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大脑：让城市管理更智慧让市民生活更美好

一座城市的“智慧”，不仅体现在科
技园区和先进实验室里，更体现在寻常
生活中。普通人身边不断发生的小事
儿，正是城市建设与管理一直在推进的

“大事”。城市大脑中那些看着离我们
很远的“高科技”，很可能正在真真切切
地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工作和生活。

查公交、坐地铁、找公厕、找核酸检
测点、找电动车挂牌点、约图书馆、申请
低保、找养老院等生活中的大小琐事可
能需要查询很多电话或是登录多个
App 才能解决，现在，有了“爱青城”
App，这些事变得非常简单。

2021年 4月 29日“爱青城”App上
线发布，经过不断完善拓展服务功能，
持续优化用户使用体验，如今的“爱青
城”App已涵盖便民服务、政务办事、文
化教育、政民互动、智慧出行、智游青
城、健康医疗、新闻资讯、民政服务等便
民服务 10个板块 135项高频便民服务

事项，已成为首府市民生活的好帮手。
1月 8日下午，记者来到我市一商

业街附近的停车场，正值周末，进出停
车场的车辆较多。在出口处记者看到，
不少车辆经过时，系统通过自动扫描车
牌号，自动扣款，自动抬杆，无需车主拿
手机扫码，秒离场。

车主王学渊告诉记者：“以前停车
缴费，扫码、付费、抬杆、离场，需要 1分
钟，不要小看这1分钟，每辆车费时1分
钟，60辆车就是1个小时。现在很多停
车场都实现了无感支付，缩短了出入场
时间，驾驶体验特别好。”

王学渊口中的无感支付是呼和浩
特城市大脑依托智慧停车系统服务于
城市治理的体现。据了解，目前呼和浩
特市机动车保有量超 120万辆，经营性
泊位仅5万余个，加大车位周转率，是解
决车位不足的有效手段。打开“爱青
城”App，进入智慧停车界面，就可以查

找目的地附近停车场的泊位实况，驶离
时还能通过微信、支付宝、银联实现无
感支付。无感支付不仅提高了车位周
转效率，还缩短了车辆入场等候时间，
解决了出口拥堵问题，畅通了周边道路
循环。目前已实现全市所有收费停车
场均能使用“爱青城”App无感支付。

如果你是来呼和浩特旅游的游客，
“爱青城”App智游青城界面可以帮助
你解决去哪玩、怎么去、吃什么等问
题。“爱青城”App已经对接了全市57家
景点、景区，可以通过手机上的720全景
图，对景区概貌、景点设施等进行查看，
通过景区介绍了解景区概况，通过预约
功能完成预约，可以通过行程定制，选
择最合理的路线。寻味青城模块里推
荐了许多呼和浩特特色美食，游客按照
指引可以尽情品尝老绥元烧麦、武川莜
面、托县粉汤、和林炖羊肉等美味。

“爱青城”App是呼和浩特市以群

众需求为导向，专项研究启动智慧城市
建设推出的手机端便民服务软件，同时
加载智慧停车、智游青城、挪车码等特
色应用，基本满足了首府市民多元化服
务需求，全面提升了便民服务事项办理
效率。

除此之外，“爱青城”App还可以提
供旅游服务、生活缴费、实时公交查询、
文化教育等多项功能，市民可通过“爱
青城”App政务办事专区参与城市具体
事项管理，监督举报工作人员违法行
为。建设“爱青城”App只是首府便民
服务智慧化迈出的一小步，呼和浩特市
将进一步提升完善服务功能，使其切实
成为首府市民的“掌中宝”“百事通”，实
现“一部手机走青城”的美好愿景。

呼和浩特以“立足首府、站位全局、
服务全区”为出发点，全面启动了新型
智慧城市建设，为智慧青城建设按下了
快进键。

“爱青城”App 让“一部手机走青城”成为现实

城市管理面临着体制机制不顺畅、
科技对治理能力的支撑程度不高的普
遍性问题，这包括跨部门数据共享机制
不顺畅、数据来源分散缺乏“集中受
理”、部门各自为政缺乏“联动协调”等，
数据难以聚起来、活起来、用起来。

城市大脑可以运用智能感知功能
赋能城市治理，在无感的服务中，让群
众享受有感的品质服务。通过城市管
理、网格化管理、停车场管理实现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雨后排水、智慧井盖、
社区网格员管理等场景的建设，让一网
管全城成为现实。

以雨后排水为例，城市大脑专门建
设了积水智慧感知场景，在城市易涝
点、下穿桥积水点、窨井和污染源安装

液位仪、水质检测器等物联网设备，通
过网络进行远程实时监测。有了它，相
关部门在处理城市排水管理、污染源监
管和防汛应急工作时就能精细化。

呼和浩特智慧城市总架构师张鹏向
记者介绍，目前，我市主城区108个易涝
点布设了积水感知点位，如遇突降暴雨部
分道路产生积水的情况，水位到125px时
感知系统发出预警，提醒相关部门及时关
注。当水位达250px时，系统发出交管指
令，通知交管部门开始交通管制。当水位
超375px时，系统发出应急报警，通知供
排水部门启动抽排作业。水位开始回落
后通知交管部门取消管制。2021年的一
次实际应急指挥显示，以往因降雨路面积
水导致拥堵一小时左右的路段，依靠智能

感知系统预警，在各部门通力合作下，堵
车仅十几分钟就得到了解决。

此外，记者了解到，在智慧城管系
统中，我市试点安装了 50路智能摄像
头，对12条街道的235个店铺实现24小
时智能监管。如遇商铺门口堆放了货
物，摄像头会自动抓拍，并自动发送短
信提醒商家进行整改，实现商铺自解
决。10分钟后，会再次抓拍核查，如发
现商铺未及时处置，则会将案件转派城
管执法队员前往现场劝导处理。

目前，我市依托3000多个感知设备
和12万路视频监控，全时监测城市运行
中的问题。在 1000多路视频监控上部
署了AI算法，对渣土遗撒、垃圾外溢、人
员聚集、占道经营、车辆违停等 22种城

市管理问题实时抓拍，即知即办。
在帮助提升城市管理能力方面，城

市大脑便是一个会思考、能指挥、可进化
的城市智能中枢，满足不同人群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让人类的生活更加智慧，让
城市的运行更加高效。截至目前，城市
大脑共接入了31个委办局，数据量超22
亿，实现了数据实时汇聚、共享共治，服
务于城市治理的方方面面。比如城市易
捞点水位实时监测数据通过城市大脑共
享给了交管、气象、119等部门，在智慧抗
疫工作中，公安、卫健、商务、市场监管等
几十个部门场所、物资、人员数据通过城
市大脑汇集分发，协同管控。同步建设
的还有智慧党建、智慧林草、平安校园、
共享单车、政企连心桥等智慧应用。

数据“聚、活、用”为城市管理者赋能

城市大脑 2.0 的一个重要功能，
是实现了联动指挥功能。实现城市
应急管理联动指挥，智慧应急实现了
统一调度、联勤联动、快速响应，为提
高处突能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
财产安全提供了有力支撑。

2021 年 10 月 23 日，呼和浩特市
确诊 3 例新冠肺炎病例，10 月 29 日启
动了重点区域第二轮大规模核酸检
测，10 月 30 日青城智慧抗疫平台上
线。

通过大屏演示，薛红伟向记者介
绍，青城智慧抗疫平台包括疫情防控

“一张图”、核酸检测、物资管理、城市
大脑的视频融合和联动等板块。其
中，物资管理模块通过对医疗防护物
资、应急物资、生活物资储备情况进行
数据采集，形成多个物资压力表，通过
检测，系统可自动测算出满负荷运转
30 天各项物资缺量数据。如遇储备
不足，压力表指针将指向红色区域，提
醒有关部门补足物资保障供应。

在重点区域第二轮大规模核酸
检测中，呼和浩特市运用智慧抗疫平
台，科学调度统筹指挥各部门、各旗
县区以及防疫各环节的工作，通过线
上+线下、前端+后端、手动+自动、严
密的工作组织+科学的大数据研判，
让整个联防联控体现了快、准、细、实
的特点，工作效率提升 5倍以上。

青城智慧抗疫平台迅速搭建和进
入实战，是城市大脑迭代升级到 2.0的
重要标志。2.0 也助推着我市治理能

力由人力密集型向人机交互型转变，
由经验判断型向数据分析型转变，由
被动处置型向主动发现型转变。

2021 年 11 月 19 日，国家工信部
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直属机构
赛迪顾问发布《2021 中国城市数字化
转型白皮书》，呼和浩特跻身“2021 城
市数字化转型百强榜”“2021 城市数
字化治理百强榜”双榜百强。 12 月
28 日，在 2021 亚太智慧城市评选中
荣获“2021中国领军智慧城市”奖。

应急管理联动指挥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021年，首府智慧城市建设框架初具、智慧初显，通过城市大脑建设，搭建
起智慧城市的框架。城市大脑不仅赋能了政府各个部门对于城市的管理，更通
过“爱青城”App让市民体验到了办事像网购一样方便。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智慧的城市，智能技术这么发达，特别想推荐给更多
人都来体验一下。”市民张秀霞说。

市民李庆林说，看到呼和浩特整个城市的发展，感觉非常自豪，也对首府未
来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通过摸索，我们对于什么是城市大脑，城市大脑能干什么，智慧城市怎么

建，有了有形的感知，进行了有益实践。城市大脑2.0发布后，我们将继续从着
力打造城市大脑‘一网统管平台’‘场景+数据’双轮驱动和不断完善智慧城市管
理、技术和安全标准规范3个方面探索城市大脑3.0的迭代升级。我们将通过试
点、示范，智慧化手段，丰富更多的智慧应用，使大数据的分析方式与部门的工
作方式融为一体，使旗县区的智慧建设与呼和浩特城市大脑实现同频共振。”薛
红伟说。

未来，随着 5G技术与物联网进一步融合，首府市民生活将会更高效率、更
高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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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 15 个应用场景、接入了 31 个委办局，数据量超 22
亿、完成呼和浩特全域1.72万平方公里的数字地图测绘制图、
开设10个板块135项高频便民服务事项、3000多个感知设备
和12万路视频监控……”这串看似简单的数字，体现的却是呼
和浩特这座城市正变得越来越“聪明”。

数字的背后，实则大有学问，因为这些都是与呼和浩特城市
大脑加速进化息息相关。“城市大脑”，指的是搭载于互联网，借
助大数据、云计算等，对城市实施全域全程的即时分析和管理。

呼和浩特城市大脑上线后，如何帮助人们更精准、高效地
管理城市、更方便地享受生活？记者带着大家一起去探索其
中的奥秘。

在呼和浩特智慧城市指挥中心，记
者看到几位工作人员每人对着一台电
脑专心工作，墙上电子大屏上显示着城
区重要路口和地段的实时情况。

市大数据管理局局长薛红伟向记
者介绍，呼和浩特城市大脑由一个智能
中枢指挥中心和数据体系、安全体系、
感知体系、“爱青城”App 四个支撑体
系、N个智慧应用组成，简称1+4+N。在
城市大脑1.0阶段，主要完成了“1+4”的
建设任务。

2021年1月20日，呼和浩特城市大
脑1.0正式上线，这是自治区第一个“城
市级”的智能中枢。城市大脑通过“1+
4+N”体系构建的基础框架，建立健全大

数据辅助科学决策和社会治理的机制，
推进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实
现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
公共服务高效化。以推行电子政务、建
设智慧城市等为抓手，以数据集中和共
享为途径，推动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
据融合，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
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

2021年12月21日，呼和浩特城市大
脑2.0成果发布。与1.0相比，呼和浩特
城市大脑2.0在以下方面进行了迭代升
级：大数据平台功能更加完善；智慧场景
更加丰富，形成了15个应用场景；城市大
脑的联动指挥功能发挥成效。城市大脑
建立了丰富的公共智能组件，包括八通一

平台，即视联通、物联通、支付通、人工智
能通、一码通、事件通、网关通、云管通和
大数据平台，通过模块化搭建、积木式组
合实现了各类应用快速上线、共享共用。

“现在电子大屏上显示的是新华大街
沿线三维地图漫游。”薛红伟向记者介绍：

“数字地图是城市大脑的重要组成部分，
呼和浩特市已经完成全域1.72万平方公
里的数字地图测绘制图，专题图层达到
140多层。包括给水管线蓝色线图、电力
管线红色线图、污水管网黄色线图等等。
目前全市域道路三维管线，包括给水、排
水、燃气、热力、电信、电力、工业等共8大
类30小类都实现了数字化标注，为呼和浩
特城市感知一张图奠定了数字基础。”

那么，依靠着这样的数字地图能给
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呢？

薛红伟告诉记者，施工单位通过数
字地图可以查看地下三维管线实际埋
深和管线属性、建设年代、单位权属等
信息。如遇发生管网泄露等情况，可以
通过可视化地图，精准找到上游最近的
阀门，最短时间关闭阀门，为抢修争取
时间，最大限度减少损失。对于地下综
合管廊而言，各种管线实现了数字孪
生，为综合管廊管理提供了精准数据。

从宏观上看，城市大脑积累大量数
据，可以用于国土空间规划、生态环境
保护、重点项目建设等重大工作，为城
市宏观决策提供数据支撑。

城市大脑2.0升级上线 功能与应用迭代升级

●本报记者 杨彩霞 文/图

2021年12月21日，呼和浩特城市大脑2.0成果发布。

目前，全市所有收费停车场均能使用“爱青城”App 无感支
付。

在城市易涝点、下穿桥积水点、窨井和污染源安装液位仪、水
质检测器等物联网设备，通过网络进行远程实时监测。

在智慧城管系统中，我市试点安装了50路智能摄像头，对12
条街道的235个店铺实现24小时智能监管。

“爱青城”App开设了便民服务10个板块135项高频便民服务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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