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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需求分析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逐步

迈进小康时代和网络经济的发展，社区

智能化已经成为全新生活方式的根本保

证。人们对社区环境的要求已不再局限

于居室面积、周边环境、出行交通等方

面，而是更多的是关注于居住环境的安

全性和舒适性，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与

外界沟通、通信服务、安全防范、物业

管理等方面，这就要求在传统的社区基

础上采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延伸服务功

能。即创建智慧社区。

2  系统介绍 
立林智慧社区是以智慧家庭为基础

的社区管理平台，借助物联网、云计算

和移动互联等技术，通过智能终端，轻

松实现云对讲、云家居、云停车、 安防

联动、物业管理、梯控、社区商圈、信

息推送等云服务功能。结合 APP 移动应

用，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智慧社区管

理和服务。

3  系统优势 
结合目前的市场需求，立林智慧社

区云服务系统集成云对讲和人脸识别、

物业管理、社区商圈、安防监控、智能

家居、信息推送等模块于一体。这些功

能模块彼此互联又相对独立，社区可根

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应功能模块的授权许

可，相应的服务功能也可进行按需定制。

方案可以采用传统的家居智能路由器，

扩展连接智能门窗磁、人体红外感应器、

声光报警器、紧急按钮、智能开关、智

能窗帘控制器等功能模块，也可以使用

无线连接，将无线报警、智能家居与视

频监控完美整合在一起。采用无线连接、

即插即用、极简安装，无需用户掌握复

杂的专业知识。

4  系统结构
4.1  智慧门禁

立林智能门禁系统将门禁卡与身份

证绑定，统一人口信息采集、人证比对，

与视频联动报警，进出记录及抓拍图像

实时上传至公安网，比对特殊监控人员，

推送预警。

系统支持 IC/CPU 卡、二代证、人

脸识别、指纹识别等开门方式，具有云

对讲功能。还可对接公安、民政、计生、

警务等部门，是建设“雪亮社区”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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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社区◎

要构成系统。

智慧门禁的人脸识别功能极大的方

便了业主的出行，也使得小区进出人员

得到有效管控。立林人脸识别主机率先

通过公安部三所人脸楼宇对讲设备认证

测试，动态识别率测试行业最佳，LFW

国际通用测试集通过率超过 99.9%，误

识率小于 0.01%。人脸识别在非配合模

式下（不用用户主动眨眼睛、摇头等），

设备采用单摄像头即可杜绝电子屏（图

片或视频）开门和打印照片开门。同时

产品经过安防行业针对性训练，对光学

成像系统进行专门的调教，能够适应暗

场、逆光、侧光、太阳直射摄像头等严

苛场景，识别速度快，适应性强，在各

种遮挡情况下能正确识别人脸，不受发

型、口罩、帽子、化妆等影响，采用与

实际年龄相差 10 岁以上的大跨度照片

进行注册亦能正确识别。

4.2  智慧停车

立林智能停车管理系统，是一套完

善的基于车牌及车型识别作为车辆出入

停车场凭证的解决方案。通过出入口的

车辆识别来判断进出场权限、停放时间

和应缴停车费，语音模块和显示屏会实

时播报和显示相应信息，从而实现车辆

快速进场、缴费、出场等全自动化智能

停车场管理应用。

系统能按需选择多种缴费方式，改

变以往由人工管理或刷卡、取票管理所

带来的泊车效率低、服务差、人为乱收

费、拒缴停车费等诸多问题。

4.2.1 优势特点

1）APP 移动管理

相机助手 APP 可远程调试与升级维

护摄像机。终端机智能管理摄像机故障

和岗亭收费，应急措施更完善。

2）2 种车牌识别

视频流识别和地感触发识别，提高

车牌识别准确率，识别更科学。

3）16 屏监控管理

最多支持一台电脑同时在线管理 16

个车道画面，提高管理效率。

4）脱机正常工作

支持脱机收费和脱机进出，避免因

系统瘫痪影响车辆通行效率。

5）实用系统向导

界面简洁明了，风格多样，通过快

捷向导图标快速找到常见设置功能。

6）智能语音提醒

服务器、计算机出现故障，显示屏

和语音均能正常工作，提示更周到。

系统架构见图 1。

4.2  智能家居

智能家居系统利用先进的计算机技

术、网络通信技术、综合布线技术，用

户在一个 APP 上就可以操作楼宇对讲和

智能家居的功能。在智慧家庭里，用户

可以获得灯光控制、门窗控制、暖通控

制、家电控制、影音控制、智能门锁、智

能安防、智能健康等众多智能化生活享受。

智能家居的八大系统 ：

智能照明系统、智能门窗系统、智

能家电控制系统、智能暖通系统、视频

监控系统、智能门锁系统、智能安防系

统、智能影音系统。

4.2.1 智能家居体系的特点（见图 2）

1）有线与无线的融合

扩展性强，两线智能家居系统支持

和无线系统融合使用，灵活方便。

2）用户可进行 DIY 配置

场景、联动、定时支持用户自由

图 1  立林智能停车管理系统架构图

图 2  智能家居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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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Y 实现复杂应用。

3）接线简便、安全

设备无极性连接，避免接线错误导

致设备烧坏的问题。

4）开关面板可转为情景面板 

可减少设备的数量，降低成本 

5）用户权限可控制

分主账号和子账号，主账号可以管

理和使用智能家居设备并控制子账号权

限，子账号只能控制家居设备。 

6）配置简单

手机 app 绑定网关后，能自动搜索

所有总线上的设备，无需手动配置。

7）配置可复制

同户型、同样的设备，配置文件可

复制，加快配置速度。

8）设备替换简单

设备替换后，无须重复配置数据，

通过 app 可以将原有设备的数据复制到

新设备。

9）远程升级

设备软件功能可定期远程更新，便

于及时解决系统问题及增加新功能。 

10）专用调试工程账号 

可局域网组网配置，用户注册后，

工程账号自行失效，用户无需担心隐私

问题。使用工程账号没有外网的情况下

也能调试 

4.3  智慧物业管理

提供“互联网＋物业管理”服务，

通过统一服务平台实现对小区内所有智

能化硬件设备（门禁、对讲、能耗、梯

控、监控、停车、巡更等）的管控。通

过物管 APP 与业主沟通交流（通知公告、

投诉报修、缴费及收费管理等），处理

相关事务。

特点 ：节约人力成本，提升企业竞

争力 ；减少重复劳动，提升工作效率 ；

及时完成工作，提高业主满意度、基础

档案、业主信息管理、收费管理系统、

服务中心、统计系统、监控系统。

5  社区综合信息管理平台
智慧社区管理平台集合多个相对独

立的子系统，实现联动性和协作性，每

个功能模块可实现按需定制，云视频平

台兼容绝大多数主流品牌数字摄像机，

和所有模拟摄像机，支持多用户并发预

览，可通过手机 APP 远程查看家中或社

区公共区域视频，云停车实现访客预约，

预约查询、停车记录云端查询，车辆进

出抓拍，支持微信、支付宝、银联支付

等功能。停车数据与抓拍图片将实时上

传至综合管理平台，实现智能化管理。

在小区与楼栋出入口安装具有刷

卡、指纹识别功能的智能门禁系统将门

禁卡与身份证信息进行绑定，统一人口

信息采集。用户进出小区的时候，需要

进行双向刷卡，刷卡的同时也会进行同

步拍照与动态录像，那么这些实时抓怕

的图像与录像，它会及时的上传到我们

的云端服务器，方便后期追溯查询。整

个系统也可以根据公安和房东的需要对

特殊指定的人进行重点监控，对他们的

出入记录进行实时排查。

最后系统具有开放性，支持向第三

方开放接入，比如公安部门、计生部门、

警务部门等，从而实现数据与资源共享。

对接实现大综合的信息管理平台。

6  社会意义
智慧社区是智慧城市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城市管理及和谐社区建设的基础

环节，是加强和谐社区的建设管理、完

善社区功能、提升社区服务的有效手段。

以立林的智慧社区系统为例，在

社区场景中，依靠人脸识别技术的社区

出入口、依靠指纹识别技术的家庭出入

口以及依靠车牌识别技术的停车场出入

口，实现了人员、车辆与系统的连接，

不仅可提供切实可行且成本可控的物业

管理方案，也将社区的整体安防等级提

升到了更高的水平。

通过智慧安防、智慧家居、智慧物

业、智慧停车管理等智能化系统，组建

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打造建筑智能

化的服务，提供舒适、安全、高品位、

方便的家庭生活空间，舒适、开放的人

性化环境 ；提供具有信息高速公路的家

庭入口，有快捷全方位的信息交换功能；

提供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便捷的数字

通讯方式，便利的综合社区信息服务，

家居智能化，物业管理智能化。让小区

业主能够感受到科技的发展，科技为人

们服务生活体验，使我们生活的社区家

园更加便捷、安全、智能、温馨、幸福，

实现让人们住进五星级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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