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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物联网技术的应用及发展逐渐广泛,同时我国物联网技术的创新也提升了一个层次。本文
对大数据时代智慧城市中物联网技术的应用与发展进行分析,首先对大数据与物联网结合的优势进行
分析,其次对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的物联网应用技能实现研究,最后对物联网在新时期的智慧城市中的应
用以及发展进行研究,希望本文可为物联网技术的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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