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本文档版权归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有限公司所有，并保留所有权利。 

通 力 互 联 智 慧 社 区 公 共 安 全  

解 决 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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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定位于以大数据、智能终端、区块链、人工智能技术为基础、以移动互联网为支撑的创

新社区公共运营解决方案供应商，于2016年开始从事全国创新社区公共安全的运营。

提供智慧社区全方位解决方案。 
 

      公司团队有超过十年的公共安全集成经验，对公共安全行业理解深刻，核心成员参与并实施了

包括奥运会、大运会、世博会等国内重大公共安全系统集成项目，经验丰富。 

 

      2016年10月10日至11日，全国社区治安综合治理创新工作会议在江西南昌举行，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中央政委书记、中央综治委主任孟建柱出席会议并讲话。在会上，本公司打造的创新社

会治理模式被列为全国的三个案例之一，并在2016年10月12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进行头条

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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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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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覆盖情况 
智慧门禁系统分布情况 

WIFI探针 

人证核录 

静态车辆 

出租房管理系统 

序号 区域 房屋数 居民数 门禁数 

1 昌平区 10927 192987 587 

2 海淀区 25684 69699 1970 

3 顺义区 4360 71407 548 

4 丰台区 22090 58107 524 

5 大兴区 7809 7603 303 

6 东城区 5891 15792 116 

7 西城区 4945 14718 113 

8 石景山区 2612 14675 142 

9 通州区 2931 13649 291 

10 朝阳区 4864 3684 263 

  总计 92113 462321 4857 

电子围栏 

小区视频 

社区消防 

。。。 

智慧平安社区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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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和平台应用场景及辐射区域 全国样例 

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出租屋智能门禁分项

建设-覆盖13251栋的出租屋） 

湖北省武汉市（扫二维

码管人,用手机APP看门,

特殊巡逻队通过电视机

顶盒创建“五无”社区） 

湖南省（引进智慧门禁，建设智慧社区） 

贵州省贵阳市（优化小区服务保障小
区安全提升小区品质） 

广东省深圳市（街道、政法委网格办综合治理信息平台） 

浙江省杭州市（移动互联普及区域，互联网+电子政务） 

新疆乌鲁木齐市（重点反恐区域，涉疆反恐预案标准） 
重庆市（公安技防，门禁监控技防标准） 

四川省、贵州省(城市全覆盖，实有人口服务管理)  

吉林     山西    陕西 

山东     河南    云南 

广西 

2017年度门禁系统已在16个省市完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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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构成 

物业信息登记平台  社区信息综合查询平台 

 多样化的智能终端 

 三个手机端管理软件 

 三个管理服务平台 
智慧门禁 人证核录 

Wifi探针 

车辆道闸 

。。。 

实有人口服务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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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价值-解决社区治理8大痛点 

基础数据采集困难，工作量大 
 

群众不配合不理解，数据真实性无法保障 
 

数据不鲜活，数据无法自动更新 
 

流动人口管理和重点人员管控、帮扶难以
及时掌握 
 

动态信息掌握不全面（车、访客、人、房、
人流量、出租房） 

实有人口数量 
底数不清 
情况不明 

重点人员 
控制不住 
管的不好 

社区综合治理 
缺少的有效的 
数据支撑 

社区治安防控 
力量不足 

小区案件频发 
发生事故无法溯源 

安全防范信息 
无法畅通送达 

人口流动情况 
无法获知 

房屋性质 
无法及时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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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一套实有人口管理机制，解放了基层 

      社区公共安全系统实现了人员入住登记、身份采集、人脸采集、开门授权、身份绑定的操

作流程，解决了实有人口、房屋数据采集的问题。 

       结合人的进出活动轨迹，通过数据研判、核实，实现人、房信息的动态管理。做到人、房

基本数据的底数清、情况明。实现了实有人口、房屋数据的动态采集和动态管理。 

 



©2018 本文档版权归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有限公司所有，并保留所有权利。 8 

精彩案例呈现-1 

   2018年9月9日，太平桥派出所接到
河北警方消息，有一名在逃人员李某
暂住在太平桥西里社区，不知道他是
否潜逃回京，希望北京警方帮助协查。
民警随即将李某的门禁卡设置了预警
提示。 
 

安 全 

17年10月，9号楼业主自行车在楼道内丢失。找
到社区，通过视频监控，查找到偷车人，是自己
家的邻居。业主认为，没多少钱，别伤害了邻里
和气，就没有报警。但是业主对门禁和民警非常
感谢，至少让他知道了真相 

   中午11时许，太平桥西里社区的
警务室内，系统出现报警！民警立
即赶往目标楼门，将李某抓获。 
 
 

揪出传销窝点，通过门禁系统的出入
记录，捣毁了一个传销窝点，当场将
30多个传销人员抓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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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案例呈现-2 

社区矛盾及时调节 

1 

违规停车，社区一键查询业主详情及时调

节社区矛盾。社区通知全方位，大事小情

民做主 

重点帮扶人员救助 

2 

92岁空巢老人3天未出门平台预警，社区

工作人员及时上门救助针对社区重点帮扶

人员定制化服务 

重点人群定制化服务 

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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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和解决方案优势1--多样式开门 

 防复制门禁卡开门 

 手机远程呼叫开门 

 身份证件开门 

 人脸识别开门 

 手机软件开门 

 平台远程控制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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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和解决方案优势2—人脸抓拍 

楼栋出入口24小时人脸抓拍 

     社区公共安全系统实现了楼栋出入口24小时人脸抓拍，在终端上提出最有效的人员、
位置、时间证据上传后台，帮助人式快速完成录像证据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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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和解决方案优势3-视频录像 

摄 像 

    基于门禁端热感录像 

拍摄动态影像，弥补社区

监控点位，减少拍摄盲区 

楼栋出入口24小时监控录像 

     实现了楼栋出入口24小时监控录像，可预防、可追查，提升居民安全感，增
加案件破案证据。录像采取本地存储，降低数据传输量和减少后台存储空间占用。
录像分段存储，易于远程调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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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和解决方案优势4—自动预警 



©2018 本文档版权归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有限公司所有，并保留所有权利。 14 

社区服务综合平台详情介绍-1 

1、开门功能授权： 

（1）门禁卡授权：根据基础信息采集审核情况，为居民授权发放门禁卡 

                             ★防复制，复制后本卡、副卡全部锁定，无法正常开门； 

                             ★出租房根据租房协议实现协议期授权，到期后自动锁定，无法正常开门。重新备案租房协议后开通。 

（2）手机授权：根据基础信息采集审核情况，为居民手机进行开门授权。出租房也为协议期授权。 

（3）临时访客授权：通过智慧社区APP自动生成临时访客密码并发送至访客手机，访客在智能信息终端输入密码开门。 

                             ★密码有一定的时间限制，过期作废。 

2、人口信息查询：基于社区及物业管理的人口相关信息查询。 

3、人房关联查询： 基于社区及物业管理的人房关联信息查询。 

4、数据报表统计：基于社区及物业管理的数据报表统计。 

5、信息推送：点对点推送社区、物业相关催费、活动等信息。 

6、通知公告发布：各类通知公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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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开门  通知公告 互动交流  

登陆后实现手机开门， 
访客临时密码授权。 

公安部门、社区、物 
业相关通知公告接收 

居民之间、居民与社 
区民警之间、居民与 
物业之间互动交流。 

15 

社管通APP详情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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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了解更多商机或解决方案，请扫描下方二维码 

官方客服电话：400-968-6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