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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园区
存在的问题
关于园区的智能化与数字化
升级，一直都不是一门小生意。但
在一片繁荣之下，却孕育着难以掩
盖的问题。由于国内目前的智慧
园区项目很多与地方政府的新城
规划项目紧密结合，参与企业和技
术提供方十分复杂，往往会产生鱼
龙 混 杂 的 状 况 。 这 些 所 谓 的“ 智
慧”园区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问题一：
“智能”只是摆设
产业园区的核心需求，毫无疑
问是安全。制造业、物流行业等产
业园区，无论是温度、湿度的变化，
还是电力系统、水利系统的偶然问
题，或者火种丢弃等意外情况，都
将给整个系统带来难以估计的损
失。
这种情况下，很多园区都开始
用传感器、智能摄像头来提供安全
防护，但这种所谓的智慧加持有一
个核心问题，那就是传感与监控设
备监控和覆盖的空间比率很低，难
以覆盖整个园区，甚至只是出现在
几个重点区域，装装样子展示一下
而已。而且往往传感器与智能摄
像头的后端报警机制比较空白，一
旦出现危险信号，缺乏如何处置和
救援的体系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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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服务升级 智慧园区建设正当时
惠边

随着产业园区、产业新城的
迅速发展，园区包含的相关服务
更加多元化，园区导入文化、教
育、商业、运动等配套服务，在管
理方面也随之出现一系列问题。
针对自身园区特色、建设一整套
完善的智慧园区服务，帮助园区
运营者、园区企业、园区公众解决
园区运营过程中的痛点问题，
“智
慧园区”应运而生，
并逐渐成为发
展趋势。

智慧园区
解决哪些问题
从产业园区开发商的角度来
看，
所谓智慧园区，
是指融合新一
代信息与通信技术，具备迅捷信
息采集、高速信息传输、高度集中
计算、智能事务处理和无所不在
的服务提供能力，实现园区内及
时、互动、整合的信息感知、传递
和处理，以提高园区产业集聚能
力、企业经济竞争力、园区可持续
发展为目标的先进园区发展理
念。
智慧园区是以园区方为中
心，
连接政府、产业、人才、服务机
构，
构建园区产业生态圈，
为园区
空间运营降低运营成本，提升运
营效率。同时，为园区从空间运
营向资源运营提供整体解决方
案，让智慧园区平台建设从投入
向投资转变。
智慧园区旨在通过“感知”系
统，在传统园区各单一系统间实

现“互联”，并通过多维度“智能”
分析，借助云计算、物联网等 IT
技术有效整合，使园区基础设施
运行更加智能、绿色；
使园区的运
营管理更加规范与高效；使园区
为客户提供更加高质与便捷的增
值服务体系，以提升园区的差异
化竞争优势，进而去改善园区以
往相对单一的盈利模式。
智慧园区基于全面透彻的感
知、宽带泛在的互联以及智能融
合的应用，构建有利于创新涌现
的园区环境，
实现以用户创新、开
放创新、大众创新、协同创新为特
征的以人为本可持续创新，为园
区的入驻单位、个人提供更好的
创新、创业、生产、生活服务。

智慧园区建设案例
从空间维度来看，目前我国
已经形成“东部沿海集聚、中部
沿江联动、西部特色发展”的智
慧园区空间格局。环渤海、长三
角和珠三角地区以其大量的园
区平台作为基础，成为全国智慧
园区建设的三大聚集区；中部沿
江地区借助沿江城市群的联动
发展势头，大力开展智慧园区建
设；广大西部地区凭借产业转移
机遇，结合各自地域特色和园区
产业发展基础，正加紧布局智慧
园区建设工程。在接下来的 3—
5 年内，中国中西部地区智慧园
区建设或将迎来全新的建设浪
潮。
以苏州工业园区为例，借力
政企服务数字空间平台，包括数

据交换平台、服务集成平台以及
平台的支撑运行环境，通过服务
与数据的集成、整合与共享，顺
利打通政府部门以及政企之间
的关联业务，实现园区规划的科
学编制与准确实施。
数据交换平台的建设包含
政务信息资源交换平台和企业
信息内容共享平台。其中，政务
信息资源交换平台负责更新政
府各部门政务数据，而企业信息
共享平台则可以全方位汇聚企
业信息资源，实时共享。
服务集成平台可以最大限
度集成来自工商、税务、户籍、社
会保障等服务，以及外部的开放
平台服务，如在线支付、地理位
置 服 务 等 ，为 企 业 公 众 提 供 统
一、标准化的服务平台。
平台的支撑运行环境为政
企空间平台提供弹性计算资源
管理、负载均衡和容量规划等方
面的基础设施支持以及对平台
服务和应用环境的支持，从而形
成精准量化的智慧城市平台运
营管理体系，以实现平台可用性
和资源利用率最大化。
作为一家致力于高端产业
园 区 开 发 、运 营 的 大 型 国 有 企
业，北京经开投资开发股份有限
公司在线上搭建了低碳智慧云
服务平台，基于统一的园区云服
务平台，各项垂直服务可以插件
形式根据需求进行开发和扩展，
成熟一个，上线一个，最终形成
相互支持的整体系统 。例如智
慧园区云平台在企业初创期提
供的功能服务包括工商注册一

站式服务、技术金融与政策咨询
辅导服务。企业成长期阶段云
服务平台可提供给企业政策扶
持服务、财务税务服务、知识培
训服务、社会中介服务、市场拓
展服务等功能。在企业成熟期
可提供给企业的功能服务，包括
工程咨询、政府公关、投融资服
务和企业上市服务等。
相应的，北京经开在所有园
区线下都设立了园区公共服务
平台，通过线上线下双重手段，
围绕企业客户的需求，提供包括
基础物业、生活与商务配套、园
区能源管理服务、金融服务、智
慧云服务等园区服务体系内容。
依托园区一卡通“经彩卡”，
北京经开建立并完善了金融服
务体系，借助经彩卡，物业管理
也实现了支付、管理和服务的一
体化。同时，北京经开还建立了
一整套能源综合管理服务解决
方案和运营服务平台，集成可再
生能源、微网、各类能源设施、用
能末端、电动汽车及充放电设施
等，在网侧实现电、冷、热多能互
补协同，有效降低园区能源运营
成本，同时降低入驻企业用能成
本，形成向其他园区可复制推广
的商业模式和解决方案。
通过以上这些智慧服务体系
的落地，最终目的是要搭建园区
神经网络，
形成园区运行“大脑”，
使孤立分散的园区企业在园区平
台上找到各自的节点和归属，真
正推动园区“产业生态”和“自然
生态”的形成，最终形成生态化、
智慧化的园区。

问题二：没有大脑的信息孤岛
智慧园区的另一个普遍面临
的问题，是收集上来的数据如何处
理。还是以园区安全为例，国内很
多智慧园区项目，实施方案就是多
安装摄像头，然后把监控数据传上
云端，确保远程可看，以及能够再
次调用，这就算完成了全部的“智
慧 化 ”。 这 样 的 方 案 出 现 的 问 题
是，在庞大的园区体系中，大量摄
像头会生成海量数据，这些数据在
安保过程中会给安保人员带来可
怕的工作负担，最终导致大量摄像
头处在无人监察的状态里。
另一个问题是摄像头的效率
并不高，仅仅能起到事后作为证据
留存的意义。只有在事故以及安
全隐患之前，自主判断问题、主动
干预，才是园区对安全监控的真正
需求。
问题三：
“智慧”反而更添乱
另一个智慧园区的尴尬问题
是很多所谓的“智慧化”。比如很
多智慧园区项目中，只是把园区的
很多工作都进行了数据转化和云
端上传，甚至仅仅是给一些园区服
务加上了 APP 等。可是这样还是
依赖人工去操作，非但没有解放园
区工作者的劳动，反而增加了一些
监控与维护任务。
园区应该以人机协作，降低工
人劳动强度为目标，这一点日本和
德国的物联网园区项目中早已成为
共识。而依靠 IoT 技术的成熟，中
国科技企业也开始在各种物料与仓
储园区中实现大规模人机协同。
产业园区，作为多种产业实体
的综合联合体，其涉及人员与设备
因素复杂，对效率和成本的要求更
高。雨后春笋般的智慧园区建设，
有很多非技术的复杂原因驱动。
在 IoT、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解
决方案更加成熟的今天，智慧园区
的 发 展 还 需 要 顶 层 设 计 、科 学 执
行，
按规操作。
（惠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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