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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智慧社区智能化各系统设计
袁成翔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 200041）

摘 要：智慧社区管理平台建设，指的是通过智能专网集成小区公共智能化系统及住宅户内智能化、智能家居系统，提供全面的
智能化监控管理及一体化的用户使用体验。文章通过对一个智慧社区试点项目方案的解析，对住宅智慧社区智能化各系统进行了
分析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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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智慧社区概述

智慧社区是一种住宅小区管理的新
理念，是新时代社会管理的一种创新模
式。智慧社区是指在充分利用物联网技
术、移动网络、云计算等新兴信息技术
的基础上，集成智能设备、移动终端等，
为社区居民打造一个安全、便捷、舒适、
高效的现代化、智慧化生活情景，从而
形成一种新的信息化、智能化社会管理
形态的社区。

近年来，国家颁布了各类政策来支
持智慧社区的建设，科技部、住建部、
公安部等部委均发布了相应的政策规划
和建筑建设，全力推进智慧社区的建设。
2018 年以来国内各大地产纷纷宣布开始
试点智慧小区、科技住宅等，作为新经
济环境下房地产产品新亮点和公司发展
的突破口。

2  项目背景介绍

文章以浙江宁波某大型住宅智慧社
区试点项目为例，介绍智慧社区智能化
各系统的设计。该智慧社区试点范围包
括 9 栋高层住宅楼、会所、商业、室外
园区及地下车库区域。

该项目智能化设计内容包括出入口
控制系统、停车场管理系统、视频监控
系统、可视对讲门禁系统、周界报警系
统、公共广播系统、信息发布系统、智
能巡更系统、智能家居系统等。小区内
设置监控展示中心，作为智慧社区展示、
控制的中心机房。该项目智慧社区构架
图如图 1 所示。

3  智慧社区智能化各系统设计

3.1  出入口控制系统
在小区主出入口设人行道闸，每组

人行道闸为“人行 + 人行／非机动车”
双通道（一宽一窄）。次出入口设人行

道闸，每组人行道闸为“人行／非机动
车”单通道（一宽）。

人员进出采用“严进宽出”的管理
原则进行配置，人行摆闸入口方向设置
可视对讲主机，多功能身份验证功能，
出口方向采用自动感应开闸，可由物业
设定通行方向。通道闸入口支持多功能
身份验证功能，支持无感开闸进出，系
统具备自动记录对比人数并联动人脸抓
拍功能。
3.2  停车场管理系统

小区每个车库出入口设置 1 套一进
一出停车场出入口管理系统，其中，主
出入口带岗亭收费功能。

系统采用视频识别记录作为车辆身
份记录介质，主要完成车辆进场时的视
频车牌识别、车辆图像及进场时间记录，
从而对小区停车场进出机动车辆实施自
动管理，并对临时车辆进行收费。每套
停车场出入口管理系统需单独光纤直接
联网至监控中心管理。

系统服务器直接与智慧社区物联网
IOT 云平台对接，实现本地数据的实时
上传，并接受云平台反向控制，可双向
进行数据读写操作，如车位信息、车辆
信息、收费标准、租金缴纳、延期、进
出记录、抓拍图像调取等。
3.3  视频监控系统

采用全数字 IP 网络彩色摄像架构，
采用越线报警等视频分析技术以及出入
口人脸抓拍技术实现小区周界防范报警、
水景周界落水报警、出入口监测信息报
警等。

同时系统可随时启动记录设备进行
视频图像存储，支持存储信息的检索、
回放、下载、备份等管理功能，支持按
图像的来源、记录时间、报警事件类别
等多种方式对存储的图像数据进行检索，
支持多用户同时访问同一数据资源。

系统传输通过智能化专网平台，采
用六类 4 对 UTP、光纤传输。同时提供
了远程监控和远程报警接口，社区居民
可以在移动终端通过智慧社区软件查看
物业已授权的公区监控视频画面。
3.4  可视对讲门禁系统

系统采用数字前端 + 数字编码 +IP
传输的全数字可视对讲、门禁控制系统。

系统在满足日常可视对讲系统功能
的基础上配置多功能身份验证面板主机，
具备多功能身份验证功能，给业主带来
更便捷的生活出行和安全居住管理，提
高智能化体现。访客亦可通过对讲系统
多功能身份验证门口机呼叫业主室内机
业主确认开锁回应。同时具备信息发布、
访客留影留言、户内安防、智能家居控
制等功能。

系统接入智慧社区 IOT 云平台，系
统数据实时上传至可视对讲云端，可视
对讲云端与智慧社区云平台进行 API 对
接，实现移动终端智慧社区软件蓝牙开
门、生成访客密码或访客二维码功能。
同时具有云对讲功能，支持业主在移动
终端与单元门口机或围墙机进行视频对
讲通话、开启门禁的操作管理。
3.5  周界报警系统

周界入侵报警系统采用电子围栏报
警系统，由报警主机、报警模块、电子
围栏等组成。采用总线通讯模式，具有报
警防区、类别（短路及断线）、时间记录
功能，系统接入智慧社区 IOT 云平台，系
统数据实时上传至 IOT 云平台。
3.6  公共广播系统

在社区景观绿化区设置背景音乐系
统，通过智能化专网，采用 IP 广播 + 定
压音频传输技术，音源部分在监控中心
设有网络音频主机、远程遥控寻呼话筒、
管理服务器、分布式智能系统控制器、
纯后级功放。
3.7  信息发布系统

社区设置信息发布系统，信息发布
系统由信息发布服务器、工作站、LED
信息发布屏、LCD 信息发布屏等组成，
系统信息发布服务器及工作站设置在监
控中心内。

整个系统采用基于 TCP/IP 通信网络
结构，通过智能专网划分的专用 VLAN 可
将信息发布到各显示终端。系统可以同
时对所有播放控制器进行发布信息、控
制管理。播放控制器采用有盘工作站方
式，所有的播放内容是由服务器传输到图 1 智慧社区构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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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控制器后可由播放控制器自行控制
播放。
3.8  智能巡更系统

智能巡更是为保安巡查人员的巡查
路线、方式及过程进行管理和控制的电
子系统。

安保人员通过单兵进行巡更，园区
利用 GPS 对巡更智能手持终端及人员进
行定位；园区、地库 WIFI 信号覆盖范围
数据实时上传，WIFI 信号无覆盖区域利
用运营商信号数据实时上传。通过设置
NFC 巡更卡片，利用单兵打点巡更系统
总控中心设于监控中心。
3.9  智能家居系统

智能家居系统以物联网为基础架构，
注重更多智能家居设备的互连互通，通
过集成和应用软件开发实现真正的智慧
家居管理。系统组网以 WLAN 和 ZIGBEE
无线为主，以便于日后更多智能家居设
备的接入。

智能家居户内网关具有控制所有系
统接入设备，获取其状态信息的能力，
为移动终端智慧社区软件、AI 人工智能
执行命令，提供最基础的硬件保证，并
可通过软件的定制，将后台系统打通，
实现个性化服务，控制家庭智能化子系
统，如窗帘控制、智能照明、背景音乐、

暖通健康、户内安防、家电控制等。场
景自动化配置可在移动终端或后台上设
置，通过云端进行同步。
3.10  计算机网络系统

智慧社区内统一部署计算机网络系
统，系统采用三层双核心双链路网络架
构（核心层、汇聚层、接入层）。其中
核心层及汇聚层设备设置在小区监控中
心机房，接入层设备根据末端点位部署
在弱电井位置弱电设备箱内。

智能化专网平台为小区平台服务器
与云平台对接的专用线路，是平台数据
通信的主路径。互联网专线需要主备两
条，并分属不同运营商。

4  智慧社区管理平台展示

监控展示中心用于智慧社区全面的
智能化监控管理，包括人员出入管理、
停车出入管理、视频监控、周界防护、
广播控制、信息发布、保安巡查管理等，
同时也作为智慧社区管理平台化管理的
重要形象展示窗口。

展示监控中心设置 LCD 拼接大屏，
LCD 拼接大屏采用 3×4=12 块 55 英寸彩
色液晶拼接屏组成，以大屏拼接方式显
示智慧社区管理平台界面，通过高度集
成的电子地图及功能强大的管理软件实

时监控小区人员、环境及设备状态，并
对用户信息、各系统业务数据、设备状
态进行数据统计，实现社区物业管理信
息化。

5  结束语

中国新建建筑智能化市场规模将保
持持续增长，预计到 2023 年达到 6433
亿元。按照全国约 29.6 万个社区，每个
社区约 30 万个平台的预算计算，我国智
慧社区平台规模为 800 多亿，其带动的
产值是不可估量的。智慧社区是住宅社
区数字化的发展方向，具有良好的网络
架构、智能化云平台服务合理高效、产
品选型具有很高的性价比，具有相当的
新颖性和一定的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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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39 页）动区可采用白色、黄色、
淡粉植物进行搭配，创造宁静感。

（3）果与其他部分的色彩变化。观
果植物以其奇异的果实备受人们喜爱，
不但观赏价值高，而且观赏期长，具有
很强的动态感。此外，它们适应新时期
的造景需求，能够丰富四季园林景观，
在现代居住区植物造景广泛应用。如成
都·天府兰台居住区宅间绿化种植榉树、
香樟、枇杷等常绿乔木，搭配无患子、
鸡爪槭、柑橘、石榴等色叶乔木，并配
以暖色火棘、南天竹灌木及景观小品营
造温馨、生机勃勃的生活场景。
4.2  光影变化

季节变化会引起太阳照射角度和太
阳光线强度的变化，若辅以植物本身
的季相变化，植物会呈现出变幻无穷
的光影特点：（1）营造层次、丰富深度；
（2）烘托主题，产生联想，给居民营造
一种淡雅幽静或宏伟壮观之感。植物光
影营造有引景与借景两种方式。对于引
景是引入光照，与植物融为一体，形成
独特的景观。而对于借景是借光照使植
物产生阴影，阴影使植物本身形成明暗
的对比，使景观和意境表现出丰富的层
次关系，更富有立体感。现代新中式居

住区景观常在白墙前栽竹、梅，粉墙竹
（梅）影，产生一种黑白对比的神奇景观。
此外，在居住区售楼处，植物经常借鉴
水（镜）面，营造静态的光影美，如诗
如画。
4.3  空间变化

园林植物空间营造是动态的，富有
生命力的。为了强调色块界线和景观空
间布局，首先通过色块塑造空间，接着
在此基础上，加强对比色的灵活运用，
如选用与绿篱颜色对比较大的自然花卉。
现代居住区景观幽深空间的营造大多通
过园林地形、自然水系、植物、建筑的
处理以达到步移景异的视觉体验。其中，
以园林植物的变化最为多样，景观设计
师常利用点景、框景、隔景来丰富景观
空间。如苏州世茂龙胤居住区景观在小
地块中用植物去营造空间，实现小中见
大的效果。植物选择有樱花、鸡爪槭、
玉兰、朴树、樟树、枫杨、无患子、水杉、
桂花、海桐。

5  结束语

随着现代居住区景观工程建设的日
益深入，园林植物的类型日益多样，产
生的整体审美情趣也有所提升，而其季

节性的变化特点与旺盛的生命力都直接
影响植物的审美功能。园林植物的季相讲
究“春花、夏叶、秋实、冬干”，通过合
理配置，达到四季有景。季相变化主要表
现在色彩、光影、空间三个方面，三者相
辅相成。园林中的植物更加有层次感及季
节感，有利于创造出意境与艺术效果，可
以有效改善居住区的景观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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