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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瑞智慧社区产品介绍
极瑞智慧社区如何引领万物互联智慧新生活？

1.1. 产品分析和定位
1.2. 产品整体功能介绍
1.3. 产品特色和优势

下载智慧社区App演示版：
Android版 iPhone版



智慧社区产品需求分析
智慧城市和万物联网时代的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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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社区是指充分利用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集成
应用，为社区居民提供一个安全、舒适、便利的现代化、智慧化生活环境,从而
形成基于信息化、智能化社会管理与服务的一种新的管理形态的社区。

• 智慧社区系统是智慧城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智慧社区可以平衡社会、商业
和环境需求，同时优化城市和社会可用资源。

• 2014年，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加快新型信息惠民工程有关工作的通知》，
把推进社区信息化建设，建设智慧家庭综合应用平台，丰富家庭信息服务列为
重点任务。

• 2014年8月，发改委、工信部、科技部、公安部等八部委联合印发《关于促进
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创新智能建筑与智慧社区服务的
模式。

• 2015年7月，国务院出台《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其
中“互联网+”现代能源、“互联网+”便捷交通、“互联网+”绿色生态等行
动直接与智慧城市建设息息相关，为智慧城市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 中国城市化进程逐步深入，全国范围内社区、商业地产数量庞大，这些存量社
区的升级改造，外加每年新建住宅小区的需求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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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瑞智慧社区产品定位
服务物联网时代的智慧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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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社区产品现状和痛点：

 市场上绝大部分社区产品，是以O2O服务或电商为主的应用平台，部分产
品加上社区缴费、社区通知等纯互联网功能。

 除了小区的物业相关系统的数字化有少量社区产品家电等设备的智能化，
并没有形成一个可持续运营的智慧社区商业模式。

 居民社区或商业地产的配套硬件设置逐步升级，除了原有的空调暖通、灯
光照明，诸如安防系统、门禁系统、停车系统也逐步普及成为标配，以及
近年来快速部署的快递柜、充电桩。但所有的先进设备设施都是各自为政。

 物业公司为了管理越来越多的设备设施，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
运营成本上升；而这些设备设施各自独立，导致运营成本高而效果有限，
因此业主的满意度上升有限。

极瑞智慧社区的产品定位、区别和目标：

 从物联网(IoT)到万物互联（IoE），充分利用物联网资源和社会资源，服务智慧新生活；

 对接物联网设施、智能设备，将信息孤岛集成为一体，以互联网+物联网的方式解决设备管理问题；

 结合越来越多的社区智能设备的使用，来提高产品的实用性并产生粘性，可以达到很高的日活量；

 一方面提高物业管理或商业地产的管理效率，另一方面实用有用，从多角度提升居民/业主的满意度。 5



极瑞智慧社区解决方案
以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为手段，以信息化为驱动，以居民、物业、商家、地产商为主题构建智慧社区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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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瑞智慧社区产品介绍
开启智慧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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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瑞智慧社区产品，是面
向居民社区/商业地产，
对接物业管理公司的物联
网应用系统。

• 极瑞智慧社区产品与传统
O2O社区产品最大的区别
是：在传统社区应用的基
础上，极瑞智慧社区主要
焦点在于关注物联网设备
和设施，连接社区公共区
域或公共设施，从物联网
应用的角度解决社区管理
运营的诸多问题和提供更
多配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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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社区全貌
智慧社区概念全貌

目前国内新城和社区的开发

建设需要发展完善的社会服

务和保障体系，智慧社区的

发展可以缓解公共资源的紧

张和优化公共资源和设施的

配置，避免重复建设，提高

生活质量进而促进节能环保

和谐社会的建设。

社区的智能化贯彻：“以人

为本、服务居民；资源共享、

共驻共建；责权统一、管理

有序；过大民主、居民自治；

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的

建设原则。



智慧社区产品的价值
智慧社区产品对产业和用户的价值体现

1、快速获知社区公告：如停水停电通知，向业主发送微信祝福等。
2、社区业主参与感：拍照报修、投诉建议、表扬等。
3、增值和配套服务：家政服务、快递服务、房屋租售、装修搬家等。

服务价值

1、提升项目的科技感，提高楼盘的附加值，并带来更高房地产项目价值。
2、提升商圈价值，以更便捷的衣食住行等商业服务，如订餐，购物，
预约等，并通过线上线下活动，及垂直应用不断吸引和提高用户粘性。

小区新鲜事、业余兴趣活动组织、增进业主交流通过社区论坛、活动组
织、家教、二手市场等。

服务价值

商业价值

社交价值
商业价值 社交价值



智慧社区的增值业务
什么是智慧社区增值业务

什么是智慧社区增值业务
智慧、生态、宜居的社区环境相对于普通小区则比较占据优势，可极大的提高行业之间的差异化竞争力，推
动楼盘的价值和销售。
是基于社区局域网及数字可视化系统，在此基础上提供的给业主或商家对业主的相关内容服务或推广服务



智慧社区增值业务
智慧社区增值业务

11 智慧社区增值业务

地产商 提高了地产商的品牌价值、快速提高企业利润率—名利双收

物业公司 促进了物业公司工作效率、降低人工成本—降本增效

周边商家 可实时、实景视频看房看铺；旺铺、旺财—销售手段多样

社区业主 提供真正的精品生活，享受智慧、便捷、人性化服务—高端享受



智慧社区增值业务
智慧社区增值业务

• 智慧社区增值业务的种类

• 通信类服务：可视对讲/户户通话/与物业中心通话/发布公共及个人信息至终端

• 控制类服务：出入口控制/远程智能家居控制，如自动新风/水暖/窗帘/灯光等

• 信息类服务：如天气预报/常用电话/物业缴费/物业提示/物业公告等信息内容

• 安全类服务：提供家庭报警传感器接入，如门窗磁、烟感、燃气泄漏、红外探测器等接入室内终端，当

有报警触发时，室内终端在报警的同时会将警报上传中心或指定公安局监控中心或业主个人手机。可监

视社区务室外终端或指定的IPCAM(网络摄像机)，可对相关区域进行视频监控

• 广告类服务：可将业主感兴趣的相关产品或服务内容发至业主室内终端/商家广告植入业主远程控制WE

B界面之banner或者侧边悬浮/图片或视频广告发布至室外机



智慧社区带来的利益
智慧社区给客户带来的利益

个性化定制服务

菜单式的个性化产品定制，满足客户的广泛个性化需求。

安全可靠性

在结构安装、信息传输控制、系统防暴等各方面的充分设计。

先进性、兼容性、可扩展性

搭配合理，在增加最少成本的情况下实现功能上的改变和升级。

维护保障性

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最简单的手段解决问题，排除故障，恢复系统运行。



智慧社区带来的利益
智慧社区给建设方带来的价值



极瑞智慧社区核心技术
核心技术：物联网技术+移动互联网，运营结合大数据、云计算、数据安全等技术

产品设计
物联网

社交系统

互联网技术 电商系统
数据安全

智能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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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社区产品实用易用性
智慧社区产品对于各方的实用易用性

一键通行身份识别
网络覆盖、智能家居
智能安防、实时监控
个性服务
邻里互助
资产投资增值

商家宣传
增加销售渠道
个性服务提供
利用区域特性增加客户黏性

统一管理
资源共享、一网统管

统一数据
基础物业服务

商家资源整合、个性服务收益
物业数据整合分析

打造品牌口碑、提升品牌形象
提升附加利润
助力商家引入

着眼后房产经纪

以智能思维拥抱大数据时代的机遇，为客户、物业等各方提供附加增值实用性服务



智慧社区产品实用易用性
智慧社区产品对于各方的实用易用性

智能化的社区能够全方位的为居民提供高品质、高质量的服务，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和易用性



智慧社区产品基本信息
智慧社区产品介绍(可下载体验版测试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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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瑞智慧社区主要包含如下子系统：

公告信息，广告系统，小区管理，物业介绍，
报修管理，投诉管理，物业缴费，社区安防，
社区门禁，停车管理，路灯管理，巡更系统，
家政服务，租赁服务，二手市场，导航管理，
便民号码，小区活动，常用查询，电商系统，
社区快递柜，充电桩系统等等。

• 极瑞智慧社区主要功能特色：
通过部署极瑞智慧社区产品，充分利用先进
设备，一方面对于社区居民可以提供更多实
用、更贴心的服务，提升生活品质；
对于物业管理公司，通过提供诸如门禁管理、
社区安防、共享充电桩，甚至结合快递柜等
智能硬件，可以有效的提高管理效率、降低
管理成本同时提升业主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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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社区手机App端
APP概况：在传统社区产品的电商平台、物业缴费、社群基础上增加物联网系统

19



智慧社区公告信息模块
智慧社区概览：公告信息及广告系统管理

公告信息：可针对所有小
区用户，或每个小区定向
人群发布公告信息,可以设
置是否强制推送、短信推
送(需额外费用)、可在用户
界面展示。

公告信息可发布的具体场
所可包含社区APP相关模块，
推送给App用户，也可以通
过微信、短信推送。也可
以对接社区运营的LED大屏、
公共公告牌等信息发布场
所。



智慧社区广告系统模块
智慧社区概览：公告信息及广告系统管理

广告系统：充分利用社区的
公共宣传场地，例如电梯广
告、小区广告栏。社区广告
是具有独立的排它性质，相
当于小区的宣传推广途径，
也是解决最后一公里宣传的
途径，而且渠道也是掌握与
关联客户的一种途径。

公告信息可发布的具体场所
可包含社区APP，或者社区运
营的LED大屏、公共公告牌、
电子广告屏等信息发布场所。



智慧社区手机App端
APP概况：物业云界面

物业云包含物业管理（智能灯控，巡更系统，智能监控，智能门禁，智能电
梯，车位管理），甚至集成智能家居室内的设备控制，此外包含人员管理、
物业缴纳、租售房屋、故障维修、信息发布。通过软件、硬件相结合的方式，
集物业管理和智能控制与极瑞智慧社区App一身。 22



物业云控制——智能监控设备
智能监控设备：App在手，物业管理控制也能移动操作

23



物业云控制——智能照明设备
智能照明设备

智能照明

包含两种模式：自动与
手动模式；

a）自动模式：支持预
设功能，通过手机切换，
手动切换成自动，定时
控制社区路灯开关；

b）手动模式：如图所
示，为手动模式示意图，
手动一键控制社区路灯
开关；

24



智慧社区——门禁系统
智能门禁系统：安全和便利均需要考量

门禁系统通过扫描二维码更加便捷、
智能的方式来完成开门的操作；一键
操作，实时匹配，为你免除开门慢的
苦恼。

25



智慧社区智能门禁系统
智慧社区App概览：智能门禁系统道闸控制

智能门禁系统

通过智能门禁系统，寒冷冬天，
炎热夏天，”足不出户”便可
以轻松开门禁使得物业管理更
加便捷，更加智能；



智能停车场系统

该功能主要针对停车场系统的监控及管理，智能停车场系统是现代化停车场车辆收费及设备自动化管理的统称，
该功能的实现，减少了住户寻找空车位的时间，方便了物业的监察监控。

社区智能生态服务-智能停车



社区智能生态服务-智能停车
智能停车界面

智能停车场系统是通过
计算机、网络设备、车
道管理设备搭建的一套
对停车场车辆出入、场
内车流引导、停车费收
取工作进行管理的网络
系统。它通过采集记录
车辆出入记录、场内位
置，实现车辆出入和场
内车辆的动态和静态的
综合管理。



智慧社区--智能快递柜

智能快递投递箱是一个基于
物联网的，能够将物品(快件)
进行识别、暂存、监控、管
理的设备。能够对本系统的
各个快递投递箱进行统一化
管理(如快递投递箱的信息，
快件的信息，用户的信息等)，
并对各种信息进行整合分析
处理。快递员将快件送达指
定地点后，只需将其存入快
递投递箱，系统便自动为用
户发送一条短信，包括取件
地址和验证码，用户在方便
的时间到达该终端前输入验
证码即可取出快件。该产品
旨在为用户接收快件提供便
利的时间和地点。

社区智能生态服务-智能快递柜



社区智能生态服务-智能快递柜
智慧社区--智能快递柜



软件+硬件对接功能界面【智能充电桩界面】

社区智能生态服务-智能充电桩

利用物联网先进技术，打通整个电动汽车产业链。通过物智互联模式，实现对各充电站的集中监控和营运管理，
并可集中管理上万个以上的各种类型充电站／充电桩。



智慧社区智能巡更系统
智慧社区App概览：智能巡更系统、App巡更记录

智能巡更系统
传统电子巡更系统：考察巡更者是否按
照指定时间指定路线，了解巡更人员的
表现，而且管理人员可通过软件更改巡
逻路线，以配合不同场合的需要。
App巡更系统：物业工作人员打开手机
App即可自动记录巡更路线，记录步数、
巡更轨迹、巡视面积等数据。



智慧社区智能巡更系统
智慧社区App概览：智能巡更系统、App巡更记录



软件+硬件对接功能界面【智能家居集成】

社区智能生态服务-智能家居



软件+硬件对接功能界面【智能家居集成】

该功能主要针对开发商或物业统一采购部署的智能家居硬件，实现统一的安装、对接、操控等日常实用功能的
对接集成。

社区智能生态服务-智能家居



智慧社区物业服务数据量化
物业公司痛点解决方案：以详细和可视化的量化数据作为衡量物业服务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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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云——物业缴纳
物业缴纳是社区产品之基本功能

物业缴纳——为了方便缴费信息的
管理，方便查看未缴费用户以及通
知未缴费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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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社区更多功能概览：电商平台家政租售服务等
针对社区及周边客户的电商平台、租售、服务等多商户平台



智慧社区平台功能总览
智慧社区功能一览树状图



智慧社区系统管理控制平台
智慧社区产品概览：系统管理后台

系统管理后台概览：极
瑞智慧社区系统管理控
制平台包含设备监控，
设施管理，网络系统，
运维管理，安全管理部，
应急处置，配置管理等
多个方面。

*本页和以下页面图片，均为极
瑞智慧社区产品已经实现功能
在PC或手机上的运行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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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社区系统管理控制平台
智慧社区产品概览：社区总览、楼宇控制管理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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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社区系统管理控制平台
智慧社区产品概览：安防监控、智慧电梯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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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入驻 & 物业注册
智慧社区App概览：商家入驻&物业注册

入驻&注册

物

业

注

册

商

户

入

驻



智慧社区产品延伸：从产品到服务再到平台
极瑞智慧系统产品路线：应用延伸= 产品+应用+服务+平台

通过开放平台接口，
将各个智能家居产
品联接于统一平台,
云服务的能力开放

给第三开发商

平台
具体有形的软件或
硬件产品，通过产
品功能带来价值。
绝大部分软件和硬
件厂商仍处于这个

阶段。

产品
开发基于硬件的延
伸应用，结合具体
通用化场景的开发，
让厂家的产品的价
值发挥到更高程度。

应用
基于硬件和软件，
提供产品自身之外
的延伸服务，提供

大数据、线上线下、
渠道等综合服务。

服务

产品 &  应用 &  服务 &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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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瑞智慧社区发展模式图览
以智慧社区产品为核心，逐步双向扩展到智慧园区、智能家居平台

公共
服务

传统
商业

公共
设施

智慧
社区

通过智慧社区，加载更多的家具和个人信息，向下延伸到智能家居系统；向上对接社区和城区的公共服务，对接智慧城市公共应用。

智能
家电

个性
服务

智能
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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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瑞智慧社区产品商业模式
以智慧社区产品为核心的营收预测，并扩展到智慧园区、智能家居平台

运营客户服务
主要直接客户为房地产公司、

物业公司。在不同的阶段，通

过私有云提供从设计到功能定

制化服务；通过公有云提供标

准功能以及管理设备对接服务，

提升物业公司业务价值。

商户推广服务
在拥有一定量的活跃用户后，

以互联网流量变现的思维提供

的商户推广、营销等功能，结

合线上线下的运营活动，精准

投放广告等方式，提升商业客

户价值。

智能厂商对接
逐渐形成并提供一个智能设备

设施的中间件平台，可以为广

大的智能家居、智能设备厂家

的对接硬件设备设施。与硬件

商家合作推广运营智能硬件。

在有一定数量的社区和用户之

后，可以对接更多社会资源，

和社会方面共同运营包含智慧

快递柜，共享充电桩，共享停

车，智慧交通、智慧医疗等等

业务。

社会资源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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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极瑞科技公司介绍
极瑞科技公司介绍



北京极瑞科技公司历程
北京极瑞科技，引领万物互联时代的智慧新生活

• 北京极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2月，专业提供移动互联网、
智能家居、智能建筑、智慧社区、智慧园区等专业万物互联产品和服务。

• 北京极瑞科技的技术产品基础来自于北京恒永鑫科技(2013年成立)、北
京极拼科技(2016年成立)、天津威凯尔科技(2009年成立)。

• 极瑞科技公司宗旨：成为万物互联时代智慧新生活的引领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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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聘请了产品和技术顾问团队中，均为来自于美国硅谷、以色
列等国外著名公司的资深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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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联系极瑞科技

网站:   www.jiretech.com
电话:   010-86469815，13801315719
电邮:   contact@jiretech.com

北京极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