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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智能化
将人工智能融入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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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智能化

以全新方式看待场所空间
现在，人员、建筑、园区乃至整个城市都能以全
新的不同方式运作。随着人工智能 (AI) 与建筑系
统和物联网 (IoT) 设备整合，我们就有能力进一
步改善住户的体验，提高运营效率，优化空间和
资 产 利 用 率 。 在 最 新 的 IBM 商 业 价 值 研 究院
(IBV) 调研报告“人机交流”中，76% 的首席运营官
表示，提高设施和资产管理的自动化水平将对运
营效率产生积极的影响。1 虽然成本控制措施和灵
活性仍是关键目标，但营造富有吸引力、激动人
心的体验是需要开拓的新疆域。

建筑智能化

3

图1

通过人工智能优化建筑性能
建筑不再只是墙壁、屋顶和砖石结构。
由于人工智能的加入，建筑系统现在能
够自主整合数量激增的物联网设备数据
与住户行为数据，应用学习能力，优化
性能表现，提高环境效率。来自数字设
备、信标和微博的海量信息可以帮助我
们深入洞察建筑基础设施和物理环境的
运行、使用和状况以及天气情况、水资
源和能源的使用情况、住户的体验和满
意度等。
嵌入人工智能和学习功能的物联网和平
台能够开发创新服务，支持与住户开展
互动。这些系统能够通过实现运行自动
化与优化，大幅降低成本。参加 IBV 调
研的高管中，有 70% 表示智能机器可
以提供新型洞察，帮助提高决策水平。2

建筑优化综合生态系统

新服务还可以通过针对客户进行个性化
定制，提高住户的满意度。
建筑优化综合系统充分利用建筑和设
施管理的方方面面（参阅图 1）。这些
类型的系统能够监控空间和水资源的
使用情况，以及能源的使用和分配情
况。从物联网传感器收集的建筑设备
数据按照位置或资产类型进行标记，
并与业务规则关联，从而使监控水平
更上一层楼，可以触发各种算法，不
仅会检测各种状况，还能够预测和响
应异常情况。这些经过优化的建筑技
术生态系统通过预测性维护，可以找
到提高效率控制水平的机会。它们可
以找到根本原因，有针对性地划分各
种措施的优先顺序，妥善分配行动，
通过行动获得收益，以及阻止某些不
合适的行动。仪表板上显示的建议或
者调整措施可以直接发送到物联网设
备以开展具体执行工作。

能源
智能电表、
需求响应
消防
电梯
功能检查、
维修保养、
检测器服务
性能

供水
智能水表、使
用/流量传感

HVAC
风扇、可变风
量，空气质量

24/7 式监控
照明设备
来人感应
状况监控，停 进出控制/安保
车场利用率
凭卡进门、摄像头、
一体化、门禁、楼
层、居住情况
来源： 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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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发现机会

人工智能的进步。

制造工厂优化
20%

39%
资产、设施和能源性能
38%

16%

通过传感器和计量表收集到设备性能信
息之后，应用基准数据库，执行分析，
确定可能的运行改进措施。为了在通过
物联网优化资产的过程中，自动将洞察
融入行动中，许多企业纷纷从使用预测
性分析推进到使用人工智能或学习系统
（参阅图 2）。3

网络化建筑/基础设施
40%
预测性分析
来源：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

6%
认知/人工智能学习

通过利用强大的分析和人工智能，业主
能够显著降低能源消耗量，实现可观的
成本节省目标。例如，通过将有关采暖
或制冷的数据与 Weather Company 的
微地点预测结合起来，HVAC 系统可以
实现能效更高的采暖或制冷功能。
分析功能还可以发现低效的能源使用情
况，从而防止能源浪费。传感器控制的
系统可以监控供水和用水情况。认知维
护系统通过预测资产故障，指导及时干
预，确保关键的建筑设备和资产保持正
常运转。
通过整合认知分析、传感器以及现有建

筑系统，有助于显著改善住户的体验。未
来的工作场所将会变得异常灵活，具备很
强的适应力，而且能够预测住户的需求。
这些工作场所可能包含：
- 支持语音和显示的房间。 “嵌入墙壁”
的人工智能或物联网，能够响应语音命
令和回答问题。
- 建筑请求管理。 通过请求礼宾人员为他
们执行任务，建筑住户可以减少浪费在
非生产性活动方面的时间。
- 资产、工作站和人员位置。 楼层地图引
导住户去往所选的工作站。工作场所传
感器和信标可以检测到住户的位置和可
用的工作站。
- 实时停车数据。 停车场传感器指示车位
可用情况，这样建筑住户就可以轻松找
到可用的车位。
- 社交媒体跟踪。 评估住户的情绪和体验
时，发现住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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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新秩序：会思考、会互动、会学习的建筑
人工智能可从建筑日常运行过程中捕
获数据，实现更高水平的自动化，让
建筑具备思考、互动和学习能力。这
些建筑可以自主监控和预测自身的维
护需求。从锅炉、水泵、冷却装置和
电梯等互联资产中获得的数据，经过
分析并得到丰富后，可以发现设备运
行偏离常规参数等异常情况。可从容
错能力和业务规则中发现潜在的故障
模式，然后自动指示设备采取纠正措
施。建筑能够“记忆”干预措施的结
果，从而提高未来事件的检测准确性
和解决速度。

三个案例

设施管理。ISS A/S 是丹麦的一家设施管
理与办公服务提供商，为 25,000 个客户
建筑提供管理服务，该公司安装了一个可
扩展的平台，用于更好了解人们如何使用
建筑。实施团队在整个建筑中部署了大约
700 个传感器，每个传感器会生成一个数
据流，他们在认知云平台上捕获这些数据
流，然后利用认知算法进行分析。4

不动产管理。 飞机制造公司空客实施
了一种解决方案，它提供一站式综合
视图，帮助全方位了解四个国家中所
有制造设备的使用、成本、状况和维
护相关数据。5
资产管理。 泰瑞达公司部署了设施管
理、维护和资产管理集成解决方案，
用于提供深入洞察，帮助在空间使用
以及资产采购与维护的资本分配方面
做出明智决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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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型建筑带来的五大机遇
1. 通过更为丰富的数据和预测

性分析，创造高效的环境
2. 减少建筑基础设施的运行总

成本
3. 降低能源消耗，减少水资源

浪费
4. 通过资产自我监控，降低维

护成本
5. 重新定义工作环境，预测住

户需求

设想一下：在为您量身设计的建筑中开
展工作。当您身处其中，物联网传感器
会持续监控您的移动轨迹和温度情况。
它可以为您打开或关闭电灯，调节卫生
间的水流，听从您的语音命令。甚至可
以监控您和同事的呼吸，了解二氧化碳
浓度，在必要时调节气流。当建筑检测
到人员离开指定工作场所时，会打开地
下停车场的灯光，使建筑系统进入休息
模式，并检查第二天的天气情况。

现在想象一种定位信标网络，它支持
移动应用了解人员流动情况和使用体
验。该应用以 3D 模式提供综合园区
导航，这样您就可以虚拟游览整个园
区。在移动过程中，您可以查看住户
的 使 用 热 图 ， 并 选择 无人 使 用 的 空
间。选定之后，地图会为您指路。这
个空间了解您的喜好，可以提前为您
准备好合适的环境。数字屏幕和传感
器中的信标会知道您何时到达，并及
时开启媒体订阅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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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开始
建筑智能化需要费些功夫，但是开启
智能建筑之旅无需大笔投资。您可以
逐步将其构建成为强大的生态系统，
实现持续的效益。开始之前，请首先
完成以下步骤：

优化建筑维护工作，提高响应能力。
使用高级算法，提前检测未来的运行
故障。通过预测性分析发现故障，确
定情况、影响和建议。实现自动设备
响应。维护费用占建筑运营成本的百
分比是多少？

整合传感器、设备、数据以及外部数
据源。 融合天气数据、微地点预报以
及高级分析功能，帮助做出更明智的
决策。通过检测泄漏和其他异常情
况，确定并减少水资源的浪费、使用
和成本。您每年浪费的工作场所、能
源和水资源成本的百分比是多少？

主题专家
改善住户工作环境、互动水平和体
验。 通过传感器和信标设备，实施
3D 模式的工作站和工作场所可用性
应用。帮助住户更快找到无人使用的
空间，减少空间使用不足的情况。使
空间智能满足住户的需求和情绪。您
的建筑有多先进？能否吸引千禧一
代？
在设法创建由物联网支持的优化建筑
网络时，请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1.

我在哪些领域可以快速获得最多
的投资回报？

2.

在哪里可以发现降低运营成本和
提升工作场所体验的机遇？

3.

我的建筑中是否存在可以自主运
营和管理的情况？

Mark Peterson
物联网领域建筑与资产优化副总
裁、合伙人兼全球负责人
mpeterso@us.ibm.com
linkedin.com/in/mrkptrsn
Nina Desrocher
建筑与资产优化合伙人
Nina.Desrocher@ibm.com
linkedin.com/in/ninajdesrocher

关于专家洞察@IBV 报告
专家洞察代表了思想领袖对具有新
闻价值的业务和相关技术话题所发
表的观点和见解。这些洞察是根据
与全球主要的主题专家的对话总结
得出。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
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
iibv@us.ib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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