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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园区中物联网技术的应用
张　葵　张晓东　邓　鹏　何绍飞

（唐山鑫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河北 唐山 063000）

摘　要　在现代化、信息化的时代发展背景下，计算机以及网络、物联网技术已经为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非常

显著的影响，而智慧化与数字化也成为园区规划与设计的必然发展趋势。鉴于此情况，本文将重点围绕智慧园区

中物联网技术的运用进行分析，以期为智慧园区的构建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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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技术的运用可以提升园区系统规划与建设

的智能化、信息化水平。此外，物联网技术的运用，

有利于加强园区管理的一体化建设和管理质量，增强

不同管理部门之间的沟通与联系，降低管理难度。由

此可见，针对智慧园区中物联网技术的应用进行研究与

分析，对于我国园区规划以及智能化管理来讲尤为重要。

1 智慧园区中物联网技术应用架构体系分析

“物联网”作为能够将设备与管理进行联系的复杂

系统，其架构体系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感

知层，是指利用系统数据的收集归纳整理相关信息。

在具体工作中，技术人员会使用到传感器、射频识别

等设备和技术对物体状况进行自动化的信息收集，并

搭配协同管理技术的使用，将收集到的信息上传至网

络层，进而深入剖析数据信息，测定物体位置、内在

数据等。感知层作为物联网技术运用中最为基础的功

能层，是完成物体信息收集、识别、处理的关键。此外，

感知层会使用到无线网络等技术，可以良好满足对物

体信息处理的需求。第二，网络层，其主要功能便是

对数据进行处理和控制。作为体系架构中的中间区域，

是实现物联网功能的重要环节。该层次主要运用到的

技术包括通信技术、无线通信等，可以提升信息处理

的涉猎范围。第三，应用层，其会根据以上两个架构

层次对数据的处理和分析情况，为用户提供针对性、

个性化的服务，进而达到用户和管理人员对监管、定

位等方面的需要。应用层作为物联网体系架构中的最

顶层，是使用和发展的主要目的。应用层内部结构也

分为支撑层以及服务层。前者是用于支撑不同系统之

间进行信息共享、使用的重要结构，包括云计算、信

息共享等平台。而后者则是实现应用功能的重要技术

支撑。目前，物联网技术已经成为各行各业进行高效

管理的关键，可以使园区的规划与日常治理更加便捷

化、自动化。此外，物联网技术已经在发展的过程中

与 IT技术、5G通信技术进行融合，是多项技术整合发

展的体现，将其良好地应用在智慧园区建设中，可以

方便管理人员对数据进行实时的监测和管理 [1]。

2 智慧园区中物联网技术运用的必要性

智慧园区是指利用规划、设计的形式对园区功能

进行管理，进而为人们营造一个良好、便捷的环境。

在物联网、信息化技术运用的帮助下，园区管理可以

呈现一种系统化、自动化的特点，以此使园区的管理

更加协调。现阶段，在技术发展的过程中，物联网技

术的使用已经成为园区规划中非常重要的一点，不仅

可以反映城市化质量，还能够为构建智能网络化管理

体系起到助推作用。智慧园区的建设会运用物联网技

术进行资源整合，有效降低管理成本，以此提升园区

综合实力。此外，我国对园区建设的要求已经越来越高，

已经从原有的设计形式向功能化转型。这也在一定程

度上加强了园区运行信息的管理难度，必须要对每一

个子系统进行科学的协调管理才能够达到园区质量需

求，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

“物联网”是指运用网络技术将“物”与“物”进

行联系。作为工业化与信息化发展的产物，物联网的

运用可以将一切物品与管理系统进行关联。现阶段我

国的物联网技术主要是以定位通信、射频识别为核心，

实现管理者与“物”之间的联系，进而为科学决策、

管理控制提供帮助。此外由于物联网技术的运用可以

进行远程管理和检测，因此能够降低意外情况出现的

可能性，进而满足人们对生活以及工作环境的需求。

与此同时，物联网技术的运用还有助于提升停车场系

统的安全性，使其可以与园区内部的安防、消防等系

统相关联，实现不同子系统的集成化、精细化管理 [2]。

数据的采集是构建智慧园区的重点，而物联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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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使用可以进一步降低此环节的难度，为信息收集

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和渠道。在智慧园区建设过程中，“物

联网”技术已经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帮助园区实现

了“互通融合、共同促进”的目的。与此同时，由于

物联网技术的应用与智慧园区构建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因此也可以进一步促进园区转型。在整体规划设计中，

管理人员可以将不同的楼体作为“物联网”技术应用

的信息采集站，借助技术的运用实时动态地将信息传

输至管理服务平台，并在平台处对信息进行处理和分

析，以此为智慧园区的建设提供系统化的数据应用服

务。在未来随着智慧园区的建设以及物联网等信息化

技术的发展，该技术会成为“智慧”社会发展中的重

要核心，可以帮助管理人员进行“智慧化”的管理和

控制。因此从一定层面上来看，将物联网技术运用在

智慧园区的建设中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需求，也是推进

智慧城市建设的必然趋势。

3 停车场系统中物联网技术的应用分析

3.1 问题分析

现阶段我国很多园区中的停车场会用读写器或者

人工的形式进行费用的计算和结清。但是却很少有园

区会使用到物联网，以至于智能化质量和水平较差。

此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存在问题：第一，资源整合能

力较差。其具体体现在协调管理质量不达标，以至于

停车场成为信息孤岛，且无法发挥技术优势，难以使

停车场的运行更加智能化。第二，统筹管理难度较大。

是指园区设计中过于关注停车场停车需要，以至于忽

略了停车场中区域管理的控制，经常会出现设施与停

车情况不符的状况。此外由于管理方面存在很多的不

足，很多停车场会出现资源浪费，难以科学有效的管控。

第三，部分停车场系统没有进行物联网技术的应用，以

至于信息收集花费时间较长，且在管理方面缺乏标准。

3.2 结合物联网技术的智慧园区停车场系统

规划设计

物联网技术的使用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首先将

停车场子系统与系统化管理平台相连接，这样用户和

管理人员便可以利用手机软件对停车场情况进行管理，

并熟知停车场内部状况。此外该平台构建中会结合 GPS

定位坐标的形式对停车位置进行体现，并为园区人员

停车提供位置以及最佳线路推荐。与此同时，在停车

高峰期系统还会为管理人员与车主提供线路规划信息，

并自动将数据传送至车辆管理中心，以此方便业主出

行。在技术应用过程中，物联网智慧园区停车系统的

设计主要包括管理、车位检测与出入口管理几个子系

统。此系统被安装在管理区域内并运用物联网技术将

停车场系统与对讲系统等进行连接，进而实现智慧园

区构建的目的。

3.3 停车诱导系统规划

要想实时了解停车场等其他区域的信息，为园区

用户提供最为合理、科学的路径，便需要管理人员加

强对系统规划与设计的关注，并运用物联网技术使系

统可以完成信息收集、归纳、运输等功能。在系统建

设的过程中，需要按照以下步骤进行：做好区域调研、

了解停车场内部的车辆数量、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区域

划分并制定相应的规划策略。

诱导系统服务应该满足层次划分需要。在诱导方

式选择时，要进行分层规划，并科学运用“物联网”

技术进行未知区域的定位，将诱导信息以更加简便的形

式上传给园区的用户，进而防止停车管理与实际情况出

现不符。此外，智慧园区的建设需要从园区内部、小区

以及停车场情况等三个角度进行针对性的分层诱导。

4 智慧园区中物联网技术运用下的系统平台

构建

4.1 基础模块设计

第一，运营环境，是指平台架构构建环境，可以

为管理系统的运行提供检索、数据存储等功能，管理

人员也能够借助平台与其他外部系统建立联系。第二，

驱动库，是系统运行中实现智能化、信息化的关键，

是平台设计过程中最为核心的一点，能够有效地进行

数据管理以及程序下载、删除等功能。第三，信息库，

可以为管理目标提供信息管理等功能，例如设施数据、

位置信息等，此外管理人员也能够更加便捷地对数据

进行使用和调取，降低服务和管理难度。第四，模型库，

有助于帮助管理人员对停车场管理库、信息数据库、

智能化系统等进行模型的搭建，以此利用建模为智慧

园区的建设奠定良好的基础。

4.2 平台功能模块

第一，智慧园区的门户设计。在设计过程中需要

充分考虑系统运用的便捷性。使用户可以点击门户入

口，更加便捷地进入智慧园区管理中，并通过检索功

能进入到门户中，进而更加直观地了解园区用户管理

以及物业消息，而有需要的其他访客也可以运用手机

客户端进入到系统平台中。第二，门户功能需要涉及

以下方面：要求园区门户中的使用人员应该与管理人

员进行系统关联，且进入平台中的用户需要通过身份

验证，以此为物联网技术的运用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

此外，虽然有物联网技术的帮助，物业管理人员也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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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定期进行维护和管理，进而提升服务管理水平。

4.3 将物联网技术应用于信息管理

物联网技术的使用可以帮助用户对信息进行订阅

和管理。首先，有利于管理人员以及无业人员进行基

础设施故障信息的收集，并及时采取针对性的措施。

其次，管理人员会对园区进行动态信息监督和管理，

并将异常信息与报警系统相关联，使园区内部用户以

及管理人员可以及时地掌握园区内部预警信息。最后，

园区内部的用户可及时了解班车信息以及实时位置，

降低此过程中的时间花费。与此同时，用户能够在平

台上了解所有的代办信息，且所有的工作代办事项以

及园区内部信息都会上传至用户个人信息管理中心，

并为用户提供远程管控服务。 

4.4 实现智能应用服务

物联网技术的使用可以进一步提升园区内部管理

服务的质量，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1）智能会议

应用：用户需要在会议室使用之前进行申请，且此方

面的数据会直接存储至主系统中，方便用户进行工作

协调；（2）设备远程控制：是指园区内部的用户可以

运用物联网技术以及其他技术对园区设施信息进行了

解，而管理人员也可以进行远程的操控和管理；（3）

信息接收与管理服务：用户通过输入一卡通信息接收

门禁以及消费信息；（4）消防管理：是指管理人员可

集约化地进行管理，并实时地了解消防调度、预案制

定等相关信息。

4.5 运用技术提升综合信息管理服务

信息管理是指管理人员可运用物联网技术对信息

进行归纳分类和处理，并科学、合理地进行信息的添

加或删除。且此过程中的图文上传也可以智能化地进

行管理并对信息订阅情况进行科学的管控。此外，图

像分析服务也是综合信息管理服务中非常重要的一项

工作，其主要内容如表 1所示。

5 物联网技术支持下的基础设施数据接入

5.1 模块接入

园区内部基础设施与数据之间的联系主要是通过

物联网技术的应用实现，设计人员会将技术管理系统

与智能化系统进行数据联系：一方面，将园区内部的

智能化管理系统与主控制平台的感知层进行关联，进

而利用平台的搭建为智慧园区建设提供数据支持。此

外感知层模块会与接入层进行关联，以此加强数据和

信息的运用。另一方面，智慧园区的系统建设会运用

模块线路连接的形式加强服务器与客户端之间的联系，

进而实现模块之间的横向与纵向关联。

5.2 接入平台应用层

智慧园区的建设主要是以物联网平台的搭建为核

心，进而提升园区的业务管理质量，以此实现联动协

调管理的目的。此外，平台的应用层是由服务器与控

制系统连接而成，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实现园区与管

理网络之间的连接。而在硬件设计方面，物联网技术

的运用有利于增强系统的数据存储能力，使管理人员

较为简单地对照明等相关情况进行控制。

综上所述，信息技术时代背景下，园区建设需要

有效地运用物联网技术才能够实现一体化管理和智慧

构建。此外，园区建设作为系统化工程，技术的运用

可以使管理人员更加便捷地获取相关数据与信息，进

而降低管理成本，为实现绿色、智能园区创造良好的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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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图像分析服务

模块设计 内容分析 场景规划

物品遗失 对物品遗失进行测试 电力设备

物品状态异常 检测物品移动状况 展览厅

人群聚集 检测特殊领域内人群聚集 主要出入口

人群骚乱 检测是否有人员在园区内部斗殴、吵架 园区公共区域

车速异常检测 检测园区内部车辆行驶速度是否出现异常状况 园区车辆运行道路

检测异常信号检测 观察监控信号或画面是否存在遮挡、不清晰等状况 重点园区区域

车辆逆行 检测车辆运行状况 交通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