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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新基点智能股份有限公司定位于智慧城
市及智慧建筑的软件和信息服务业，致力于
成为智慧城市建筑产业整体解决方案服务提
供商。公司目前的主营业务分为建筑管理集
成软件标准产品、行业客户定制化解决方案
两大业务板块，业务模式主要是基于智能建
筑集成软件平台开发各类的标准软件和定制

智能建筑，定义为“以建筑物为平台，兼备
信息设施系统、信息化应用系统、建筑设备
管理系统、公共安全系统等，集结构、系
统、服务、管理及其优化组合为一体，向人
们提供安全、高效、便捷、节能、环保、健
康的建筑环境”。智能建筑融入智慧城市应
从智能建筑体系架构设计、设计理念更新、
标准与规范完善、集成融合平台建设、云计
算服务平台建设以及嵌入式控制器系统架构

新基点技术发展

智慧城市，是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手段感
测、分析、整合城市运行核心系统的各项关
键信息，从而对包括民生、环保、公共安
全、城市服务、工商业活动在内的各种需求
做出智能响应，实现城市智慧式管理和运
行，为人类创造更美好的城市生活。智慧城
市常与数字城市、感知城市、无线城市、智

智慧城市，智能建筑

能城市、生态城市、低碳城市等区域发展概
念相交叉，甚至与电子政务、智能交通、智
能电网等行业信息化概念发生混合。建设智
慧城市在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引领信息技
术应用、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等方面具有重
要意义。将智慧城市的概念引入了社区、产
业园区等，涉及智能建筑、智能家居、路网

监控、智能医院、城市生命线管理、票证管
理、家庭护理、个人健康、数字生活等诸多
领域。充分借助互联网、物联网技术，打造
基于信息化、智能化、社会管理与服务的新
型智慧园（社）区，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更高
的效率和更好的环境。

等方面来考虑。在我国，由于智能建筑的理
念契合了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节能理念，所以
我国智能建筑主要更多凸显出的是智能建筑
的节能环保性、实用性、先进性及可持续拓
展等特点，更加注重智能建筑的节能减排、
高效低碳。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
进步，计算机网络技术、现代控制技术、智
能卡技术、可视化技术、无线局域网技术、
数据卫星通信技术等高科技技术水平的不断

提升，智能建筑将会在未来我国的城市建设
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将会作为现代建筑
甚至未来建筑的有机组成部分，不断吸收并
采用新的可靠性技术，不断实现设计和技术
上的突破，实现为人们提供安全、舒适、便
捷、高效生活的目标。

软件，积极开展行业特性的定制化，随需应
变满足行业客户成长的管理需求，客户涵盖
商业地产、住宅地产、工业园区、学校医
院、文化旅游、文体展馆、交通运输等行业
领域。同时，新基点也开拓创新，启动了针
对庞大的后期建筑数据服务市场的模式转
型，并结合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

据、AI等最新技术，研发了一系列基于“互
联网+”思路的平台化软件产品，如：智慧
运营云平台、建筑能耗能耗管理云平台、
BIM运维综合管理平台等。新基点将基于建
筑大数据云的数据分析及挖掘技术，向海量
大中小型客户提供运营增值解决方案及相关
服务。

新基点已推出的在智能建筑领域占据领先地位MAX系列产品都是自主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水平居于国内领先水平和国际先进水平。

智能化集成管理系统

子系统接入与通讯；设备监视与控制；集成管理与应用

能耗
分析

管理
系统

数据采集与校对；能耗统计与分析；能效诊断与优化

设备运维管理系统

设备基础档案建立；自动报单与派单；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

智慧
运营

云平
台

多业态系统集成；智慧管理与功效提升；云端处理与高效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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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架构，基于REST架构的智能化服务平台，支持本地及云部署

采用HTML5绘图（Canvas）方式，适应各种浏览器

提供在线组态设计，即编即用，方便调试和维护

支持BACnet、Modbus、LonWorks、OPC、ONVIF等标准设备协

议、即插即用式接入

系统集中式帐户管理、授权管理，为不同级别的人员赋予不同的操作权

限，防止系统信息泄露

可以自定义报警事件、报警时间段、报警联动，如报警联动视频、报警

联动短信等；完善的报警机制，报警处理形成闭环

可实现对监控点的二次逻辑处理，如公式计算、群控、统计等

支持系统模式配置，自动运行功能

采用领先的加密技术，保障平台安全运行

系统总览：展示项目基本信息，系统报警统计信息及处理情况等；

用户管理：具备用户浏览、查询、增加、修改及删除功能；

日志管理：包含用户操作日志、系统运行日志，表格可导出；

权限管理：具备分级别、分区域、分范围的权限管理功能；

系统配置：包含项目基本信息配置、动作联动配置、视频联动配置等；

基础功能
BUILDINGMAX智能化集成管理系统（IBMS），

把弱电智能化各子系统集成为一个“有机”的统一系统，其接口界面标准化、规范化；

完成各子系统的信息交换和通讯协议转换，实现所有子系统信息的集成和综合管理，对所有子系统的集中监视和控制，实现全局事件的管理，

最终实现集中监视控制与综合管理的功能。

技术基础

产品特色

功能应用

技术指标

最大监控点位数：不限

实时数据传送时间:≤1S

控制命令传送时间：≤1S

系统联动命令传送时间：≤1.5S

集中管理：对建筑内所有子系统的集中监视与控制，全面

掌握建筑内设备的实时状态、报警和故障信息

数据共享：连通不同通讯协议的智能化设备，实现不同系

统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协同工作

增值服务：通过采集设备的运行状态，累计各类设备的用

电情况，超过计划用量时报警提醒；统计分析各类设备的

运行工况和用能情况

系统平台：Windows

数据库：MySQL

前端框架：MVC+Bootstrap框架，兼容PC、手机

物联网网关：内置标准接口（串口，OPC、ODBC、Modbus、

BACnet等）集成，支持插件式扩展

开发语言：C++、C#、JS

技术运用：分布式服务架构，数据订阅推送机制，在线组态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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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集成管理系统

智能化

模块化
标准化

规范化

统一化

移动化

可视化

功能模块 功能描述

BUILDINGMAX平台功能

模式配式：根据不同使用场景，定制相应的运行模式；

场景应用：如空调节能场景、照明控制场景、供配电监管场景等；

设备历史报表：提供设备运行参数查询功能，查询方式为起止日期、子系统、设备名，显示方式为表格并支持导出；

设备历史趋势：提供设备运行参数趋势图表功能，显示方式为折线图；

报警监测：包含实时报警和历史报警，以饼图、趋势图、表格方式展示报警数据；

报警分类：报警级别可自定义，默认分三级：紧急报警、重要报警、一般报警，依次用红色、橙色和蓝色表示；

报警处理：可按不同筛选条件查看报警处理状态信息，以及报警确认；

报警联动：具备实时报警与视频监控/电子地图联动功能；

模式管理

报警管理

报表管理

供暖通风和空气调节系统：监视设备的状态、运行参数；控制设备的启停、参数的调节；

冷冻机组群控系统：监视设备的状态、运行参数；控制设备的启停、参数的调节；

给水排水系统：监视集水坑高低液位情况、水泵各项状态；控制水泵的启停；高液位报警；

电梯系统：监视垂直升降梯/扶梯的状态；监视故障状态；

供配电系统：监视进出线柜的各项参数、断路器位置；

照明系统：监视与控制各照明回路的开关状态、以及照明场景的切换；

泛光照明系统：监视与控制各照明回路的开关状态、以及模式控制切换；

出入口控制系统：监视门禁的状态、门禁数据库查询；控制单门的开启和关闭；监视报警状态；

访客登记系统：监视设备的状态、访客数据库查询；

入侵报警系统：监视各防区报警状态、故障状态；控制单模块的分区布撤防；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监视视频图像、视频丢失报警、存储系统报警；控制视频矩阵、控制球机；

停车场管理系统：监视车位信息、车辆数据库查询、进出场车辆抓拍图片；

泊位引导系统：监视车位占用情况、车位信息、分区显示屏工作状态、车辆数据库查询；

电子巡查系统：监视设备的状态、巡更路线显示、巡更数据库查询；

公共广播系统：监视与控制播放分区音量、运行状态等；

信息引导及发布系统 ：监视大屏设备运行状态、当前播放内容截屏；

智能抄表系统：监视空调表、电表、水表读数；监视能耗控制器状态；

机房动力环境监控系统：监视机房参数、精密空调状态、交换机状态、PDU参数；

客流统计系统：监视各个店铺及公共区域的客流参数、设备故障状态等；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监视消防报警探测器信号；

电器漏电报警系统：监视漏电报警探测器信号；

子系统监控

门禁联动视频：当非法侵入发生时，实时报警中会出现实时的报警记录，可查看相关视频；

报警联动视频：当有报警信号发生时，实时报警中会出现实时的报警记录，可查看相关视频；

防盗联动视频：当发生防盗报警时，实时报警中会出现实时的报警记录，可查看相关视频；

防盗联动门禁：当发生防盗报警时，门禁系统将会自动将门关闭；

门禁联动照明：当读卡开门时，照明系统将打开相应区域的公共照明；

报警联动照明：当入侵报警器被联动事件触发工作时，联动智能照明系统，自动打开摄像机所在区域的灯光；

消防联动视频：当出现火警信号时，实时报警中会出现实时的报警记录，可查看相关视频，同时进行记录；

消防联动门禁：当出现火警信号时，门禁系统自动打开消防紧急通道和安全门等；

系统联动

03 产品简介 04产品简介



系统拓扑

软件架构

　　BUILDINGMAX基于平台运行，应用支持模
块，采用高效的通讯接口技术，通过对子系统设
备的运行数据和运行状态进行实时监测、采集、
整理、分析、存储，实现对各子系统的集中监控
管理，最终达到各个子系统的互联互通、高效运
行及统一管理的目的。

　　同时依托对子系统设备运行信息的集中监
管，提供移动报警、设施运维管理、能耗分析、
多媒体信息发布等多种增值服务。

　　BUILDINGMAX以面向服务的架构SOA（Service-Oriented Architecture）为基础，采用分布式组件进行构建，

使得系统中的服务按照统一和通用的方式进行交互，成为开放式的、广泛兼容的建筑设备集成监控管理平台。

包括系统接口工具（接口服务器，接收器），组态工具、图表工具（图形，报表），用于系统不同层面

的配置、维护。

管 理 层 ： 根据数据应用类型，提供不同的数据管理应用。

设 备 层 ： 主要是对需要集成的智能化系统及设备以上位机或设备方式被集成。

接 口 层 ： 采用通讯网关技术，支持标准接口接入，如RS485、RS232、OPC、BACnet、Modbus、ODBC等，支

持通过二次开发的方式接入非标准协议；并对外提供跨平台的数据交换格式，方便第三方系统的对接。

服 务 层 ： 采用分布式服务为系统功能应用提供核心服务。

应 用 层 ： 提供包括系统功能应用，包括如系统监控、报警管理、报表管理、模式管理、权限管理等。

表 示 层 ： 提供专业友好的用户界面，支持PC端与移动端。

实时数据库 历史数据分析 统一消息平台 IIS.DIA数据标准

移动报警服务 设施运维管理服务 能耗分析服务 多媒体信息发布服务

工作业务 物业运营 公共服务 公共信息 智能卡 信息网络安全

公共广播 会议管理 智能时钟 电话交换 综合布线 卫星通信

移动端

智能化集成模块

控制室大屏显示系统

信息设施系统

公共安全系统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信息化应用系统

运行支撑模块（标配）

管理增值服务模块（选配）PC端

BUILDINGMAX平台

制冷控制 空调新风 供配电 照明控制 电梯管理 绿色能源

火灾报警 视频监控 入侵报警 出入口控制 停车场管理 访客对讲

BUILDINGMAX平台

表示层

应用层

服务层

管理层

接口层

设备层

工具层

图表工具报警管理 报表管理 模式管理 权限管理

实时数据服务 报警服务 联动服务

实时数据库 历史数据库 配置数据库

时间表服务 配置服务

组态工具

接口工具

制冷控制 空调新风 供配电 照明控制 电梯管理 出入口控制 视频监控 入侵报警

通讯网关 通讯中间件

移动端PC端

系统监控

工 具 层 ：

05 应用模型 06应用模型



上 海中骏广场
[2018年-至今]

　　中骏广场位于虹桥商务区核心区，建筑总体量约
40万方，涵盖28栋高品质写字楼，成为总部企业商务
首选，并打造4.3万方精睿空间和3.2万方漫生活主题商
业街区，运用前瞻设计理念，筑就高端商务品质，绿化
率高达30%，为国内外企业打造高效舒适的办公天地。
　　中骏广场临近世界最大的交通枢纽“虹桥交通枢
纽”和世界第二大单体建筑“国家会展中心”，所在区
域是国家级“绿色生态示范区”，周边环境优美，星级
酒店云集，坐拥便捷无比的交通和纯熟的商业配套。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

电梯系统

供配电系统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能源计量系统

给水排水系统

电子巡查系统

入侵报警系统

泊位引导系统

信息引导及发布系统

客流统计系统

照明系统

出入口控制系统

公共广播系统

　　该项目智能化集成管理系统（IBMS）采用新基点
BUILDINGMAX产品，共集成以下子系统：

模式预设 根据工作日或节假日的实际运营需求，管理人员只需在移动
终端，通过IBMS系统模式预设功能，即可使系统按预设的模式自动调节
灯光和空调系统等设备的运行。既减少人力成本同时提高了工作效率，又
降低了能源的消耗。

系统自检 当结束一天的运营时，物管人员也开始执行收尾工作。他们
通过IBMS系统的自检功能，进行各区域设备的运行数据扫描，监测每个
设备是否正常运行，以保证商场每天的正常运营。 

物管人员通过IBMS系统的视频轮巡功能，发现商场某地人群
拥堵，存在安全隐患，会立即启动系统预案控制模块，将相关视频监控画
面（如人员疏散通道，活动现场等）放在一个屏上进行专项监控；同时安
排安保人员加强商场现场的巡视，保障商场的安全。 

物管人员通过IBMS系统为所有接入的设备建立了设备档案和
标准化操作流程，在对设备运行进行智能化控制的同时，实现商场能耗监
控及优化。

预案控制

实时监控

上海中骏广场采用新基点
智能化集成管理系统BUILDINGMAX产品

上海中骏广场

上海中骏平台首页

上海中骏系统界面

视频监控系统：
1.在电子地图上显示每个监控点的位置；
2.工作站能在电子地图上查询任意摄像头的监控画面；
3.支持画面调用；
4.云台控制（上、下、左、右）旋转；
5.可变镜头远近大小，焦距调节；
6.将摄像头的画面内嵌到平台中；
7.摄像头离线报警功能；

消防报警系统：
1.平台本身具备实时和历史报警数据；
2.在系统平面图上显示探测器的位置信息，探测器的
   故障状态的和报警信息；

能源管理系统：
1.平台本身具备实时和历史报警数据；
2.在能耗的系统页面上实现对能源管理功能的展示；
    对能源系统工作状态的监测；实现能源使用情况的
    监管；
3.平台监控用电机房的环境数据；
4.平台本身具备将设备网中任何子系统的Html页面嵌
   套集成；

客流统计分析系统：
1.监视公共区域的参数：客流人数、拥挤度；
2.监视设备故障状态 ；
3.平台本身具备报警，并将报警信息展示在页面上；
4.可依据时间、客流量等维度查看相关数据；
5.出现人流聚集，进行人流数量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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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 项 目 智 能 化 集 成 系 统 （ I B M S ） 采 用 新 基 点
BUILDINGMAX产品，集成总点数100,000点，共集成以
下子系统：

商业综合体

苏州中心采用新基点
智能化集成管理系统BUILDINGMAX产品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城市发展有限公司整体开发的苏
州中心项目，占地面积约16.7万平方米，位于苏州市域中
CBD核心，紧邻金鸡湖5A级景区，连通轨交1号线和3号
线。
项目规划开发总建筑面积约113万平方米，集购物中心、
办公楼、服务型公寓、酒店于一体。苏州中心将打造有别
于传统城市综合体的新形态，形成辐射带动城市经济、孕
育城市活力生机的"城市综合体"，是兼具"包容性"与"生命力
"的城市多功能综合有机体，建成后将协同周边项目一起成
为市域"苏州中心"商圈。

综合管理、运营增值

　　考虑到整栋出售的各栋楼以及散租散售部分，可能会
由不同物业分别进行管理，故设计阶段各个楼宇的智能化
系统也需支持独立运行、独立控制；同时考虑到当前大数
据、信息化飞速发展的时代，对大数据分析、系统高效联
动等的需求，规划各栋楼智能化系统通过本地IBMS平台进
行集成管理。 
   “信息域”重点实现综合管理和增值应用，重点实现各
子系统的运行状态、故障状态、报警信息、系统联动、运
营信息、设计档案、安装档案的搜集、整理，为设备管
理、运营、维护、决策提供科学的技术手段和决策依据；
其中提及的联动功能采用软联动的技术方式来实现，作为
控制域底层联动控制的备份与补充。

　　智能化集成系统作为苏州中心三区智能化系统的核
心，完全支持智能化集成数控整合平台技术架构（IIS 
Data Integration Architecture），结合计算机技
术、网络技术、通信技术、自动控制技术，对建筑内所
有相关设备进行全面有效的监控和管理，丰富建筑的综
合使用功能和提高物业管理的效率，确保建筑内所有相
关设备处于高效、节能、最佳运行状态，从而为工作人
员提供一个安全、舒适、便捷、高效的工作环境。 

苏州中心

苏州中心系统界面

苏州中心系统界面

苏 州中心
[2017年-至今]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停车场管理系统 楼宇自控系统（BA系统）

陕 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7年]

智慧、绿色、安全

功能标签：
在绿色建筑里智能化办公的体验

　　陕西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坐落于西安市长安北路14
号朱雀广场处。其主体办公大楼为七层砖混结构，分为
地下一层，地上六层，总建筑面积为18869.43平方
米。其建筑主要功能以政务办公、项目招投标服务为
主，兼顾会议、接待等其他功能。本项目定位为全省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建成后将做为全省公共资源交易的信
息中心及调度中心使用。

　　该项目采用BIM+IBMS技术，运用智慧、绿色、安
全三大核心设计理念，开创了国内首家智能化管理集成
空间模型建设的先河。新基点BUILDINGMAX智能化集
成系统通过对建立的BIM模型进行深度整合，进行统一
管理，同时通过标准的信息平台实现数据集成，以形成
具有信息汇集、资源共享及优化管理等综合功能，结合
集成管理系统所采集到的相关数据以及设备管理的相关
数据库信息，以数字三维建筑模型的方式为管理人员提
供一个立体空间管理和监控的平台，实现高舒适度、高
效率化、高智慧化的管理方式。该项目集成总点数约
7,000点，共集成以下子系统：

　　通过BIM云控平台的建设，将分散的、相互独立的
弱电子系统，用相同的环境，统一的软件界面进行集中
监视。满足管理人员的监控功能、管理功能和信息共享
的需求。通过BIM云控平台，用户可全面监视陕西省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项目的各分项、各分区、各支路的用电
量，实现独立电费计量。该项目的管理人员可以通过
BIM云控平台管理程序和界面，结合西安的天气变化、
国家制定的不同建筑物的用能标准，调用预设好的设备
运行模式，综合各个子系统的运行现状，给出更优化的
运行方案。

陕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陕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智能化集成系统界面

陕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智能化集成系统界面

楼宇自控系统

智能照明系统

信息发布系统

视频监控系统

门禁系统

公共广播系统

能源管理系统

陕西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采用新基点
智能化集成管理系统BUILDINGMAX产品

09 经典案例 10经典案例



腾讯滨海大厦

腾讯滨海大厦智能化系统首页

深 圳腾讯滨海大厦
[2017年-至今]

腾讯滨海大厦采用新基点
智能化集成管理系统BUILDINGMAX产品

腾讯滨海大厦智能化系统界面

　　腾讯滨海大厦包括248米高50层的南塔楼和194米
高39层的北塔楼，三道连体内部分别设置了共享配套设
施，3到5层为“文化连接层”，设有餐厅、多功能厅
等；22到25层为“健康连接层”，设有外部会议室和各
种健身场馆；35到37层为“知识连接层”，设有内部会
议室、演播室。两塔楼间相互连接，象征着因特网各个
遥远角落的连通，以一种更富有效率的方式将腾讯公司
员工连接在一起。在业内看来，这种巧妙的建筑结构也
与腾讯CEO马化腾先生提出的“腾讯未来要做连接器”
的理念形成呼应。

　　滨海大厦是腾讯目前体量最大的一个“产品”，涵
盖智慧建筑、互联网+建筑、互联网+智能连接等前沿科
技，而腾讯员工将作为用户每天体验最新的科技产品。
为了更好的表现智慧建筑，滨海大厦使用了新基点
BUILDINGMAX 4.0产品，把弱电智能化各子系统集成
为相互协作、互联互通的统一系统，其接口界面标准
化、规范化；完成各子系统的信息交换和通讯协议转
换，实现所有子系统信息的集成和综合管理，对所有子
系统数据统一存储，同时以模式控制和多系统联动为
辅，实现全局事件的管理，集中监视控制与综合管理的
功能。

　 　 该 项 目 智 能 化 集 成 系 统 （ I B M S ） 采 用 新 基 点
BUILDINGMAX产品，集成总点数100,000点，共集成
以下子系统：

　　BUILDINGMAX 4.0平台实现统一化的管理，统一
各子系统管理界面、数据标准化、用户管理，以便于统
一的运营管理，实现三个“统一”。从而达到“降低人
工成本”、“保证运行品质”、“降低运行能耗”的目
的。

腾讯滨海大厦：
集数字化、智能化于一体的智慧大厦

视频监控系统

消防报警系统

暖通空调系统

发电机组系统

冷机群控系统

给排水系统

变配电系统

智能照明系统

音乐广播系统

信息发布系统

防盗报警系统

泛光照明系统

远程抄表系统 停车场系统 电梯系统

东 莞民盈国贸中心
[2017年]

东莞民盈国贸中心采用新基点
智能化集成管理系统BUILDINGMAX产品：

建筑设备管理BMS系统界面 民盈物业国贸中心智控平台首页

东莞民盈国贸中心

　　项目总占地面积10万多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08万
平方米，最大设计高度398米。包含甲级写字楼、五星
级酒店、公寓、再加上民盈山智慧城30万㎡单体商业，
是一个国际级城市综合体。

　　智能化集成管理系统为此项目搭建一套智控平台，
设置一个总控平台，5个分项目平台，总控平台检测并
展示整个综合体的数据，通过大屏报表方式展示当前的
运行数据，分控平台分别管理写字楼、商场、地下室等
不同用途的建筑设备。同时对能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直观展示重要设备的能耗数据，对能耗数据进行对比分
析，达到节能的目的。通过智控平台，东莞国贸中心实
现机电设备监测、安保管理、能耗管理的统一，从而实
现“降低人工成本”、“保证运行品质”、“降低运行
能耗”、“提高工作效率”的目标。

　　该项目智能化集成管理系统（IBMS）采用新基点
BUILDINGMAX产品，共集成以下子系统：

城市综合体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停车场管理系统

客流统计系统访客

能源计量系统

电梯系统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

照明系统

机房动力环境监测系

访客对讲系统

出入口控制系统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11 经典案例 12经典案例



开放
性强

设备运行数据只能为己所用，数据孤
立，无法对外提供。

设备运行数据可根据用户需求通过标准接
口输出供第三方系统调用。

DATA

DATA
DATA

D
ATA

D
ATA

DATA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CMMI3（软件能力成熟度模型集成）认定企业

ISO 9001认证

广东省诚信示范企业

2018年中国智能建筑行业十大匠心产品品牌企业

MAX系列产品著作权登记证书

+交付团队 50

研发团队 40 +

分支机构 20 +

标准产品
交付流程 进场会 安装调试 功能实现 客户培训 项目验收 免费维保 长期服务

参建项目 900 +

传统智能化集成管理系统BUILDINGMAX P K

新基点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11年行业积累

新基点成立

市场全面外扩
技术更新迭代

新展望·新突破

江苏

浙江

深圳
广西

澳门

安徽

湖南
江西

四川

云南

贵州

山东

上海

广州
香港

湖北
重庆

北京
天津

河北山西

辽宁
内蒙古

陕西
河南

西
喀什

南 三亚

北
满洲里 东

哈尔滨

中国南海
胡志明

新加坡

管理
简单 ¥

¥
¥

需要控制设备时，需人工干预，效率低下。

通过与各子系统的互联互通后，根据客户
需求，优化监控流程，设计交互模式。可
主动控制，也可对子系统按照统一的标准
进行运行策略的预设，实现自动控制。

部署
迅捷 安装部署复杂，配置步骤多，需安装插件。系统部署安装一键式，简单快捷。

联动
高效

无联动功能或联动功能简单，配置复
杂，执行效率低。

图形化联动配置，执行效率高，可实现复杂
的联动逻辑。

报表
多样 生成报表简单或无报表生成功能。

系统自带报表模块，提供多样化报表、图
表展示功能。

界面复杂，操作难上手，人机交互体验差。
采用图形化的软件界面、模块清晰、易学
易用、可操作性强。

界面
友好

接口
丰富

项目经验有限，非标准协议开发能力有
限，项目实施进度缓慢。

拥有1400+项目实施经验，1000+接口协
议库，及非标准协议快速开发能力。

13 客户价值 14新基点



中央空调

发电机组

运行环境（系统支持本地部署和云部署，两者二选一即可）合作品牌库

应用场景

楼宇自控

电梯设备

智能照明

视频监控

防盗报警

一卡通

消防报警

公共广播

信息发布

主出
入口

多画面
显示区

消防
出口

设备
机柜区

多画面
显示区

核心
显示区

操作区

15 附件 16附件

物理服务器

云服务器+物理服务器

任意一台可连接到
应用服务器的PC机

本地部署 

云部署

工作站

操作系统：Windows server 2012+
数据库：MySQL

操作系统：Windows server 2012+
数据库：MySQL

操作系统：Windows10+

CPU: 四核及以上3.3GHz
内存: 8G或以上
硬盘：单盘1T，支持RAID5
网卡: 1000M双网卡

云应用服务器：CPU: 四核
                            内存: 16G
                            硬盘：1T
                            带宽: 4Mbps

云数据库服务器：CPU: 四核
                                 内存: 16G
                                 硬盘：1T

采集服务器：CPU: 四核及以上3.0GHz
                        内存: 16G
                        硬盘：1T
                        网卡: 1000M双网卡

CPU: 两核及以上3.0GHz
内存: 8G
独立显卡：512M+
显示器：21.5寸或以上液晶显示屏

名称 硬件配置 系统及软件配置 备注

移动终端
智能手机 操作系统：Android 9.0+

                    IOS 12.0 +
任意一台可连接到

应用服务器的智能移动终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