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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城市在数字化时代实现联网
和通信，增强城市竞争力

英特尔架构 CIVIQ 解决方案助力迈阿密戴德县提供智能城市服务

挑战

今天，超过一半的世界人口居住在城市；到 2050 年，这一数字可能会上升到 66%，

即大约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城市。1 这将会给交通运输、联网和应急响应等核心服务

带来严峻压力，城市规划者不仅需要妥善应对人口的增长，而且还要不断改善市民的生

活质量。

许多城市正在探索智能城市愿景，希望通过使用物联网（IoT）技术收集和分析数据，

更好地管理公共资源和服务。但过时的基础设施、传统系统、严格的预算限制和庞大的

人口数量，给城市向前迈进设置了巨大的障碍。

解决方案

迈阿密戴德县希望加强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联系。同时更好地为超过 250 万名不同民

族和行业的本地居民，以及国际参观者和游客提供服务。经过谨慎对比，戴德县最终选

择采用英特尔架构 CIVIQ Smartscapes 来应对这一挑战。戴德县拥有美国第十四大交通

系统，县政府希望采用创新的方法来提升交通运输体验，增加互联网访问，简化路线，

并及时向市民传达相关信息。

县长 Carlos A.Giménez 和戴德县行政管理委员会（Board of County Commissioner）

与 CIVIQ Smartscapes 和英特尔合作，实施了全国首个全面集成的智能城市解决方案。

CIVIQ 带来的数字广告收入可以解决安装和维护资金和前期成本。戴德县还期待该项目

能够带来持续的收入。县委员会主席 Esteban Bovo 表示：“我们对该解决方案给戴德县

带来的惠益感到非常兴奋。我们致力于改善民生，并期待提供免费的公共 WiFi、数字民

生服务和出行服务，同时不会给纳税人造成任何负担。”

CIVIQ 装置中包括多达 300 个交互式数字 WayPoint*，其中包括免费公共 WiFi、部署在

公共交通工具中的超过 1,000 台 WiFi 设备，以及部署在交通场站的 51 台 WiFi 设备。

CIVIQ Smartscapes 全球政府发展和创新总经理 George Burciaga 表示：“戴德县是一

个典型的例子，县政府重新思考了科技的真正价值，通过技术手段来打造宜居、可持续

发展的社区。戴德县县长正在采取一种非常直接的方法，真正造福当地居民，并与他们

直接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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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福城市和市民

该系统为市民和该县带来了无数福利，例如，县政府现在能够更

好地跟踪和管理其公共交通系统，提供免费公共 WiFi 以支持市

民访问通信网络，及时出台交通安排以提高公民的出行能力，

同时快速获取紧急警报以加强整个社区的安全和保障。此外，

CIVIQ Smartscapes 解决方案未来还能够提供更多功能，包括

强大的传感器跟踪网络，可以跟踪垃圾流转到枪声等社会事件再

到交通流量，可以确保网络在未来几年对城市发挥重要价值。

戴德县运输和公共工程总监 Alice N. Bravo 谈到了 CIVIQ 和英特

尔正在帮助实现的智能城市愿景，他表示：“这些新设备和服务

不仅仅是一种新的互联网访问方式。更出色的交通运输系统联网

能力意味着我们可以提高效率、减少停机时间，为乘客提供更好

的体验。”

提供新服务

CIVIQ 和英特尔合作创造了一款能够提供智能城市基础设施的解

决方案。CIVIQ 的交互式公共 WayPoint 的硬件和 CIVIQ Control 

Center* 都依托于集成软件和高度安全的虚拟专用网，而这些软

件和网络均在高性能英特尔® 处理器上运行。

戴德县将提供免费的增值服务，同时改善公共 WiFi 访问能力。

• 提供最新的交通运输信息

• 显示公共交通路线和时间表

• 加快市民紧急情况通报速度

• 重点宣传即将举行的城市、文化、艺术和体育活动

• 通过远程位置监控提高安全性

• 监测环境条件，如空气质量和噪音水平

• 收集有关用户交互和行为模式的匿名数据

• 通过广告赚取收入

Bravo 补充说道：“我们正在寻找有助于改进交通运输的途径，

以帮助提高交通运输的可靠性。我认为这对于我们吸引越来越多

的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至关重要。”

CIVIQ 和英特尔为迈阿密戴德县带来数据智能公共 WayPoint*

工作原理简介

CIVIQ Smartscapes 是智能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网络领域的领

先开发商，将媒体播放器与英特尔处理器集成到了其 WayPoint 

通信中枢。这些互连结构包括大型交互式屏幕，可支持播放优质

广告和公共服务公告，同时支持在城市与居民和游客之间进行双

向互动。

WayPoint 包含高清 55 英寸触摸屏；高速 USB 充电器；近实时

分析能力；能够显示最新时间表和安全信息的高亮度数字屏幕，

确保用户即使不与触摸屏交互也能够及时获得信息；以及可拖动

的地铁地图，以帮助乘客找到最佳路线。

所有这些功能都需要极高的处理能力。采用英特尔® 博锐™ 技术

的英特尔® 酷睿™ i5 处理器可提供必要的性能、出色的安全性和

远程可管理性，能够为 WayPoint 全天候提供支持。物联网网

关可以无缝地过滤和路由来自信息亭和传感器的边缘数据，从

而将切实可行的智能部署到边缘。英特尔物联网事业部副总裁

兼全球视觉零售和数字标牌总监 Jose Avalos 表示：“CIVIQ 的 

WayPoint 集成了数字标牌的使用模式及其独特的交互式通信功

能。WayPoint 将实现诸如动态 HD 4K 视频广告和远程可管理

性等特性，能够显著降低总体拥有成本。”

CIVIQ Smartscapes 首席运营官 Michael Foley 强调了城市信息

亭必须满足的高标准，他表示：“CIVIQ 的 WayPoint 不但功能

非常强大，而且非常耐用，设计寿命为 10 到 20 年。长正常运

行时间也非常重要。同时它们还设计和构建用于提供出色可扩展

性。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随着新技术的兴起，以及新的合作伙

伴采用新的设备来管理流量和保障安全，我们也将需要将它们集

成到系统中。我们正在为未来创建一个强大、可扩展的结构。”

支持全新、丰富、动态的体验是英特尔® 架构的长期承诺。

“我们对该解决方案给戴德县带来的惠益感到非

常兴奋。我们致力于改善民生，并期待提供免

费的公共 WiFi、数字民生服务和出行服务，同

时不给纳税人造成任何负担。”

Esteban Bovo，迈阿密戴德县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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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CIVIQ Smartscapes 解决方案正在部署之中。这项服务在部署

后，将供市民在戴德县的整个交通运输系统中使用。同时 CIVIQ 

还计划在更多美国城市进行部署。

George Burciaga 表示：“当今智慧的领导者有机会做出明智决

定，为社区创造立竿见影的福利。在此基础上，城市可以提高

政府办公效率，树立更鲜明的形象，同时加强在该县生活、工

作、娱乐、游览的人之间的联系。”

解决方案概要

戴德县制定了一项计划，致力于改善与市民的沟通，并通过基

于广告的创收模式增加 WiFi 访问。WayPoint 可为用户提供免

费 WiFi 服务，同时还能显示最新交通运输信息、提醒、路线变

更及其他服务。

CIVIQ 的解决方案可在许多层面上带来出色价值。WayPoint 能

够为利益相关者提供多种服务，同时还可通过运营广告来为市

政府创收。CIVIQ Smartscapes 首席商务官 Brad Gleeson 表

示：“其他交通运输部门、其他城市和县也对我们的解决方案表

示了浓厚兴趣，他们都在寻求创新的途径来增强参与度，和提

高城市或县的运营效率。

在戴德县、CIVIQ 和英特尔的紧密合作下，三方在不同的戴德县

公共服务（交通运输、公共工程、公共安全等）之间建立了全新

的互联水平，展示出了智能城市的无限可能性。

“这些新设备和服务不仅仅是互联网访问的新方

式。更出色的交通运输系统联网能力意味着我

们可以提高效率、减少停机时间，为乘客提供

更好的体验。”

Alice N. Bravo，迈阿密戴德县交通运输和公共工程总监

解决方案组成

• 采用英特尔® 主动管理技术（英特尔® AMT）的英特尔® 

酷睿™ i5 博锐™ 处理器

• 英特尔视觉数据设备规范

• CIVIQ Streetscapes WayPoint

更多信息

如欲了解有关英特尔数字标牌解决方案的更多信息， 

请访问：intel.com/publickiosks

如欲了解有关 CIVIQ, 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civiqsmartscap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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