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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园区现状分析
从智慧园区基本特征到发展趋势相关分析



智慧社区基本特征
智慧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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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感知技术，将人、 物的相关信息进行全面

的感知与互联，形成智慧的泛在信息源，实现

泛在信息之间的无缝连接，协同联动；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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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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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智慧"，智慧园区将

不再停留在数字化层面，

而是完美协调人、园区、

城三方关系



智慧园区发展趋势
从智慧城市到智慧园区

借助于云计算和大
数据等技术，将园
区打造成一个资源
和信息共享平台

何为“智慧”
我国的产业园区也
向着智慧化、创新
化、数据化转变。

转变

在智慧园区建设的
过程中，要满足不
同人群的需求。

需求人群

"智慧园区"功能构
架的制定将决定规
划的高度和边界。

架构

随着全球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新一轮信息技术的迅

速发展和深入应用，"智慧园区"建设已成为发展趋势。



智慧园区组成和关系
组成与关系

对门禁、视频、周界防范
智能抄表、进行一网管理
与组织

管理&组织

从根本上改变传统模式，
把园区视为由多个互联互
通的子系统构成的单一体
系，协同工作。

架构&协同

为园区、物业、物流园区
提供专业服务。

服务&业务

在当前互联网与数字化的
时代，为智能化发展奠定
了稳固的基础

长期&发展

由技术中的感知层、传输
层、应用层、数据层组合
而成。

技术&层面



如何对园区现在分析结果做出改变
目标 & 优势 & 理念



方案目标
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聚集、创新、提升、发展

智慧园区

实现园区与子园区以及企业

的信息共享

信息平台共享化

提升开发区的安全系数，
增强开发区从业者和居民的安全感

综合设施管理解决方案

管理物联网技术，将开发区公

公共区域照明设备接入系统统一

管控，从技术上节约照明能耗

绿色节能

有利于园区管理费的高效管理，

使园区更加精细化、集约化、智慧化

智慧管理方

有利于入园企业的发展

提高核心的竞争能力.

园区企业方

有利于园区和从业者共同成长

提升人才的凝聚力

园区从业者



智慧园区方案优势
方案优势 & 理念

智慧园区基于先进的管理和服务优势，贴近园区实际需求，
符合产业园区发展方向；

方案优势

促进产业
协作

提高管理
效率

带动产业
发展

形成智慧园区
样板

优势01 优势02



智慧园区理念
园区理念

园区理念

智慧园区是互联网+的产物，面对产业园区和产业服务机

构的互联网服务品牌，涵盖了园区的可视化、数据化为一

体的控制体系。



传统园区与智慧园区占比
传统园区遭遇瓶颈，转型智慧社区已成建设趋势

30%
传统产业园区发展遭遇瓶颈 智慧园区建设成趋势

当今互联网、物联网飞速发展的时代，传统园区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发展阶段遭遇瓶颈，目前转型智慧园区迫在眉睫。

智慧园区

传统园区

70%

传统园区与智慧园区图示占比



设施设备管理系统
设备状态报警
运维流程管理
设备资产管理
设施联控管理

BIM可视化运维系统
模型导入及轻量化

模型整理
可视化呈现

资产\能耗\报警

建筑节能优化控制系统
能耗采集
能耗分析
优化控制

建筑综合运营管理系统
财务管理
客户管理
租售管理

运营分析管理

集团商业建筑混合云系统
单体建筑OS操作系统
单体建筑私有云系统

单体\集团建筑混合云系统

解决方案



极瑞科技优势
人、程序、数据紧密的结合

极瑞科技创始合伙人为资深专业人士，毕业于于清华、天大等重点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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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瑞—智慧园区服务对象
服务企业

让企业之间彼此连接、

开展合作，挖掘潜在合

作机会，建立企业间合

作引荐和牵桥搭线机制。

通过园区产业社群聚

集、互动交流活动，

发挥产业集群价值，

增强园区用户的活跃

与粘性。



智慧园区：园区万物互联
在园区内充分的实现物与物、物与人、人与人的全面互连互通，达到智慧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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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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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维 & 能力 & 设计思路

极瑞—独特的优势



智慧园区：园区安全和安防系统
从人员管理到货物财产管理等角度确保园区内安全

用户系统

人员身份验证，园区一卡通功能，管理
人员进出的数字化智能管理系统。具体
形式可以有密码门禁系统 , 刷卡门禁系
统, 指纹或人脸识别门禁系统。对于人
员权限，根据园区设计各方从业人员设
置多级权限管理，数据级权限管理。

人员权限管理

智能安防

智能安防系统是在传统安防系统的基础
上，加入机器视觉、深度学习、智能算
法、控制系统、仿真系统等技术，结合
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技术形成
的智能化系统。从传统的记录到主动分
析和执行安防策略，最大化保障安全。

防护防盗报警

周界防范

在防护区域的边界利用微波、红外、电子
围栏等技术形成一道或可看见的、或不可
见的“防护墙”，若当有人通过或欲通过时，
相应的探测器即会发出报警信号送至安保
值班室或控制中心的报警控制主机，同时
发出声光报警、显示报警位置。

园区防护墙



智慧园区：极瑞科技权限管理
用户管理 &权限管理



Part 1 概念

权限管理几乎出现在任何系统里面，只要有用户和密码的系统。 很多人，常将“用户身

份认证”、“密码加密”、“系统管理”等概念与权限管理概念混淆。

Part 2 说明
权限被赋予在角色上，角色可以赋予给某个用
户，这样该用户就拥有了该角色所具备的权限。

Part 3 场景举例
给张三赋予“人力资源经理”角色，“人力资源经理”具有“查询员工”、“添加员工”、
“修改员工”和“删除员工”权限。此时张三能够进入系统，则可以进行这些操作；

Part 4 分类
1.功能级权限管理
2.数据级权限管理

智慧园区：权限管理



极瑞科技巡更系统
作为智能化信息总平台 ，巡更系统可为各个防区安全进行更有效的控制管理



数据分析图例展示
对数据进行分析归类、查看更直观、清晰



园区内公共区域和交通
通过智能化交通设置、车辆和交通管理来确保畅通

路灯照明

通过网络实施对路灯的控制和实时信息
检测。整个照明系统的灯可以实现一键
全开和一键全关的功能。杜绝白天非正
常亮灯节电：根据路灯行业的经验数据，
平均每月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排查白天
非正常亮灯故障，每年可减少数目相当

的开支。

智能管理节能省电

智慧交通

通过车载北斗导航系统的定位，获取园
区内车辆实时位置交通状态，在主要出
入口和干道显示园区内车流状态，以此
来指导出入口限流措施。车辆从入园开
始到离开可根据车辆结合物流系统来实

现精确导航。

园区交通有序畅通

巡更系统

电子巡更系统能够有效地对保安的巡更
工作进行管理，可以帮助物流园区的管
理人员利用本系统来完成对巡更人员和
巡更工作记录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
同时系统还可以对一定时期的线路巡更

工作情况做详细记录。

高效巡更和管理



极瑞科技路灯照明系统
作为智能化信息总平台 ，照明系统通过对设备状态的实时显示进行控制和管理

智慧园区



路灯照明系统
设备管理

平台软件启动时路灯控制模式初始
化为自动控制,

照明控制状态转移03
路灯照明

就地“控制/远程”控制切换开关,可以对每一个区
域的路 灯独立控制

就地控制与远程控制功能02
远程控制则本地无法进行操作

照明系统可在平台统一操作和管理

建筑设备管理平台功能

01
为使用者提供管理的便利,减少维护及营运成本

台应采用 B/S 架构,实现远程 Web 访问功能。



门禁管理和应急疏散
通过智能门禁和应急预案来确保园区人员以及财产安全

门禁系统

智能门禁出入安全

抄表系统

抄收速度快、计算精度高

应急预案

可对员工的进出门限制，在该方案中，我们
设置各部门具有权限人员可以进出各自门区
门禁点，系统管理人员可以通过主机时间查
看器实时查看每个区域人员的进出情况

应急预案应形成体系
完善的应急组织管理指挥系统；强有力的应
急工程救援保障体系；综合协调、应对自如
的相互支持系统；充分备灾的保障供应体系
体现综合救援的应急队伍等。

抄表系统是集计算机、通信技术、用电及计
量技术于一体，利用微电子和计算机网络、
采集、传感、传输等技术自动读取和处理表
计数据。



极瑞科技门禁系统
门禁系统可通过对设备在web端对员工进出状态实时查看和管理

智慧园区



门禁系统
实时监控 门禁记录

门禁系统
在平台上实时显示门的状态，方便管
理者对门状态查看和管理。

可以对以前时间内所有门和卡的动作
情况进行统计查询

建立操作者权限控制等级，并对操作
者的所有操作情况产生日志文件

系统对某些出现异常的门进行实时报
警（如门长时间不关）



抄表系统图例展示
抄收速度快 计算精确

智慧园区



抄表系统热力图展示
利用热力图在平面上可以直观的分析抄表数据情况



极瑞科技应急预案
一套流程 安全保障

智慧园区



智慧园区：极瑞科技应急处置
制定一套完整的应急预案，是对员工以及企业财产安全的最基本保障

应急预案

65%

20%

10%

5%

自然灾害

潜在事故

职业危害

应急预案

火灾事故
应急预案为预防潜在的事故灾害提供了对企业以及员工

最基本的安全保障，对发生事故以及事故发生的几率提

前做出了安全对策。



极瑞科技预案记录图例展示
一套流程 安全保障

智慧园区



仓储信息图例展示
对数据进行分析归类、查看更直观、清晰



视频监控图例展示
有效、直观的对园区进行监视，提高对园区的安全管理



消防广播图例展示
如发现园区安全问题，消防广播功能可第一时间通知员工疏散，及时保证员工人身安全



清晰的交付成果
按需定制符合验收条件的工作任务

科学的项目组织
具备符合实际的项目过程管理能力

有效的需求分析
理解真实且核心的用户应用需求

高效的项目团队
组建围绕客户服务的项目管理团队

真实的客户满意度
客户满意度是我们为之努力工作的核心

极瑞科技：独特的服务
清晰的交付成果达到用户的满意度



顾问咨询 图纸设计 信息化设计 设计监理

• 图纸复查
• 深化设计
• 整体优化

• 需求分析
• 顶层设计
• 产业研究

• 智能化创新
• 软件设计与开发
• 建筑生命周期管理

• 设计功能监理
• 项目过程监理
• 项目验收监理

整合专家资源深入研究产业政
策和用户需求，从顶层设计入

手贯穿建筑全生命周期

对原始设计进行复核，针对项
目特色和受众特性，深化智慧
型建筑实际可交付应用，确保

技术方案可落地

学习型和创新型的技术团队以
及面向用户的软件需求分析团
队是确保智慧型建筑软、硬件
整体解决方案有效实施的保障

打破传统拼凑产品的设计思路，
升级为面向建筑物用户群体的
需求分析方法，重构全新用户

体验的一贯式过程管理

专注服务 & 专注品质

极瑞科技：核心需求



根据客户的具体需求，结

合极瑞科技已经用用的产

品基础，提供定制化产品

开发服务。为用户提供简

单、快捷、方便的应用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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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专业和完整的全

套解决方案。

根据客户需求，提供从产

品路线、具体方案，到方

案设计、开发和部署等完

整服务。

产品制定 专业服务 方案咨询

极瑞科技：专业领域



极瑞科技：智慧园区成功案例
专注服务 & 专注品质

• 北京极瑞科技股份公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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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电网平高电气天津园区

平高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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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