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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贯彻落实《中共贵阳市委办公厅 贵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同意优化数

博大道建设领导小组和指挥部组织架构设置的批复》（筑委办函字〔2019〕39 号）

文件要求，推进数博大道沿线在建、新建建筑的数字化、智慧化提升工作，规范

和指引贵阳市（数博大道沿线）智慧小区的建设工作，制定本指南。 

本指南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总则；2.术语；3.基本规定；4.通信基础设施；

5.安全防范系统；6. 公共服务系统；7.公共设备监控系统；8.工程建设阶段智慧

应用；9.家庭智能应用系统；附录 A 智慧小区评分表。 

本指南由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管理，贵州绿建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负责具体内容解释。 

在本指南的实施、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贵州绿建科技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地址：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诚信南路麒龙 CBD-B1 座-5F,邮编：

550081，联系电话：0851-84111151）。 

本指南主编单位：贵州绿建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本指南参编单位：贵州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司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建四局贵州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本指南主要起草人员：郭松、徐春波、梁建华、龙君、刘廷家、张翔、任鸿斌、

邓雨、刘发均、胡哲铭、吴杰、孙奥、陈建光、罗杰、刘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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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总则 

1.1 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打造“中国数谷”战略部署，积极推进新型智慧

城市试点，提高住宅小区智能化水平，规范和指导贵阳市（数博大道沿线）智慧

小区建设，制定本指南。 

1.2 本指南适用于贵阳市（数博大道沿线）内新建及改造类住宅小区，其他

区域可参照执行。 

1.3 本指南应按照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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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术语 

2.1  智慧小区 

是智慧城市面向民生的最基本单元，采用新一代信息与通信技术，集成小区

内公共信息应用和业主家庭智能应用等，实现对小区内的建筑物、小区基础设施、

各类居住人员等进行事务管理和行政管理，为小区居民提供智慧化服务的宜居环

境。 

2.2 智慧城市 

是指利用各种信息技术或创新概念，将城市的系统和服务打通、集成，以提

升资源运用的效率，优化城市管理和服务，以及改善市民生活质量。 

2.3 通信基础设施 

指满足智慧小区应用、管理及对信息通信的需求，整合和综合处理语音、数

字、图像和多媒体等各类信息，满足智慧小区智慧化系统建设通信服务基础条件

的系统。 

2.4 安全防范系统 

以维护社会公共安全为目的，运用安全防范产品和其它相关产品所构成的入

侵报警系统、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出入口控制系统等；或由这些系统为子系统组

合或集成的电子系统或网络。 

2.5 智慧公共服务系统 

指小区利用智慧化、数字化技术改善传统服务模式，同时将局部系统信息汇

聚、资源共享、优化管理和业务协同等综合功能，支撑各系统正常运行、各服务

资源的接入，为小区住户提供智慧化服务，满足智慧小区各类业务。 

2.6  5G 网络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A5%E4%BE%B5%E6%8A%A5%E8%AD%A6%E7%B3%BB%E7%BB%9F/650733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A5%E4%BE%B5%E6%8A%A5%E8%AD%A6%E7%B3%BB%E7%BB%9F/650733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7%86%E9%A2%91%E5%AE%89%E9%98%B2%E7%9B%91%E6%8E%A7%E7%B3%BB%E7%BB%9F/651470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7%BA%E5%85%A5%E5%8F%A3%E6%8E%A7%E5%88%B6%E7%B3%BB%E7%BB%9F/6515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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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是最新一代蜂窝移动通信技术，也是继 4G（LTE-A、

WiMax）、3G（UMTS、LTE）和 2G（GSM）系统之后的延伸。5G 的性能目标是

高数据速率、减少延迟、节省能源、降低成本、提高系统容量和大规模设备连接。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C%82%E7%AA%9D%E7%A7%BB%E5%8A%A8%E9%80%9A%E4%BF%A1/106306
https://baike.baidu.com/item/4G/523884
https://baike.baidu.com/item/LTE-A/8136979
https://baike.baidu.com/item/WiMax/506486
https://baike.baidu.com/item/3G/99011
https://baike.baidu.com/item/UMTS/1378941
https://baike.baidu.com/item/LTE/6439078
https://baike.baidu.com/item/2G/3110701
https://baike.baidu.com/item/GSM/210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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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本规定 

3.1 一般规定 

3.1.1 本指南适用于新建智慧小区的建设指导和智慧性能评价。既有小区的改造

可参考本指南执行。 

3.1.2 智慧小区建设应本着以人为本的建设原则，着重于打造居民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以增强居民的体验感作为技术选择的主要方向。 

3.1.3 打造智慧小区应注重绿色理念，保证社区内的住宅建筑获得基本级以上

绿色建筑评价标识，一星级以上绿色建筑占比应高于 10%。 

3.1.4 智慧小区应建立建筑信息模型，大力发挥 BIM 技术在全生命周期的应用

价值点，同步积累施工过程管理数据，为后期实现智慧可视化运维提供基础数

据。 

3.1.5 智慧小区认证分为预评价和评价，预评价在建筑施工图设计完成后进行，

评价在建筑工程竣工后评价。 

3.1.6 智慧小区创建过程应充分考虑公安、城管、综治等部门数据的接入和监管。 

3.1.7 智慧小区各环节和阶段，均有可能在智慧技术、产品选用和管理方式等方

面进行性能提升与创新，对于本指南未包含的性能提升与创新，在各环节与阶段

采用先进、适用、经济的智慧技术、智慧产品和管理方式，可由评审专家组酌情

进行打分。 

3.2  评价等级划分 

3.2.1 智慧小区评价体系由通信基础设施、安全防范系统、公共服务系统、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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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监控系统、工程建设阶段智慧应用、家庭智能应用系统 6 类指标组成，且每

类指标包括控制项、得分项和加分项。 

3.2.2 控制项评定结果为达标或不达标；评分项的评定结果为分值。 

3.2.3 智慧小区评价的分值与权重设定应符合表 3.2.1 的规定。 

3.2.4 为提高该评分体系对各类型项目的规范性，各类指标的总分值设置为 100

分。 

表 3.2.1 智慧小区评价分值和权重值 

项目 

评价指标评分项满分值与权重 

通信基

础设施 

安全防

范系统 

公共服

务系统 

公共设备

监控系统 

工程建设阶

段智慧应用 

家庭智能

应用系统 

评价总分值

（得分项） 

100 100 100 100 100 加分项上

限 10分 

加分项 0 23 15 30 14 

权重（w1～

w6） 

0.10 0.30 0.30 0.15 0.15 —— 

备注：家庭智能应用系统为创新加分项，分值为直接得分，分数加入总分计算即可 

3.2.5 智慧小区评价的总得分应按下式进行计算： 

Q = Q1w1 + Q2w2 + Q3w3 + Q4w4 + Q5w5+ Q6 

式中：Q —— 总得分； 

      Q1～Q6 —— 分别为评价指标体系 6 类常规指标(通信基础设施、安全防

范系统、公共服务系统、公共设备监控系统、工程建设阶段智慧应用、家庭智能

应用系统)评分项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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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1～w5 —— 分别为评价指标体系 5 类指标权重。 

3.2.6  贵阳市智慧小区分为 A 级、AA 级、AAA 级 3 个等级，3 个等级的智慧

小区均应满足本指南技术要点的所有控制项，当智慧小区总得分达到 60、70

分、80 分时，智慧小区等级认证分别为 A 级、AA 级、AAA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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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信基础设施 

4.1 光纤到户 

智慧小区光纤到户应满足以下要求： 

1. 覆盖智慧小区所有居民楼的每一家住户； 

2. 能够满足多家通信运营商接入需求； 

3. 小区内设置公共交接间，室外预埋地下通信管道，室内公共区域预敷配线

管网连接居民楼，居民楼设置弱电井和设备间等设施，全程预布放配线光缆； 

4. 住户家中设置多媒体信息箱，箱内预留足够空间能够安装有源设备，并配

备电源接口； 

5. 居民楼设备间至每户多媒体信息箱分别独立布放入户光纤，光纤速率不

低于 200Mbps； 

6. 除应符合本要点外，入户部分建设应符合现行地方标准《住宅建筑群电信

用户驻地网建设规范》 DBJ50-056 的有关规定。 

4.2 有线电视系统 

智慧小区有线电视系统应满足以下要求： 

1. 采用光缆传输，符合数字高清（4K）电视标准； 

2. 光纤入户，住户家中多媒体信息箱内配置有线电视入户光纤接入点； 

3. 设计应符合贵阳市建设规划和广播电视、有线电视网的发展规划要求； 

4. 除应符合本要点外，设计尚应符合现行地方标准《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规

范》 DBJ50/T-175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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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移动信号覆盖 

智慧小区移动信号覆盖应满足以下要求： 

1. 三家基础电信运营商全接入； 

2. 小区内根据移动信号覆盖需要设置不少于 1个公共移动通信设备机房（基

站机房），并应在规划时为未来移动通信的发展预留扩展的空间； 

3. 移动信号天线采用美化设计，不破坏小区整体设计风格； 

4. 实现主要公共区域（包括停车场、电梯和楼梯间等）4G 及其以上移动信

号覆盖，能够正常、稳定通信及使用数据业务； 

5. 实现住户家中及开放空间（包括有窗的厨房、卫生间等）4G 及其以上移

动信号覆盖，能够正常、稳定通信及使用数据业务； 

6. 应由开发商、物业和运营商确定各自负责建设的范围，给出清楚的文字描

述和建设用图； 

7. 除应符合本要点外，设计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环境电磁卫生标准》 

GB 9175 的有关规定。 

4.4 综合布线系统 

智慧小区综合布线系统应满足以下要求： 

1. 主干传输网络采用光缆传输； 

2. 实现小区内信息通信网络、小区公共应用系统和家庭应用系统网络综合

布线需求，能进行语音、数据、图像和多媒体业务等信息传输； 

3. 适应多家运营商提供通信与信息服务的需求，保证电信业务在社区内的

接入、开通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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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应符合本要点外，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 50311 和现行地方标准《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规范》DBJ50/T-175 的有关规

定。 

4.5 计算机网络系统 

智慧小区计算机网络系统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小区内设置中心机房，居民楼设置设备间，计算机网络连接符合综合布线

系统要求； 

2. 采用冗余技术设计，避免网络单点故障，并配置主要网络设备、通信线路

和数据处理相关设备的硬件冗余，使业务处理能力具备冗余空间，以满足业务高

峰需要； 

3. 基于 TCP/IP 协议，已启用 IPv4 和 IPv6 协议； 

4. 与运营商网络能够互联互通但又相对独立； 

5.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不低于二级； 

6. 除应符合本要点外，尚应符合现行地方标准《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设计文

件编制深度规范》 DBJ50/T-0367 和《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施工规范》DBJ50/T-

124 的有关规定。 

 

4.6 5G 网络建设 

智慧小区宜实现 5G 网络覆盖，并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公共移动通信设备机房（基站机房）内 5G 基站设备电源供电系统与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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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 3G/4G 基站设备电源供电系统进行区隔； 

2. 5G 基站机房传输资源必须满足 5G 回传对纤芯数量、回传带宽、时延等

要求； 

3. 5G 设备应支持 SSB 波束赋形、PDSCH 波束赋形、大规模 MIMO、QoS

功能、V2X、网络切片、SDN 控制、互操作、NR、载波聚合等功能及后续升级扩

展能力； 

4. 小区内 5G 信号覆盖采用智慧杆（塔）设计和一杆多用（路灯杆、公交站

台、监控杆、广告牌、交通指示牌等）； 

5. BIM 技术、安全防范系统、信息化应用系统、公共设备监控系统、公共服

务平台等部分应用采用 5G 网络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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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安全防范系统 

5.1 人行出入口管理 

（1）宜具备移动终端、生物特征识别、密码等两种方式以上开门方式； 

（2）具备消防联动功能，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人员通道应具有自动打开

放行功能，紧急疏散人员； 

（3）与访客系统联动，实现 APP/小程序（二维码）或人脸识别为访客开门； 

（4）人行出入口管理系统内容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出入口控制系统工程设计

规范》GB 50396 和现行地方标准《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规范》DBJ50/T-175 的

有关规定； 

（5）个人信息控制者开展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应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

具体包括：权责一致、目的明确、最小必要、公开透明、确保安全、主体参与；

且涉及个人信息的采集、应用、控制应满足《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

GB/T35273-2020。 

5.2 周界防范系统 

（1）周界防范系统宜具备越界侦测、区域入侵报警功能，开启周界防范（越界

侦测、区域入侵）报警系统，警戒摄像机将会对视频做实时检测，一旦侦测到目

标入侵用户设置的警戒线/区域，且深度学习算法判定入侵的目标为人/车目标时，

系统自动发出报警； 

（2）周界防范系统应能支持通过报警弹窗、蜂鸣器报警、I/O 输出等多种方式进

行周界防范报警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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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生报警时，能在小区电子地图对应显示出报警区域并在监控中心屏幕上，

弹出对应区域的视频图像。 

5.3 视频监控系统 

（1）视频监控摄像机宜安装于小区主要出入口、机动车出入口、停车场（库）

出入口、电梯轿厢、小区内主要通道及每幢住宅楼单元出入口等部位，公共区域

（含正门外）不应出现监控盲区，在面积较大的公共区域应安装具有转动和变焦

的摄像机； 

（2）采用全高清数字监控设备，摄像机像素不低于 200 万像素，存储格式不低

于 720P，录像保存不低于 30 天； 

（3）具备移动终端监控功能，在管理人员或经授权人的权限范围内支持使用移

动终端查看监控视频； 

（4）与人行出入口管理系统、周界防范系统联动，当发生紧急事件时，自动切

换并显示报警区域的视频图像，具备多路报警显示和画面定格功能，并能设定视

频警戒区域； 

（5）视频监控宜具备行为识别功能，如消防道占用监测、异常人群监测等功能； 

（6）视频监控应保证前端安全、传输安全、后端安全、数据安全（关注数据泄

漏、隐私保护等问题），需满足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程设

计规范》GB 50395、《公共防范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控制技术要

求》GB/T 28181 及现行行业标准《安全防范视频监控摄像机通用技术要求》GA/T 

1127 和《安全防范高清视频监控系统技术要求》GA/T 1211 的有关规定，可参

考《2019 视频监控安全(应用指南)》确保视频监控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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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电子巡更系统 

（1）设置电子巡更系统，根据小区的整体布局情况设置在线巡更点，通过设置

合理的巡更回路，在便携式移动巡查终端、传输网络和巡查管理平台等设备组成

的可视化巡更管理系统的主机上完成对巡查行为、状态进行实时监督和记录，并

能在发生意外情况时及时报警； 

（2）电子巡更系统具备记录巡更人员巡更的轨迹信息，可以查看巡更人员的实

时画面； 

（3）具备巡检人员、班次、路线及其时间、周期应能根据管理需要进行设定和

修改的功能； 

（4）能显示、记录和查询巡更人员相关信息。 

5.5 访客系统 

（1）访客系统具备在线访客预约及登记功能，支持微信公众号、手机 APP、二

维码等方式访客预约，被访人通过来访人信息确认及信息登记后，来访人员通

过在出入口系统上的闸机进行二维码、人脸识别等方式无感通行； 

（2）具备为访客移动终端远程开门功能，可使用 APP 按键为访客开门。 

（3）访客信息控制者开展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应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

具体包括：权责一致、目的明确、最小必要、公开透明、确保安全、主体参与；

且涉及个人信息的采集、应用、控制应满足《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

GB/T35273-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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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高空抛物监测 

（1）用于监控高空抛物的摄像机，摄像机像素要求至少 400W 分辨率以上，且

能通过使用不同的焦距组合及安装部署，达到监控覆盖的目的； 

（2）发现高空抛物事件时，可自动报警及联动； 

（3）发生高空抛物事件后，可以通过地点、时间对监控点、录像片段进行定位，

支持使用倍速播放快速过滤无关的录像片段。 

5.7 楼宇对讲系统 

（1）应具备访客对讲功能，来访客人拨号呼叫住户室内分机，住户室内分机振

铃，屏幕上同时显示来访者的图像，室内分机可随时显示单元门口机图像； 

（2）云对讲功能：系统应支持手机对讲功能扩展，可以手机接听对讲并开锁、

呼叫、监视等，用户可以随时随地用手机查看到来访的客人通话。 

5.8 智慧消防 

小区的智能消防子系统应用立足各级消防总队、支队、大队消防监督与管理

需求，以“多维感知、数据共享、业务联动”为理念，综合应用、物联网传感、

地理信息、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手段，不断提升消防管理、服务与科学决策水

平，为各级政府、行业主管部门科学决策提供依据与数据支撑，为构建社区整体

消防智能保障体系。 

（1）报警设备接入管理 

系统支持主流报警主机设备接入，并对报警系统硬件设备和报警防区进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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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自动接收并提示报警事件； 

（2）视频复核功能 

报警信息上报到平台，平台应能第一时间显示收到的报警信息，同时按照预

先定义的报警联动视频关系设置，自动弹出报警发生所在区域的现场图像（包括

报警前 N 秒的录像，N 的大小可设定），并进行实时录像； 

（3）报警联动上墙显示 

根据小区实际应用需要，通过软件配置，可联动报警图像上墙显示，可设置

具体哪一路或几路图像上墙显示、上墙画面分辨率、上墙的具体位置等参数。当

报警发生时，相关图像自动在显示屏上的指定位置进行实时显示，监控中心工作

人员可实时掌握报警点的视频图像信息，或者是报警点周围的环境信息； 

（4）报警联动对讲 

系统可设置特定点位的报警与附近摄像机（带对讲功能）进行对讲联动，实

现监控中心与前端基于音视频的连接； 

（5）报警联动声音 

系统应支持本地语音输出，即在报警发生时，可触发监控中心本地输出多种

不同的报警声音或警铃，声音文件可自行设定或录制，在监控中心使用声音提醒，

效果会更好； 

（6）报警联动电子地图 

系统应支持常规地图系统，可添加用户点、视频监控点、防区点，当收到报

警信息后可自动弹出报警所在点位，并以动画形式闪烁提示； 

（7）消防支队联动 

智慧消防系统与消防支队联动，实现火情自动报警，传输火灾位置至消防

支队。同时，可通过进行物联网感知融合通讯建设，一方面保证紧急情况下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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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通讯能力，另一方面提升平时的消防宣传教育能力，有关信息由消防支队直接

发布至小区。 

5.9 智慧防疫 

（1）在人行出入口常设人体测温设备，实现出入体温探测与告警； 

（2）测温系统与门禁人脸识别系统融合，同步识别业主身份信息与测量体温数

据，实现身份信息与体温数据绑定记录与上传； 

（3）鼓励小区积极采用 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智慧防疫工具及措施，

有效预防及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不仅局限新冠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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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共服务系统 

6.1 停车场管理系统 

（1）具备出口收费显示、出入道闸自动控制、车辆出入无感识别、计费和

缴费管理、视频监控、联网、空余车位发布和综合管理等功能。 

（2）停车场管理系统内容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车辆出入口电动栏杆机技

术要求》GA/T 1132 和《停车库(场)出入口控制设备技术要求》GA/T 992 的相关

规定。 

6.2 公共应急广播系统 

（1） 应具备小区公共区域的小区信息广播和背景音乐广播功能，公共广播系统

内容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广播系统工程技术规范》GB 50526 的有关规定； 

（2）宜设置紧急广播系统，应具备小区出现极端天气、突发事件时的公共区域

应急指挥、应急通信、应急广播等功能，应急广播系统应预留接口，后期可实现

与应急主管及相关部门应急系统打通。 

6.3 信息导引及发布系统 

（1）应具备公共业务信息的接入、采集、分类和汇总的数据资源库，并在主出

入口或单元楼出入口或通道等公共区域设置固定电子屏，提供信息检索、信息查

询、信息推送等功能；发布信息包括小区信息、便民信息、政务信息、应急信息

等； 

（2）能通过移动终端发布和查询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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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统一身份认证 

统一身份识别系统内容中，要求唯一标识小区住户身份，为小区住户在小区

范围内活动和各种消费提供便利，宜应用于： 

（1）小区人行出入口开门； 

（2）应用于停车识别和在线缴停车费； 

（3）应用于在线缴物业费。 

（4）个人信息控制者开展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应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

且涉及个人信息的采集、应用、控制应满足《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

GB/T35273-2020。 

6.5 小区健康服务系统 

宜在公共区域配套居民健康中心，配备基础健康监测功能；实现自助式医疗

检测服务、手环或医保卡识别身份、电子档案实时上传，实现自助式医疗检测服

务、手环或医保卡识别身份、电子档案实时上传。 

6.6 智慧垃圾分类系统 

（1）在源头将垃圾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的清运和回收使之分类处理或重新变

成资源，减少垃圾的处理量，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应进行分类运输，避免混装； 

（2）宜运用智能垃圾桶，智能垃圾桶系统具备平台化管理、实时监控垃圾装载

量、红外人体感应、通过 GPS 定位和数据的无线采集，可以在 GIS 地图上可视化

展示垃圾分类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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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物流服务系统 

物流快递服务系统内容中，要求满足小区住户收发快递的需求，解决外出无

法及时接收快递等问题，宜具备如下功能： 

（1）具备快递储物、寄存功能； 

（2）具备寄存信息查询、物流信息通知功能； 

（3）具备快递发件预约功能； 

6.8 公共智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 

（1）新建住宅配建停车位应 100%建设充电基础设施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设有

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的车位数占总停车位数的比例不宜低于 10%； 

（2）鼓励已建住宅小区结合旧城区改造、停车位改建等进行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6.9 智慧物业服务平台 

表 6.9.1 智慧物业服务平台系统功能 

序号 功能模块 功能要求 

1 小区信息公告 具备小区日常信息发布查询及查询功能 

2 在线报事报修 业主可方便实时的进行各种报事报修 

3 家政预约 

业主可线上预约家政，包含清洁工、保姆、管

家等预约服务功能 

4 房屋租赁 

具备业主发布房屋租赁、售卖等广告信息的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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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线缴费 

具备在线进行水、电、燃气、物业、停车等费

用缴费 

6 智慧监控 

接入视频监控系统信息，具备权限范围内公共

区域视频监控调用功能 

7 智慧访客 

接入智慧系统信息，可通过二维码、人脸识别

等方式实现访客预约放行 

8 在线投诉 业主在线投诉窗口 

备注：信息安全内容，智慧物业服务平台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信息安全技术 

web 应用防火墙安全技术要求》GA/T 1140 和《信息安全技术 第二代防火墙安

全技术要求》GA/T 1177 的有关规定。信息安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信息安全

技术 公共及商用服务信息系统个人信息保护指南》GB/Z 28828 和《信息安全技

术 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GB/T 22239 的有关规定。 

6.10 智慧商城服务平台 

表 6.10.1 智慧商城服务平台系统功能 

功能项 功能要求 

信息发布 具备小区（社区）内商业活动信息发布和评论功能 

在线预订 具备线上预订服务功能 

广告投放 具备线上广告平台功能 

优惠信息 具备商家优惠信息接收和优惠券领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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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智慧党建（社区） 

如小区所在社区已开放智慧党建服务系统，小区可与社区智慧党建系统实现

数据互联互通，通过大屏、APP 或小程序展示党员活动信息，实现党员活动的展

示与宣传。 APP 或小程序应具备的功能有：满足区域党员通过 APP 端或小程序

进行访问学习，在线上解决党员关心关注的问题，参与党员活动报名与党员投票。  

6.12 智慧小区大数据管理服务平台 

建设智慧小区大数据管理服务平台，各个子系统前端设备采集到的数据，通

过物理线路传输到大数据平台中，经过大数据平台对数据的分类治理后，通过图

形化的方式展示整体小区的各种数据，如：人流数据、车库进出数据、访客数据、

用电数据等；再利用大数据平台通过各类数据做智能分析判断，给小区的相关管

理人员提供决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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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公共设备监控系统 

7.1 供配电监控 

（1）具备小区供电系统状态监控、常规运行参数检测和故障报警、备用与应急

电源状态监控功能； 

（2）具备供电电压、电流、频率及功率因数计量与监测、电能计量、变压器温

度监测和超温报警功能等。 

7.2 公共照明控制 

具备小区公共照明开关智能化控制功能，如按时间程序控制。对偶尔有人经

过的区域，如楼梯间等采用红外探测或声控开关进行照明控制等。 

7.3 电梯状态监控系统 

具备小区升降电梯、自动扶梯等设备运行状态监控和故障报警功能。 

7.4 设备能耗监测系统 

具备小区范围内公共区域水、电、气、采暖等能源消耗数据计量和汇集功能。 

7.5 给排水监测 

（1）具备给水管网的在线监测，可实时监测饮用水 PH 值、余氯值、浊度、电导

率等参数，并发布预警信息；可对给水管网漏损进行自动预警； 

（2）具备雨水/排污管网运行指标的实时监测，包括管网液位、流量、水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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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泵站运行状态等信息，并发布预警信息。 

7.6 送排风监测 

（1）送排风系统的风机启停控制和运行状态显示；风机故障报警；风机与消防

系统联动控制； 

（2）一氧化碳浓度监测系统，联动送排风系统，并记录数据上传到平台。 

7.7 自动灌溉监测 

（1）具备小区灌溉系统启停智能化控制功能；如按时间程序控制、检测到土壤

墒情相关数值低于设定限制时，自动开启灌溉设备； 

（2）对于具备雨水回收或污水处理能力的小区，可对中水等其他灌溉水源进行

切换控制的能力。 

7.8 基于 BIM 的设备设施管理系统 

（1）宜具备基于 BIM 三维模型（LOD500），提供直观的小区建筑、设施设备查

阅界面；具备集成小区安防监控系统、公共设备监控系统数据信息的功能； 

（2）在满足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宜具备对相关设备集中控制的能力。具备在线

报修、重点设备维修维保工单的闭环管理、计划性维修及检修记录查询及成本核

算等管理功能； 

（3）宜具备基于 BIM 及 MR 技术实现 3D 现场检修功能。可通过 AI、大数据分

析、数据挖掘等技术，实现一定程度的预防性检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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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环境监测系统 

（1）小区内设置小区环境监测系统，实现住宅区域内综合环境空气质量的实时

监测，包括 PM2.5/PM10，SO2、NO2、CO 等； 

（2）环境监测终端实时监测，同时汇总展示到综合显示屏端（液晶电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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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工程建设阶段智慧应用 

工程建设过程的智慧化应用是指通过 BIM+互联网+物联网技术，围绕施工

过程管理，建立互联协同、智能生产、科学管理的施工项目信息化生态圈，实现

工程施工可视化智能管理，以提高工程管理信息化水平，从而逐步实现绿色建造

和生态建造。 

8.1 智慧工地应用 

智慧工地应用宜包含工程项目统一管理平台、视频监控子系统、危大工程

监管子系统、扬尘监测子系统、塔吊在线监测子系统、劳务实名制子系统、施

工升降机在线监测子系统等功能板块。 

（1）工程项目统一管理平台：主要针对工程项目管理系统建设，部署于施工现

场，主要用于优化项目施工和监管。平台基于的物联网技术的软硬件集成，通

过 APP、PC 等多种端口，对不同岗位关心安全风险隐患及质量管控环节建立实

时监测渠道，为项目决策提供依据，避免事故发生。 

（2）视频监控子系统：为建筑项目建设一套综合视频监控系统，覆盖施工作

业、材料堆场、机械设备、办公区等重点区域，集成塔吊操作室、塔吊吊钩、

升降机机舱、深基坑、高支模、大体积混凝土、巡检巡查、公共安防、材料堆

场等一系列视频监控体系，实现对建筑项目的全方位可视化管理和防控。 

（3）危大工程监管：宜包含危大工程清单备案、危大方案管理、现场安全管

理、宜急管理等宜用。 

（4）扬尘监测子系统：通过高精度传感器实时采集施工现场的 PM10、

PM2.5、噪音及温湿度等数据，并将数据通过无线网络进行传输，项目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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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平台和项目现场实时查看检测数据，随时掌握工地现场的施工环境。 

（5）塔吊在线监测：通过物联网设备，对塔吊运行情况、安全情况等各种数据

全过程记录进行实时监控，实时预警，杜绝塔吊安全隐患，使“预防为主”得

到落实。 

（6）关键岗位考勤管理：实现对建筑行业施工现场关键岗位人员考勤的统一管

理。管理人员可以随时随地了解关键岗位人员到岗情况，查看考勤实时照片和

考勤记录等信息，有效强化了关键岗位人员的出勤管理，提升了建筑行业施工

现场质量安全管理水平。 

（7）劳务实名制管理：依托实名制通道、闸机、重要设备及重点区域打卡器，

配合显示屏幕、移动终端等感应显示设备，实时统计在岗人数，同时在项目管

理可视化大屏、管理人员手机端等多端进行实时查看。 

（8）施工升降机智能监测：具有楼层呼叫、安全监测、自动平层、限定操作等

功能，能够有效监测升降机运行过程中的超载、超人数超速度（防坠）、高度限

位、门锁检测、倾斜等危险。 

8.2 BIM 技术应用 

（1）数博大道沿线项目应优先全生命周期、全专业应用BIM技术，实现建筑全生

命期内各参与方在同一建筑信息模型基础上的数据共享，积累过程数据，为建设

数字孪生城市提供基础数据及技术保障。 

（2）BIM实施应遵循以下原则： 

①根据项目特点制定BIM技术专项方案，明确项目BIM技术的应用目标、内容及

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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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BIM模型维护与实际同步原则：项目BIM应用在实施过程中，BIM数据积累应与

项目的实施进度保持同步。过程中的BIM模型和相关成果应及时按规定节点更新，

以确保BIM模型和相关成果的一致性。 

③数据版本一致性原则：项目实施过程中软件版本及不同专业软件的传递数据接

口应满足数据交换的需求，以保证最终BIM模型数据的正确性及完整性。 

（3）方案阶段—项目宜基于 BIM 技术进行主要经济指标分析、场地分析、周边

环境分析、方案论证、可视化展示、商业价值挖掘等，建立 BIM 数据档案与过往

项目做信息对比，以此为参考，为决策阶段提供更科学、更可靠的数据。 

（4）初步设计—项目宜建立 LOD200 精度模型，基于此进行方案比选、建筑性

能分析、建筑环境分析及计算概算工程量。 

（5）施工图设计—项目需在设计阶段搭建 LOD300 模型，基于此进行结构分析、

空间检查、节点设计、碰撞检测、管线综合、工程量统计等应用，在设计阶段完

成后，建筑信息模型整理交付施工阶段使用。 

（6）施工准备—项目宜在项目实施前制定 BIM 实施方案，方案应包括项目信息、

应用目标、团队配置、应用环境、应用范围及流程、应用计划、质量控制及成果

交付内容。利用 BIM 技术进行施工深化设计、施工平面布置模拟、施工进度模

拟、重点施工方案模拟，论证施工方案可行性。 

（7）施工实施—项目施工过程中宜利用 BIM 技术辅助进行图纸会审、设计变更、

可视化交底、施工测量、进度管理、质量管理、安全管理、成本管理、构件预制、

施工图深化提供项目的数字化及精细化管理水平。 

（8）施工验收—项目进行竣工验收前，需搭建模型精度需满足 LOD500 的竣工

信息模型，保证竣工信息模型的准确与完整，以此对接数字孪生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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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智慧小区置业助手 

    智慧小区给予业主体验感、获得感、幸福感的提升应从工程建设阶段开始，

智慧小区宜配备智慧小区置业助手，功能可包括虚拟看房、直播建楼、动态消息

等功能，系统形式可为 APP 或小程序。 

表 8.3.1 智慧小区置业助手系统功能 

模块功能 内容描述 

虚拟看

房 

电子沙盘 360 度查看小区整体布局 

区位优势 交通、教育、医疗、购物业态 

VR 户型装修赏析 户型及小区效果 VR 展示 

直播建

楼 

现场施工视频实况 施工现场局部视频动态 

装修施工视频 户内装修实景查看 

关键进度节点查看 施工进度节点查看（地基、封顶） 

装修工程材料（图

纸、隐蔽工程等） 

后期装修过程材料云端储存，供购房者后

期查看 

动态消

息 

交房通告 房开交房验收通知及事项办理 

在线交流 房开置业顾问与业主在线交流沟通 

智慧小区知识宣传 APP 内宣传项目智慧小区相关知识 

个人中

心 

角色权限 完善登录角色信息获取权限 

基础信息 年龄、职业、家庭情况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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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家庭智能应用系统 

鉴于贵阳市目前存在毛坯房及精装房两种商品房交付类型，因此在智慧小

区中的家庭智能应用系统应根据交房类型（毛坯或精装）分类建设。 

9.1 毛坯房家庭智能应用系统 

序号 功能项 功能要求 

1 智能门锁 

具备联网型家庭智能门锁，开锁方式可包括机械钥

匙、指纹、密码、刷卡等；要求门锁状态能推送到业

主手机，手机 APP能记录和查询门锁的开关情况。 

2 非法入侵报警 在主出入口或窗户等区域设置非法入侵探测器 

3 紧急求助报警 

在主卧或客厅或卫生间设置紧急求助报警按钮，发生

报警后应可在住宅室内和小区管理中心或业主手机发

出报警提示。 

4 燃气泄漏报警 在厨房设置燃气泄漏探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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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精装房家庭智能应用系统 

序号 功能项 功能要求 

1 智能门锁 

具备联网型家庭智能门锁，开锁方式可包括机械钥

匙、指纹、密码、刷卡等；要求门锁状态能推送到业

主手机，手机 APP能记录和查询门锁的开关情况。 

2 室内监控 

具备家居室内监控，能对家中状态进行远程监控，要

求监控数据可进行存储，储存时间不小于 7 天，清

晰度不低于 720P 

3 非法入侵报警 在主出入口或窗户等区域设置非法入侵探测器 

4 紧急求助报警 

在主卧或客厅或卫生间设置紧急求助报警按钮，发生

报警后应可在住宅室内和小区管理中心或业主手机发

出报警提示 

5 燃气泄漏报警 在厨房设置燃气泄漏探测器 

6 灯光控制 

要求能按需、按时间或环境变化自动控制照明的开

关、调节光照强度，具备 4个及其以上回路的照明智

能控制功能 

7 家电控制 

要求能按需自动控制电视、冰箱、空调等家电的开关

和插座通断电，具备 3个及其以上家电智能控制功能 

8 智能窗帘 

要求能按需自动控制窗帘的开关，具备 2个及其以上

窗帘智能控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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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智慧小区评分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类型 评价内容 标准分值 

四、通信基

础设施（权

重 10%） 

1 光纤入户 

（10 分） 

控制项 

1）覆盖智慧小区所有居民楼的每一家住户，且满足多家通信运营商接入需求； — 

2）小区内设置公共交接间，室外预埋地下通信管道，室内公共区域预敷配线管网

连接居民楼，居民楼设置弱电井和设备间等设施，全程预布放配线光缆； 
— 

3）住户家中设置多媒体信息箱，箱内预留足够空间能够安装有源设备，并配备电

源接口； 
— 

4）居民楼设备间至每户多媒体信息箱分别独立布放入户光纤，光纤速率不低于

100 Mbps； 
— 

得分项 1）光纤速率不低于 200Mbps； 10 

2 有线电视系统 控制项 

1）采用光缆传输，符合数字高清（4K）电视标准； — 

2）光纤入户，住户家中多媒体信息箱内配置有线电视入户光纤接入点； — 

 控制项 1）三家基础电信运营商全接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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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类型 评价内容 标准分值 

3 移动信号覆盖 

（25 分） 

2）小区内根据移动信号覆盖需要设置不少于 1 个公共移动通信设备机房（基站机

房），并应在规划时为未来移动通信的综合性发展预留扩展的空间； 
— 

得分项 

1）移动信号天线采用美化设计，不破坏小区整体设计风格； 5 

2）实现主要公共区域（包括停车场、电梯和楼梯间等）4G 及其以上移动信号覆

盖，能够正常、稳定通信及使用数据业务； 

10 

3）实现住户家中开放空间（包括有窗的厨房、卫生间等）4G 及其以上移动信号覆

盖，能够正常稳定通信及使用数据业务； 

10 

4 综合布线系统 

（20 分） 

控制项 1）主干传输网络采用光缆传输； — 

得分项 

2）实现小区内信息通信网络、小区公共应用系统和家庭应用系统网络综合布线需

求，能进行语音、数据、图像和多媒体业务等信息传输； 

10 

3）适应多家运营商提供通信与信息服务的需求，保证电信业务在社区内的接入、

开通和使用； 

10 

5 计算机网络系统

（25 分） 
得分项 

1）小区内设置中心机房，居民楼设置设备间，计算机网络连接符合综合布线系统

要求；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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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类型 评价内容 标准分值 

2）采用冗余技术设计，避免网络单点故障，并提供主要网络设备、通信线路和数

据处理相关设备的硬件冗余，使业务处理能力具备冗余空间，以满足业务高峰需

要； 

5 

3）基于 TCP/IP 协议，已启用 IPv4 和 IPv6 协议； 5 

4）与运营商网络能够互联互通但又相对独立； 5 

5）网络安全等级保护不低于二级； 5 

6 5G 网络建设（20

分） 
得分项 

1）小区内 5G 信号覆盖； 10 

2）BIM 技术、安全防范系统、信息化应用系统、公共设备监控系统、公共服务平

台等部分应用采用 5G 网络实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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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类型 评价内容 标准分值 

五、安全防

范系统 

 （权重

30%） 

1 人行出入口管理

（10 分） 

控制项 

1）具备消防联动功能，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人员通道应具有自动打开放行

功能，紧急疏散人员； 

2）行出入口管理系统内容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出入口控制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 50396 和现行地方标准《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规范》DBJ50/T-175 的有关规定； 

3）个人信息控制者开展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应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具体包

括：权责一致、目的明确、最小必要、公开透明、确保安全、主体参与；且涉及个

人信息的采集、应用、控制应满足《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GB/T35273-

2020。 

- 

得分项 

4）宜具备移动终端、生物特征识别、密码等两种方式以上开门方式； 6 

5）与访客系统联动，实现 APP（二维码）或人脸识别为访客开门； 4 

2 周界防范系统 

（8 分） 
得分项 

1）周界防范系统宜具备越界侦测、区域入侵功能，开启周界防范（越界侦测、区

域入侵）系统，警戒摄像机将会对视频做实时检测，一旦侦测到目标入侵用户设

置的警戒线/区域系统自动产生报警； 

4 



第 40 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类型 评价内容 标准分值 

2）周界防范系统应能支持通过报警弹窗、蜂鸣器报警、I/O 输出等多种方式进行周

界防范报警联动； 

2 

3）发生报警时，能在小区电子地图对应显示出报警区域并在监控中心屏幕上，弹

出对应区域的视频图像； 

2 

3 视频监控系统 

（20 分） 

控制项 

1）视频监控应保证前端安全、传输安全、后端安全、数据安全（(跨部门视频数据

共享时)数据泄漏、隐私保护），需满足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

程设计规范》GB 50395、《公共防范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控制技术

要求》GB/T 28181 及现行行业标准《安全防范视频监控摄像机通用技术要求》GA/T 

1127 和《安全防范高清视频监控系统技术要求》GA/T 1211 的有关规定，可参考

《2019 视频监控安全(应用指南)》确保视频监控的安全性； 

 

得分项 

2）视频监控摄像机宜安装于小区主要出入口、机动车出入口、停车场（库）出入

口、电梯轿厢、小区内主要通道及每幢住宅楼单元出入口等部位，公共区域（含

正门外）不应出现监控盲区，在面积较大的公共区域应安装具有转动和变焦的摄

像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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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类型 评价内容 标准分值 

3）采用全高清数字监控设备，摄像机像素不低于 200 万像素，存储格式不低于

720P，录像保存不低于 30 天； 
2 

4）具备移动终端监控功能，在操作者权限范围内支持使用移动终端查看监控视

频； 

3 

5）与人行出入口管理系统、周界防范系统联动，当发生紧急事件时，自动切换并

显示报警区域的视频图像，具备多路报警显示和画面定格功能，并能设定视频警

戒区域； 

7 

加分项 6）视频监控具备行为识别功能，如消防道占用监测、异常人群监测等功能； 8 

4 电子巡更系统 

（10 分） 
得分项 

1）设置电子巡更系统，根据小区的整体布局情况设置在线巡更点，通过设置合理

的巡更回路，在便携式移动巡查终端、传输网络和巡查管理平台等设备组成的可

视化巡更管理系统的主机上完成对巡查行为、状态进行实时监督和记录，并能在

发生意外情况时及时报警； 

4 

2）电子巡更系统具备记录巡更人员巡更的轨迹信息，可以查看巡更人员的实时画

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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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类型 评价内容 标准分值 

3）具备巡检人员、班次、路线及其时间、周期应能根据管理需要进行设定和修改

的功能； 

2 

4）能显示、记录和查询巡更人员相关信息； 2 

5 电子访客系统

（10 分） 

控制项 

1）访客信息控制者开展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应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具体

包括：权责一致、目的明确、最小必要、公开透明、确保安全、主体参与；且涉

及个人信息的采集、应用、控制应满足《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

GB/T35273-2020； 

- 

得分项 

2）访客系统具备在线访客预约及登记功能，支持微信公众号、手机 APP、二维码

等方式访客预约，被访人通过来访人信息确认及信息登记后，来访人员通过在出

入口系统上的闸机进行二维码、人脸识别等方式无感通行； 

6 

3）具备为访客移动终端远程开门功能，可使用 APP 按键为访客开门； 4 

6 高空抛物监测

（15 分） 
得分项 

1）用于监控高空抛物的摄像机，摄像机像素要求至少 400W 分辨率以上，且能通

过使用不同的焦距组合及安装部署，达到监控覆盖的目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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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类型 评价内容 标准分值 

2）发生高空抛物事件后，可以通过地点、时间对监控点、录像片段进行定位，支

持使用倍速播放快速过滤无关的录像片段； 

7 

7 楼宇对讲系统

（15 分） 

 

得分项 

1）应具备访客对讲功能，来访客人拨号呼叫住户室内分机，住户室内分机振铃，

屏幕上同时显示来访者的图像，室内分机可随时显示单元门口机图像； 

6 

2）云对讲功能：系统应支持手机对讲功能扩展，可以手机接听对讲并开锁、呼

叫、监视等，用户可以随时随地用手机查看到来访的客人通话； 

9 

8 智慧消防（12

分） 
得分项 

1）报警设备接入管理：系统支持主流报警主机设备接入，并对报警系统硬件设备

和报警防区进行设置，自动接收并提示报警事件； 

5 

2）视频复核功能：报警信息上报到平台，平台应能第一时间显示收到的报警信

息，同时按照预先定义的报警联动视频关系设置，自动弹出报警发生所在区域的

现场图像； 

5 

3）报警联动上墙显示：当报警发生时，相关图像自动在显示屏上的指定位置进行

实时显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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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类型 评价内容 标准分值 

加分项 

4）智慧消防系统与消防支队联动，实现火情自动报警，传输火灾位置至消防支队。

同时，可通过进行物联网感知融合通讯建设，一方面保证紧急情况下的应急通讯能

力，另一方面提升平时的消防宣传教育能力，有关信息由消防支队直接发布至小区； 

5 

9 智慧防疫 加分项 

1）在人行出入口常设人体测温设备，实现出入体温探测与告警； 2 

2）测温系统与门禁人脸识别系统融合，同步识别业主身份信息与测量体温数据，

实现身份信息与体温数据绑定记录与上传； 

3 

3）鼓励小区积极采用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智慧防疫工具及措施，有效

预防及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不仅局限新冠病毒），每项新型防控措施经专家确

认后酌情加分，上限5分； 

5 

六、公共服

务系统（权

重 30%） 

1 停车场管理系统

（10 分） 
得分项 

1）具备空余车位发布； 3 

2）具备车牌视频识别功能，车辆出入无感识别； 4 

3）具备移动在线缴费功能； 3 

2 公共应急广播系

统（8 分） 
控制项 1）具备小区公共区域的小区信息广播和背景音乐广播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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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类型 评价内容 标准分值 

得分项 

2）具备小区出现极端天气、突发事件时的公共区域应急指挥、应急通信、应急广播

等功能，应急广播系统应预留接口，后期可实现与应急主管及相关部门应急系统打

通； 

8 

3 信息引导及发布

系统（10 分） 
得分项 

1）在主出入口或单元楼出入口或通道等公共区域设置固定电子屏，提供信息检

索、信息查询、信息推送等功能，发布信息包括小区信息、便民信息、政务信

息、应急信息等； 

6 

2）通过移动终端发布和查询信息； 4 

4 统一身份认证

（6 分） 
得分项 

1）用于小区人行出入口开门； 2 

2）应用于停车识别和在线缴停车费； 2 

3）应用于在线缴物业费； 2 

5 小区健康服务系

统（5 分） 
得分项 1）配备基础健康监测功能，具备健康咨询和疾病防护宣传； 5 

6 智慧垃圾分类系

统（10 分） 
得分项 

1）在源头将垃圾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的清运和回收使之分类处理或重新变成资

源，减少垃圾的处理量，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应进行分类运输，避免混装；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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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类型 评价内容 标准分值 

得分项 

2）运用智能垃圾桶，智能垃圾桶系统具备平台化管理、实时监控垃圾装载量、红外

人体感应、通过 GPS 定位和数据的无线采集，可以在 GIS 地图上可视化展示垃圾分

类的效果； 

3 

7 物流服务系统

（7 分） 
得分项 

1）具备快递储物、寄存功能； 3 

2）具备寄存信息查询、物流信息通知功能； 2 

3）具备快递发件预约功能； 2 

8 公共智能电动汽

车充电设施 

（10 分） 

得分项 

住宅配建停车位应 100%建设充电基础设施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设有电动汽车充

电设施的车位数占总停车位数的比例不宜低于 10%； 
10 

9 智慧物业服务平

台（30 分） 
得分项 

1）信息公告，具备小区日常信息发布查询及查询功能； 3 

2）在线报事报修功能； 5 

3）家政预约，可线上预约家政，包含清洁工、保姆、管家等预约服务功能； 4 

4）房屋租赁，具备业主发布房屋租赁、售卖等广告信息的功能； 4 

5）在线缴费，具备在线进行水、电、燃气、物业、停车等费用缴费；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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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类型 评价内容 标准分值 

6）智慧监控，接入视频监控系统信息，具备权限范围 内公共区域视频监控调用

功能； 

4 

7）智慧访客，接入智慧系统信息，可通过二维码、人脸识别等方式实现访客预约

放行； 

4 

8）在线投诉，业主在线投诉窗口； 2 

10 智慧商城服务平

台（4 分） 
得分项 

1）信息发布，具备小区（社区）内商业活动信息发布和评论功能； 1 

2）在线预订，具备线上预订服务功能； 1 

3）广告投放，具备线上广告平台功能； 1 

4）优惠信息，具备商家优惠信息接收和优惠券领取功能； 1 

11 智慧党建（社

区） 
加分项 

1）如小区所在社区已开放智慧党建服务系统，小区可与智慧党建系统实现数据互

联互通，通过大屏、APP 或小程序展示党员活动信息，实现党员活动的展示与宣传。 

APP 或小程序应具备的功能有：满足区域党员通过 APP 端或小程序进行访问学习，

在线上解决党员关心关注的问题，参与党员活动报名与党员投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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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类型 评价内容 标准分值 

12 智慧小区大数

据管理服务平台 
加分项 

1）建设智慧小区大数据管理服务平台，各个子系统前端设备采集到的数据，通过

物理线路传输到大数据平台中，经过大数据平台对数据的分类治理后，通过图形化

的方式展示整体小区的各种数据，如：人流数据、车库进出数据、访客数据、用电

数据等；再利用大数据平台通过各类数据做智能分析判断，给小区的相关管理人员

提供决策与建议； 

10 

七、公共设

备监控系统

（权重

15%） 

1 供配电监控 

（18分） 

得分项 

1）具备小区供电系统状态监控、常规运行参数检测和故障报警、备用与应急电源

状态监控功能； 

10 

2）具备供电电压、电流、频率及功率因数计量与监测、电能计量、变压器温度监测

和超温报警功能等； 

8 

2 公共照明控制

（15分） 

得分项 

1）宜具备小区公共照明开关智能化控制功能，按时间程序控制； 10 

2）对偶尔有人经过的区域，如楼梯间等采用红外探测或声控开关进行照明控制等； 5 

3 电梯状态监控系

统（18 分） 
得分项 

1）升降电梯、自动扶梯等设备运行状态监控； 10 

2）具备故障报警功能；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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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类型 评价内容 标准分值 

4 设备能耗监测系

统（16 分） 
得分项 1）具备小区范围内公共区域水、电、气、采暖等能源消耗数据计量和汇集功能； 16 

5 给排水监测 

（15 分） 

得分项 

1）具备给水管网的在线监测，可实时监测饮用水 PH 值、余氯值、浊度、电导率等

参数，并发布预警信息； 

8 

2）具备雨水/排污管网运行指标的实时监测，包括管网液位、流量、水质、气体、

泵站运行状态等信息，并发布预警信息； 

7 

加分项 1）可对给水管网漏损进行自动预警； 5 

6 送排风监测（8

分） 
得分项 

1）送排风系统的风机启停控制和运行状态显示；风机故障报警；风机与消防系统

联动控制； 

4 

2）一氧化碳浓度监测系统，联动送排风系统，并记录数据上传到平台； 4 

7 自动灌溉监测 加分项 

1）具备小区灌溉系统启停智能化控制功能；如按时间程序控制、检测到土壤墒情

相关数值低于设定限制时，自动开启灌溉设备； 

5 

2）对于具备雨水回收或污水处理能力的小区，可对中水等其他灌溉水源进行切换

控制的能力；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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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类型 评价内容 标准分值 

8 基于 BIM 的设备

设施管理系统（10

分） 

得分项 

1）基于 BIM 三维模型（LOD500），提供直观的小区建筑、设施设备查阅界面； 5 

2）具备在线报修、重点设备维修维保工单的闭环管理、计划性维修及检修记录查

询及成本核算等管理功能； 

5 

加分项 1）具备集成小区安防监控系统、公共设备监控系统数据信息的功能； 10 

9 环境监测系统 加分项 

1）小区内设置小区环境监测系统，实现住宅区域内综合环境空气质量的实时监测，

包括 PM2.5/PM10，SO2、NO2、CO 等；环境监测终端实时监测，同时汇总展示到

综合显示屏端（液晶电视机）； 

5 

八、工程建

设阶段智慧

应用（权重

15%） 

1 智慧工地应用

（50 分） 
得分项 

1）工程项目统一管理平台，通过 APP、PC 等多种端口，对不同岗位关心安全风险

隐患及质量管控环节建立实时监测渠道； 

5 

2）视频监控子系统，覆盖施工作业、材料堆场、机械设备、办公区、等重点区域； 5 

3）危大工程监管，宜包含危大工程清单备案、危大方案管理、现场安全管理、宜急

管理等； 

5 

4）扬尘监测子系统，采集施工现场的 PM10、PM2.5、噪音及温湿度等数据，并将数

据通过无线网络进行传输；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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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类型 评价内容 标准分值 

5）塔吊在线监测，对塔吊运行情况、安全情况等各种数据全过程记录进行实时监

控，实时预警； 

10 

6）劳务实名制管理，依托实名制通道、闸机、重要设备及重点区域打卡器，配合显

示屏幕、移动终端等感应显示设备，实时统计在岗人数，同时在项目管理可视化大

屏、管理人员手机端等多端进行实时查看； 

5 

7）施工升降机智能监测，具有楼层呼叫、安全监测、自动平层、限定操作等功能，

能够有效升降机运行过程中的超载、超人数、超速度（防坠）、高度限位、门锁检

测、倾斜等危险； 

10 

8）关键岗位考勤管理，实现对建筑行业施工现场关键岗位人员考勤的统一管理，可

查看考勤实时照片和考勤记录等信息； 

5 

2 BIM 技术应用

（50 分） 
得分项 

1）方案阶段，基于 BIM技术进行主要经济指标分析、场地分析、周边环境分析、方

案论证、可视化展示、商业价值挖掘等； 

5 

2）初步设计，建立 LOD200精度模型，基于此进行方案比选、建筑性能分析、建筑

环境分析及计算概算工程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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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类型 评价内容 标准分值 

3）施工图设计，搭建 LOD300模型，基于此进行结构分析、空间检查、节点设计、

碰撞检测、管线综合、工程量统计等应用； 

10 

4）施工实施，项目施工过程中宜利用 BIM 技术辅助进行图纸会审、设计变更、可

视化交底、施工测量、进度管理、质量管理、安全管理、成本管理、构件预制、施

工图深化； 

15 

5）竣工验收，搭建模型精度需满足 LOD500的竣工信息模型，保证竣工信息模型的

准确与完整； 

15 

3 智慧小区购房置

业助手 
加分项 

1）虚拟看房功能：①电子沙盘——360 度查看小区整体布局；②区位优势分析——

在线交通、教育、医疗、购物业态；③VR 户型装修赏析；每项功能 1 分，共计 3 分 

3 

2）直播建楼：①现场施工视频实况；②装修施工视频——户内装修实景查看；③关

键进度节点查看（地基、封顶、绿化、装修等）④施工工程资料（（图纸、隐蔽工程

等）材料云端储存，供购房者后期查看；每项功能 2 分，共 8 分；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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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类型 评价内容 标准分值 

3）动态消息可用于①交房公共及交房标准——房开交房验收通知及事项办理；②

在线交流——房开置业顾问与业主在线交流沟通；③智慧小区知识宣传——系统内

宣传项目智慧小区相关知识；每项 1 分，共 3 分； 

3 

九、家庭智

能应用系统

（加分项） 

1 毛坯房家庭智能

应用系统（5 分） 
加分项 

1）智能门锁，具备联网型家庭智能门锁，开锁方式可包括机械钥匙、指纹、密码、

刷卡等；要求门锁状态能推送到业主手机，手机 APP能记录和查询门锁的开关情况 

说明：家庭应用覆盖率 50%-80%得 1 分，家庭家庭应用覆盖率 80%以上得 1.5 分； 

1.5 分 

2）室内监控，具备家居室内监控，能对家中状态进行远程监控，要求监控数据可进

行存储，储存时间不小于 7 天，清晰度不低于 720P； 

说明：家庭应用覆盖率 50%-80%得 0.7 分，家庭应用覆盖率 80%以上得 1 分； 

1 

3）非法入侵报警，在主出入口或窗户等区域设置非法入侵探测器； 

说明：家庭应用覆盖率 50%-80%得 0.7 分，家庭应用覆盖率 80%以上得 1 分； 
1 

4）紧急求助报警，在主卧或客厅或卫生间设置紧急求助报警按钮，发生报警后应

可在住宅室内和小区管理中心或业主手机发出报警提示； 

说明：家庭应用覆盖率 50%-80%得 0.7 分，家庭应用覆盖率 80%以上得 1 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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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燃气泄漏报警，在厨房设置燃气泄漏探测器； 

说明：家庭应用覆盖率 50%-80%得 0.3 分，家庭应用覆盖率 80%以上得 0.5 分； 
0.5 

2 精装房家庭智能

应用系统（5 分） 
加分项 

1）灯光控制，要求能按需、按时间或环境变化自动控制照明的开关、调节光照强

度，具备 4个及其以上回路的照明智能控制功能； 

说明：家庭应用覆盖率 40%-70%得 0.3 分，家庭应用覆盖率 7``0%以上得 0.5 分； 

0.5 

2）家电控制，要求能按需自动控制电视、冰箱、空调等家电的开关和插座通断电，

具备 3个及其以上家电智能控制功能； 

说明：家庭应用覆盖率 40%-70%得 0.7 分，家庭应用覆盖率 70%以上得 1 分； 

1 

3）智能窗帘，要求能按需自动控制窗帘的开关，具备 2 个及其以上窗帘智能控制

功能； 

说明：家庭应用覆盖率 40%-70%得 0.3 分，家庭应用覆盖率 70%以上得 0.5 分； 

0.5 

4）其他家庭智能应用系统酌情考虑加分，加分上限 3 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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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其他创

新与提高 

创新与提高 加分项 

1）智慧小区各环节和阶段，均有可能在智慧技术、产品选用和管理方式等方面进

行性能提升与创新，对于本指南未包含的性能提升与创新，在各环节与阶段采用先

进、适用、经济的智慧技术、智慧产品和管理方式，可有评审专家组酌情进行打分，

得分上限 10 分； 

10 

备注：家庭智能应用系统、其他创新与提高为创新加分项，分值为直接得分，不计算权重，分数加入总分计算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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