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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文首先对物联网的概念及内涵进行分析 ,并从“物联感知”角度统一了对物联网各类概念的理解;综

述了全球物联网发展现状 ,包括美国 , 欧盟 ,日本和中国对物联网发展的战略规划和应用概况;然后详细探讨了当前物

联网发展的若干关键技术 ,主要包括标识技术 、体系架构 、网络通信 、搜索发现 、数据处理 、安全隐私 、标准化和管理 , 并

指出其中尚需研究的问题;最后从国家 、企业和学术层面对我国物联网建设提出了若干建议 , 为中国物联网的发展和

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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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terprets the Internet of Things (IoT)definitions and gives our understanding for the IoT concept in

terms of “Sensor network of Things” , and describes the global developments and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plans towards this technology

in US , Europe , Japan and China.Key technologies are further discussed in detail ,with a focus on Identification Technology ,Archi-

tecture Technology , Communication and Network , Search and Discovery Service ,Data Processing , Security and Privacy , Standardiza-

tion and Governance.Some advice are given for China IoT Construction within three aspects:national , industrial and academic Di-

mensions.The paper aim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 I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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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物联网”概念一经提出 ,立即受到了各国政府 、企

业和学术界的重视 ,在需求和研发的相互推动下 ,迅速

热遍全球.目前 , IBM 提出的“智慧地球”战略已正式提

升为美国的国家战略 ,奥巴马政府希望通过物联网技

术 ,能掀起如当年“信息高速公路”战略一样的科技和经

济浪潮 ,继续成为管理全球的战略工具.国内对“物联

网”的关注也随之急剧升温 ,前不久 ,国务院已将物联网

上升为国家五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第二位.由于物联

网涉及到未来网络和信息资源的掌控与利用 ,我国非常

重视物联网的建设 ,希望通过积极参与国际物联网的概

念设计 ,框架规划和标准制定 ,能够掌握物联网时代的

世界话语权 ,并抢占下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制高点 ,不

再像互联网时代那样主要由美国主导.

目前总体上来说 ,全球物联网还是停留在概念和研

发的起步阶段 ,有关物联网定义[ 1 , 2] 还存在一些混乱 ,

物联网技术的一些重大共性问题[ 3 , 4](如架构 ,标识编

码 ,安全以及标准等)也未得到解决 ,更未在各国间达成

共识.因此 ,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看 ,物联网还存在许多值

得思考的问题.本文首先对“物联网”的概念及内涵进行

了分析 ,阐述了物联网的定义 ,以及与传感网 ,M2M 和

云计算等概念的关系 ,并从“物联感知”的角度统一了对

物联网各类概念的理解;然后综述了全球物联网的发展

现状 ,主要包括美国 ,欧盟 ,日本和中国对物联网发展的

战略部署 、运营和应用概况;详细探讨了当前物联网发

展的若干关键技术 ,点出其中尚需研究和亟待解决的问

题;最后分别从国家 、企业界和学术层面提出了我国物

联网建设的若干建议 ,为我国物联网建设和技术研发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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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物联网的概念及内涵

2.1　物联网定义及其演进
1999年 ,MIT Auto ID Center给出较早的“物联网”定

义为:在计算机互联网的基础上 ,利用 RFID、无线数据

通信等技术 ,构造一个覆盖世界上万事万物的网络(In-

ternet of Things),以实现物品的自动识别和信息的互联

共享[ 5 , 6] .2005年 ,国际电信联盟(ITU)发布的《ITU互联

网报告 2005:物联网》[ 7] 中正式给出了“物联网”概念并

对其涵义进行了扩展 ,指出物联网是互联网应用的延

伸 ,“RFID 、传感器技术 、纳米技术 、智能嵌入技术”将是

实现物联网的四大核心技术.2009 年 ,自 IBM 提出“智

慧地球”[ 8]后 ,物联网在世界范围再掀热潮 ,发展物联

网技术被迅速纳入多个国家的重大信息发展战略中.

物联网概念发展至今虽有十余年 ,但仍未有一个

明确统一的定义.EPC[ 9 , 10] (电子产品代码 , Electronic

Product Code)是早期国际上典型的物联网概念模型 ,它

的本质就是“RFID技术加互联网”.每一个物品都被赋

予一个独一无二的 EPC代码 ,将这个 EPC代码存储在

RFID标签中并贴在物品上 ,同时将这个代码所对应的

详细信息和属性存储在互联网上的 EPCIS(EPC信息服

务 ,EPC Information Service)服务器中.当物品从生产到

流通的各个环节中被识别并记录时 ,通过 ONS(对象名

解析服务 ,Object Naming Service)的解析可获得物品所

属信息服务系统的 URI(统一资源标识 , Universal Re-

source Identifier),进而通过网络从 EPCIS 中获得其代码

所对应的信息和属性 ,以进行物品识别 ,实现对物流供

应链的自动追踪管理.

欧盟在 2009 年 9 月公布的一份 CERP-IoT SRA[ 4]

(欧洲物联网项目战略研究议程 ,Cluster of European Re-

search Projects on the Internet of Things Strategic Research A-

genda)中 ,将“物联网”定义为:物联网将是未来互联网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是一个动态的全球网络架构 ,它具

备基于一定的标准和互用的通信协议的自组织能力.

其中物理的和虚拟的“物”均具有身份标识 、物理属性

和虚拟特性 ,并应用智能接口可以无缝链接到信息网

络.与此同时 , 《欧盟物联网行动计划》(Internet of Things

- An action plan for Europe)[ 11]中明确指出物联网将具有

三方面本质特性:第一 ,不能简单地将物联网看作今天

互联网的延伸 ,物联网建立在特有基础设施上 ,将是一

系列新的独立系统 ,当然 ,部分基础设施仍要依存于现

有的互联网;第二 ,物联网将伴随新的业务共同发展;

第三 ,物联网包括多种不同的通信模式 ,如物与人通

信 ,物与物通信.

目前国内较为多见的定义[ 12] 为:“物联网 ,指利用

各种信息传感设备 ,如射频识别装置 、红外传感器 、全

球定位系统 、激光扫描等种种装置与互联网结合起来

而形成的一个巨大网络 ,其目的就是让所有的物品都

与网络连接在一起 ,方便识别和管理.并认为物联网应

该具备三个特性:一是全面感知 ,即利用各种可用的感

知手段 ,实现随时即时采集物体动态;二是可靠传递 ,

通过各种信息网络与互联网的融合 ,将感知的信息实

时准确可靠地传递出去;三是智能处理 ,利用云计算等

智能计算技术对海量的数据和信息进行分析和处理 ,

对物体实施智能化控制”.

2.2　物联网与传感网 ,M2M ,云计算等概念间关系
狭义的“传感网”(Sensor Networks)[ 13 , 14] ,就是由传

感器构成的网络 ,利用大量的微型传感计算节点通过

自组织网络以协作方式进行实时监测 、感知和采集各

类环境或监测对象的信息.目前 ,该技术主要是以微型

传感模块和组网模块共同构成的网络 ,缺乏接入互联

网的能力;并且多为感知信号 ,并不强调对物体的标

识.因此从这种视角来看 , “物联网”的概念比“传感网”

大 ,物联网感知物的手段 ,除了传感器 ,还有条码 , RFID

等.那么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和多种接入网络以及

智能计算技术的发展 , “传感网”的内涵和外延也发生

了显著的变化.广义的“传感网”[ 14] 是指以物理世界的

信息采集和信息处理为主要任务 ,以网络为信息传递

载体 ,实现物与物 ,物与人之间的信息交互 ,提供信息

服务的智能网络系统.本文认为 , IT领域的很多概念都

会随着人们的认识 、环境和技术的发展而演变 ,那么关

键是透过不同视角的表面去把握对本质问题和共性基

础的认识 ,因此扩展后的传感网概念与物联网的区别

不是太大.

“M2M”[ 15](机对机 ,Machine to Machine)通信 ,是物

与物通信模式中的一种 ,主要包括了机器对机器 ,机器

对移动电话和移动电话对机器的无线通信 ,以实现设

备的实时数据在系统之间 、远程设备之间的无线连接.

而物联网包括了多种不同的通信模式 ,如物与人 ,人与

物 ,以及物与物的通信.因此可以说 ,“M2M”并不能称为

真正的物联网 ,可以理解为属于物联网技术体系中的

一环 ,或者说是物联网概念的一种形态.

“云计算”[ 16] 是一种理想的网络应用模式 ,即通过

网络以按需求 、易扩展的方式获得所需服务.终端使用

者不需了解其中的细节和相应的专业知识 ,也无需直

接进行控制 ,只需关注自己真正需要什么样的资源以

及如何通过网络来得到相应服务即可.它的目的是解

决互联网发展所带来的巨量数据存储与处理问题.目

前 ,无论是互联网巨头 Google 、Amazon ,还是软件巨头微

软 , IT巨头 IBM 、SUN 、Apple ,都在加大对“云计算”的投

资和研发力度 ,力争掌握主动权.随着物联网的发展 ,

相信其带来的海量数据存储与计算问题将更需要云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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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技术的支持.因此可以说 , “物联网”和“云计算”的关

系是相辅相成的 ,云计算的技术进步 ,将会带动物联网

产业更为快速的发展.

2.3　关于物联网各类概念的统一理解
本文认为 ,物联网定义的本质在于关键的两点:物

联和感知.首先 ,物联就是实现物物互联 ,其中互联的

方式很多 ,除了需要各类通信网络之外 ,终端区的物联

方式包括接触式和非接触式(如压力传感器属于典型

的接触式 ,RFID技术为典型的非接触式).此外 ,物联网

的精髓在于“感知” ,在物联的基础上利用各类智能处

理手段实现对人 、对物 、对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万事万

物的感知和控制.若从仿生学角度理解物联网可能更

直观:一个典型的物联网结构很类似于人的神经系统 ,

首先具备各类神经元 、神经 、脊柱和脑 ,然后这些器官

能够分工协作以完成各类功能 ,如运动 、操作、记忆 、思

维等各类活动.物联网终端的感知设备类似于人体的

各类神经元 ,能够完成各类感觉(如视 、听 、闻 、触等);

物联网的智能系统和感知中心类似于低级神经中枢和

大脑.因此 ,本文认为 ,称之为“物联感知网”可能更容

易理解一些(相当于“广义传感网”),那么中国的物联

感知网就可以简称为“感知中国” ,世界物联感知网可

以称之为“感知世界”(相当于“智慧地球”).物联感知

网在各类场合的具体应用系统实际上就是各类智能系

统(相当于“智慧电力” 、“智慧银行”等等).

3　全球物联网的发展现状

　　业内专家认为 , “物联网”涉及到下一代信息网络

和信息资源的掌控利用 ,有望成为管理全球的主要工

具之一 ,因此受到了各国政府 、企业和学术界的重视.

目前 ,美国 ,欧盟 ,日本等国家都在投入巨资深入研究

物联网;我国政府也重视中国物联网建设.从某种意义

上讲 ,很多国家是在物联网技术与发展并不十分明郎

的情况下 ,迫于形势而纷纷致力于物联网的规划 、研发

和产业推进工作的.

3.1　“物联网”在国外的发展
在美国 ,自从 2009 年 IBM推出“智慧地球”概念后 ,

“智慧地球”框架下的多个典型智能解决方案已经在全

球开始推广[ 8] .智慧地球想达到的效果是利用物联网

技术改变政府 、公司和人们之间的交互方式 ,从而实现

更透彻的感知 ,更广泛的互联互通和更深入的智能化.

因此 ,美国各界非常重视物联网相关技术的研究 ,尤其

在标准 、体系架构 、安全和管理等方面 ,希望借助于核

心技术的突破能占有物联网领域的主导权.同时 ,美国

众多科技企业也积极加入物联网的产业链 ,希望通过

技术和应用创新促进物联网的快速发展.

在欧洲 ,“物联网”概念受到了欧盟委员会(EC)的

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已被正式确立为欧洲信息通信

技术的战略性发展计划 ,成为近三次国会讨论关注的

焦点[ 1] .2008 年 EC 制定了欧洲物联网政策路线图;

2009年正式出台了四项权威文件
[ 1 , 3 , 4 , 11] ,尤其《欧盟物

联网行动计划》 ,作为全球首个物联网发展战略规划 ,

该计划的制定标志着欧盟已经从国家层面将“物联网”

实现提上日程.除此之外 ,在技术层面也有很多相关组

织致 力 于 物 联 网 项 目 的 研 究 , 如 欧 洲 FP7 项

(CASAGRAS),欧洲物联网项目组(CERP-IoT),全球标准

互用性论坛(Grifs),欧洲电信标准协会(ETSI),以及欧

盟智慧系统整合科技平台(ETP EPoSS)等.同时 ,欧洲各

大运营商和企业在物联网领域也纷纷采取行动 ,加强

物联网应用领域的部署.如 Vodafone推出了全球服务平

台及应用服务的部署 ,T-mobile 、Telenor与设备商合作 ,

特别关注汽车 、船舶和导航等行业等.

在日本 , 2004年MIC(总务省 ,Ministry of Internal Af-

fairs and Communications)提出“U-Japan”战略[ 17] ,目的是

通过无所不在的泛在网络技术实现随时 、随地 、任何物

体 、任何人(Anytime , Anywhere ,Anything ,Anyone)均可连

接的社会 ,受到了日本政府和索尼 、三菱 、日立等大公

司的通力支持.此前 ,日本政府紧急出台了数字日本创

新项目“ICT鸠山计划行动大纲”[ 18] ,此宏观性的指导政

策更是推动了日本物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

此外 ,新加坡公布的“智慧国 2015”大蓝图 ,澳大利

亚 、新加坡 、法国、德国等国家都在加快下一代网络基

础设施的建设步伐.

3.2　“物联网”在国内的发展
自从 2009年 8 月温家宝总理提出“感知中国”后 ,

“物联网”一时成为国内热点 ,迅速得到了广泛关注.加

快物联网技术研发 ,促进物联网产业的快速发展已成

为国家战略需求.

政府目前为物联网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

境 ,《国家中长期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划(2006-2020)》 ,

2009-2011年电子信息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 , 2010 年“新

一代宽带移动无线通信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中“短距

离无线互联与无线传感器网络研发和产业化” ,国家重

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在信息领域中的“物联

网体系 、理论建模与软件设计方法” ,以及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中国工程院“中国工程科技中长期发展

战略研究”联合基金项目在“信息与电子工程技术领

域”中的面向“物联网”的未来网络技术发展战略研究 ,

等都将“物联网”相关技术列入重点研究和支持对象.

物联网的发展也受到了国家各大部委和地方政府的大

力支持.未来各部委可能将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工协

作以共同推动我国物联网产业的发展 ,如国家科技部

主要支持物联网方面的共性基础研发和各类应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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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部主要负责支持物联网产业在工业领域以及工信融

合领域中的应用;发改委主要负责我国物联网产业发

展规划和重大工程示范.地方政府也在积极行动 ,如无

锡市正在建设物联网技术研究院 ,积极打造物联网产

业基地;北京市已将物联网技术纳入北京市发展规划 ,

大力推进“感知北京”示范工程建设;广东省也启动了

南方物联网的框架性设计 ,正在加快试点工程建设.

同时 ,我国各大电信运营商也纷纷将物联网作为

未来移动互联网的重点发展方向 ,高度重视“物联网”

业务的发展.如在 2009 年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上 ,中国

移动的手机钱包和手机购电业务;中国电信的“平安 e

家”和“商务领航”业务以及中国联通的 3G污水监测业

务 ,都显示了我国三大运营商在物联网应用中进行了

尝试 ,并在筹建各自的物联网研究院.

目前 ,国内很多科研机构也积极致力于“物联网”

的研发 ,如中科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清华

大学 、北京邮电大学 、东南大学 、南京邮电大学 、重庆邮

电大学等科研单位已在无锡成立了“物联网研究中

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物联网科普基础研究和产业

政策方面也做了一些研究[ 19～ 23] .

国内企业界和百姓也对物联网抱以很大兴趣 ,甚

至连与 RFID、物联网沾点边的上市企业也被称之为“物

联网板块” ,受到证券市场的日益关注.海尔公司称其

在 2010年初已推出了全球第一台物联网冰箱.

3.3　全球“物联网”应用概况
物联网用途广泛 ,遍及公共服务 、物流零售 、智能

交通 、安全 、家居生活 、环境监控 、医疗护理 、航空航天

等多行业多领域[ 2 , 4 , 11] ,可以说涵盖了我们身边的工

业 、环境和社会的各个领域.

目前 ,全球物联网的总体状况还停留在概念和试

验阶段 ,要真正达到物物互联 ,实现物联网的全球应

用 ,尚需很长时间.EPoSS 在“ Internet of Things in 2020[ 2] ”

报告中分析预测 ,全球物联网的发展将历经四个阶段 ,

2010年之前 RFID被广泛应用于物流 、零售和制药等行

业领域;2010-2015 年实现物体互联;2015-2020 年物体

进入半智能化 ,2020年后物体进入全智能化.

我国目前在应用需求和政府大力支持的相互推动

下 ,物联网在很多应用领域已进入规划和论证阶段 ,有

的已开展试点应用.

4　当前物联网发展的若干关键技术

　　物联网涉及的技术很多 ,本文将从当前物联网发

展的几个主要关键技术进行阐述.

4.1　物联网标识技术
标识技术 ,涉及到前端数据的采集与物体的身份

识别 ,是实现物联网的核心关键技术之一.目前 ,随着

技术的进步和“物联网”概念的发展 ,物联网涉及的物

体识别手段很多 ,包括条码 ,RFID ,WSN ,雷达 ,视频 ,红

外等等多种标识手段.所有这些识别系统之间的融合

和兼容(互操作性)问题将是当前物联网发展需要考虑

的问题之一.物联网的发展需要一个全新的物体标识

体系[ 1 , 4] ,能够支持现存的全球范围内各种典型的标识

方案和将来可能会有的标识系统 ,而且可以与现存的

互联网和万维网的标识架构相兼容.

另者 ,现存的各种识别系统的原理有所不同 ,有基

于身份 ID标识的物体识别 ,如条码和 RFID自动识别技

术等;也有基于属性的物体识别 ,如雷达 ,红外 ,WSN

等.由此带来的编码问题将是当前物联网发展需要考

虑的问题之二.CASAGRAS的一份报告[ 1] 全面评估了与

物联网技术密切相关几种编码方案 ,并指出了他们的

优缺点.物联网的发展是需要一个全新的 、多维的 、自

适应的全球物品统一编码体系 ,并要考虑到物体标识

与后台解析 、信息服务以及 IPv6等影射问题.

涉及互联 、感知与信息交互的理论和模型 ,物体

(设备)唯一身份的标识管理 ,人和位置的标识 ,同一实

体的不同标识之间可能的交叉引用操作和相互认证 ,

以及面对物联网海量信息的时空一致性描述 ,智能计

算和存储管理都将是物联网标识技术发展需要考虑的

问题[ 4] .

4.2　物联网体系架构
早期的物联网 ,其典型架构主要有欧美的 EPC体

系[ 9]和日本的 UID 体系[ 24] .该两体系在各自政府支持

和企业推动下已推广应用 ,但由于各自在编码方案和

后台信息处理方面差别迥异 ,两者并不兼容;而且架构

中都存在后台数据和用户隐私的安全问题.如 EPC的

根 ONS 系统和配套的发现服务系统暂时由 EPC global

委托的 Verisign公司进行运维 ,它完全面临被单个公司

或者国家运营掌控的安全威胁.此外两者都有一个共

同的局限就是只能基于 ID标识进行物体识别.

随着技术进步和物联网概念的拓展 ,EPC 、UID将只

能成为物联网架构发展中的子集 ,可伸缩性 、可扩展

性 、模块化和互操作性等将是未来物联网架构设计的

重点考虑问题.物联网的发展 ,需要一个开放的 、分布

式的 、动态的全球体系架构.该架构[ 4] 能够将现存的或

者将来会出现的各种异构系统和分布式资源的互操作

性最大化 ,这些资源将包括人 、智能物体 ,甚至软件等.

目前 ,国际上对该领域的研究主要分为两方面 ,一

是从网络基础理论研究的角度出发来试图解决新型物

联网网络的基本问题 ,主要包括对现有网络层次化功

能模型的改进和探索非层次化的网络体系结构;二是

从工程技术研究角度出发 ,解决网络与业务实现的具

体问题.欧盟主要聚焦于“Integration of RFID &WSN”(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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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识别技术与无线传感器的融合),重点支持语义操作

和 SOA架构方面的研究[ 25 , 26] .国内主要有研究物联网

及其演进的软件建模理论 、体系架构和设计方法.

近日美国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召开未来互联网体

系结构(Future Internet Architecture)高层研讨会[ 27] ,会中

提出:未来网络应该适应于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比较

欠缺的环境;应该面向人类的自我辨识 ,以人为中心 ,

而不是以设备为中心;应该更多联系到现实世界 ,因而

不但能够信息传递 ,而且要控制 、动作和感知.

中欧专家经过多次交流有一些共识:目前全球还

无统一的物联网体系架构 ,尚需经过一个摸索和交流

阶段.因此如何由当前智能网体系演进到未来物联网

体系架构 ,需要加强如下几个方面的研究[ 4] :

·端对端服务 、异构系统融合 、中性访问 、分层明确

和对物理网络中断具有弹性恢复的开放性 、分布式架

构

·基于对等节点的自主分散式架构模型

·云计算和事件驱动架构 、断开连接操作和同步性

机理

4.3　物联网通信和网络技术
物联网实现的是物理世界 、虚拟世界 、数字世界与

社会间的交互.典型的物联网通信模式[ 28] 主要分为:

“物与物”(Thing-to-thing),和“物与人”(Thing-to-person)

通信.“物与物”通信 ,主要实现“物”与“物”在没有人工

介入情况下的信息交互 ,譬如物体能够监控其它物体 ,

当发生应急情况 ,物体能够主动采取相应措施.“M2M”

技术就是其中的一种形式 ,但是目前M2M 技术实现大

多是基于大型 IT系统的终端设备.“物与人”通信 ,主要

实现“物”与“人”之间的信息交互 ,譬如人对物体的远

程控制 ,或者物体向人主动报告自身状态信息和感知

的信息.随着物联网发展 ,实现互联的范围将会指数倍

增长 ,那么通信中可扩展性 、互操作性 ,以及保证网络

运营商投资回报的问题将是挑战[ 4] .

物联网对网络技术的需求主要表现在三方面:要

求网络传输技术的进步(无线 、有线),要求网络分配技

术的升级 ,以及web 3.0的应用.另外 ,在网络架构和管

理方面 ,能够具有集成有线和无线网络技术 ,实现透明

的无缝衔接 ,并实现自我配置和有层次的组网结构.

无线通信和网络技术将是促进物联网发展的主要

动力 ,尤其 3G 、3.5G MMDS 、WLAN 、WiMax 、UWB 、WSN

等.除此之外 ,还有涉及分布式存储单元 ,定位和追踪

系统 ,以及数据挖掘和服务等[ 4] 相关通信和网络技术

都将是物联网发展需要考虑的主题.

当前 ,在全球物联网体系架构并没有确定的情况

下来明确未来物联网通信和网络架构实非易事 ,但值

得肯定的一点是:物联网的发展需要一个全新的通信

和网络架构 ,能够融合现有的多种通信 、网络技术及其

演进;能够适合各类感知方式 、解析架构以及未来可用

的网络计算处理.因此 ,针对物联网发展中的通信与网

络技术 ,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研究[ 4 , 29] :

　　·物联网扩频通信和频谱分配问题

　　·基于软件无线电　(SDRs)和认知无线电(CRs)的

物联网通信体系架构

　　·物联网中的异构网络融合和自治机理

　　·基于多通信协议的高能效传感器网络

　　·IP网络技术(IP和后 IP , IP多协议优化和兼容)

4.4　物联网搜索和发现服务
面对物联网中海量的分布式资源 ,如传感器 ,信息

源和存储库等 ,那么按照这些资源的属性(如提供的传

感器 ,驱动器 ,服务器的类型)、位置或者所提供的信息

(如物体或交易的 ID号等)来搜索和发现这些资源是很

有必要的 ,也是一项挑战[ 4 , 30] .因此 ,物联网搜索和发现

服务对物联网的信息管理至关重要.如果失去它 ,数据

的查找和访问将不能达到准确和有效.

在 EPC系统中 ,搜索和发现服务主要包括 ONS 以

及配套的服务.但随着物联网技术的发展 ,其搜索与发

现服务不仅可以被人使用 ,也可以被应用软件或智能

物体使用 ,以帮助收集来自不同系统和位置的信息或

查找可用于支持智能运输 、处理 、网络通信和数据处理

的基础设施.因此物联网的发展需要一个全新的解析

架构 ,能够实现物理 、数字和虚拟实体间的影射 ,其功

能将远远超越 ONS 或者 DNS.

对于有效的搜索和发现 ,信息的语义标记[ 4] 非常

重要 ,尤其要确保大量自动生成的信息在没有人工干

预的情况下具有自动性和可靠性 ,这将是一个挑战.

此外 ,如何将地面测绘数据与如邮政编码和地名

的逻辑位置交叉引用 ,以及物联网搜索和发现服务涉

及的位置几何概念问题 ,如空间重叠和分离将是一个

技术热点[ 4] .

当前 ,物联网搜索和发现服务需要解决的问题有:

　　·面向物联网海量资源信息查找模型与分析机理

　　·真实 、数字和虚拟实体间影射问题

　　·语义标记和搜索

　　·搜索发现与标识的多维性研究 ,如物品 ID ,物品

属性 ,时间 ,地点等多融合与一致性

　　·全球通用认证机制

4.5　物联网数据处理技术
物理世界的数字化 ,将使网络上的数据量逐渐攀

升.物联网的发展必会带来海量信息的数据存储和智

能处理问题 ,因此 ,迫切需要更佳的数据处理方法和机

制来查询 、获取和处理数据[ 2] .目前出现的“云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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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算”等技术都将是物联网数据处理的强大后盾 ,将

大大促进物联网的发展.

目前 ,国外研究主要聚焦于物理计算和认知设备

(如无线传感器网络 ,移动电话 ,嵌入式系统 ,微型机器

人等)以及互联网融合中涉及的数据处理技术 ,主要包

括:语义互操作性 ,服务寻找 ,服务组合 ,语义传感器网

络 ,数据共享 、传播和协作 ,自治代理 ,人机交互等问

题[ 4 , 30] .

国内在面向海量信息的智能处理和面向复杂应用

环境的数据存储等方面有较强的研究力度 ,主要有:

　　·物联网中的海量信息智能处理和数据存储理论

　　·面向海量信息的高效计算模型与分析学习机理 ,

动态时空信息描述与一致性控制机制

　　·整合和分析海量信息并提供智能服务的方法

　　·针对异构和并发服务的大规模数据存储面临的

高效性 、安全性 、可靠性 、低能耗等挑战 ,研究面向服务

且支持云计算等存储服务的架构

　　·自组织的动态数据对象管理和资源共享方法 ,存

储服务QoS和效用评价方法

　　·网络使能技术及其与物联网的协同应用

4.6　物联网安全和隐私技术
物联网作为前沿综合交叉技术 ,其安全和隐私问

题[ 31～ 33]受到广泛关注.主要涉及两方面的问题:一是

国家和企业机密 ,二是个人隐私.对国家和企业而言 ,

数据资源包含了一定的敏感信息 ,若处理不当 ,很容易

在数据交互共享的过程中遭受攻击而导致机密泄漏 ,

构成严重的安全威胁;同样对个人而言 ,数据信息往往

涉及到个人行为 、兴趣等隐私问题 ,将会对个人形成威

胁;也会出现愿意分享个人信息的情况[ 2] ,譬如应急事

故救援时 ,受伤者希望自己的病情和以前的病史可以

及时提供给医生从而得到及时和最优的治疗.因此 ,物

联网的发展需要全面考虑这些安全因素 ,设计并建立

相对完善的安全机制 ,而不是等待新的安全技术出现

后再去解决安全威胁.尤其在考虑物联网的各种安全

要素时 ,隐私保护强度和特定业务需求之间是有折衷

的 ,最终的设计原则是:在满足业务需求(实用性 、易用

性)基础上尽可能地保护用户隐私 、定制适度的隐私保

护策略(实现匿名性和用户行为的不可追踪).

物联网的安全机制[ 34]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

·认证和访问控制

对用户访问网络资源的权限进行严格的多等级认

证和访问控制.例如 ,进行用户身份认证 ,对口令加密 、

更新和鉴别 ,设置用户访问目录和文件的权限 ,控制网

络设备配置的权限等.还有 ,可以在通信前进行节点与

节点的身份认证;设计新的密钥协商方案 ,使得即使有

一小部分节点被操纵后 ,攻击者也不能或很难从获取

的节点信息推导出其它节点的密钥信息等.另外 ,还可

以通过对节点设计的合法性进行认证等措施来提高感

知终端自身的安全性能.

·数据加密

加密是保护数据安全的重要手段.加密的作用是

保障信息被攻击者截获后不能被破译.同时 ,对传输信

息加密可以解决窃听问题 ,但需要一个灵活 、强健的密

钥交换和管理方案 ,密钥管理方案必须容易部署而且

适合感知节点资源有限的特点.另外 ,密钥管理方案还

必须保证当部分节点被操纵后不会破坏整个网络的安

全性.目前 ,加密技术很多 ,但是如何让加密算法适应

快速节能的计算需求 ,并提供更高效和可靠的保护 ,尤

其在资源受限的情况 ,人和物体相对运动彼此分离的

情况下 ,进行安全加密和认证是物联网发展对加密技

术提出的更高挑战和要求.

·立法保护

未来需要从立法角度 ,针对物联网隐私 ,如规章的

地域性影响 、数据所有权等问题 ,明晰统一的法律诠释

并建立完善的保护机制.通过政策法规加大对物联网

信息涉及到的国家安全 、企业机密和个人隐私的保护

力度 ,进一步加强对监管机构的人 、财 、物的投入 ,完善

监管体系 ,形成监管合力 ,都是解决物联网安全和隐私

问题的重要手段[ 2 , 4] .

4.7　物联网标准
标准化是促进物联网成功的一个关键性因素.目

前 ,物联网标准的发展涉及到多方面的不确定性 ,包括

架构 、编码 、网络通信等基础技术标准 ,以及应用标准

和涉及法律 、政治 、经济 、人文等规范.以 RFID 技术标

准为例 ,EPC global和 UID标准各自都在发展 ,都希望融

入到国际标准框架下 ,但两者并不能直接兼容 ,这也正

是限制其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 ,当前物联网的发展急

需加强各国的协商和沟通 ,以便制定一个全球能接受

的 、统一和节能的标准.

欧盟在一份研究报告[ 35] 中提出物联网的标准制定

需要重点考虑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对现存的互联网 、

条码和 RFID标准的依赖性问题;针对特定标准之间的

矛盾和公平的调和问题 ,以及标准之间的兼容互用性

问题.目前国际上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操作性方面的语

义数据模型的标准化 ,无线频谱分配 ,发射功率和通信

协议方面的技术标准 ,以及在同一频谱下与其它服务

的合作标准 ,包括移动通信服务 ,广电服务 ,应急服务

等等.其中涉及的物联网本身的标准化 ,以及基于语义

标准和通信标准等理论问题尚待研究.

在我国 ,RFID和传感网技术的标准化工作已经开

始.国内目前采取的政策是:首先聚焦传感网 ,在加快

制定传感器网络关键技术标准的基础上 ,再根据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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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应用需求 ,按照顶层规划设计 ,逐步完善物联网标

准体系.具体在传感网标准制定方面 ,工业和信息化部

已成立国家传感网标准工作组 ,统筹规划传感网的标

准研究 ,并表示我国传感网标准体系已形成初步框架 ,

向国际标准化组织提交的“传感网标准化体系框架” 、

“传感网系统架构” 、“传感网网络协同架构”等核心方

案
[ 36]
已被采纳.但目前总体来说 ,这些标准还是基于

“狭义”传感网技术进行制定的 ,由于未来物联网的体

系架构和核心技术尚未确定 ,我们目前制定的传感网

标准与未来真正的物联网标准还是有距离的.

本文认为 ,物联网发展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 ,其

标准体系的构建将非常复杂 ,从标准规划 、立项到出台

都需要一个过程 ,在长期储备和掌握核心技术的基础

上 ,需要各方面的协调和配合 ,因此我国在制定物联网

标准的前期 ,可以针对标准制定的课题进行研究和论

证 ,以“大规划”与“小阶段实施”的思路来规划 ,逐步 、

阶段性完成标准制定工作.首先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来

统一规划 ,充分考虑国际合作和我国国情来论证我国

物联网体系框架性标准;然后再具体结合我国物联网

发展 、核心技术掌握和应用情况 ,有条件地逐步制定较

为成熟的技术和应用标准;最后逐步和系统性地进行

完善和融合.

4.8　物联网管理
目前 ,缺乏统一管理[ 2] 已成为物联网发展的另一

主要障碍之一.没有一个公正权威的管理协调机构 ,国

际物联网的标准化工作协调起来比较困难.同时 ,标

识 、编码和网络通信等关键技术如果将独自发展并应

用于各领域 ,很难为全球物联网提供支撑.

WSIS(World Summit 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提出 ,

未来互联网的管理模式[ 37] 将是“多元 、透明 、民主” ,由

多国共同运营 ,使政府 、私营部门 、民间团体和国际组

织都能参与进来的模式.物联网的管理模式到底是什

么样 ,它和当前的互联网管理模式有什么不同 ,其管理

机构到底是一个国家主导的 ,还是由联合国监督下的

一个共管机构 ,都仍然是国际上备受争论的话题.

国内有提出“层次化的物联网管理模型”[ 19] ,即顶

层为国家物联网管理机构 ,主要负责国际对话与国际

物联网互联 ,以及制定和发布国内总体管理标准 ,并对

第二层物联网管理中心(即各行业和专用的物联网主

管机构)进行统一管理.那么最底层则为本地的物联网

管理机构 ,主要负责管理基层的物联网应用系统.

物联网管理将与物联网相关的技术 、教育 、法律 、

经济和政治等方面密切相关.因此当前我国可加强对

物联网管理体系的理论的研究 ,可以重点考虑如下几

个方面
[ 35] :

　　·物联网管理体系的探索

　　·物联网的技术管理(如频谱资源的管理利用 ,技

术标准管理 ,编码管理和安全管理等)

　　·物联网的社会经济管理(如考虑社会的伦理 、道

德规范 、教育以及世界多元文化等)

5　我国物联网建设的若干思考

　　物联网建设在我国日益受到了重视 ,制定我国自

主知识产权的标准体系 、掌握核心技术和建立应用系

统是现实的需求.2010年 1月中国互联网统计报告[ 38]

显示 ,截至 2009年 12月 30日 ,中国网民数量已达 3.84

亿 ,我国互联网的普及率为 28.9%, IPv4地址数量达到

2.32亿 ,面对我国互联网拥有的巨大市场规模和发展

空间 ,我国正在把握机遇 ,为在国际物联网发展中掌握

一定的话语权做准备.

5.1　我国物联网建设面临的主要挑战
·管理及技术标准的统一问题

目前全球物联网的发展缺乏一个合适的管理机

构 ,缺乏物联网标准和与其它网络互联互通的标准.我

国物联网应用首先将主要依托于国内市场 ,其应用的

多样性 、分散性和缺乏监管将为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的制定带来难度.

·技术瓶颈

目前全球物联网的研究大多还停留在概念和试验

阶段.一方面 ,我国缺少自主产权的核心技术 ,如无线

通信技术 ,嵌入式技术 、网络技术(移动和自组网络)、

中间件技术 ,以及这些技术的无缝集成;还有智能终端

的节能 、延长网络寿命 、无线传输的频率干扰 、网络时

钟同步等都是目前很有挑战性和必须解决的问题.另

一方面 ,我国在应用领域管理分散 ,呈现出“概念方案

多 ,实用系统少;试验系统多 ,规模应用少”的特点[ 39] ,

难以形成有代表性的系统解决方案.

·公众的普及问题

虽然目前物联网在概念上成为讨论的热点 ,但是

公众缺乏对物联网本质上的认识.由于对物联网的认

识有一定的技术门槛 ,在很多因素的推动下 ,公众容易

盲从 ,需要加强多层次的物联网知识普及 ,以便公众更

理性更清晰地认识物联网这个新生事物.

·国际间合作(协调)

未来物联网是开放和共享的 ,各国之间的联系将

更为密切 ,各国物联网很难独立于世界物联网之外.我

国物联网的建设也是如此 ,只有与其它国家物联网进

行合作互联 ,才能更好地发挥物联网的作用.但由于

“物联网”涉及到下一代信息网络和资源的掌控和利

用 ,各国都希望能占领该领域的制高点 ,掌握一定的话

语权 ,因此物联网既为国际间合作创造了良好机遇 ,也

带来了巨大挑战和竟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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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我国物联网建设的运营与规划
对于我国物联网建设的运营与规划 ,本文将分别

从国家 、企业和学术的层面提出若干建议.

·国家层面

我国物联网刚刚起步 ,需要一个整体统一的战略

部署和规划 ,以便进行顶层设计和明确物联网产业的

定位 、发展目标 、时间表和路线图等.如欧盟近期出台

的《欧盟物联网行动计划》[ 11] ,提出了九个方面的十四

点行动内容(见表 1),其中物联网管理体制的制定 、安

全性保障和标准化制定是该行动计划的重点.
表 1　欧盟物联网行动计划总体框架

方面 行动计划

欧
盟
物
联
网
行
动
计
划

物联网管理 管理架构设计和管理机制确定

安全性保障 隐私不间断监控和个人数据保护立法

“芯片沉默”的权利

明确未来的“潜在风险”

将“物联网”发展为社会的关键资源

标准化 加强标准化制定

研究开发 研究资助

研究公私研发合作项目整合

开放和创新 创新和启动试点项目

达成共识 提高意识 ,各相关机构定期沟通交流

国际对话 加强国际间对话共享信息

污染管理 RFID标签的循环利用

未来发展 统计数据

评估 、监督

　　结合国情 ,我国在支持物联网基础前沿 、关键技术

研究和国际交流的同时 ,对国家物联网的发展可以进

行部署和规划.

一方面 ,国家可以规划若干个国家级重点示范应用

项目 ,在发改委产业化或科技部支撑计划中给与支持 ,

进行重点行业应用的研究与示范 ,以点带面促进物联网

产业的人才培养 、基础研究以及关键技术突破 ,为物联

网发展的全面展开积累技术和经验.同时应加强引导 ,

避免出现大量企业或单位重复建设传统智能网而非真

正意义上的物联网 ,这些重复建设有些是无效探索.另

一方面 ,围绕每个重点示范应用 ,注重“产学研”结合.有

针对性地培育“产学研”创新合作群体 ,发挥各自特长 ,

建立人才培养、技术创新和基地建设的长效机制.

国家层面的物联网规划问题 ,面临着严峻考验.客

观地说 ,构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物联网将是一个长期

的 、持续的发展过程.政府有效的统一规划 、科学引导

以及大力扶持将会加速这一过程.对于物联网的示范

应用 ,应尊重我国国情 ,并兼顾行业和地域特色.

·企业层面

物联网产业链很长 ,包括芯片商 、设备商 、系统集成

商、移动运营商等 ,在各方利益机制及商业模式尚未成

型的背景下 ,产业繁荣还有待时日.现阶段 ,无论是安

全 、政策和技术标准都还没有到位.物联网成功的关键

在于应用 ,如果没有实际的应用支撑 ,物联网很可能会

被其他的概念取代而成为泡影.因此企业界[ 40]对物联网

的认识应该回归理性 ,冷静应对 ,通过对技术 、应用 、市

场 、商业模式以及政策等多维度的把握 ,从基础和实际

出发 ,以应用为导向来促进物联网产业健康的发展.

对于国内大多企业 ,应根据自己的需求和能力量

力而行 ,在降低成本和解决问题的同时 ,开展物联网应

用应重在明晰新的业务模式 、运营思路和产品定位 ,而

不是热衷概念;对于实力雄厚的大企业来说 ,可以积极

参与国家物联网的建设规划 ,加强国际合作 ,引导行业

发展 ,加强研发的投入 ,做好长期合理的运营规划.

本文认为 ,国家支持的物联网基础研究才刚刚启

动 ,企业在发展物联网业务时应注意以下两个方面:一

是不要盲从 ,目前国内物联网项目风险相对来说还比

较大 ,应避免盲目投资 、过度投资以及重复性建设;二

是不要急于求成 ,在国际 、国内物联网政策还不明朗 、

技术和应用还不成熟的情况下 ,需要对自己要做的物

联网产品进行细分和准确定位 ,分清哪些是自己运营

的 ,哪些是面向社会提供的产品 ,需要在探索中不断提

升自身实力和积累经验.

·学术层面

物联网涉及的技术很多 ,基础前沿研究值得关注.

2009年欧盟物联网项目研究组制定了未来物联网发展

的技术路线图[ 4] ,为欧盟物联网研究明确了一定的方

向.我国科研人员也可以结合国情和自身情况 ,加强国

际交流与合作.例如表 2 可供参考.
表 2　物联网研究方向路线图

当前研究 今后方向

物体

标识

技术

·适用于不同应用领域的 ID

标识方案分析

·统一全球物品标识及编码方
案以及特例情况

·扩展 ID标识概念(不止是 ID

号),研发电磁识别(EMID)以
及后 EMID技术

·唯一 ID标识(如物品DNA)

体系

架构

·局域物联网(局部试点应用 ,
千/百万事物互联)

·广域物联网(试验用户应用 ,
数十亿事物互联)
·物联网(全球范围应用 ,实现
亿万事物互联)

通信

网络

技术

·无线通信网络技术 , 如 Zig-
Bee , RFID , Bluetooth
·网格 、云网络以及混合网络
·互操作性(协议和频谱)

·网络化的 RFID 系统与其他

单个或混合网络的互联

·不间断服务通信网络系统
·网络节点进化 、消亡 、再生

数据
处理

技术

·网格计算 、云计算 ,海量信息
智能处理

·分布式 、节能高效数据存储

·自主计算
·认知计算

安全

和

隐私

·节能高效的安全算法
·低成本 , 安全和高效的安全
认证设备

·基于情景的安全激活算法
·认知安全系统

标准

化

·RFID、M2M 、WSN 、H2H 标准
·隐私和安全标准
·IoT 智能设备标准的采用

·IoT物体交互标准的采用
·IoT个性化设备标准的采用
·动态 ,不断进化的标准制定

　　在做好基础技术研发的同时 ,我们也可以开展软

课题研究 ,如针对国家物联网建设的政策 、标准 、管理 、

公众行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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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小结

　　物联网研究对于我国物联网建设和下一代信息技

术发展具有重要的经济和社会价值.本文主要从学术

研究的角度 ,对物联网的概念 、以及物联网技术中一些

重要共性问题进行了思考.在综述全球物联网发展动

态的同时 ,对物联网的不同概念的理解进行了统一 ,并

指出当前物联网发展的若干关键技术和尚需研究的问

题 ,最后分别从国家 、企业和学术层面提出我国物联网

建设的若干建议 ,为我国物联网建设和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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