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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物联网技术在智能家居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它不仅有效的提高了人
们的家居生活质量,同时也使人们的居住环境变得更加的安全和舒适。本文首先对大数据背景下物联网
技术与智能家居的发展进行了认识,然后进一步分析了大数据背景下物联网技术在智能家居中运用的
重要性,最后深入探讨了该背景下物联网技术在智能家居中的主要运用方式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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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Internet of Things Technology in Smart Hom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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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era of big data, Internet of things technology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smart
home. It not only effectively improves the quality of people's home life, but also makes people's living
environment more safe and comfortable. This paper first learns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of things
technology and smart hom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ig data, then further analyz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application of Internet of things technology in smart hom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ig data, and finally deeply
discusses the main application methods and strategies of Internet of things technology in smart home under this
back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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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使人们的学习、生活和工作方式
变得更加的方便、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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