信息、资源 信息、环 境信息等数据 

搜集起来 ，对 其进行 整合 ，可提 高城市 

建设方案的科学性 。 

2)融合性 

信息技 术发 展的本质就是融合 、创 

新 ，将 “互 联 网 +” 与城 市 结合 起 来 ， 

就成为智慧城市。由此可见，智慧城市 

就互联网技术、大数据技术、云技术、 

物联网技术与城市的结合 ，其不仅要对 

这些信息技术进行合理的运用 ，还 耍通 

过智慧治理方式 ，将 两者进行深 度的融 

合 ，从而更好的感知 城市 的各个方面 。 

3)智慧化 

智 慧城 市 通过 对 信 息 技术 进 行 合 



理 的运 用 ，可 以实时 、动态的对城市中 

的人口、交通等进行监测 ，并根据监测 

情况作 出相关的预测 ，并发出指令 ，从 

而提高对城市需求作 出回应的智能化水 

平 o 

2 信息化与智慧城市建设之问 

的关系 

2．1 智慧城市的发展主线是信息技术 

的应用 

基于信息化发展视角下的智慧城市 

建设 ，其发展水平 比一般 的城市 更商 ， 

而其主要是得力于信息基于在城市建设 

过程中的应用。所以 。在智慧城 市的建 

设过程中 。其发展 主线应该是对信息技 

术的应用 ，只有在 各种先进技术 的作用 

下 ，才能促使其更好更快的发展 。比如 ， 

在现代城市建设中 ，物 联网技术 、大数 

据技术等都有广泛的应 用 ，通过大数据 

技术对城市发 展过 程中产生 的各类数据 

进行收集和分析 。可以为智慧城市的建 

设提供更加准确、全面 的参考依据 ，从 

而提 高智慧城市建设方案的科学性。 

2．2 智慧城市是一个完整而复杂的系 

统 

在智慧城市的建设 过程 中会涉及到 

多方面的内容 ，是 一个大系统 、很复杂 

的工程。通过科学化的管理理念和 手段 ， 

对智慧城市建设进行管理 ，还需要借助 

信息化手段 ，以及相关的建设资源 ，且 

在不同的技术 和资 源之 间必然需要建立 

起相应的联系 ，使相互之间都能够起到 

一 定的作用 ，从而 将城市运行的 “智慧 

性”特征充分的体现 出来 ，促使城市更 

加规 范、有序 的发 展。因此 ，信息化技 

术的发展 与智 慧城 市的建设是相辅相 成 

的。 

2．3 智慧城市是城市建设发展的必然 

趋势 

智慧城市的概 念是随着信息技术的 

发展 而提出的 ，是城市建设发展的必然 

趋势 ，而要实现智慧城市的建设 ，则需 

要依 赖于最先 进的 信息技术。智慧城市 

的服 务对象为城市主体 ，如城市中的政 

府部 门、相关的企事业单位 ，以及生活 

在城 市中的个体等 。所以 ，通过 建设智 

慧型的城市。有利于促进城市生产效率 

的提升 ，还能使社会大众的生活方式发 

生很大程度的改变 ，不断的提升人们的 

生活水平 。根据我 国城市建设 目前的情 

况 ，智慧城市建设中 ，信息化和城市化 

之 间已经形成 高度的 融合。 由此可 见 ， 

城市的信息化、现代化建设 。可以通过 

智慧 城市来体现。 

3 基于信息化发展视角下的智 

慧城市建设途径 

3．1将传统城市的特色保留下来 

近年来 ，我国 的城市发展建设速度 

非常快，但大部分的城市在规划上都没 

有 自己的特 色 ，都是不断的建设一些钢 

筋混凝土建筑 ，其缺乏民族特色，也不 

具有地域特色。因此，基于信息化发展 

视角 下的智慧城市建设应该将传统城市 

的特 色保 留下来 ，展现其身后的文化底 

蕴。比如 ，在成都市的建设过程中 ，就 

将 “宽窄巷子 ”、“锦里 ”、“杜甫草 堂” 

等传统城 市特色保 留下来 。其中的 “宽 

窄巷 子” 与 “大 慈 寺”、“文殊 院 ” 一 

起并 称为成都 三大历史文化名城保 护街 

区。并 且，“宽窄巷子 有其独 特的历 

史沿革，在清朝使这些巷子被称为胡同， 

其格局独特 ，建筑别具风格。所以 ，在 

成都市的建设过程中 ，这些重 要的城市 

特色被保留下来 ，其周围的美食也远近 

闻名 o 

3．2 加大政府的支持力度 

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智慧城市建 

设 ，离不开政府 的支持 和引导。所 以 ， 

在其建设过程中 ，还需要加大政府的支 

◎智慧城市◎ 

持 力度。比如 ，政 府可通过 优惠政策 、 

专项基金等方式 ，对企业 、项 目进行扶 

持 ，并在企业的发展 、项 目的执行过程 

中给予一定的指导 。使其能够更加顺利 

的发展和完成。同时 ，耍发挥政府的主 

导作用 ，鼓励城市 中的重点企业参与智 

慧城市的建设 ，对各个部门进行协调， 

促使智慧城市建设更加顺利的进行 。尤 

其是城市交通建设 ，在智慧城市建设过 

程 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所以在对城市 

交通进行规划和建设 时 。要通过信息技 

术对城市交通进行控制 ，提高其智 能化 

水平。此外 ，可鼓励有实力的企业投资 ， 

参与城市交通的运营 ，使企业能够从中 

获取一定的收益 ，以此来推动 城市交通 

的发展 。 

3．3重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智慧 城市 是 一种 新的 城市 发 展理 

念 ，也是一种全新的城市发展模式 。在 

其建设过程中，应将信息技术作为重要 

的生产要素 ，并以此 来促 进城市经济模 

式的升级 ，从而使我国的社会经济在世 

界 上更 具竞争力 。并且 ，只有完善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 ，才能 使智慧城市建设获 

得好的发展。比如，在城市的内部、城 

市之间建立完善的系统，使城市各类信 

息都能被网络和传感器连接起来 ，并能 

被这些系统所感知 ，从而实现城市物联 。 

然后 ，将搜集到的数据存储起来进行全 

面的分析 ，再对数据进行加工 ，将数据 

应用到智慧城市建设中。通过这些数据 

在城市交通运输行业 、制造行业、环境 

保护行业 、公其卫生行业等领域的应用 ， 

提升城市的服务水平 ，促使人们生活水 

平的不断提升。 

4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智慧城市的发展过程 

中 ，其主线是信息技术的合理应用 ，并 

且，是一个完整 而复杂的系统 ，也是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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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建设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 ，在信息 

化发展这个基础上 ，注重智慧 城市的科 

学建设 ，应将传统城市的特色保留 下来 ， 

加大政府的支持力度 ，并重视 城市基础 

设施建设 ，以此来推动智慧城 市建设的 

发展 ，从而打造出更加智慧化的城市， 

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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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总结 

作为 2l世纪科 技高速发展 的产物 ， 

智慧城市 已经走在时代 的前滑 ，是未来 

发展的必然结果。智慧城市信息资源管 

理作为一 个跨 时代 的全新课题 ，是在 当 

前城市智慧化建设的社会背景下被提出 

28 

来的，对于我国的信息资源管理服务的 

升级和创新，以及未来智慧城市的建设 

都具有非凡的意义 ，能够加速并提升我 

国建设智慧城市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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