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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智慧社区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基本构成单元。针对目前社区物业服务手段单一匮乏、政府收集信息不全面存在盲区，以

及社区居民生活服务信息化程度较低等问题，研究了有关智慧社区移动服务系统开发的原理、系统构架以及关键技术，研发出

了基于智能移动终端、移动地理信息系统和移动物联网等技术的智慧社区移动服务系统。实践表明，系统在物业管理、生活服务、

社区资源获取等方面获得了较好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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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社区是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环

节，随着智慧城市建设进程的加快，智慧社区建设已

经成为新时代的潮流。智慧社区的建设，不仅为社区

居民提供舒适、便捷、安全的生活环境，同时也可以

平衡环境、社会和商业的需求，优化资源配置。过去

传统社区的模式由于管理方式单一，服务社区居民的

手段匮乏，政府收集信息不全，存在盲区，导致公共

设施等资源的分配不合理，给居民生活带来了很大的

不便。目前，具有服务社区类似功能的智慧社区系统

有小区管家、实惠等，但这些系统大多数将自己定位

成社交和购物软件 [1-3]，没有突出以小区物业服务为中

心，不能贴合小区居民生活。

针对传统社区服务模式的弊端，研发了基于移动

GIS 的智慧社区服务系统。该系统创新性地将小区居民、

物业、商户、政府四者有机联系起来，通过移动物联

网技术将小区周围生活圈整合在系统中，很大程度上

方便了居民生活、物业管理和政府资源规划决策。该

系统对居民来说，可以全方位满足社区居民日常饮食、

出行、娱乐、购物等生活需求，也是集线上附近购物

消费、缴费、物业管理，和线下配送、服务到家等功

能为一体，实现网上一站式服务。如图 1，智慧社区资

源概览展示了社区周边生活相关服务，通过智慧社区

移动服务系统将这些生活服务整合到一起，方便了社

区居民日常生活。对政府来说，全面整合各种渠道的

信息，面向居民实现“一站式”和“平台式”服务 [4]。

通过精细化管理，能够收集到居民的各种数据并分析，

为合理统筹分配社区资源提供可靠的决策依据。对物

业来说，可对接集成物业管理的相关系统，把社区各

相关子系统融合在一个平台中，便于集中管理。通过

良好及时的服务，增加物业费用收取率及提供增值服

务，提高管理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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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智慧社区资源概览

1  智慧社区体系架构

智慧社区的构建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随着移动物联网的快速发展，智慧社区的建设

进程在不断加速中。由于智慧社区正在发展中，不

同学者对智慧社区有着不同的理解 [5-6]，本文对智

慧社区的定义是，在智能移动终端的基础上，充分

利用移动物联网技术、移动地理信息系统以及移动

互联网等技术，将社区居民、政府管理、社会服务

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实现居民生活信息化、智慧化，

政府管理更加全面和多样，社会服务与社区居民生

活的联系更加方便和快捷，极大地提高社区居民的

生活品质和舒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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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社区系统以小区居民为核心，将小区居民、

物业管理、政府相关机构以及商户通过移动物联网

和移动地理信息系统联系在一起，统筹社区生活相

关的各种资源，更好地服务社区居民。智慧社区系

统主要分为基础层、数据库层、云层，服务层和管

理应用服务层，智慧社区架构如图 2 所示。通过基

础层的各种硬件及传感器搜集信息，经过互联网的

传输存储到数据库中，社区居民通过移动终端设备

（智能手机，PAD）实时查看自己需要的生活信息（包

括餐饮、娱乐、购物等）、家庭安保方面的信息（小

区门禁、实时监控视频等）以及政府或者小区物业发

布的相关信息（小区公共设施的电子调查问卷、水

电相关的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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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智慧社区架构

2  系统关键技术

北京市智慧社区移动地理信息服务系统开发环

境 为 Android Studio、JDK（java development kit）、

Android SDK，使用的技术包括 PostgreSQL 数据库，移

动物联网技术，百度地图（或高德、天地图、谷歌）

SDK ，JavaWeb 服务端编程，以及基于 Red5 流媒体服

务器等。系统采用 Mobile/Service 软件架构。

2.1  Android 系统平台架构

Android 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建立在 Linux 系统

上的、主要应用在移动设备上（如 Android 智能手机、

PAD 等）的操作系统。该系统采用一种被称为软件叠

层的方式进行构建，由于各层之间分工明确，使得层

与层之间耦合性很低。Android 系统架构包括 ：Linux 

系统、函数库、Android 运行环境、应用程序框架、应

用程序层 [7]。

2.2  移动数据库

系统的数据结构需定义、维护和更新，而系统客

户端的数据主要通过访问服务端数据库来获取，且不

同的访问请求类型其返回的数据类型不同，存在一对

多的数据关系。为了便于对系统涉及的数据进行管

理（增删查改）及后期的系统升级与维护，设计移动

数据库用于存放业务二维表，通过表管理不同的业务

数据。本系统采用 PostgreSQL 数据库管理业务数据，

PostgreSQL 是一款开源的数据库，遵循 BSD 许可证协

议，包含关系模型，支持 SQL 查询语句，可以很方便

地对系统数据进行增删查改 [8-10]。

2.3  基于位置的服务（LBS）

基于位置的服务集成了移动通信技术和外部的

GNSS 定位系统（或北斗定位系统、GPS 等）技术，获

得智能移动终端（智能手机，PAD 等）的位置，结合

移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为用户提供位置相关性的服务，

如查询周边自己感兴趣的地物。本文以百度地图 SDK

为例，通过该技术实现了基于自身位置，查询相关生

活服务的功能（餐饮，健身、娱乐等）。

2.4  移动地理信息系统

移动地理信息系统是由便携智能移动终端（如智

能手机、PAD 等）与地理信息系统结合形成的系统。

便携移动终端提供的移动通信技术和全球卫星导航系

统（北斗定位系统、GPS 等）分别提供无线网络传输

支持和获取精确的定位信息，结合地理信息系统，能

够实时准确地储存、获得、更新、处理、分析和显示

地理信息 [11-13]。本系统通过调用百度地图 API 接口（或

高德，天地图，谷歌等），结合移动地理信息系统开发

技术，实现在智能移动终端的地理信息系统服务。

2.5  基于 Red5 流媒体服务

Red5 是一款基于 Java 的开源流媒体服务器，采用

的流媒体传输协议是 RTMP/RSTP。其主要功能是可

以把现有的视频转换成视频流 / 音频流，边播放边下载；

获取影音设备（摄像头、耳麦等）的视频流 / 音频流

信息上传到服务器 ；结合以上两个功能，可以实现在

线直播和远程访问等功能 [14]。视频监控子功能的架构

分为 3 层，如图 3 所示。

1）视频实时监控层。使用普通的摄像头，然后通

过 Red5 流媒体服务来获取视频流并上传到服务器。

2）视频 RTSP 传输控制层。通过 Red5 流媒体服

务，进行实时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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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ndroid 手 机 层。 使 用 Flash 的 方 式 实 现

LiveStream，使用 VideoView 进行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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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监控视频系统结构

3  北京市智慧社区移动地理信息系统实现

通过对目前小区现状、智慧社区未来发展前景的

需求分析，智慧社区服务系统分为 4 个模块，分别为

智慧物业、智慧管家、智慧生活、个人中心。图 4 为

智慧社区系统功能模块图 ；下面为系统关键功能的实

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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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系统功能模块

3.1  物业报修

物业报修是与社区居民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的功能，

报修后的响应速度直接和居民生活质量息息相关。本

文物业报修功能中，用户可以上传相关报修信息并发

布，信息存储在系统云服务器上，如图 5 所示。后台

数据库运行程序会给物业或者提供维修服务的商户推

送用户报修信息，维修师傅根据用户上传的信息和位

置抢单，通过路径导航快速到达维修地点。基础地图

显示、定位与导航功能调用百度地图 API 接口（或高德，

天地图，谷歌等）实现。

3.2  远程视频监控

系统中的远程视频监控功能可以在社区居民外出

的时候，利用智能移动设备通过手机移动网络（3/4G、

GPRS、Wi-Fi 等），随时随地动态掌握家里的实时场景，

满足用户视频影像多屏查看、历史视频查看、视频截图、

片段截取和摄像头控制等。通过该子系统也可以远程

监护家里的老人和小孩，减轻用户工作与照顾家庭产

生冲突的压力。提高了社区居民日常生活的安全系数，

使每一个社区居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得到保障。该功能

通过 RED5 流媒体服务与移动智能设备结合来实现，

在 VideoView 中进行视频播放。

3.3  智慧生活

智慧生活模块功能包括生活服务、居家便利、休

闲娱乐、居家养老、公共设施。例如，生活服务模块

中的洗护专家功能，利用 Intent 中的 setData 方法内置

E 袋洗链接，可以方便社区居民洗护。生活服务模块中

失物招领模块中，可以帮助居民找回失物。利用移动

地理信息技术，将小区失物招领处在地图上标示出来，

用户可以方便快捷地登记丢失物品的具体信息，提高

了居民找回失物的概率。在居家便利子模块，休闲娱

乐子模块，公共设施子模块，分别完成相关生活服务

设施的查找，比如餐饮美食、ATM 机、KTV、学习等

和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设施服务的位置和详细介绍信

息，点击相应 marker 图标能够显示要查找目标的详细

信息，然后点击出发按钮可以实现路线规划和导航功

能。图 6 为智慧生活界面截图。

4  结  语

利用智能移动终端的便携式特点，通过开发集成

移动物联网和移动 GIS 等关键技术实现了基于地图位

置服务的智能移动终端智慧社区服务系统，将社区居

民、物业管理服务以及社区资源进行整合，给用户带

来了更加便捷舒适的“数字化”生活体验，提高了物

业的管理效率，使政府更全面地掌握社区信息，更合

图 5  物业报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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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进行资源配置和制定政策。可以预见，智慧社区

将是未来社区发展的必然趋势，将使社区居民的生活

更加舒适、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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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66页）缩，是东莞市实施新型城镇化建设工作

的重要抓手，也是建设海绵城市的重要建设载体。本

研究对东莞市潜在生态资源进行挖掘与分析，从社区

的角度探讨生态资源保护与治理的新途径，为切实加

强我市生态本底保护，实现“显山露水”、“疏密有致”

的城市空间特色提供有力保障，对东莞市生态控制线

规划修编和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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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智慧生活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