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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办公建筑可以将楼宇的各个部分连接成一个统

一的、动态的、有活力的智能建筑平台。

这些系统通过物联网（IoT）和相关联的传感器设备

收集数据。这些数据进而被专门的软件直接分析，

减少人工参与判断，并通过相关的分析结果大幅加

快判断并解决常见的物业问题。由于这些问题比以

往更及时解决，因此，业主和用户的满意度得到了

很大提高。它们同时也帮助有效地降低风险并提高

与物业相关的成本效率。

进一步而言，真正的认知型或智能办公建筑可以无

缝地将一栋写字楼的各个部分连接成一个紧密的、

动态的、具有实用性的智能建筑平台。

真正的智能办公建筑在中国才刚刚崭露头角，接下

来还会有更多智能办公建筑涌现。

本质上，真正的智能楼宇是能够自主集成物联网软

硬件，进而系统行学习用户行为的建筑。

真正的智能办公建筑将能够在多个方面增值，为国

内的业主和租户带来收益，其中最为关键的六个属

性包括：

██ ██ 降低成本；

██ ██ 提高用户工作效率；

██ ██ 增强环境可持续性；

██ ██ 吸引并留住人才；

██ ██ 提升健康和幸福感；

██ ██ 提升品牌形象。

办公场所的健康和安全是提升员工幸福感的重要组

成部分。智能楼宇技术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提供帮助：

██ ██ 利用热扫描仪，快速识别身体不适的用户和█

█ 访客，并在他们即将进入写字楼时，进行隔█

█ 离。

██ ██ 引入智能清洁系统，对整个楼宇中，被频繁█

█ 使用的区域和表面进行更有效、更清洁的清█

█ 洗工作。

██ ██ 自动化中央空调系统更换空气过滤器的常规█

█ 操作。

██ ██ 优化中央空调系统的消毒和冲销功能操作。

██ ██ 确保在任何时间，整个写字楼内的气流是正█

█ 常流通的，这也是预防楼宇内部病毒交叉感█

█ 染的关键因素。

██ ██ 确保写字楼密封性和空气压力设备的正确利█

█ 用，谨防病毒渗透和传播。

██ ██ 改造和采用智能无接触技术和设备。

摘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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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其他智能办公建筑的健康和安全技术，如紫

外线消毒，一旦全面发展，也将被纳入到智能楼宇

中去。

最后，鉴于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乃至全世界带来的

冲击和影响，未来更多业主会积极开发 / 收购智能

办公建筑。健康和安全技术会是推动楼宇智能化的

一个巨大激励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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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在中国的爆发是一次空前的事件。它的
影响遍及全国各地，广泛影响了社会、经济和房
地产市场。

我们预计新冠肺炎疫情将在多个维度影响中国
商业地产市场。本报告将关注智能办公建筑，鉴
于近期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我们探讨了中国的
这些建筑如何变得更智能，以改善用户和访客的
健康和安全。在这份报告中，我们特别关注 :

██ ██ 什么是智能办公建筑；

██ ██ 智能办公建筑有何功能；

██ ██ 智能办公建筑现今的控制系统；

██ ██ 智能办公建筑的六个增值点；

██ ██ 智能办公建筑的用户幸福感；

██ ██ 善用智能科技，改善办公建筑用户和访█

█ 客的健康和安全；

██ ██ 智能办公建筑在中国的发展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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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减轻对环境可持续性的负面影响；

██ ██ 更好地吸引和留住用户。

真正智能的办公建筑在中国大陆才刚刚崭露头
角。我们预计，接下来还会有更多智能办公建筑
涌现。本质上，真正智能的办公建筑是能够自动
集成物联网软件和硬件，进而系统性地学习用户
行为的建筑物。

在过去，全球各地的写字楼业主们选择，安装并
运行独立的照明设备，安防系统，暖气设备，通风
和空调系统。然而，现如今，全球各地的写字楼业
主们着眼未来，考虑：

██ ██ 写字楼的运营目标；

██ ██ 写字楼的经济可行性；

██ ██ 写字楼对环境的影响。

为实现这些目标，智能办公建筑逐渐风靡全球。
但是，这些智能办公建筑并非只是为了提供舒适，
明亮和安全的环境，它们还需要将整栋建筑的不
同部分整合到一个统一的，动态的，且实用的建
筑平台中。该平台不仅可以让业主和运营方有效
地实现其物业的各项目标，而且也能够让该智能
办公建筑：

██ ██ 降低水和能源消耗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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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智能办公建筑的基本功能
———————————————————————
资料来源：Acuity█Brands，戴德梁行研究部

就基本面而言，智能建筑传递的是便利的物业服
务，包括企业增值服务，能源和运营服务，提高舒
适度与生产力的服务，空间改造能力以及互联基
础设施服务。这些服务让用户能够以最低的成本
提升生产力，同时在建筑的整个生命周期内产生
最小的负面环境影响（图 1）。

尤其是，这些便利的写字楼物业服务包括：

██ ██ 充足的照明；

██ ██ 舒适的温度；

██ ██ 令人满意的空气质量；

██ ██ 恰当的安防措施；

██ ██ 合格的环境卫生，等等……

一栋建筑若要成为智能办公建筑，需要在建筑设
计阶段或在建筑生命中期进行翻新时，增加智能
技术，具体体现在，在建筑的有效生命周期内进
行信息技术（IT）或更具体的物联网（IoT）技术升
级。此项技术可使包括硬件和软件在内的各类建
筑子系统连接起来，而这些子系统通常是独立运
行的。连接之后，这些子系统便可以共享信息和
数据，从而实现主动的建筑管理，提升建筑的整
体性能。

企业附加值

能源与运营互联基础设施
——室内与室外

舒适与生产力空间适应能力与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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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办公建筑在技术的加持下能够将建筑结构
与其功能联系起来，产生实用的信息和有效的结
果。智能办公建筑可通过以下方式实现这一目标：

██ ██ 连接建筑的各个硬件和软件控制系统；

██ ██ 通过技术连接用户；

██ ██ 降低成本；

██ ██ 实现环境可持续性发展；

██ ██ 迈向智能的未来。

通过实现这些连接目标，智能办公建筑能够带来
多项资产管理方面的增值效益，包括：

██ ██ 优化预测性的维护；

██ ██ 提升节能水平；

██ ██ 实时设备，机器和装备的检修和更换；

██ ██ 提高项目的整洁度，以及；

██ ██ 提出重新设计和整修空间的建议（图█2）。

图 2: 
智能办公建筑提供的五大资产管理增值效益
———————————————————————
资料来源：The█Agility█Effect，戴德梁行研究部

利用嵌入基础设施内的传感器和在智
能建筑中收集到的数据，服务部门可
以大幅改善建筑管理的质量。重点突
出空间管理和节能方面的五大优势。

预防性管理

传感器可以评估建筑物的技术性能，并
在设备发生故障时启动维保程序，甚至
在警报发生前就可启动。█

1 

节能

分析传感器发出的数据，调整温度和照
明。

2 

实时设备更换

监视设备可对智能楼宇生命周期进行更
有效的管理。因此，当维护成本过于昂
贵或设备达到制造商设定的使用寿命期
限时，设备就会被更换。

3 

优化现场保洁

传感器可优化保洁工作。设施管理员可根
据传感器收集到的数据，指派保洁员到
已用的具体空间，进行相应的保洁工作。█

4 

重新设计空间

传感器可确定建筑物内过度使用和未被
充分利用的区域。并据此提出重新设计
和优化空间的建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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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建筑包含了许多设备，复杂的控制系统以及
各种用于提高用户的工作效率，安全性和舒适度
的平台。许多这类系统都涉及设备间的交互，但
由于数据本身的广泛性及通信过程的专有性，
在多数情况下，数据和信息仅沿特定方向流动。
事实上，根据IBM█Research█＆█Watson█IoT█的调
查，今天建筑产生的数据中，有90%█是“暗数据”
，也就是从未得到过利用的数据（图3）。

但是，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真正的智能楼宇必
须要能够做到：同一个建筑中的所有设施和系
统都能彼此影响并相互联系（图4）。

图 3: 
大数据的“暗性”
—————————————————————————
资料来源：IBM█Research█&█Watson█IoT，戴德梁行研究部

已利用的数据

暗数据

90%从未得到利用的传感
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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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智能楼宇中的系统互联
———————————————————————
资料来源：allthingsfirst.net，戴德梁行研究部

水资源
智能仪表、用量和流量感应

全天候监测
窃贼警报、停车位使用

感应开关
灯光开关、出口指示等

采暖通风与空调
风扇、变风量、空气质量

视频监控
摄像机

火灾
功能检查、检测服务

准入 & 安保
持证进入、监控、一体化、大门

电梯
维护、性能

能源
智能仪表、响应需求

制冷设备的优化就是一个例子。通过收集天气及气

候数据信息，制冷设备可以提高运营效率。另外一

个例子是，利用建筑安全系统数据关闭没有用户使

用的区域的灯光及制冷 /█取暖系统。

当数据信息在互连设备和系统之间不受限制地流动

时，照明、空调、安保和其他系统的运行效率要高

很多。其结果是建筑不仅更安全，更舒适（从而为

拥有更强满足感的用户提供帮助他们尽可能提高生

产力的条件），而且，运营成本一般也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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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信营销

消费者洞察
分析

电子邮件
营销

手机/
社交互动

优惠券管理顾客细分

顾客忠诚度

电子账单营销

零售综合
营销方案

智能办公建筑的六个增值点6

在未来，真正智能的办公建筑可以通过六个增值
点为业主和租户带来收益，这六个增值点是：

██ ██ 降低成本；

██ ██ 提高用户的工作效率；

██ ██ 增强环境的可持续性；

██ ██ 吸引并留住人才；

██ ██ 提升健康和幸福感，以及；

██ ██ 改善品牌形象。

9



智能办公建筑能够自动调节室内的舒适度，进而
提高用户的健康和幸福感。一般来说，一栋全天
候都能向用户提供舒适环境的办公建筑能够极
大地激发用户的生产力。在这样舒适的办公环境
中，员工打病假的次数可能会大大减少。温度、光线、
室内空气质量、甚至是周围环境的声音均可在任
何时间由智能办公建筑 (█或用户通过智能手机

app)█自动调节，以适应 :

██ ██ 用户本身；

██ ██ 工作性质；

██ ██ 外界环境（图5）。

图 5: 
智能办公建筑中提升办公环境健康与幸福感的四要素
———————————————————————
资料来源：世界绿色建筑委员会，戴德梁行研究部

1. 
室内空气质量和通风
在健康的办公环境中，二氧化碳、挥发性有
机化合物和其它污染物的浓度低，室内通风
良好。

2. 
令 人 舒 适 的
室内温度
在健康的办
公环境中，员
工可以调节
温度范围，使
人感到舒适。

3. 
室内采光和照明
健康的办公环境

具有充足的自然光和
可自动调节的照明系统。

4. 
室内噪音分贝

健康的办公室采用能
减少声音分贝的室内
装修材料，从而提供
安静的办公环境。

为什么？
在有绿色植被、
通风良好的办公
环境里工作，
员工的认知能力
得分能提高

为什么？
如果办公环境太热，
员工的工作效率会下降
如果太冷，则会下降4%。

为什么？
办公位置靠近
窗户的员工的
睡眠时间会长

为什么？
由于噪音的干扰

员工工作效率会降低

101% 46 分钟

6%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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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场所的健康和安全是提升员工幸福感的重
要组成部分，除了提供最佳室内温度、通风系统、
空气质量和照明之外，智能办公建筑还有可能在
其他方面改善用户和访客的健康和安全。

当考虑病毒疫情爆发时，例如新冠肺炎。一种改
善健康和安全的方法是在用户和访客进入办公
大楼时迅速识别并采取相应的隔离手段。这可以
通过在大楼入口处安装一个热扫描仪来实现，此
类扫描仪可以迅速地识别那些体温非正常的用
户和访客，然后，通过连接热扫描仪读数与大楼
的安全系统，大楼安保工作人员可以迅速隔离这
些身体不适的用户和访客，以确保整体用户的健
康和安全。

除了迅速识别染病的用户，保证办公场所整体健
康和安全的有效手段还包括消灭病毒本身。像很
多病毒一样，新型冠状病毒可以在物体表面停留
一段时间，而这些表面是疾病传播的主要媒介点。

由智能的软件和设备作为支持的智能清洁，在这
种情况下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跟踪传感器可用于
快速识别办公大楼用户或访客的位置，以便更有
效地清洁整个大楼的高频使用区域和物品。

与普通流感一样，空气传播是病毒，如新型冠状

病毒，传播的另一种主要方式。

因为空气传播的关系，在配有中央空调的办公场
所，使用智能办公软件，它可以连接到办公大楼
的中央暖通系统，自动定期更换空气过滤器。此外，
对于那些安装了具有消毒和灭菌能力的中央暖
通空调系统的建筑物，如紫外线、纳米光子和催
化氧化技术，需定期检查空调系统，以确保设施
的顺利运行操作。智能办公大楼软件技术可以连
接到办公大楼的中央暖通系统和整个大楼的传
感器，当系统启用时，团队还要确保整个建筑物
的气流分配，这也是防止办公室内交叉感染的关
键。█

经此一疫，国内写字楼业主迅速认识到办公楼的
气密性和气压的重要性，是缓解新冠病毒空气中
传播的有效预防措施。█为了防止大气颗粒进入
楼宇，利用自动化智能办公室技术，确保办公大
楼大部分地方在任何时间都有一个正压环境。此
外，在办公楼内的特定空间创造负气压环境，如
厕所（因为厕所可能潜藏着病毒和细菌），以便将
空气排出去并远离办公楼里的其他区域（图 6）。

11

善用智能科技，改善办公建
筑用户和访客的健康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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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建筑物中的正负气压█
——————————————————
资料来源：yellowblue，戴德梁行研究部█

正压强

建筑物内气压比外气压强

空气会被压到外部

负压强

当建筑物内气压比外气压弱

外部空气会进来平衡压差

空气流出

空气进入

智能办公楼宇自动化近些年来不断发展。考虑到
办公室用户和访客对病毒的传播有了更多的认
识，这些人群在新冠肺炎爆发后的一段时间内将
不愿意接触办公室物品，如电灯开关、电梯按钮、
门把手、安装在墙上的空调控制器等。鉴于此，我
们预计未来越来越多的办公场所将会安装更多
的智能无触控技术和设备，例如面部识别激活的
自动门、声控电梯、智能手机控制的照明和空调等。

鉴于人们的接触风险，以及该技术尚未有足够的
杀菌能力覆盖写字楼的死角，尽管这一技术仍处
于起步阶段，紫外线消毒技术（集中紫外线杀死
所有可接触表面的病原体和病毒）未来的发展可
期。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灯光的巧妙布置，以及基
础室内办公空间设计的改变都需要推进，从而实
现充分的潜在紫外线照射，提高智能楼宇的健康
和安全水平（图 7）。

12



图 7: 
紫外线技术如何靶向消除病毒和病原体
——————————————————
资料来源：戴德梁行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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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五年中，智能办公建筑的话题在中国引
起了广泛的关注。近年来，相关技术发展迅速。现
如今，大量的智能软件、智能传感器、智能设备、
建筑厂房和机械以及其他建筑系统已经连接到
集中的智能平台上，并在全国各地的许多写字楼
中投入使用。 

根据我们去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受访的中国
写字楼业主认为，未来，中国将涌现更多此类写
字楼（图 8）。

更进一步地说，鉴于新冠肺炎及其对中国乃至全
世界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如果现在发布这份调查
问卷，受访者中认为智能楼宇会成为主流的占比
很可能将更大。健康和安全技术会是推动楼宇智
能化的一个巨大激励因素。

图 8: 
在未来二十年中，您所选择的城市里，智能楼宇是否
将占据主流？
——————————————————
资料来源：戴德梁行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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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办公建筑可以将楼宇的各个部分连接成一
个统一的、动态的、有活力的智能建筑平台。

真正的智能办公建筑在中国才刚刚崭露头角。未
来，将会涌现更多的智能楼宇。本质上，真正的智
能楼宇是能够自主集成物联网软硬件，进而系统
行学习用户行为的建筑。

真正的智能办公建筑将能够在多个方面增值，为
国内的业主和租户带来收益，其中最为关键的六
个属性包括：

██ ██ 降低成本；

██ ██ 提高用户工作效率；

██ ██ 增强环境可持续性；

██ ██ 吸引并留住人才；

██ ██ 提升健康和幸福感；

██ ██ 提升品牌形象。

办公场所的健康和安全是提升员工幸福感的重
要组成部分。智能楼宇技术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提
供帮助：

██ ██ 利用热扫描仪，快速识别身体不适的用户和█

█ 访客，并在他们即将进入写字楼时，进行隔█

█ 离。

██ ██ 引入智能清洁系统，对整个楼宇中，被频繁█

█ 使用的区域和表面进行更有效、更清洁的清█

█ 洗工作。

██ ██ 自动化中央空调系统更换空气过滤器的常规█

█ 操作。

██ ██ 优化中央空调系统的消毒和冲销功能操作。

██ ██ 确保在任何时间，整个写字楼内的气流是正█

█ 常流通的，这也是预防楼宇内部病毒交叉感█

█ 染的关键因素。

██ ██ 确保写字楼密封性和空气压力设备的正确利█

█ 用，谨防病毒渗透和传播。

██ ██ 改造和采用智能无接触技术和设备。

未来，其他智能办公建筑的健康和安全技术，如
紫外线消毒，一旦全面发展，也将被纳入到智能
楼宇中去。

最后，鉴于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乃至全世界带来
的冲击和影响，未来更多业主会积极开发 /收购
智能办公建筑。健康和安全技术会是推动楼宇智
能化的一个巨大激励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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