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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智能建筑指通过将建筑物的结构、系统、服务和管理根据

用户的需求进行最优化组合，从而为用户提供一个高效、舒适、

便利的人性化建筑环境。智能建筑技术基础主要由现代建筑技

术、现代电脑技术现代通讯技术和现代控制技术所组成，是集

现代科学技术之大成的产物。 

从区域上来看，华东、华南、华北地区是中国最重要的建

筑智能化市场，华东地区约占全国智能建筑市场的 1/4。但随

着区域经济发展西移，华中、东北、西南等地区的建筑智能市

场规模也将逐步扩大。 

2017 年 5 月，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建筑业发展“十三五”

规划》指出：在新建建筑和既有建筑改造中推广普及智能化应

用，完善智能化系统运行维护机制，逐步推广智能建筑，为智

能建筑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未来发展空间广阔。 

前海中泰咨询结合了大量一手市场调研数据以及已有的专

业数据库、公开数据信息、合作资源渠道等数据信息资源，深

入客观地对智能建筑行业的基本概况、宏观发展环境、行业发

展状况、细分市场状况、细分建筑领域智能化需求、节能发展

状况、重点企业经营情况、市场发展前景、发展趋势及投资潜

力等重点内容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分析。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依据于国家统计局、国家商务部、海

关总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住建部、工信部、发改

委、中国智能建筑协会、中国建筑企业协会、中国知网、前海

中泰数据库以及国内外重点期刊杂志等渠道的基础信息，数据

详实丰富、准确全面。本研究报告为智能建筑行业相关企业、

销售企业、科研单位、投资企业等准确了解智能建筑行业现状

和市场动态，把握企业定位和投资机遇提供投资决策参考依据，

从而在竞争中赢得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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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竞争力 

▪ 数据库资源：涵盖前海中泰数

据库、中外文数据库、政府官

方数据、合作伙伴资源共享数

据库五大主要板块。 

▪ 咨询经验丰富 

▪ 专业咨询团队 

▪ 社会公共资源 

▪ 服务水平与质量 

▪ 不断创新与探索 

█ 核心业务 

产业研究 可行性研究报告 

园区规划 商业计划书 

产业规划 资金申请报告 

上市咨询 企业管理咨询 

市场调研 投资价值分析报告 

招商策划 项目稳定回报论证 

数据分析 投资风险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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