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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极瑞科技
极瑞科技网站： www.jiretech.com

专业的互联网、智能家居、智能建筑、智慧社区、智能园区等产品和
行业解决方案。



极瑞科技概况
专业的互联网、智能家居、智能建筑、智慧社区、智能园区等产品和行业解决方案

移动互联网产品，智能家居系统，智能建筑系统，设备运维管理系
统，智慧社区平台，智慧园区综合平台，车联网应用等产品和行业
解决方案。

主要产品和业务

公司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2号国际创业园2号楼

注册资本：
人民币3000万元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自行开发的
产品；计算机系统服务；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软件开发；软件
咨询；产品设计；模型设计；电脑动画设计；企业策划；设计、制作、代
理、发布广告；市场调查；企业管理咨询；数据处理。



极瑞科技核心团队
专业团队， 专业产品， 专业服务

北京极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提供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智能家
居、智能建筑、智能园区等专业产品和服务的高科技技术研发公司。

创始合伙人为资深专业人士，毕业于于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华南理工等
重点综合学科院校，并在多个国内外500强企业或大公司担任过研发、市场
或运营等要职。核心技术团队在智能设备、统一通信、电商平台、社交社
区、物联网和智能建筑有丰富的产品和研发经验。

此外，公司顾问团队中有来自于美国硅谷、以色列等国外著名公司的资深
成员。

核心团队

领先技术 & 专业服务！
应用先进的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技术，在电商、家居、建筑等传统行
业和非传统行业，引领产品创新，提供专业产品或全套解决方案。



极瑞的产品服务
北京极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2-1. 咨询服务
02-2. 万物互联
02-3. 电商方案



• 提供从方案咨询、解决方案、项目实施交付和运行维护等不同阶段的服务。.

咨询服务：智慧化系统
智慧化系统智能化整体方案，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

PPT模板下载：www.1ppt. com/moban/     行业PPT模板：www.1ppt.com/ha ngye/ 
节日PPT模板：www.1ppt. com/jieri/           PPT素材下载：www.1ppt. com/sucai/
PPT背景图片：www.1ppt. com/beijing/      PPT图表下载：www.1ppt. com/tubiao/      
优秀PPT下载：www.1ppt. com/xiazai/        PPT教程： www.1ppt.com/powe rpoin t/      
Word教程： www.1ppt.com/word/              Excel教程：www.1ppt.com/excel/  
资料下载：www.1ppt.com/ziliao/                PPT课件下载：www.1ppt.com/kejian/ 
范文下载：www.1ppt.com/fanwen/             试卷下载：www.1ppt.com/shi ti/  
教案下载：www.1ppt.com/jiaoan/  PPT论坛：www.1ppt.cn

顾问咨询

 需求分析
 顶层设计
 产业研究

图纸设计

 图纸复查
 深化设计
 整体优化

信息化设计

 智能话创新系统
 软件设计与开发
 建筑生命周期管理

设计监理

 设计功能监理
 项目过程监理
 项目验收监理



智慧化系统核心价值与价值因素
核心价值 & 核心价值因素

 明确运维成本、能源费用、设备运维、人工费用、设
备维修、备品备件等成本构成，对“提质增效”管理
提供有效管理工具；

 监控设备实时运行状态，提高运维人员响应效率，形
成资产和运维的工作流程管理；

 可视化技术让设备监控、能耗数据、图形报
表、资产利用等一目了然；

 设备原始资产、运行维护、折旧及残值的动
态可视化管理，设备全生命周管理，分析资
产利用率、产能与成本关系等。

核心价值 价值因素



咨询服务：极瑞的优势
极瑞科技在智慧化咨询服务上的独特优势

全生命周期设计思维

从商业建筑的运行维护和招商运
营的实际需求出发，以顶层设计
的思路，贯穿智慧型商业建筑从
设计、施工到运营的全过程。

卓越的解决方案能力

基于开放性的物联网楼宇自控技术，构
架全TCP\IP的设备运维网络，搭建一套
面向用户角色和权限的智能楼宇私\公
有云平台软件系统。

按需定制的软件开发能力

研究智能化子系统之间的逻辑关
系，打破设备厂商的软件构架，
依据商业建筑特性不同，按需定
制面向用户的全新软件体验。

面向运营的过程和成果导向的设计

从业主服务、客户关系管理、财务管理、
设备检修管理、资产管理、建筑节能管
理等运营角度出发，将后期需求前移到
方案设计阶段。



咨询服务：交付成果
智慧化系统咨询或设计服务交付成果

极瑞科技智慧化系统咨询服务，通过从设计方案、深化图纸、预算清单三方面来交付成果，
让客户更加放心与我们合作。



极瑞万物互联
万物互联连接 万事万物

PPT模板下载：www.1ppt. com/moban/     行业PPT模板：www.1ppt.com/ha ngye/ 
节日PPT模板：www.1ppt. com/jieri/           PPT素材下载：www.1ppt. com/sucai/
PPT背景图片：www.1ppt. com/beijing/      PPT图表下载：www.1ppt. com/tubiao/      
优秀PPT下载：www.1ppt. com/xiazai/        PPT教程： www.1ppt.com/powe rpoin t/      
Word教程： www.1ppt.com/word/              Excel教程：www.1ppt.com/excel/  
资料下载：www.1ppt.com/ziliao/                PPT课件下载：www.1ppt.com/kejian/ 
范文下载：www.1ppt.com/fanwen/             试卷下载：www.1ppt.com/shi ti/  
教案下载：www.1ppt.com/jiaoan/  PPT论坛：www.1ppt.cn

极瑞科技
将人，程序，数据和事物结合一起使得网络连接变得更加相关，更有价值



从物联网到万物互联
从IoT (Internet to Things)到IoE(Internet to Everythings)

万物互联：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互联；

极瑞科技关注的万物互联：智能家居，智慧社区，智慧园区，智能建筑，车联网应用。



极瑞电商产品方案
电子商务平台一站式解决方案

极瑞电商产品方案
电商和物联网、智能家居等应用常见结
合，结合资讯、社区、多媒体等互联网
流行应用，给物联网设备更广阔的应用

化场景。



电商产品案例1
极瑞电子商务平台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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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T背景图片：www.1ppt. com/beijing/      PPT图表下载：www.1ppt. com/tubiao/      
优秀PPT下载：www.1ppt. com/xiazai/        PPT教程： www.1ppt.com/powe rpoin t/      
Word教程： www.1ppt.com/word/              Excel教程：www.1ppt.com/excel/  
资料下载：www.1ppt.com/ziliao/                PPT课件下载：www.1ppt.com/kejian/ 
范文下载：www.1ppt.com/fanwen/             试卷下载：www.1ppt.com/shi ti/  
教案下载：www.1ppt.com/jiaoan/  PPT论坛：www.1ppt.cn 极瑞科技提供丰富业务电商扩展，让更多客户实现移动电商梦想。

极拼商城拼团团购系统 极拼智能垂直智能电商系统



电商产品案例2
极瑞电子商务平台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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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桩智能水电桩系统 澳德巴巴海淘电商系统



智能系统应用场景
北京极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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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系统应用场景介绍
应用场景价绍

让社区变得便捷化
智慧社区

让园区变得安全化
智慧园区

让房间变得智能化
智能家居

让交易变得简单化
互联网+电商

让楼宇变得智慧化
智能楼宇



极瑞智慧系统发展计划
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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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社区智能家居
智慧园区

智能楼宇



智能家居
极瑞智能家居包含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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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家居
极瑞万物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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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键切换生活，生活浪漫只在弹指间

 智能灯光 智能影音
智能安防 智能门窗
智能家电 智能场景
智能音乐 亲人团聚
亲朋聚会 生日party…

 应有尽有，只有你想不
到，没有智能家居做不
到，只需手指轻轻一触，
生活马上切换，浪漫生
活就在你的弹指间。



智能楼宇
极瑞万物互联

 通过重新设计和工程改造，融入例如：空气质量
管理和能耗分析管理等功能，全面确保人身健康、
舒适度和节能减排等因素的全面平衡

 按照用户部门区分设备管辖和用户权限，利用互
联网技术，实现设备运行状况的实时健康。

 对于能耗较大的新风、地下空气循环、水泵系统、
冷水机组系统、照明系统等实现全面的自控接入，
利用先进自控化调整技术结合运维经验，达到对
整个建筑能耗的有效监控。



智能楼宇
三维机房可视化运维管理系统



智能楼宇
三维机房可视化运维管理系统



智慧社区
极瑞万物互联

智慧社区—让生活更智能 & 美好

 智慧社区以用户为中心，以用户舒适便利、智能为出发点；

 极瑞智慧社区较普通智慧社区竞争点更在于物业硬件控制部分，通过物业硬件连接控制，让
社区变得更加安全化，更加智能化，方便物业，更方便管理；



智慧社区
信息管理控制系统（部分）



智慧园区
极瑞万物互联

 以人的需求作为根本出发点，以个体推动社会进步，实现面向未来的数字包容，让园区中的人类

生活更美好；

 极瑞科技股份公司智慧园区由“数字化”转为“智慧化”为园区、物业、物流园区提供专业服务。

“数字化”转向“智慧化”



智慧园区
智慧园区信息控制平台



极瑞科技：智慧社区成功案例
专注服务 & 专注品质

• 北京极瑞科技股份公司产品有限案例

案例 1

中鼎物流园信息化智能总平台

中鼎物流园

案例 2

南开动物中心智能信息管理系统

南开大学

案例 n

百万桩商家智能后台管理中心

百万桩



物联网+电商
极瑞万物互联

物联网+电商
 通过手机移动互联网应用，用户可通过手机移动端的控制去实现万物互联。
 物联网采用适当的信息保障制度，提供安全可控乃至个性化的监控，报警联动，调度指挥，远程控

制等管理和服务功能，实现对“万物”的“高效，节能，环保”的“管、控、营”一体化电子商务,
改变了传统的电子商务模式。



物联网+电商
极瑞成功案例：百万桩物联网+电商解决方案

 百万桩互联网房车生态系统（云端、
手机端、PC端、智能设备端）

 通过移动互联网应用，客户可实现
从手机端对水电桩基于地理位置的
可用资源检索，以及查看、预定、
充值，到接入使用、开关、状态、
用量结算等完整的流程。

 而水电桩营地的运营者可实现无人
值守，且达到对水电桩设备的信息
发布、监控预定、用户付费的完整
过程。



Thank You!

北京极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极瑞科技

网站:   www.jiretech.com
电话:   010-86469815
电邮:   contact@jiretech.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