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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工程在物联网中的应用
张　元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 100105）

摘　要　现如今，全新互联网信息技术不断涌现，为大数据工程与物联网技术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大数据工程与物联

网技术应运而生，互联网信息技术将各类重要信息进行灵活转化，随后录入到物联网系统之中，促使物联网技术充分发挥

其积极作用。当前情况下，将物联网技术融入大数据工程之中，能够促进物联网技术与互联网大数据分析技术进行完美融合，

将两项现代化技术进行全方位整合，可共同促进物联网信息工程的快速发展。因此，笔者将在文章中结合互联网大数据分

析技术具体应用要求，细致分析物联网技术实际应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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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数据工程以及相关互联网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过

程中，物联网技术逐步应用其中，并为大数据工程提供了

全方位的技术保障，互联网技术与大数据工程之间存在千

丝万缕的联系，大数据工程为物联网技术提供系统保障，

物联网技术为大数据工程提供技术支撑。如果相关技术操

作人员可以创新互联网信息技术，那么将会改变大数据工

程系统运作情况，逐渐丰富互联网信息技术体系。因此，

笔者将结合大数据工程技术运转要求，细致分析物联网技

术与互联网大数据分析技术融合发展的途径。

1 大数据及物联网概述

1.1 大数据的含义

大数据主要指的是海量重要数据形成的一个数据体系，

或者是数据集合的各类重要数据，通过互联网信息技术以

及其他各类计算机技术进行数据传播。随后利用数据分析

技术，将各类重要数据进行集中整合与管理，将全部数据

系统整合成一个大数据系统，最终形成大数据系统管理体

系。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将各类数据进行全方位分析与

管理，随后将各类重要数据进行自动化整合，在此过程中

所产生的各类技术系统以及数据体系统称为大数据。大数

据具备信息量大、信息流通速度快、信息沟通渠道广泛等

诸多特点。

1.2 物联网的含义

物联网技术主要指的是依托互联网、信息技术以及相

关现代化信息传递技术，将各类重要信息结合具体信息传

递设备进行灵活转化。将重要信息通过设备自主运行以及

相关传递系统半自动化运转，从而促使各类重要信息可以

及时传递到相应区域。物联网技术经过多年发展之后，已

经诞生出了较为现代化的物联网工程技术体系。在物联网

技术逐步发展的过程中，逐步融合了其他互联网信息技术

以及互联网大数据分析技术，全面整合物联网技术体系，

将各类重要信息进行全方位收集与整合，随后再利用其他

现代化数据处理技术，将各类重要数据进行灵活转化。将

重要数据的内部信息提取出来，随后转换成技术操作人员

的可行性思维。

2 物联网工程特点介绍

物联网工程主要指的是将物联网技术以及其他各类现

代化数据分析技术、互联网信息技术进行紧密连接，随后

呈现出一种以物联网技术为核心的现代化数据分析技术体

系。物联网工程与一般的信息技术工程有所不同，一般的

信息技术工程需要依托互联网信息技术，或者是严格依照

的某一项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技术应用要求以及技术使用特

点。围绕某一特定互联网信息技术展开细致研究与数据分

析，然而物联网工程则是以物联网技术为主要核心，其中

辐射了其他互联网信息技术以及各类计算机技术。这就意

味着，在物联网工程以及相关技术体系之中，不仅仅囊括

物联网技术，更包含了其他更具现代化的互联网信息技术，

尤其是互联网大数据分析技术。物联网工程与物联网技术

一起经过多年发展之后，诞生出了较为个性化的技术发展

特征。物联网工程整合多项现代化信息传输技术、信息分

析技术、数据重组技术、数据整合技术，在多项现代化技

术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带动了物联网技术以及物联网工程

技术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当前，物联网工程已经呈现出多

样化、全面化的发展趋势，且物联网工程各项技术已经得

到全面开发与利用。

3 大数据工程的未来发展趋势

当前背景之下，大数据工程与物联网技术融合速度逐

渐加快，大数据工程内部已经诞生出全新技术增长极，这

就意味着，大数据工程经过多年发展之后，诞生出了全新

发展动力。大数据工程内部所存在的具体技术体系逐渐完

善，在未来几年中，大数据工程以及相关互联网大数据分

析技术将会得到较快发展，相关技术操作人员在应用大数

据工程以及相关物联网技术的过程中，则会进一步引领互

联网大数据技术分析潮流。在未来几年或者是几十年的时

间里，大数据工程将会逐步融入其他互联网信息技术，尤

其是互联网大数据分析技术，以及云服务技术、云计算技

术、物联网技术。在多项技术快速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将

会促进大数据工程资深技术体系进一步完善，将大数据工

程具体运算程序进行全方位调整。大数据工程以及相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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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技术将会得到更好发展，其中一部分高精尖技术

将会应用到其他领域之中，在其他行业与领域内部焕发全

新生机与活力。将互联网信息技术、物联网技术以及大数

据工程融入到人们日常生活之中，以及相关重要领域之内，

是当前物联网技术以及大数据工程未来发展方向之一。

4 大数据在物联网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4.1 安全问题

现如今，在互联网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之下，

各类信息流通速度逐渐加快，许多重要信息在数据流通过

程中极易出现各类安全问题。无论互联网信息技术以及物

联网技术发展到何种程度，数据在传输过程中依然会存在

安全隐患。在这其中可能会由于计算机设备故障以及各类

技术系统故障，从而出现安全问题，还有可能会因为黑客

攻击出现各类安全问题。较为常见的信息安全问题主要指

的是用户在使用过程中存在信息泄露问题，或者是相关技

术操作人员在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支持由于系统漏洞而导

致的数据错误传输问题。除此之外，在重要数据传输过程中，

不能够确保不会发生黑客攻击以及病毒入侵等等意外事故。

如果相关技术操作人员不能够保证重要信息在于传输过程中

不出现安全问题，那么在应用互联网信息技术以及相关物联

网技术的过程中，便会存在巨大技术困难以及安全隐患。

4.2 实用问题

将互联网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大数据技术融入物联

网工程技术系统之中，不仅仅需要面临数据传输安全问题，

还需要面临技术实用性问题。并非所有互联网信息技术均

可以融入到互联网工程之中，也并非所有互联网信息技术

都可以成为互联网大数据分析技术的重要依托。相关技术

操作人员需要结合物联网工程发展实际需要，以及互联网

大数据分析技术发展具体情况，选择合适技术融入大数据

工程技术体系之中。尽管如此，大数据工程以及相关物联

网技术的实用性依然有待检验，并非所有技术操作人员都

可以很好利用物联网技术将各类重要数据进行有益转化，

也并非所有物联网技术都可以逐步融入大数据工程系统之

中，并促使大数据工程以及相关互联网技术得到全面改进。

面对不同技术应用要求以及技术应用情况，物联网技术以

及相关计算机技术的可行性、实用性依然需要考察。

5 大数据工程在物联网中的应用

5.1 大数据智能家居

大数据工程与物联网技术融合发展速度逐渐加快，已

经融入到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之中，大数据工程以及各类互

联网大数据分析技术逐步发展，大数据智能家居随之诞生。

大数据智能家居，顾名思义是将大数据工程以及相关互联

网大数据分析技术融入到智能家居行业之中。大数据智能

家居快速发展，为人们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便利，将互联网

信息技术融入到家居使用过程之中，可以帮助家居智能处

理系统实现半自主运行甚至是自主运行。现如今，随着大

数据智能家居不断发展，智能空调、智能冰箱、全自动电

饭锅、智能电磁炉、智能电水壶、自动化洗衣机、智能液

晶电视、扫地机器人、拖地机器人、现代化洗碗机、智能

油烟机、智能吸尘器等等智能家居逐渐涌现。

例如，当前发展较为迅速的智能洗衣机以及智能空调，

使用者就可以自动设定洗衣机的洗衣时间以及洗衣时长，

设置预约时间，保证智能洗衣机可以在固定时间段完成洗

衣任务，并且将洗衣机运转具体情况实时传递给使用者，

使用者可以通过手机或者其他智能移动终端接受相关信息，

随时随地观察到洗衣机的运作情况。使用者在使用智能空

调的过程中，就可以远程操控空调具体温度，智能空调则

可以结合室内温度以及体感舒适程度向使用者输出相关信

息，使用者就可以结合智能空调所提供的各类信息，进一

步远程调整智能空调的温度、风向、吹风频率、吹风强度。

5.2 大数据智能物流

在传统物流体系之中，已经可以广泛的应用互联网信

息技术。为了进一步提高物流实际效率，相关技术操作的

人员则可以将大数据工程以及物联网技术应用其中。相关

技术操作人员通过对物流系统以及相关物流运输设备设置

特定数据传输信号，结合数据传输设备以及信号发送设备，

将物流传递电信号发送给相关计算机设备，计算机设备通

过内部系统运转以及数据处理等等方式，将互联网大数据

分析技术应用其中，通过分析各类重要物流体系运转数据，

及时调整物流体系运转具体情况。将互联网大数据分析技

术以及物联网技术融入到“智慧物流”体系之中，通过云

计算服务以及物联网技术，可以细致分析物资运输具体要

求，将不同种类物资划分为不同层级，为不同种类物资合

理选择运输渠道以及配送方式，从而帮助相关技术操作人

员合理调整物流运输具体情况，细致分析具体物流运输问

题，帮助相关技术操作人员随时随地调整物资运输途径，

为相关物资运输提供更加多样化、准确化、科学化、个性

化的运输路径。

5.3 大数据智能医疗

相比于大数据智慧物流，大数据智慧医疗技术应用范围

更加广泛，在人们日常生活之中，需要运用到各类医疗器械，

针对于一部分半自动化医疗器械而言，在融入互联网大数

据分析技术以及物联网技术的过程中，可以促使医疗器械

逐渐形成自动化发展趋势。相关技术操作人员在多年实践

探索过程中，已经将其他互联网信息技术逐步融入大数据

智慧医疗技术体系之中。现如今大数据智能医疗服务体系

逐渐完善，为广大医患人员提供了较为全面化的技术保障。

将大数据分析技术融入医疗器械以及具体医疗诊断过程之

中，可以帮助医技人员更好地检查患者的具体病情，随后

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将患者病情信息录入其中，然后再自

动转换成患者医疗信息，帮助医技人员及时分析患者的病

情发展情况，为患者提供较为个性化的疾病诊治方案，尽

可能减少患病痛苦以及医学检查困难。

5.4 大数据智能出行

大数据智能出行技术以及各类技术体系逐渐形成，已

经深刻影响到人民群众日常生产生活。无论是日常出行还

是公务出行，人们都可以选择利用大数据智能出行技术，

将各类出行信息进行完全整合，随后经过互联网信息技术

（下转第 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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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头为 94mm 合金钢钻头。下通道爆破孔采用 ZDY-1000 全

液压隧道钻机建造，钻头为 75mm 合金钢钻头。爆破孔采

用 ZDY-1900 和 ZDY-6000S 全液压煤矿隧道钻机，钻头为

94mm 合金钢钻头。

4.2 管理管控

1. 冲击地压防治现状。矿区成立冲击地压防治领导小

组，形成了由矿长全面负责，分管副矿长对分管范围内的

防治工作直接负责，总工程师、安全矿长负责冲击地压防

治的技术管理工作；下设矿压防治办公室，负责综合监测、

解危措施、效果检验、技术方案制定等防冲技术管理工作，

灾害防治队负责防冲工程现场施工。建立以“基础评价、

监测预警、解危措施、效果检验、安全防护、防冲管理、

现场施工”为基础的“六位一体”防冲管理体系。最后建

成微震监测系统、地音监测系统、支架在线监测系统、顶

板离层在线监测系统、电磁辐射仪监测、钻屑监测等综合

立体监测体系。[5]

2. 实施综合预警、综合治理手段。通过在线监测系统

和现场采集数据进行分析、研判，每日下发综合日报表，

实施超前预警。对采煤工作面危险区域实施超前深孔预裂

爆破、上下端头切顶爆破解危措施处理顶板，降低和消除

应力集中区域。对掘进工作面危险区域实施煤体松动爆破、

大直径钻孔卸压解危措施将煤体应力进行释放，有效地保

证了采掘工作面安全平稳推进。

5 结语

1. 实施防冲综合治理手段。通过确定合理的采掘工艺，

实施坚硬顶板处理方法（包括工作面超前深孔预裂爆破、

上下端头切顶爆破）、煤体应力释放技术（包括煤体注水、

煤体松动爆破、大孔径钻孔卸压）等综合防治手段，有效

地保证了采、掘面安全推进。

2. 根据矿井矿压综合防治方案及首采综放工作面的实

际情况，做好 I010201 综放工作面顶板管理工作，采取积极

主动的防治措施。结合该工作面周期来压，在 I010201 下顺

槽施工工艺巷（工艺巷间距：100m），截至目前已施工完

成了 1 至 9 号，累计施工长度 980m，对工作面的顶板进行

爆破处理时，切实将矿压防治措施落实到现场，确保放顶

煤期间的安全生产，为矿井安全高效生产夯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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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相关物联网技术进行数据转化，帮助出行人员随时了

解行程动向。现如今，大数据智慧出行技术系统之中，融

入了天气预报系统、酒店管理系统、行车动向监视系统、

吃住行一体化系统、出行安全管理系统。出行人员则可以

结合天气预报系统，及时改变行程，利用酒店管理系统以

及吃住行一体化系统，为自己的日常出行提供全面保障，

除此之外，出行人员还可以结合行车动向、监视系统以及

出行安全管理系统，全方位监督道路行车情况以及车辆行

驶问题，为出行人员的正常出行提供安全保障。互联网大

数据分析技术让日常出行变得更具“智慧”性能。从一方

面而言，交通管理中心可以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分析技术，

实时监测交通路况，针对于一部分特殊天气而言，交通管

理中心则可以结合“智慧天气系统”，合理把握路况以及

交通枢纽的客流量情况，并以此为基础及时制定相关交通

疏散预案。除此之外，交通管理中心也可以依据“智慧天

气系统”，发布特殊天气预警以及灾害预警，帮助出行人

员及时调整出行方式以及出行时间。另一方面，从出行安

全这一角度考虑，交通管理中心可以针对道路拥堵情况，

向出行人员及时发布信息，或者是利用物联网技术，将事

故多发路段进行集中管理，以保证出行安全。

6 结语

现如今，在互联网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大

数据工程以及物联网技术都已经得到较好的应用，相关技

术操作人员为了进一步提升物联网技术的实际应用效率，

必须要将物联网技术融合到互联网信息技术中，随后将技

术优势转化为大数据工程系统发展的内生动力。物联网技

术必将促进大数据工程的全面革新。笔者经过大量研究与调

查之后，探索出了物联网技术与大数据工程之间的技术关联。

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提升物联网技术的实际应

用效率，促使大数据工程以及相关现代化信息技术快速转型

升级，并以此为基础实现全面化的技术革新。[1-4]

参考文献：
[1]　徐琴 , 黄向宇 , 刘智 , 高弘扬 . 物联网工程专业大数据
相关课程的规划与实践 [J]. 物联网技术 ,2019,09(05):115-117.
[2]　陈颖文 , 逄德明 , 徐明 , 钟萍 . 大数据背景下物联网工
程专业教学实践探究 [J]. 工业和信息化教育 ,2018(12):1-5.
[3]　张启亮 , 韩键 , 姜丽萍 . 工业物联网大数据平台在工程
机械行业的应用 [J]. 信息技术与标准化 ,2017(04):26-31.
[4]　郭崇 , 王征 . 基于物联网和大数据的电力工程造价分析
[J]. 工程经济 ,2015(11):18-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