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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大厦彩用机器人、人工智能和物联网技术 
 

我们的企业使命是通过信息和通信技术提高生活质量。我们致力于利用创新和技

术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并提供可持续性、效率和安全性；因此，我们继续大

量投资于自主系统和物联网应用的研究和开发。 

 

使产品以人为中心是我们的中心任务。除了将人与人联系起来，我们还努力将平

凡的事物自动化，以释放人类精神，完成真正需要人类关注、互动和创造力的任

务。 

 

在本文中，我们将介绍的 12种最新智能大厦解决方案，旨在实现上述任务： 

 

 智能显示系统（SDS） 

 

 综合控制系统 

 

 家庭能源消耗信息系统（HECIS） 

 

 自主看护机器人 

 

 用水信息系统（WCIS） 

 

 智能访客面板（SVP） 

 

 废物管理信息系统（WMIS） 

 

 智能访客登记系统 

 

 家庭健康信息系统（HHWIS） 

 

 智能俱乐部会所管理系统 

 

 建筑管理系统（BMS） 

 

 智能钥匙移动应用程序（S-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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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显示屏 (SDS) 
 

 
 

 用于 HECIS、WMIS、HHWIS、WCIS和 BMS的硬件平台独立图形用户界面（GUI） 

 使用脚本语言进行定制，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将动态图形应用于不同的屏幕分辨率和媒体 

 iOS和 Android移动平台应用程序 

 其他计算平台的Web套件应用程序 

 使用脚本语言为智能显示器定制的动态图形和图表功能 

 智能显示屏上的实时、每日、每月和每年信息仪表盘，如 iPad、智能镜子和视频门电话

等。 

 超过预设信息级别时设置警报级别 

 自动计算关键参数，如碳足迹、能源账单、生活垃圾数据等，并以图形方式显示结果 

 显示和集成其他建筑系统，如视频门电话、电梯控制、闭路电视摄像机等 

 数据库连接器连接到 HECI、WMIS、HHWIS、WCIS和 B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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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显示系统的主要目标是为智能大厦中的各种显示系统提供独立于硬件的图形

用户界面。根据建筑物的数据隔离政策，智能显示系统应提供内置的图形渲染库

和数据库连接，以连接到建筑物内各个位置（如 HECI、WMIS、HHWIS、WCIS

和 BMS）存储的数据表 

 

 
 

 

 

完整的 SDS包括家用智能显示器（壁挂式 iPad、智能镜子或基于 Android的视

频门电话）、电梯显示器、主入口大厅显示器和俱乐部会所显示器的演示图形应

用，包括所有必要的电源和网络连接。 

智能镜子可以用作智能大厦、公共区域或公寓单元内的任何

位置的智能显示器 

 

将智能显示系统（SDS）与平板内的可视门电话集成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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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SDS 应用程序可以在 iOS设备上运行，开发者可以选

择将 iPad上的 SDS 与高端产品中的豪华壁挂式充电器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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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能源消耗信息系统（HECIS） 

 

 与电、气、水仪表接口（可选），以收集实时消耗数据 

 使用脚本语言为智能显示器定制的动态图形功能 

 智能显示屏上的实时、每日、每月和每年能源信息仪表盘，如 iPad、智能镜子和视频门

电话等。 

 一目了然地以货币形式显示消费 

 超过预设消耗水平时设置警报水平 

 自动计算碳足迹并以图形方式显示结果 

 与基线和社区其他家庭的比较 

 基于消费实时数据和历史的机器学习，提供节能和节水建议。 

 

    GPIO2、我们的嵌入式平台服务和云/内部部署服务器一起构成了我们物联网解

决方案的基础。GPIO2 配有许多数字输入和输出端口，用于连接外部商用或工业

级传感器，以便将数据输入物联网解决方案。它还可以作为网关，使用各种智能

仪表通信协议（如 Modbus 等）从其他物联网客户机接收数据。可以将数据整合

到本地内存中，以进行边缘计算和数据隔离，或者根据需要与云/本地服务器同步

以提供数据分析解决方案。 

 

首页介面多功能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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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IO2提供充足的本地存储和边缘计算能力，用于临时存储本地化数据子集，并

作为非易失性存储器，用于直接在 GPIO2上执行本地控制和自动化策略。这种

边缘计算能力在关键时间响应时间和独立操作（云或互联网上行暂时不可用）时

至关重要。 

 

GPIO2上收集的数据可以通过嵌入式平台服务（也提供库功能、远程管理、文件

系统、网络服务、时间服务和备份功能）选择性地同步到专用云。用于数据处理

和分析的项目特定后端，以及表示层 UI，可以使用脚本计算机语言逐个项目开

发。 

 

完整的端到端 HECIS配有电源和与建筑主干网的网络连接。该系统包括香港和

中国燃气有限公司（HKCG）提供的计量站和燃气表的智能电表和 TTL接口。 

此耗电函数显示当月的总耗电量及其对应的碳排放值。通过从下拉框中选择，可以显示过去 12 个月的每

个月的数据。您还可以通过选择工具图标来设置过度消耗的警报级别。 

 

此耗电函数显示当月的总耗电量及其对应的碳排放值。通过从下拉框中选择，可以显示过去 12 个月的每

个月的数据。您还可以通过选择工具图标来设置过度消耗的警报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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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联网互联 
 

我们所有的解决方案都是使用这种物联网

架构从一开始就设计的。我们的物联网解

决方案由三层技术组成-云后端（或运行在

本地服务器上的本地后端）、嵌入式平台

服务和边缘计算设备，完全定制以提供特

定业务解决方案的端到端开发。 

物联网解决方案需要在许多物理设备和解

决方案后端之间进行安全的双向通信。例

如，解决方案可能使用自动化的预测性分

析来发现从设备到云事件流的洞察。 

 

 

下图显示了典型物联网解决方案

架构的关键元素。该图不确定具

体的实现细节，例如所使用的云服务、部署的设备以及运行该解决方案的操作系

统。在这种体系结构中，物联网设备收集发送到云网关的数据。云网关使数据可

供其他后端服务处理。这些后端服务可以将数据传递到： 

 

 其他业务线应用程序（如酒店客房控制、物业经理的设施监控或智能家居/建筑应用程序

等） 

 使用机器学习（家庭能源消耗信息系统等）的其他预测分析 

 通过仪表板应用程序或其他演示设备或软件（如家庭健康和健康信息系统或废物管理信

息系统等）进行人工操作。 

 

 

 

用水量信息系统 
 

作为 Carrot智能建筑解决方案的一部分，WCIS是一个独立的自动抄表分站，用

于从供水部门（WSD）提供的智能水表收集用水量数据。 

 

HECIS 和 HHWIS 典型住宅单元的设备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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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CIS由一个或多个 AMR分站组成，这些分站通过高速局域网主干网连接在一

起。每个 AMR分站支持多达 250个智能水表，配备电源，包括电池充电器和备

用电池单元，以便在主电源中断期间不间断运行。每台智能水表均配有水表接口

单元（均由 WSD提供），能够对水表的消耗数据进行计数和存储，以便 DCU按

预设间隔在 AMR分站中检索。 

 

整个 AMR分站组件由可靠的可编程逻辑控制器管理，该控制器处理分站的报警

状态发送，并提供通信自愈功能。 

 

WCIS收集的所有计量数据通过宽带或 3G无线上行链路通过互联网安全上传到

WSD云中的主站。最后，智能建筑中的居民将能够通过直接登录到他们的 WSD

帐户来访问他们的私人用水量数据 

 

WCIS应提供高效、准确和可靠的自动抄表能力，以实现以下智能建筑和智能城

市目标： 

 

1 减少人工和抄表过程中的误差 

2 及时分析信息，缓解用水量异常（检测客户经营范围内的漏水情况） 

3 服务规划管理数据分析 

4 及时、频繁更新用水量数据，加强客户服务 

5及时掌握用水量数据，提高节水意识 

 

设备配置为典型的 WCIS 安装在新开发的公共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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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IO2 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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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物管理信息系统 

 与传感器和通信接口集成的智能垃圾箱 

 智能垃圾箱超声波填充水平传感器，指示垃圾填充水平 

 配有自动开启执行机构的智能垃圾箱，采用红外线和运动检测，以改善卫生状况。 

 内置电子称重系统，用于报告一般垃圾和每个回收隔间的内容物重量。 

 垃圾回收报告，汇总每层和每栋建筑回收的家庭百分比 

 使用脚本语言为智能显示器定制的动态图形功能 

 智能显示屏上的实时、每日、每月和每年信息仪表盘，如 iPad、智能镜子和视频门电话

等。 

 根据填充物水平传感器的输入优化垃圾收集计划的效率提高应用程序 

 

 

配置了 GPIO2控制器，并充当网关，使用 IP通信协议从所有定制、按订单建造

的废物收集箱或智能箱接收数据。数据可以整合到 GPIO2的本地内存中，用于

边缘计算和数据隔离，或者根据需要与云/本地服务器同步，用于数据分析解决方

案。 

 

GPIO2提供充足的本地存储和边缘计算能力，用于临时存储本地化数据子集，并

作为非易失性存储器，用于直接在 GPIO2上执行本地控制和自动化策略。这种

边缘计算能力在关键时间响应时间和独立操作（云或互联网上行暂时不可用）时

至关重要。 

 

此垃圾收集信息允许您查看从该楼层收集/回收的各种类型垃圾的当前每月总数。通过选

择每种废物类型(常规、纸张、纸盒、玻璃、塑料和铝)，您可以查看所选类型的逐月收

集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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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IO2上收集的数据通过嵌入式平台服务同步到专用的云/本地服务器，该平台

服务还提供库功能、远程管理、文件系统、网络服务、时间服务和备份功能。用

于数据处理和分析的项目特定后端，以及表示层，可以使用脚本计算机语言逐个

项目开发。 

 

 

 

 

完整的 WMIS包括家用智能显示屏（壁挂式 iPad、智能镜子或基于 Android的视

频门电话）、电梯显示屏、主入口大厅显示屏和俱乐部会所显示屏的演示图形应

用程序。 

 

另外，它还可以根据传感器输入和收集数据的历史模式，提供自动垃圾收集调度

程序，以减少人力，提高收集过程的效率。 

 

 

 

 

 

 

 

 

 

 

此图显示了过去 12 个月中逐月的废物收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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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健康信息系统（HHWIS） 

 

 组合 TVOC、T、RH传感器（多传感器） 

 用于显示动态图形监控和控制参数的仪表板应用程序 

 超过预设水平（默认使用 EPD值）时，设置室内空气质量警报水平。 

 动态趋势历史报告功能 

 过滤风机的可选自动控制，以改善室内空气质量 

HHWIS由一个室内 TVOC、温度和相对湿度多传感器以及相应的应用程序组

成，运行在 GPIO2控制器中。 

  

GPIO2（用于室外应用，用备用电源将其封闭在防风雨外壳中），以及我们的嵌

入式平台服务和云构成了我们物联网解决方案的基础。GPIO2配有许多数字输入

和输出端口，用于连接外部商用或工业级传感器，以便将数据输入物联网解决方

案。它还可以作为网关，使用遥测应用程序（如 Modbus等）的各种通信协议从

其他物联网客户机接收数据。可以将数据整合到本地内存中，以进行边缘计算和

数据隔离，或者根据需要与云/本地服务器同步以提供数据分析解决方案。 

 

家乐屋传感器能感应室内的 TVOC，温度和相对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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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IO2提供充足的本地存储和边缘计算能力，用于临时存储本地化数据子集，并

作为非易失性存储器，用于直接在 GPIO2上执行本地控制和自动化策略。这种

边缘计算能力在关键时间响应时间和独立操作（云或互联网上行暂时不可用）时

至关重要。 

GPIO2上收集的数据可以通过嵌入式平台服务（也提供库功能、远程管理、文件

系统、网络服务、时间服务和备份功能）选择性地同步到专用云/本地服务器。用

于数据处理和分析的项目特定后端，以及表示层 UI，可以使用脚本计算机语言逐

个项目开发。 

或者，通过从 GPIO2执行自动控制功能，该解决方案能够使用传感器输入来控

制执行器和流量设备（例如，阻尼器和风扇），以将测量变量保持在某些设定

点，例如提高 IAQ读数。 

 

完整的端到端 hhwis 配有电源和到建筑主干网的网络连接。 
 

 

 

 

 

该空气质量函数显示当前房间内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空气温度和空气湿度。

三个表盘边缘的红点分别表示温度、TVOC 和湿度。您可以通过在每个刻度盘下选择

相应的工具图标来设置每个测量值的警报级别。每个表盘的表面都会变色，以显示测

量的严重程度。可能的颜色有蓝色(低)、黄色(正常)和红色(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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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管理系统（BMS） 
 

 其他计算平台的Web套件应用程序 

 为建筑物内的各种电气和机械设备提供控制、监控和健康检查。 

 使用 GPIO2作为现场控制器 

 与WMIS集成 

 电子公告板功能和建筑经理通知的管理功能 

 显示提升位置和方向 

 俱乐部会所设施预订系统 

 根据现场传感器的输入优化和通知维护计划的可选效率增强应用程序 

 建筑信息建模（BIM）竣工模型的可选集成，用于设施管理、维护跟踪记录和通过 BIM

模型进行的其他报告。 

 

BMS是一个集成的基于 Web的 GUI应用程序，其主要访问群体是大楼的建筑管

理员。前端可以方便地在各种计算机和移动设备上运行，包括智能显示器。电气

和机械系统通过 GPIO2作为现场控制器进行接口，利用其充足的边缘存储，或

在必要时与云端或其他内部服务器同步数据。 

 

还提供了各种软件应用程序： 

 

1. 用于智能显示器的电子公告板前端和用于建筑经理使用的公告的后端管理功能 

 

 

该公告板功能显示该房地产的所有当前新闻和事件。通过选择任

何条目，您可以阅读更多关于新闻或事件的详细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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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显示实时提升位置和方向的应用程序 

 

 

3.会所设施预订系统前端供住户检查和预订设施，后端程序供会所运营商发布设

施 

 

 

4.基于现场控制器输入的自动维护调度程序 

5.废物收集计划，优化收集时间 

6.闭路电视摄像机观众 

该屏幕显示电梯的当前位置和运行方向 

. 

 

 

 

该设施预订功能允许您为瑜伽室、多功能厅和健身房预订在线时间。请从屏幕顶部的相应标

签中选择您想要预订的设施。然后，选择日期和时间段。输入居民信息和支付方式。最后，

请确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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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端到端 BMS配有电源和到建筑主干网的网络连接。 

 

 

  

通过选择显示的任何闭路电视摄像机位置，您可以从该摄像机观看实时视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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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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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控制系统 

 用于照明、调光、窗帘和其他设备的全屋控制的有线键盘 

 更精致的外观和响应控制 

 您选择的第三方键盘面板 

 允许定制室内设计 

 不同的组合和个性化选项 

 许多饰面和框架材料 

 对于业主更喜欢控制电缆而不是无线电缆的单人房来说是理想的选择。 

 

人体工程学与优雅的结合，功能与形式的平衡，简约与精致的终极，胡萝卜一体

化智能家居的设计将家庭自动化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家乐屋屡获殊荣的团队将家庭自动化业务的专业知识和数十年的生活方式设计行

业经验结合在一起，为您的现代豪华家庭创造一个智能家居。 

首先，在一个位置只需要一个带有雕刻标签的定制设计键盘。不要再把墙上的许

多电灯开关弄得乱七八糟了。 

 

它对用户友好。像使用普通开关一样使用键盘。精心设计的键盘将所有自动控制

功能结合在一台设备上。你可以通过一个面板控制你的灯，窗帘，甚至空调，地

板供暖和除湿器。所有功能都有清晰的标签和逻辑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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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是聪明的部分。您可以为完美的环境创建自己的自定义场景，并自动执行您

的例程。我们的 GPIO2家庭自动化控制器具有防静电和雷击保护功能，支持 iOS

和 Android上的移动应用程序，以及用于控制和管理所有系统功能的基于 Web的

控制界面。 

 

GPIO2配有许多数字输入和输出端口，用于连接有线键盘、外部商用或工业级传

感器，用于将数据输入数据引擎进行分析。此外，GPIO2还可以作为网关，使用

各种通信协议（如 Modbus）接收来自其他设备的数据，用于 VRV空调控制、电

梯控制和室内空气质量/能源/公用设施消耗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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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环境和可持续性 

在家乐屋，我们通过智能生活促进环境和可持续努力。通过使用我们的应用程

序，您可以轻松地安排您的设备和能源使用时间，以适应您的生活方式。 

 

对于空调，您可以使用集成的调度程序和占用传感器来检测和帮助选择最节能的

设置。光水平传感器和占用传感器可以一起使用，以优化在家中使用人工照明。

如果传感器检测到强烈的阳光进入室内，也可以将亮度传感器与电动窗帘一起使

用，以保持室内凉爽。 

 

室内空气质量、动力和公用设施消耗。我们还能够集成智能监控系统，以提高用

户对建筑内消耗的能源和公用事业的认识，或室内空气质量，这正迅速成为衡量

建筑物或室内空间健康的更广泛观察指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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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远程控制，用户可以下载我们的 iOS和 Android应用程序，通过我们的安全

GPIO2家庭自动化控制器连接，并使用他们的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作为远程控制

器。 

对于那些想要壁挂式触摸屏的人，我们提供设计精美的壁挂式触摸屏，可以作为

电源充电器使用。它具有用户可锁定的设计，可以纵向或横向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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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看护机器人 

 自动看护机器人用于在居民塔大厅迎接客人。 

 楼梯和电梯通道被锁定，需要通过认证。 

 通过蓝牙低能耗授权智能手机应用程序访问 

 通过人脸识别授予访问权限 

 将访客与家中居民联系起来的自然语音输入 

 控制入口门和电梯系统 

 

在上，一个自治系统广泛使用了一种称为“同步定位和映射”（简称 SLAM）的技

术，该技术使机器人能够持续构建和更新本地环境的地图，同时跟踪机器人在其

中的位置。 

我们的软件应用程序提供了在这种环境中导航的智能，同时使用面部识别和/或蓝

牙信标技术来识别进入该场所的个人是居民还是访客。在上，通过其与电梯控制

系统的无线连接，可以为住户召唤电梯并允许其进入目的楼层。如果有访客进入

该场所，安安机器人将自动移动以拦截他，并提供将他连接到他希望访问的单

位。访客可以使用车载触摸屏输入设备编号或直接通过语音说出。安安机器人将

使用语音识别来处理命令。经本单位居民确认（通过对讲机），安安机器人将为

来访者呼叫电梯。 

安安机器人还可以监测自身的功率水平，在非高峰时段自动连接电源，以便在高

峰时段保持足够的备用电量。），安安机器人将为来访者呼叫电梯。 

安安机器人还可以监测自身的功率水平，在非高峰时段自动连接电源，以便在高

峰时段保持足够的备用电量。 

 
 

  

附加说明：在这种自主看门人机器人的场景下，开机实际上是以访问控制为

前提的。通过面部识别、携带蓝牙信标、携带带有必要凭证的智能手机或通

过装置内部对讲机的远程控制授予电梯访问权限。电梯内的电梯目的地按钮

被禁用。此外，通往楼梯的门口只允许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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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智能建筑访问控制解决方案，我们将安装一个蓝牙信标，用于主入口门

释放和电梯呼叫。智能访问面板用于在居民和访客之间提供双向视频对讲。这些

呼叫仅通过移动应用程序接收。 

 

大厅里有一个自动看护机器人，用来迎接来访者，将他们与住户联系起来，甚至

欢迎来访者进入俱乐部。 

 

电梯大堂将提供 WiFi，互联网连接将由其他人提供。 

 

电梯呼叫按钮仅由射频卡或信标锁定和访问。楼梯用推杆固定，仅用于从内部退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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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间有两种情况。描述了居民返回该建筑的情况。方便的是，他们可以在

智能手机（远程）或接近射频卡（近场）上使用蓝牙，以进入建筑物。也可

以为无令牌访问添加可选的人脸识别。 

 

描述了访客希望进入该建筑的情况。专为无人电梯大堂设计，无警卫/看守人

员。机器人将自动接近和迎接访客，并提供连接到居民（通过他们的智能手

机应用程序）或远程管理员。当居民或管理员允许进入时，电梯就被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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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访客面板（SVP） 

 无需在每个单元中安装视频门电话 

 住户通过智能手机应用程序接收视频呼叫 

 带镜子饰面和触摸屏的独立访客面板 

 屏幕键盘和语音识别，输入呼叫地址或说“看门人”或“管理”，直接连接到远程位置的物业

管理。 

 无需为内部通信安装建筑主干网；仅在安装位置需要互联网连接。 

 支持 LAN、WiFi或 4G数据连接 

 通话连接-使用语音说出访客想要呼叫的单位 

 为住户开门/为访客呼叫电梯的可选面部识别 

 电梯系统、看守站的可选接口 

 可选的用于访客登记的二维码打印机 

 

SVP是安安机器人的一个固定版本，其主要功能是为进入某个前提的固定入口点

提供访问控制。它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其能够为进入建筑物的居民和访

客提供最方便的用户体验，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或消除仅用于观察入口的人员

驻扎需求。 

 

例如，大楼的居民可以下载一个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当他们经过适当的认证后，

只要他们靠近入口点的蓝牙信标，应用程序就会自动识别居民。网络命令将被发

送来打开入口门，甚至在电梯返回大楼时呼叫电梯。 

 

或者，居民也可以选择使用射频卡或面部识别，站在 SVP前面解锁入口。 

对于进入酒店的游客，他们会停在 SVP前面，通常 SVP会在其时尚的镜面上显

示欢迎信息。当检测到一张脸时，SVP将弹出一个用户界面，提示访客拨打单位

地址或连接到管理办公室。可以使用自然的声音，所以客人只需说 12A，管理

员，管理，接待和系统会自动理解。 

 

或者，他们也可以提供一个注册前的二维码，由住户给他们授权进入，或者他们

可以选择屏幕上的图标作为一个键盘模式，在这个模式下，SVP将工作得与传统

系统非常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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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系统的一个改变游戏规则的方面是，由于居民可以通过智能手机接收对讲机呼

叫，因此无需在每个公寓单元内安装视频门电话单元，从而大大降低了系统成

本。 

 

同时，使用互联网和云而不是构建专用的内部主干网，大大降低了操作此类系统

的拥有成本。基于云的解决方案允许远程诊断、监控和维护，这将进一步降低运

营成本。 

 

 

 

 

 

 

  

使用情况的居民打电话给游客的主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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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访客登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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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会所管理系统 

 自动化设施预订系统（基于Web和应用程序） 

 使用蓝牙释放设备的智能锁 

 客人入住的人工智能迎宾机器人 

 

智能俱乐部会所自主解决方案在上广泛使用了一种称为“同步定位和映射”（简称

SLAM）的技术，该技术使机器人能够持续构建和更新本地环境的地图，同时跟

踪机器人在其中的位置。 

我们的软件应用程序提供在俱乐部会所环境中导航的智能，同时使用面部识别和/

或蓝牙信标技术来识别进入俱乐部会所的个人是居民还是访客。在上，通过无线

连接到安装在各个设施入口处的智能锁，可以让居民进入他预定的设施。如果有

访客进入酒店，安安机器人将自动移动以拦截他，并提供将他连接到现在在俱乐

部会所的住户。然后，居民可以出来陪游客进入设施。安安机器人将使用语音识

别来处理命令。 

安安机器人还可以监测自身的功率水平，在非高峰时段自动连接电源，以便在高

峰时段保持足够的备用电量。 

  

附加说明：在这种自主迎宾机器人场景下，安安机器人最好与俱乐部会所预

订系统和智能锁系统一起使用。两者都可以单独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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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间有两种情况。描述了居民进入俱乐部会所的情况。方便的是，他们可

以在智能手机（远程）或接近射频卡（近场）上使用蓝牙，以进入俱乐部会

所。住户预订的任何设施都可以由机器人释放，如果安装了智能锁，这些设

施的门可以自动解锁。也可以为无令牌访问添加可选的人脸识别。 

 

描述了访客希望进入俱乐部会所的情况。机器人可以帮助迎接客人，将他们

连接到主机，并将客人带到设施。 

 

 



 

www.carrot-home.com 

31 

智能钥匙移动应用程序（S-key） 

 内置移动应用客户端，用于视频门电话到 SVP 

 内置蓝牙信标跟踪器，用于居民身份识别 

 主入口门禁工作 

 与综合电梯控制系统合作 

 与综合停车场栅栏门合作 

 可与自动化设施预订系统集成（基于Web和应用程序） 

 使用智能锁释放使用蓝牙的设备 

 可供居民用于访客预登记（使用二维码） 

 可选紧急警报和电子通知功能 

 

S-key是一个移动应用程序，可以用来替代视频门电话系统。它完全通过互联网

工作，无需为传统视频对讲系统铺设昂贵的主干网。 

S-key也被用作蓝牙信标追踪器，可以通过远程无线连接解锁主入口门、呼叫电

梯或提升车辆安全栅门。 

S-key还提供预订系统、紧急报警、电子通知等增值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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