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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随着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运营商网络基础设施

建设能力不断提升，但语音、短信等基础业务演进却

略显缓慢。移动互联网时代，由于运营商基础业务几

乎没有革新，无法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1］，大

量用户选择了APP或小程序等互联网信息交换方式。

2020年，三大运营商联合发布《5G 消息白皮

书》［2］，提出将短信业务进行升级，支持富媒体内容和

交互式服务［3］。依托 5G消息技术，企业可以将业务场

景化，用户可以轻松获得智能化便捷化的服务。

智慧城市是指利用各种信息技术或创新概念，将

城市的系统和服务打通、集成，以提升资源运用的效

率，优化城市管理和服务，改善市民生活质量［4］，最终

实现信息化、工业化与城镇化深度融合［5］。5G消息与

智慧城市相互融合，必将加快智慧城市的建设，给用

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1 智慧城市运营的痛点和需求分析

智慧城市是中国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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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智慧城市在建设过程中面临数据安全性问题，而5G消息因依托运营商网

络具有安全可信等优势，且具备原生终端、实时交互、功能融合、体验升级等特

点，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中脱颖而出。5G消息的广泛普及能够保障智慧城市应

用与用户之间数据的安全性，为广大用户带来全新的体验，促进我国新型智慧

城市的整体发展与突破。

Abstract：
At present，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cities is facing data security problems，and 5G message stands out in the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ecause it has the advantages of security and credibility relying on the operators' networks，as well

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ative terminals，real-time interaction，function integration，experience upgrading. The widespread

popularity of 5G message can ensure the security of data between smart city applications and users，bring new experiences to

users，and promote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and breakthrough of new smart citi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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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6］，其使城市生活趋向智能化，但在运营过程中还存

在如下痛点。

a）数据安全性低：尽管打造了例如手环公交卡、

微信、支付宝钱包等便民应用，但均依托互联网环境

进行创新，城市数据与用户数据安全得不到保障。

b）用户触达难：智慧城市中政务应急、疫情防控、

急救处理和消防响应等场景均存在消息触达率低的

问题。

c）用户感知差：2012年我国正式宣布智慧城市试

点名单，但在发展过程中，智慧城市实际应用与用户

之间存在鸿沟，用户无法感知智慧城市带来的变化。

d）用户体验差：智慧应用存在交互实时性差、形

式相对单一、响应慢等问题。

智慧城市在建设发展过程中，如何解决智慧城市

平台与用户之间的数据安全问题，如何解决实际场景

中政府和公众的诉求问题，如何推动整个社会安全稳

定地发展是当前智慧城市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7］。

2 5G消息在智慧城市安全运营中的系统架构

5G消息是传统短信的升级，构建了全新的信息服

务入口，用户在消息窗口内即可完成服务搜索、发现、

交互、支付等一站式的业务体验。借助 5G消息，用户

可以方便地与各行各业的服务商对话，获得个性化服

务；行业客户与用户之间也能建立高效的服务通道，

获得更多的用户反馈，与用户建立更紧密的联系［2］。

智慧城市涉及到很多领域应用，其运营的重要前

提是安全。将5G消息应用到智慧城市具备以下优势。

a）5G消息依附运营商强大的网络能力，具有安

全优势。

b）5G消息通过引入聊天机器人（Chatbot）结合具

体场景为用户提供智能化服务，实现闭环服务。

c）5G消息具备强触达、交互方式简单、用完即走

的特点，提升了用户快速获取有效信息服务的能力［8］。

d）5G消息作为原生终端无需安装APP，使用门槛

低。

5G消息能够搭建智慧城市和用户之间的桥梁，使

更多用户间接参与到智慧城市建设中，打造真正意义

上的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各领域应用和5G消息场景相结合，通过

打通智慧城市系统与 5G消息调度平台接口，利用 5G
消息调度平台进行消息的配置发送，并通过运营商网

络将消息发送到终端。

此外，5G消息调度平台通过获取海量的数据构建

数据仪表盘来监控城市各场景运行情况，并收集终端

数据进行处理，反馈到智慧城市建设中，保障智慧城

市的安全运营的良性循环。整体架构如图1所示。

2.1 5G消息助力政务应急工作开展

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政务应急领域的治理水

平有了明显的提升，紧急突发事件的发生频率、传播

速度对经济社会和人民群众的影响与危害，也呈现不

断扩大的趋势。这对加快应急管理技术创新，提升应

急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9］。5G消息作为创新

图1 5G消息智慧城市应用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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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其强触达的特点可以保障政府应急工作的顺利

进行。

如图 2所示，利用 5G消息，在面对地质灾害时，政

府可以基于用户号码和地质灾害位置信息，使用5G消

息对特定范围内的人群进行预警信息传递，提供安全

场所导航指引。用户可以通过 5G消息上报自己所在

位置，现场的图片、视频等，缩短救援时间，节省救援

资源，减少国家和人民的财产损失。

5G消息可以为政府公共部门提供安全可靠的通

知渠道，提升政府各领域的治理能力和水平，降低治

理成本，强化城市安全保障能力。

2.2 5G消息助力疫情精准防控

当前疫情形势仍旧严峻复杂，防护仍是重中之

重。5G消息支持终端用户与 Chatbot进行实时交互，

能够减轻当前疫情防控人员压力，在常态化疫情防控

中发挥作用。

如图 3所示，利用 5G消息，防控中心可以进行防

疫科普，下发最新的疫情防控信息，结合用户出行大

数据进行风险提示，进行防控信息精准投递，收集用

户流调信息并报道疫情防控前线的新闻和抗疫的最

新进程等。用户可以第一时间了解新增病例活动轨

迹，查看出行疫情政策，使用出行健康码。

5G消息会对精准防疫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有利

于医患进行有效沟通，节约沟通成本，提升民众就医

服务体验，提高医疗服务效率，助力疫情防控中心打

好疫情防控阻击战，实现精准防控的目标。

2.3 5G消息助力急救及时处理

近年来，高危行业人群突发心梗的事件频繁发

生，及时就诊是挽救心梗人群生命的必要手段。越来

越多人开始重视AED的普及和应用。5G消息支持富

媒体消息，对把握黄金急救时间起到重要作用。

如图 4所示，利用 5G消息，急救中心可以进行知

识科普、发送教学视频、开展专家远程会诊，使更多人

具备急救能力。用户在进行AED急救时，可以先拨打

120，上报患者所在位置，查询附近AED位置，并根据

医院推送的处理措施进行急救，使患者在黄金时间内

得到救助。

将5G消息应用到急救处理场景中，有助于建立完

整的急救信息体系，可以有效辅助人员急救行为，降

低医疗风险，确保急救质量，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

2.4 5G消息助力消防快速响应

近年来，国家在经济发展及城市建设方面取得了

巨大的进步和发展，但火灾极大地威胁了人民生命安

全和财产安全。5G消息能够收集用户信息，并将消息

系统和消防警报系统打通，对于迅速响应和提高出警

速度有重要意义。

如图 5所示，消防中心可以通过 5G消息进行消防

知识科普、下发逃生路线图、开展现场人员疏散、进行

人员自救引导等操作。火灾场所一般声音嘈杂，用户

使用5G消息能更精准地把火灾位置、现场火情照片发

送到消防监管部门。消防警报系统收到火情消息后，

图3 5G消息助力疫情精准防控

图4 5G消息助力急救及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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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刻触发警报系统迅速响应，大幅缩短出警时长，从

而帮助消防部门快速处置火情。

5G消息的助力可以实现火灾防控“自动化、智能

化、系统化、精细化”的建设目标，能有效提高市民的

消防意识，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损失降至最低。

3 5G消息在智慧城市安全运营中的建议

5G消息作为消息通道，可以多维度地挖掘和整合

城市资源，作为 5G时代最可能落地的应用之一，能够

全面支撑智慧城市的建设。

在智慧城市建设阶段，针对 5G消息在智慧城市中

的安全应用提出以下建议。

a）提前统筹规划共建智慧城市业务平台与 5G消

息调度平台，打通数据接口。

b）利用 5G消息进行数据收集、监控并融合不同

行业数据。

c）进行局部试点，落地 5G消息+智慧城市应用标

杆案例。

d）深度挖掘 5G消息与智慧城市的结合点，进行

产业融合。

4 结束语

本文针对智慧城市的安全运营需求展开论述，提

出了 5G消息在智慧城市中的应用架构。在政务应急、

疫情防控、急救处理、消防响应 4个场景中给出了建设

方案，该方案能够很好地应对当前场景中存在的痛点

问题，解决当前威胁人民人身安全与财产安全的问

题，保障了城市安全运营。

5G消息作为新型的用户服务触点能够奠定上层

智慧城市信息化运行的基础，对个人生活会产生深远

的影响，同时能够赋能千行百业，给社会发展带来变

革。同样，智慧城市各领域应用数据也会不断促进 5G
消息场景的完善。最终，5G消息和智慧城市将相互推

动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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