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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新基点智能股份有限公司定位于智慧城
市及智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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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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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 设计理念更新
标准与规范完善 B/S访问模式确立 集成
融合平台建设 云计算服务平台建设以及嵌

新基点技术发展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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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经常与数字城市 感知城市 无线城市

智慧城市 智能建筑

智能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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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造基
于信息化 智能化 社会管理与服务的一种
新的智慧园 社 区 可给人们的生活带来
更高的效率和更好的环境

入式控制器系统架构等方面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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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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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筑集成软件平台开发各类的标准软件和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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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发了一系列基于“互联网+”思路的
平台化软件产品 如 建筑运维综合管理云
平台 建筑能耗能效管理云平台等 将以基
于建筑大数据云的数据分析及挖掘技术 向
海量中小型客户提供运营增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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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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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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耗模型支持在线自定义调整 能耗数据智能化校验

项目云览 展示项目全貌 报警信息 及各主出入口监控画面

智全景 展示各智能化子系统的设备 业务关键数据信息

监环境 展示各区域温湿度 CO2浓度 PM2.5浓度环境质量数据

智工单 展示今日工单数量 巡检数量 同时还展示工单的分项

慧安防 展示各主出入口人员/车辆进出记录及人脸 车牌信息

控楼宇 展示电梯使用情况 车位使用情况 会议使用情况等信息

微告警 展示总告警数 未处理/处理中/已处理告警数等信息

聚能源 展示能耗数据进行同比 环比数据

大屏可视化

能耗总览 展示总能耗用量 分项占比及趋势数据

实时监测 监测设备状态 设备位置 能耗数据

能耗统计 统计耗电 供冷 供热 供水 供气数据

报警管理 显示能耗设备异常报警的确认及处理

报表管理 展示能耗数据进行同比 环比数据

能耗管理

INTELLIGENCEMAX智慧运营云平台 IMAX 将

集成监控 设备运维 能耗分析三个管理系统无缝的集成在一个平台内 使其接口界面标准化 规范化 统一化 通过各系统的信息交换和通

讯协议转换 实现对所有系统信息的集中监控 最终达到全局化管理 智慧化运营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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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小采集频率 1S

系统联动命令传送时间 1.5S

浏览器响应时间 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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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动和自动创建 派发工单 快速响应 提升效率

设备全生命周期维护 保养 异常情况等实时记录

设备可通过二维码扫码报单 查看设备参数及维保信息

能耗预测与预警 指导用户更合理用能 降低能耗的额外

损失

集数据集成 信息共享 节能诊断 优化控制于一身

系统平台 Windows

数据库 MySQL

前端框架 MVC+Bootstrap框架 兼容PC 手机 平板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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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1.0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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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CEMAX平台功能

子系统监控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监视消防报警探测器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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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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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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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广播系统 监视与控制播放分区音量 运行状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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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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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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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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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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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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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梯系统 监视垂直升降梯/扶梯的状态 监视故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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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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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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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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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lligenceMAX智慧运营云平台App主页面 包含实时报警 历史报警 系统监控 故障报单 项目信息等功能

报警管理 查看实时报警 历史报警的数据及统计图表

工单处理 查看工单处理进度 执行并完成工单处理流程

故障报单 可通过扫码报单 手动报单的方式 对故障设备进行工单上报

设备台账 查看设备基本信息以及设备运行状态 查看设备维修记录 对设备进行故障报单

子系统联动

APP

智慧运营平台智慧运营平台

设备台账 可以查看各子系统设备点位并进行编辑操作

工单管理 查看工单列表和待办工单的情况

维保管理 编辑维保内容 管理维保计划 记录详细维保并应用

巡检管理 编辑巡检内容 管理巡检计划 巡检详细记录并管理

系统配置 对工单管理进行配置 设置派单人 验收人和评价人

设备运维

智慧运营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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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拓扑

软件架构

INTELLIGENCEMAX集成了系统监控 设备
运维 能耗分析三大系统功能为一体 采用高效
的通讯接口技术 无缝融合各系统的功能模块
使其操作界面统一化 并深度融合各系统间的业
务模块 最终达到各系统的互联互通 高效运行
与管理的目的

同时依托系统设备运行信息的集中监管 提
供集成监控 移动报警 设施运维管理 能耗分
析 多媒体信息发布等多种平台服务 实现了智
慧运营云平台

INTELLIGENCEMA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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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统一和通用的方式进行交互 成为开放式的 广泛兼容的智慧运营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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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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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系统功能应用 包含如系统监控 报警管理 报表管理 模式管理 权限管理等 用户管理 设备
台账管理 系统公告管理 日志管理 工单管理 巡检管理 维保管理 能耗实时监测 能耗统计分析

表 示 层 提供专业友好的用户界面 支持PC端与移动端

㹊傞侨䰘䎽 ⾎〷侨䰘ⴔ區 垷䒭䱽ⵖ ⸓⡲翫⸓䱽ⵖ 鵘遤傈䘋

腊署㹊傞港崵 腊署絡雦 ⲇ畀盗椚 腊署ⴔ區䫣デ 腊署䫣险盗椚

➃プ盗椚 錭蒀盗椚 霃㢊霃倶盗椚 䊨⽀盗椚 䊢唬雦ⴢ盗椚

䊨⡲⚌⸉ 暟⚌鵘蠒 ⰖⰟ剪⸉ ⰖⰟ⥌䜂 兰腊⽓ ⥌䜂緸絞㸝Ⰼ

ⰖⰟ䎛乄 ⠔雳盗椚 兰腊傞ꛦ 歏霢❜䰃 絾ざ䋒絁 ⽡僤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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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功能模块

PC端

INTELLIGENCEMAX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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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岛胶东国际机场智慧运营云平台
[2018-至今]

智慧运营云平台 简称IMAX 整体设计
的功能 亮点及创新

青岛新机场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包括青岛
新机场建筑设备集约化管理系统 T1航站楼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综合交通中心及停车楼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建设等

作为平台软件 提供开发工具 运行平台和维护工具来满足开发阶段 运行阶段和维护阶段三个阶段的不同应用差异 系统整体遵循SOA架构思想 采用
面向服务的设计 减少各个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度 方便后续的迭代升级工作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是为实现绿色建筑的
建设目标 具有对建筑机电设施及建筑物环
境实施综合管理和优化功效的系统 是为建
筑智能化系统工程营造建筑物运营条件的保
障设施
   通过对建筑设备综合管理信息集成平台的
建设 使各类机电设备系统运行监控信息互
为关联和共享 以实施对建筑机电设备系统
整体化综合管理 确保各类设备系统运行稳
定 安全的需求 具有对建筑耗能的信息化
管理 并实施降耗升效的能效监管方式 实
现对建筑设备系统运行优化管理及提升建筑
节能功效 应用智能化技术 在建筑生命期
内 实现对节约资源 优化环境质量的综合
管理 确保达到绿色建筑整体建设目标

“通过建筑设备管理平台建设 提高机
场机电设备管理工作的个体业务能力 部门
协作能力 应急处置能力 辅助决策能力

对各机电子系统进行统一的检测

控制和管理

实现跨子系统的联动 提高建筑的

功能水平

提供开放的数据结构 共享信息资

源

1 客户端功能

运行监控 报警管理 报表管理 模式
管理 用户管理 角色管理 能耗统计 冷
站管理 设备管理 工单管理 巡检管理
维保管理 运行日志

1 自上而下的系统工程方法

自上而下的方法是在所有智能化系统建
设之前 先规划建筑物集成系统的功能 通
信网络 软件界面等 根据需要 还要确定
哪些智能化子系统需要集成 各个系统的规
模大小 基本的功能需求等 才能选择合适
的集成系统平台

从需求出发的设计思路来综合考虑不同
业态的建筑 提前进场 以调研方式开始工
作

对于设备监控系统 根据设计进行IO点
表设计 根据IO点表选择传感器 执行器
控制器 服务器等弱电设备 经合作双方确
认 统一子系统和集成系统的数据描述格
式

根据系统对各子系统接口方式的要求
考察子系统服务器对外接口形式和提供内

亮点与创新

产品特点

平台化架构与功能

功能页面

功能页面

功能页面系统页面

APP界面

产品目标

青岛胶东国际机场采用新基点智慧运营
云平台产品 开放性 系统采用高效的通用接口技术 通过特定的系统交换层面和标准

的 通 讯 协 议 无 缝 兼 容 不 同 子 系 统 可 以 转 换 多 种 协 议 如 R S 4 8 5 / 2 3 2
API BACnet ODBC OPC Modbus等

广 泛 接 入 性 I M A X 具 有 多 系 统 多 协 议 多 厂 家 的 接 入 能 力 体 现 了 广
泛的接入性

技术先进性 IMAX采用了中间件 OPC等技术 代表了一体化集成的方
向

特色功能 IMAX具有实施快速 运行稳定 可定制服务等特色功能

完全支持IIS.DIA数据整合架构

采用SOA面向服务架构 同时支持B/S和C/S运行模式

采用OPC标准的开放系统接入技术 即插即用方式接入

页面组态支持SVG/HTML技术 独有的45度倾角电子地图显示

基于角色访问管理机制 区分不同类型人员职责

提供可筛选的数据接口 支持与外部系统监视 管理数据交互能力

2 增设APP功能

运行监控 报警管理 工单管理 巡检
管理 设备管理

3 集成子系统

BA 智能照明 变配电 能源管理 电
梯 扶梯 自动步道 登机桥 变配电 飞
行区充电桩 配套区路灯监控等

容

根据用户的运行管理的组织和分工职
责 设计不同角色的模块和界面 项目完成
后 根据功能设计逐条验收

2 “场景式”控制思想

青岛机场智能化集成系统是融合了鸿坤
集团商业建筑创新管理模式的一套IBMS集成
系统 是广场集中控制系统的核心部分 通
过在中控室建立集成平台 将保障广场正常
运营的12个系统进行集成 在一个房间 一
个平台上集中进行监视 控制和管理 集成
平台采用国际上先进的技术 实现多种定制
场景模式的“场景式”控制

  通过场景式控制模式 可以大大简化了工作
的复杂度 降低了对管理人员的要求 管理
人员只需要轻松地点击鼠标 选择不同的控
制模式 系统统即通过下发一系列的预置命

令组合 实现对所有设备的控制

3 “产品的平台化架构与功能

新基点智慧运营云平台IMAX的技术特点
遵循SOA架构思想 采用面向服务的设计
各个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度低 系统安全性
高 互操作性强 可跨平台 支持多种客户
端 可使管理人员无需安装客户软件即通过
Web 浏览器或移动设备来远程管理系统

基于目前流行的.net平台 以OPC
BACnet Modbus等工业标准通讯协议为基
础进行数据采集 历史数据库存放设备或能
耗数据 开发语言选用C++ C# JS多种语
言 核心技术采用服务器微内核技术 插件
技术 ETL数据挖掘技术 HTML5+JS+CSS3
前端开发等技术实现

发
系
统
管
理

客户端

业务实现 指标体系 统计分析 诊断报告 节能模型 知识库 等

信息展现服务

设备集成服务

操作系统／数据库

可视化监控 历史数据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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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山市公安局110应急指挥中心新智慧运营云平台
[定制开发及系统布署 2016-至今]

功能界面

大屏驾驶舱

佛山市公安局110应急指挥中心采用新
基点智慧运营云平台产品

佛山110应急指挥中心智慧运营平台主
要功能

   佛山市公安局由于业务需要 满足集成办案的需求 在文华中路和魁奇路交界处 建设佛山市城市应急指挥大楼 项目
涉及工程总建筑面积62681.45平方米 其中地上44845.25平方米 1-6层38014.25平方米 7-9层6831平方米 地下
17836.2平方米 大楼建筑地下共2层 地上最高9层

  随着信息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以及佛山
市公安指挥工作开展的需要 经佛山市公
安局研究决定 拟在新建的指挥中心大楼
实现集办公 指挥 安保等一体的多功能
办公楼的目标 以满足集中办公办案的需
求 而新基点为该项目成功打造了通过建
设多个智能化子系统 把它们统一在IBMS
平台上进行管理 利用大楼的信息网络和
智能化系统一体化集成的手段 采用BIM可
视化交互控制技术 把整栋大楼的各智能
化子系统的设备 功能和信息集成为一个
相互关联 协调和完整的IBMS系统 并通
过该系统把这些分散 复杂而庞大的各类
设备和系统进行充分的信息 资源 任务
共享 从而方便地在统一的IBMS系统界面
上实现对各子系统全局的监视 控制和管
理

1. 平台功能 
一体化 为日常工作提供一个高技术服务平
台 为指挥中心的运行与管理提供一个高
效 可靠 舒适的环境 达到技术上先进
性 功能上多样性 标准上兼容性 设备上
扩容性 使用上可靠性 价格上经济性的总

体要求 实现智能化 一体化管理  
稳定性 系统能长期稳定的工作 满足7×24
小时无障运行要求 总体架构简明易控 各
集成子系统耦合度低 可靠性高 对工作条
件和工作环境要求较低 系统恢复迅速 系
统故障率低 维护维修方便 具有高度的安
全性  
先进性 在技术上采用业界标准的 先进
的 成熟的技术手段 不仅保证系统功能的
实现 而且要保证该总体规划的设计在未来
的五年内 其所选用的技术仍能满足应用发
展的需求 本系统充分预计运行环境的变
化 提供具有前瞻性的功能和框架规划  
易用性 系统操作管理平台的操作流程与逻
辑需简单明了 以简单易用为原则 针对实
际应用 需具有多种管理方式综合应用 系

统参数配置少 调整少 自动化程度高 使
用方便 操作简单 能够适应多功能 外向
型的要求 讲究便利性和舒适性 达到提高
工作效率 节省人力物力和能源的目的  
易维护性 随着业务的扩展和智能设备的使
用 本系统可能会与其它系统交换数据 因
而在进行系统设计时 应统一规划 具有开
放的接口 方便和其它系统进行交互访问
软件设计尽可能模块化 组件化 并提供配
置模块 使应用系统可灵活配置 适应不同
的情况
兼容性 系统设计应符合工程的实际需要
系统采用标准协议 可以与业界主流厂家产
品进行数据的互联互通

2. 系统架构 

设备层 该层由智慧楼宇综合管理平台中所
包括的控制 子系统或设备的驱动程序以及
相关的综合布线 通讯 计算机网络系统所
组成 该层主要完成对子系统现场控制设备
的实时信息进行收集和处理 由于各个子系
统可能采用不同的通信协议和数据格式 所
以 该层的驱动系统完成对不同的协议和数
据格式的转换 即该完成将各子系统的不同
通信协议及数据信息格式转换成上层 核心
决策层 认可的协议和格式 同时将核心层
处理后的信息转换成相子系统认可的协议和
格式 完成对各子系统的控制和管理 该层
实际上起到了一个通信网关的作用 也可以
称 为 通 信 网 关 C o m m u n i c a t i o n 
gateway
控制层 该层是整个平台的关键部分 是整
个平台的“神经中枢” 它完成的主要工作
有

1 对底层输入的各子系统的信息按内在
的逻辑关系进行加工处理 将处理后的结果
同步到相关数据库 通知上层以直观的方式
显示 同时接受上层授权操作人员发出的请
求信息或系统的控制信息对这些信息进行相
处理 并将结果通知驱动器层 由驱动器层
通知相子系统完成相的动作

2 完成各子系统的联动功能处理 某一
事件的发生不仅要引起该事件所属子系统的
反应 而且会引起与之有关联的其它子系统

功能页面

功能页面

采取相关动作 这种联动关系由核心层来决
策  
用户层 该层是人机对话的窗口 一方面是
将核心层处理过的信息用明了形象 直观的
方式在计算机屏幕上显示出来 为用户提供
实时监视和控制整个建筑的所有现场信息
另一方面 通过该层界面 用户可根据预先
的设计完成对子系统的功能配置和设定 完
成联动的设置和对系统的综合管理
用户界面层可支持WEB技术 可通过浏览器
在INTERNET/INTRANET环境中浏览所有信
息 并通过授权可完成对系统的远程控制和
管理  

3. 技术亮点 
BIM可视化 1 建筑及设备可视化 从建筑
园区到楼层及智能楼宇的各类基础设施
2 子系统监控可视化 与楼宇自动化控制
系统进行集成 能实时查看楼宇设备的运行
数据 能实时显示楼宇自控系统告警信息
能在关键位置故障发生时一键调用故障点附
近摄像头进行查看等联动操作  
IBMS的先进性 通过建立集中控制平台将大
楼的智能设备系统的控制管理集成在一个管
理界面上 各子系统在全局性管理预案的指
导下 有条不紊的执行各种复杂的指令动
作 充分发挥1+1 2的系统集成合力 从而
实 现 “ 智 能 集 成 控 制 ” “ 降 低 人 工 成

本” “保证运行品质” “降低运行能耗”
的目标

4. 创新理念 
创建理念安全+i 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性 根
据佛山市公安指挥工作开展的需要 经佛山市
公安局研究决定 建造一栋集办公 指挥 安
保等一体的多功能佛山公安指挥中心大楼 以
满足集中办公办案的需求  
人员安全 结合目前的自动化 信息化技术
按照安全+i的理念 将佛山市公安局应急需要
提高大楼管理的效率和综合服务能力 对突发
事件的控制和处理能力 提高大楼的安全性
最大限度的保护大楼的人员安全 创造一个舒
适 温馨 安全的工作环境  
物资安全 通过信息化技术 实现对大楼内各
子系统全局的监视 控制和管理 实现对大楼
水 电 气 空调 管道 设备 环境等等实
时智能监控 及时发现安全隐患 预防事故灾
害的发生 提高大楼的安全性 通过系统对大
楼内的办公物资 警用物资 车辆等进行监控
管理 实现实时跟踪物资各种状态信息
信息安全 建立有效的信息安全管理体系 信
息安全技术体系以及信息安全运维体系 确保
楼宇智能控制信息系统面临的风险能够达到一
个可以控制的标准 进一步保障楼宇智能控制
信息系统的运行安全和效率  

09 经典案例 10经典案例



中安创谷科技园北大荒恳丰种业智慧园区

北 大荒恳丰种业智慧园区智慧运营云平台
[2017-2019] 中 安创谷科技园智慧运营云平台

[2019-至今]

智慧园区 信息农业 科研一体 米香四溢

哈尔滨恳丰种业项目由6栋办公楼 1栋商业中心构成 写
字楼地块地上建筑面积18.04万平方米 地下三层建筑面积共
6.77万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24.81万平方米 商业地块地上建筑
面积3.28万平方米 地下建筑面积5.73万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9.01万平方米

中安创谷科技园位于高新区方兴大道与望江西路交口 项目
定位于科技孵化园区 众创空间 总部经济 项目占地面积 528 
亩 建筑面积约 86万平方米 园区包含办公楼 要素交易市场
路演大厅 众创空间 休闲运动中心 人才公寓 停车场 餐
饮 酒店 建筑和空地 绿化 湖面等景观 科技园分为两期建
设 一期 238 亩 建筑面积约 45 万平方米 含地下 14 万平方
米 含一栋约 180 米的超高层建筑
        中安创谷将重点围绕人工智能 生物医药 电子信息和科技
金融产业 力争为1000家科技企业服务 引入2万名科技人才
实现年产值500亿元 实现税收40亿元 培育上市公司10家 按
“国际水准 国内一流”的标准 建设成为涵盖众创空间 孵化
器 加速器 产业基地和基金集群为一体的创业社区

为了更好的便于业主的使用和管理 哈尔滨垦丰种业智慧
运营云平台的集成模式 采用分布式集成模式 设备层系统集
成 控制层系统集成 应用层系统集成共三层 哈尔滨垦丰种
业智能化集成系统的设计思路 遵守“总体规划 分步实施”
和“从上而下设计 从下往上实施”的原则 对被集成的子系
统提出设计要求和接口协议界面要求 采用的软件互联通信协
议应是国际标准接口协议(如OPC BACnet LonWorks
ODBC API TCP/IP Modbus等)

现代化的智慧运营云平台是以建筑物群为单位 通过当代
计算机及先进的通讯技术 对建筑物的各个智能化弱电系统进
行综合监控管理 为管理者提供一个直观便捷的操作平台 从
根本上为企业提高管理效率 降低能源损耗 从而达到节能减
排的目的 这也符合国家“低碳生活 节能减排”的要求

    哈尔滨垦丰种业智慧运营云平台的核心技术 完全支
持智能化集成数控整合平台技术架构 IIS.DIA 在核
心管理中心构建本项目的IIS.DIA数据整合平台

    哈尔滨恳丰种业项目将采用新基点INTELLIGENCEMAX平台对
各智能化子系统进行集成管理 集成平台应用计算机网络通信
技术 大型数据库管理技术 计算机软件技术实现远程数据采
集 分析 处理 归档 以及子系统/设备间的联动 达到智能
化集中管控目标 项目的实施将大幅提升管理科学化水平 同
时降低人力成本

基本信息
集信息化 数字化 智能化于一体的科技园区

新基点IMAX平台以机电设备数据采集作为基础 能耗分析
平台作为抓手 远程运维系统作为依托 进行数据和服务的融通
及整合 建成通用的数据采集及通讯 通用的数据存取 通用的
数据挖掘 通用的数据信息交互 通用的信息展示和通用的运维
服务管理的云平台 该平台彻底打破“层级式”的传统应用软件
建设模式 建立“大一统”的基于IBMS的三维可视化BIM运维管
理系统 提升整个智慧园区的运行服务效率 为运营工作带来巨
大的实际应用价值

集运维 能耗一体的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解决方案

项目介绍

入侵报警系统

信息发布系统

一卡通系统

公共广播系统

楼宇自控系统

能耗计量系统

停车场管理系统

视频监控系统

计算机网络系统

机房动力环境监控

智能灌溉系统

智慧路灯系统

汽车充电桩系统

室外建筑灯光亮化系统

无线对讲系统

消防报警系统

门禁管理系统

电子巡更系统

该项目采用INTELLIGENCEMAX产品 共集成以下子系统:

楼宇自控系统

消防报警系统

视频监控系统

报警管理系统

巡更管理系统

智能照明系统

电梯设备系统

视频安防系统

停车场管理系统

车位引导系统

入侵报警系统

电子巡查管理系统

出入口系统

背景音乐系统

信息引导及发布

哈尔滨恳丰种业采用新基点 
智慧运营云平台

系统首页功能界面

功能界面功能界面

中安创谷科技园项目采用新基点INTELLIGENCEMAX产品
共集成以下子系统:

11 经典案例 12经典案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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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付团队 50

研发团队 40 +

分支机构 20 +

参建项目 900 +

苏州

西
喀什

北
满洲里 东

哈尔滨

中国南海
胡志明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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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 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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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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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客户价值 14新基点

        智能建筑与传统建筑最大的区别就是智能建筑各智能化系统的深度集成 智能建筑系统集成 就是将智能建筑中分离的设备 子系统 功
能 信息 通过计算机网络集成为一个相互关联的统一协调的系统 实现信息 资源及任务的重组和共享 智能建筑安全 舒适 便利 节
能 节省人工费用等特点必须依赖集成化的建筑智能化系统才能得以实现

将设备监控 能源管理 设备运维系统的数据流打通 以
业务需要自定义联动规则 如能耗预警 设备故障自动转
工单 运维人员快速跟进处理 提高工作效率  

多系统的数据统一管理

1.深度集成 高效管理

所有设备数据信息供多系统使用 实现设备能耗 设备运
行 设备运维多纬度管理

多系统的设备台账统一管理 多系统通讯接口统一管理

集成系统用软件功能代替硬件干接点联动方式 不仅节约
成本 更增加了集成的信息量和系统功能 系统具有自动
运行模式 多系统协同工作 共同保证建筑物整体或部分
区域的机电设备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下自动按照预先设定的
模式运行 也可以形象地称为“一键式”操作

管理者可以实时掌握能源流向 改变能源的粗放式管理
系统可提供远程监测 能源审计 能耗统计等服务 为深
入挖掘节能潜力打下基础 为节能策略提供数据支撑

智能应用 减少人力成本

2.绿色节能 降低成本

能源精细化管理 挖掘节能空间

对设备实现全生命周期管理 从设备购买 入台账 到工
单的提交 审批 派工 追踪 满意度反馈 实现全闭环
管理 让管理者对每一个设备全面了解 故障率高 不稳
定的设备或品牌 供应商进行更换淘汰

严格执行设备维修 巡检和保养计划 延长资产寿命 降
低设备安全隐患和预防事故发生 提升资产价值

全流程在线管控 提高运维效率

3.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 提升资产价值

设备以养代修 延长设备寿命

系统采用电子地图和设备图标的形式显示各个子系统 各
楼层及设备信息 使用者操作界面有空间感 形象易懂

将分散的 相互独立的智能化子系统 用相同的环境 统
一的软件界面进行集中显示 一个平台上集中进行监视
控制和管理 通过简单易用的控制模式 可以大大简化工
作的复杂度 降低对管理人员的要求

图形化展示 形象易懂

4.可视化展示 易懂易用

统一操作界面 简单易用

多个系统的用户账号统一管理 打通多系统权限 单点登
录 集中授权 便捷使用

多系统的账号统一管理

智慧化运营云平台采用高效的通用接口技术 采用通讯集
中管理方式 即通过前置转换程序将各子系统的通讯接口
都统一到OPC标准上来 无缝兼容不同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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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M设计商

物联提供商

专业服务商

云服务提供商

楼宇自控

表具

传感器

其它硬件

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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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