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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耐德电气 
领先的电工品牌

现代家居的需求

建造或者翻新房子是一个繁重的任务，千头万绪

的事情在等着您决定。其中电力安全永远不容忽

视！花时间和金钱在前期的详细设计规划上，会

节省开支，免去您重新布线的麻烦。

每天，我们的世界都需求更多：更多的能源，更

多的舒适性，更多的可靠性，更多的控制力。

当今社会，能源问题变得越来越敏感，我们需要

以能源效益的最大化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

日常家居也一样，家居的能源消耗主要源自于我

们对新技术以及媒体设备的热爱，比如说大屏幕

电视，媒体中心，每个房间安装电脑以及大功率

的空调。能源的低消耗保证了我们不需要与内

心的欲望做妥协，可以24/7全天候保持与世界连

通，上网冲浪，以及在家享受娱乐生活。

施耐德电气可以让您能效使用最大化，在降低电

费的同时尽享科技带来的欢乐。

舒适性

可靠性

控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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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耐德电气

助你一臂之力
施耐德电气 - 领先的电工品牌，长久以来一直致力于家居节

能增效产品的开发，其开发的红外线扫描系统，可以通过自

动开关灯来节省能源消耗，而家居整体自动控制系统则为您

打造舒适，便捷，安全，以及可量化节能控制的家居环境。

我们的解决方案可以帮助您尽情享受能源带来的便利而不受

电费成本的困扰。

我们可以从隐蔽于墙面后和地面下的家庭布线工程，

到灯光控制和随心所欲调节家居氛围的智慧家居系统，

以及营造墙上美学的电气装置终端-面板开关和插座，

提供全面而多元的家居解决方案，

让您的生活更加简单,舒适，让您的房子成为您安居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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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键多功能面板

带LCD温控

智慧家居系统控制器

温度感应器

U-link智能家居布线箱

雨水感应器 电动天窗模块

门磁系统

室外照度感应器

定时喷淋控制器 玻璃破碎感应器

> VDI智能家居布线系统

轻松灵活的VDI智能家居布线系统使所有的设备增加，功能取消和修改都

变得轻而易举。通过智能家居布线箱，整合家居布线系统，可将可视对讲

系统、自动抄表系统、电视监控系统、背景音乐系统、住宅电话系统及光

纤等弱电系统集中配线管理，将用户所需要的各种信号（如电视、电话、

及网络信号），灵活自如地传输到任何您所需要的地方，为家居实现智能

化提供基础和平台。

> EZinstall无线智能灯光控制系统

EZinsatll无线智能灯光控制系统采用全球通用的点对点无线网状网络标准

Zigbee协议进行通讯。系统中的每个单元器件均内置微处理器，可双向收

发Zigbee无线控制信号，通过预先编程作出反应控制，实现对室内照明设

备、窗帘的遥控控制及场景转换，创建不同灯光氛围、组合及对灯光进行

明暗调节。

轻轻一触，饭厅、餐厅、卧室......预设光效，随即呈现。射灯、落地灯、

天花吊灯、台灯以及窗帘任意组合，所需气氛可因不同场合做180度转

变，随时随地，全智能设定、变化、提升家居情调。

EZinstall系统采用两线技术，无需接驳零线。可利用原有线路直接替换安

装，不需重新布线即可实现智能灯光控制功能，平均替换安装时间仅为5

分钟。

> Wiser智慧家居控制系统

Wiser智慧家居控制系统将您家居中的电气设备、影音多媒体及通信设备融

合到一个统一而易于操作的用户界面内。为您提供照明、窗帘、空调、地

暖、家庭影院、背景音响、安保等系统的‘一键式’家居控制解决方案。

您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随心所欲的查看、控制您的家居设备，即使

出差在外也不例外。手机、个人电脑、触摸屏等都成为您家居控制的一扇

窗，Wiser智慧家居控制系统不仅智能，更可以智慧地管理家居，为您轻

松打造舒适便利的家居环境，享受24/7全天候的连通、舒适、便捷、安

心的感觉。

智慧家居正当其道

家庭网络动脉

弹指间化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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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速感应器 ARGUS红外感应器语音交换机模块

彩色触摸屏 宽频电视信号模块 调光开关

8键多功能面板

带LCD温控

卷帘／百页窗控制模块

窗帘控制面板

以太网路由交换机模块

烟雾感应器

智慧家居系统控制器 Zigbee/IP网络接口以太网接口模块

手持遥控器 Free Locate移动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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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家居解决方案

随心所欲控制您的家居

更简单，更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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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家居是施耐德电气新推出的产品，它为您带来全新水平的家居控制功能

和连通性。智慧家居不仅仅是智能，而是更智慧地管理家居。智慧家居控制

系统将您的电气，多媒体和通信设备真正整合成一个易于操作的解决方案。

智慧家居实现了多种科技的无缝连接，为您提供灯光控制，安防，空调，视听设备，媒体播放器，灌溉

系统，窗帘和百叶窗等等的完美控制，让您和您的家人尽情享受科技的便利。您可以在回家的路上通过

手机打开家中的空调或者在您上班的时候通过网络检查家中的电器是否都已经关闭。通过预设的快捷控

制或直接控制，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控制您的家居设备，即使您出差在外也不例外。

对于有些人来说，奢华的家居只是增添华丽的装饰、先进的电器和高档的陈设品。但是，对于擅于做出

精明选择的智慧住宅主人来说，奢华意味着利用最新的控制科技提高个人生活品味。现在，只要更智慧

一点，就可以随心所欲控制您的家居，享受惬意生活！

智慧家居解决方案

随心所欲

控制您的

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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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智慧家居，您可以随时随地控制几乎任何东西：触摸屏，墙面开关，远程遥控，手机，电脑，甚至电视！你可以在家里控

制，或者在外出时通过网络或手机控制。智慧家居，为您带来随时随地，随心所欲的享受。

假设您正在室外BBQ。想要听点音乐？只需拿出手机，就可以打开您的室内外音乐系统。或者，您想坐下来看一部大片，但是觉

得有点冷，只要拿起遥控器，通过电视屏幕上的媒体中心控制菜单调节室内温度。

智慧家居控制不仅仅给您带来全面的控制，它还可以根据您的生活习惯自动适应您的要求。每个上班日早晨，您的床头灯就会

慢慢变亮，音乐逐渐响起，窗帘缓缓拉开，闹钟系统从夜间模式开启，把您从睡梦中温柔地唤醒。当您出门上班时，只需要按

下“再见”按钮，照明灯就会熄灭，百叶窗关闭，音乐声渐渐消失，空调关机。

在过去，您需要学会操作各种各样十分复杂的设备，您的空调有一个遥控器，安防系统有一个遥控器，灌溉系统需要一个，然后

电视，音响……这真让人无所适从！

智慧控制系统为我们提供一个直观一致的用户界面，把我们从这些困扰中解脱出来。不论时间，地点，所控制的设备是开关，触

摸屏，电脑还是数字电视，您都可以用一个界面来控制。例如，灯是由触摸屏界面上的灯泡图标来控制的，声音是一个喇叭图

标，而灌溉系统则是一个水龙头……没有什么比这更简单了。

智慧家居怎样让生活更简单？

智慧家居如何为生活带来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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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家居价格适中，任何考虑家居自动化的家庭都可以承受。不管是简单的门禁系统还是成熟高端的系统，智慧家居为所有生活

方式提供全新水平的家居控制功能和连通性，智慧家居让科技更加简明易用。使用它，您会爱上它，小投资，大回报！

如果您想更改任何预定设置，安装商无需进入您家，可以通过安全的远程访问为您完成更改。这意味着无需为预约浪费时间，更

高效率的工作以及省下一笔上门服务费！它真是名副其实的智慧家居！

智慧家居如何为我节省时间金钱？

智慧家居控制系统连接您的照明设备，警报器，网络摄像头，移动电话和互联网，为您的家提供全天候的保护，让您享受安宁的

生活。如果警报器被触发，智慧家居控制系统会开启照明设备，吓退潜在的入侵者，同时自动给您发送紧急电子邮件示警。您可

以通过手机或电脑查看情况，确保一切无恙。如果是虚假警报，您可以关闭照明，重置警报器，然后放心地投入工作。

智慧家居如何让您的家变得更安全？

智慧家居适合一般家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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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设备控制是所有家居自动化系统的基础部分，功能实

用，操作简单，包括：“全部关闭”按钮，您可以在床头关

闭家中所有的灯；“欢迎回家”按钮，您可以在车中使用遥

控器开启车库，小路以及门厅的照明设备。灯光控制还能起

到节能的作用，比如感应器和定时开关可以自动关灯，调光

器可以降低能耗。

电动窗，百叶窗，窗帘都非常实用。但是，更重要的是，如果

它们能够自动适应环境，我们的居住环境会变得更加美好；光

线充足，空气流通，温度适中。想象一下现在是夏天，早晨，

窗户和窗帘自动打开，室内外空气流通，日光照入室内；室外

温度升高，窗户关闭；随着太阳越升越高，窗帘自动拉上。

智慧家居的核心

照明设备控制 窗户和百叶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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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房间音乐系统让您音乐随身，抛开笨重的扬声器和音乐设备！在不同的房

间，您和您的家人可以播放相同的或不同的音乐。您甚至可以在您孩子的房

间插上他们的IPod，播放他们喜欢的音乐。

平板电视，投影幕布，立体环绕声，DVD机，蓝光录像机，硬盘录像机，付费

电视，数字电视，游戏主机；这么多设备，人们觉得家庭影院复杂难控制就不

足为奇了。智慧家居，简化了家庭影院的操作，用一个遥控器控制多种设备，

还与家居自动化系统整合，同时能控制家中其它设备如灯光及窗帘等。

我们使用遥控锁车和开车，那么，为什么在家开门的时候不这样呢，我们还

在为了找钥匙开门而手忙脚乱吗？智慧家居的无钥匙进入系统将功能性带入

全新境界，开门的同时触发其他功能，音乐，灯光，空调同时打开。

迅速取代了门铃，当视频对讲整合进智慧家居并增添了无钥匙自动进入系统

后更具威力。当有客人拜访时，视频对讲发出铃声，在电视屏幕上显示来访

者容貌，您可以通过无线电话欢迎客人，在遥控器上按下“开门”按钮，甚

至不用从沙发上起来。

现代社会，家居安防不容忽视。智慧家居的安防系统全方位守护您的家，它

能够：自动开灯吓退入侵者，发送短信或邮件对突发情况惊醒警示，手机实

时视频监控。轻轻一按，C-Bus智慧家居轻松进入或接触警戒状态。您可以

通过同一个按钮控制灯光，窗帘以及空调。

空调是家中能耗最大的设备。但是，在智慧家居

系统中，空调与定时开关，感应器整合，变得更

节能。还能自动控制窗户，窗帘的开闭，进一步

降低能耗。用户友好，与灯光控制等其他功能共

用界面，可以通过手机或网络控制。

您知道吗？自动的灌溉系统比一般的灌溉系统要节水的多！即使那样，如果

把其他一些因素如日间气温，雨水，风速和地表湿度列入考虑，并通过家中

的触摸屏或者手机和网络对灌溉进行控制，灌溉效率要更高。

空调 灌溉系统

多房间音乐系统

家庭影院

无钥匙进入

视频对讲

安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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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卧室

 

照明与场景控制
只需轻按遥控器的预设场景按钮，不会

打扰您和您的伴侣。

窗帘/百叶窗控制
每天清晨，根据您的预定设置自动打

开窗帘。

温度控制
让家里的每一个角落始终保持最舒服、

节能的温度。

多室音响系统控制
根据您的预定设置，电台广播自动打

开，将您从睡梦中唤醒。

安保监控
不需要离开您的卧室，就可以监控家里

的其他所有角落。

  花园
 

照明与场景控制
利用景观灯光为您的花园增添更多的

色彩和时尚气息，营造优雅、休闲的

氛围。

多室音响系统
让您一边沐浴在柔和的阳光中，一边聆

听您最喜欢的专辑。无论在阳台、客厅

或任何其他角落，您最喜欢的音乐始终

陪伴随着您。

安保监控
为花园、走廊和楼梯提供照明，增加

安全性。如果出现任何异常状况，安

保系统将启动，向您发送紧急电子邮

件报警。

  浴室 

照明与场景控制
把您的浴室打造成一个 Spa 中心，只需

按一下预设按钮，就可以享受水流按摩

浴缸的惬意。

多室音响系统控制
在浴室也可以聆听您最喜欢的 CD 音
乐。

  客厅 

照明与场景控制
家庭影院场景，浪漫场景，派对场景…

多种预设场景模式，为您自动调节最合

适的照明效果。

窗帘/百叶窗控制
在“家庭影院”或其他预设场景模式

下，窗帘自动打开，遮住外部光线。

温度控制
始终保持最舒适和节能的室内温度。

设备控制
利用控制设备的不同场景模式，控制您

的电视、立体声音响系统和投影屏幕。

多室音响系统控制
无论在家里的任何角落，您最喜欢的音

乐都始终陪伴随着您。

安保监控
安保系统与监视摄像头相连，如果发现

任何外来入侵，警报器将发出警报，系

统自动发出紧急报警电子邮件。

计划
当您外出时，灯光和 AV 设备按照您的

预设计划模拟室内有人的情景，打消潜

在入侵者的念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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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口

照明控制
只要按一下“全部关闭”按钮，就可以

关闭家里的所有照明灯。

进入控制
轻松打开和关闭大门，不需要选择和插

入钥匙。 

安保监控
安保系统激活后，将自动发送一份紧急

电子邮件报警。

RSS 新闻
出门之前，可浏览天气、交通、股票

和新闻。

电子邮件通知
在屏幕上可查看最新的电子邮件通知。

  车库

入口控制
不需要下车就可以开启/关闭车库门。

传感系统
检测到移动时，泊位传感器持续激活车

库照明。

安保监控
发现异常入侵时启动报警，并自动发送

紧急报警电子邮件。

  餐厅 

照明与场景控制
开启“派对”场景模式，调动每个人的

情绪，或者开启“家庭晚宴”模式，营

造轻松、温馨的家庭聚会氛围。

温度控制
始终保持最舒适、节能的温度。

多室音响系统控制
从餐厅到室内每个角落，您最喜爱的音

乐始终伴随着您，为您的晚宴和聚会增

添情趣。

安保监控
安保系统与监视摄像头相连，如果发现

任何外来入侵，警报器将发出警报，系

统自动发出紧急报警电子邮件。

  厨房
 

照明控制
当您在厨房忙碌时，为您打开各式照明

灯，提供最佳的照明效果。

温度控制
始终保持最佳的温度，让您感到清凉

宜人。

设备控制
可以通过触控屏或个人电脑关闭打开或

关闭炉灶和清洗设备。

多室音响系统控制
一边听音乐一边下厨，或者跟着您最喜

爱的电视烹饪大厨学习煮制佳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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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上美学点亮生活空间

更时尚，更美观

家居区域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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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钥匙进入

我们使用遥控锁车和开车，那么，为什么在家开门的时候不这样呢，我们还在为了找钥匙开门而手忙脚乱吗？智慧家居的无钥

匙进入系统将功能性带入全新境界，开门的同时触发其他功能，音乐，灯光，空调同时打开。

> 视频对讲

取代了门铃，当视频对讲整合进智慧家居并增添了无钥匙自动进入系统后更具威力。当有客人拜访时，视频对讲发出铃声，在

电视屏幕上显示来访者容貌，您可以通过无线电话欢迎客人，在遥控器上按下“开门”按钮，甚至不用从沙发上起来。

> “再见”开关

当您离开家的时候，C-Bus“再见”开关可以关闭所有东西，同时启动安防系统；灯，空调，待机的设备，音乐，所有你能想

到的东西，轻轻一按， 就可以一键关闭，永远不需要再担心您离开了而家里有电器忘了关。也可以在门边装一个“欢迎回家”

功能开关，一键启动所有的东西。

智能家居可以为您实现

住宅入口与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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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外红外感应器  

安装于户外的红外感应器是您可靠的第一道防线，它可以适用于每一个家

庭。它会自动为来访友人打开灯光，也会在夜里驱逐不请自来的入侵者。

它的质量优越，结构防水，可任意调节灯光亮度，敏感度和开关灯时间。

> 室外门口机

Xightor可视对讲室外门口机集门铃、IC卡门禁控制、视频对讲等功能于一

身。门口机内置摄像头的微光补偿，可以在黑暗环境中清楚地看到访客的

面部。采用耐用抗氧化金属材质，IP54的防水标准使该设备适用苛刻的室

外环境。

> 可视对讲室内触摸屏

具有时尚专利设计外观的Xightor可视对讲室内触摸屏，不仅可以轻松实

现视频对讲、访客视频记录、门口机摄像头监控、安全防区布控、电梯控

制等功能。还可以与智能家居控制系统联动，通过Xightor可视对讲室内

触摸屏进行一键场景控制，轻松营造各种环境氛围。当触摸屏待机时，屏

保画面可变身为数字时钟或者您的个性数码相框，成为墙壁上的风景。

> 信息配线箱

家里预先安装信息配线箱，并选择所需要的电话、网络、电视模块，再通

过星型布线到各房间的信息插座，就能轻松搭建家庭局域网了。这样即使

日后房间功能改变或进行升级，只需简单改变信息配线箱内的跳线就行

了，不必破坏原有的装修。施耐德电气Delta锐智系列为您提供轻松、灵

活的智能家居布线系统解决方案，作为整个家居布线系统的网络中心，能

够将您所需要的各种信号，如电视、电话及网络信号，灵活自如的传输到

任何您所需要的地方，为您家居实现智能化提供基础和平台。

> 墙壁开关/调光开关

希望数个开关控制玄关，大厅或者楼梯的一组灯具? 双控开关才能胜任。

出于安防需要或者在欢迎朋友的时候可以使用低亮度的柔和光线，同时避

免使用过量的电源，调光开关也是明智的选择。

> 强电插座

强电插座安装在靠近门口的地方，或方便您使用吸尘器的通道上；如果您

想在壁柜上装个灯时，它可以提供电源。

产品应用推荐



20 家居 Residential Solutions

在倡导时尚、舒适生活的今天，客厅作为一个凸显家居主人的品位和个性的重点区域。怎能缺少

了智慧家居的帮忙？试想一下，你只需舒适的卧在沙发里，客厅里的灯光、窗帘、空调、影音设

备等都可随着你的需求随意开启、关闭、调节，一切都是如此惬意、简单。

会客模式

家庭影院模式 

客厅 / 影音娱乐中心

晚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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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直观易用，所有场景一键实现——彩色触摸屏

B 时尚生活随心所控——移动式平板电脑

C 智慧家居的控制中枢——家居控制器

D 与众不同的多媒体体验——多媒体连接器

E 灵活便捷的场景控制——多功能控制面板

F 实时监控家居安全——网络摄像头

G 灵活美观的灯光控制——调光开关

配置了IP网关的智慧家居系统，将家居设备的控制方式拓展到手机/平板电脑等屏幕上，您就可以通过直观、乐趣横生、简明易用

的用户界面智能地控制您的家居。

过去，您需要学会操作各种各样十分复杂的设备，您的空调有一个遥控器，安保系统有一个遥控器，电视和音频设备的遥控器则

更多，让您无所适从！

现在，智慧控制系统为我们提供一个直观一致的用户界面，把我们从这些困扰中解脱出来。

产品应用推荐

餐厅
起居室

卫生间

卧室

厨房

A

B

E

D
F

G

G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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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色触摸屏

可实现你对整个家居的所有受控设备的图形界面化控制，只需一键轻触，所需的场景一步到位。

> 移动式平板电脑

在用它享受网上冲浪、影音娱乐的同时，你家中所有的用电设备的控制也被纳入其中。

 

> 带液晶显示的多功能控制面板

让你对每个按键的功能一目了然。除了实现客厅区域的灯光、窗帘、家庭影院等设备的控制外，也能结合餐厅等其他区域实现

会客、影音、就餐等场景模式。

> 网络摄像头

实时监控你的家居从玄关、走廊到客厅整个区域的状况，并将信号输入控制系统及互联网。无论是躺在卧室还是外出度假，你

都可以随时查看。

> 多媒体连接器

信息化的时代，日常生活中总会使用众多的电子产品，例如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数码摄像机，MP3播放器，便携式DVD播

放器，掌上电脑，iPod等等。创新的施耐德-奥智多媒体连接器能方便自如地连接这些用品至电视机，其人性化设计还可为部分

音频、视频进行智能检测，自动适配到设备输出的图像和声音，真正实现即插即用。其靓丽豪华的外表，多种可更换面板材质

可迎合您的室内装饰风格，不但使用方便，而且也很坚固耐用，并且容易清洁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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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家居的厨房空间有许多不同的电器设备，因此需要合适的电气配件来确

保所有的电器能够正常且安全的使用。

这里，我们向您介绍一系列的电气产品，帮助您实现厨房和餐厅设备的便捷

与安全。

> 多联插座

确保您在厨房安装了足够多的强电插座以满足所有电器使用，同时满足装

饰的美观。 

 

> 红外室内移动感应开关——免手按开关

这是一款节能产品，免手按设计，让您的生活更便利，是您的食品室/

储物柜的最佳节能选择。

> 调光开关

调光开光，为您需要的不同的场合调节气氛的完美解决方案。

产品应用推荐

厨房和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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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家居系统可以为您实现  

无论电动窗，百叶窗还是窗帘， 清晨为您适时开启；另室内光线充足，空气流通，温度适中。 夏天伴随室外温度升高，窗户

关闭，空调启动；日照强烈，窗帘自动闭合。

夜晚您设定好的睡眠模式为您提供需要的氛围 ，包括音乐，灯光，温度……

您还可以在床头一键关闭家中所有的灯。

希望更深入了解如何创造完美的卧室?

这是您的私人空间，卧室需要设计得舒适而且功能化，它是让您休息和放松的港湾，你需要考虑

每一样因素，灯光，温度还有气氛。

卧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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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墙面开关

安装双控开关，并将其中一个安装在床头，方便使用；带LED指示灯的开

关更适合夜晚确定方位。

> 调光开关

调光开关适宜于调节温馨的卧室氛围；带红外线遥控功能的按钮调光器，

轻松实现您对卧室的光线要求，和遥控器配套运用这个智慧时髦的调光方

案意味着您看完书后，甚至不需要离开床就能关灯。

> 红外室内移动感应开关——免手动开关

适合安装于衣橱内，当您走进或开启衣橱时，自动开灯，当您离开时，自动

关灯，方便节能。

> 电话/信息插座

多安装几个这样的插座能保证随时随地的网络接入，即使你想在家里的任

何房间上网，都没有问题。

> 红外控制模块

红外控制模块通过发射红外代码实现对电视、DVD、音响、空调等多种红外

家电设备的远程遥控控制。

起床模式

产品应用推荐

睡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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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媒体连接器

施耐德电气的MAP多媒体连接器能方便您轻松将数码产品（相机，摄像

机，MP3，掌上电脑，游戏机等）与电视连接，同时满足室内装饰美观。

> 机械式窗帘开关

带荧光指示的机械式窗帘开关让您轻松控制各式窗帘的开合，且美观经济。

 > LED地角夜灯

发出幽暗蓝色灯光的地角夜灯为夜晚的房间指引路径， LED灯的使用确保耗

电量低，光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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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您是居家办公，还是纯属个人使用，书房都是需要好好装备的。一间好的书房很大程度上依

靠其设计以及电气布线和灯光效果。

> 电视/电话/信息插座

确保您在书房安装了电视和信息插座，满足工作及将来改变用途的需求， 

你需要现在就安装额外的信息插座，保障将来可能的使用。

> 墙面开关/调光开关

这是任何书房的完美选择，帮助您控制灯光，随时创造完美工作环境。

> 地面插座

帮您优化布线，可安装于最方便使用的位置，需要时开启弹出，不用时轻

松关闭， 与地面奇平，且有铜质铝质两种材质和色彩与地面材料搭配。

> 电源保护插座

全面的过载短路保护，确保您的电脑等电器设备免受浪涌杂波干扰，保障

用电安全性和稳定性。

产品应用推荐

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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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活动都在浴室中进行，所以它必须具备相应的功能；既能让人充分放松，也能适应快节奏的

生活需求。在浴室中进行的活动经常要用到水和电，在设计规划阶段就必须把所有的需求都列入

考虑。确定您将您的浴室设计得实用，舒适，以及最重要的安全。

> 强电插座/多联插座

电动剃须刀，电动牙刷，吹风机，直发器……在现代社会浴室中需要使

用如此多的电器，没有足够的强电插座很难跟得上使用的需要。洗衣房

里的设备有洗衣机，干衣机，还有电熨斗，还有一些您可能希望在里面

使用的电器，如卧式冷冻柜，小冰箱和吸尘器，这些，还需要我们再详

细说明为什么浴室，洗衣房需要多联插座吗?

> 延时开关

安装延时开关，延迟关闭排气扇，满足潮湿空间充分通风需要的同时，

避免忘记关闭电气设备导致的浪费。 

> 双极开关

安装双极开关，用于控制电热水器等电器设备，增加用电安全性。

产品应用推荐

浴室 / 洗衣房 / 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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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外线室内感应器——免手按开关

一手抱着洗衣篮，一手开门，开灯，还要看路，真的很考验平衡性。不再需

要这样了! 红外线室内运动感应器，完全杜绝您可能因此造成的摔伤滑倒，

因为它能够探测运动，瞬时为您开灯，或及时关闭——完全不用手按开关。

 > 潮湿区域的开关和插座

如果您安装了施耐德电气防水等级IP55的开关和插座防溅盒，您就再也不

用在湿手按开关的时候提心吊胆了，也保证了您在浴室内使用电器产品的

安全性。

产品应用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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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棚渐渐变成房子的室外部分，吊扇，射灯，家庭影音系统

以及BBQ——它更像一个室外的厨房，因此，在设计室外区

域时，安装防水开关和强电插座是基本的要求。这些设计会

让您打开派对照明设备及灭虫灯时，更加安全，方便，让您

肆意享受户外的乐趣。

> 户外防水插座/带防溅盒的强电插座

在您清洁您的爱车之时，有个就近的插座供

电，尤其这个插座还是不受天气影响的，非常

方便。

> 户外防水开关

室外的灯具需要户外开关。施耐德防水开关，

防水，防腐蚀，防尘，保证开关机械装置正常

使用，大手柄设计，让您轻松手肘控制，而不

用在拿着BBQ烤架进屋时放下手上的东西。这

个创新性产品允许您在任何天气下控制灯光。

安装在车库靠近外面的地方，即使淋雨也不会

影响其对灯光的控制。

> 室外运动探测器

照亮您来往车库和户外道路，根据您的运动，

自动控制灯光的开合。同样贴合安防需求。

  

 

> 光敏开关

当光线变暗时自动启动，这个开关是户外省电

的完美选择。开关探测到黄昏亮度，自动开

灯，您甚至不用重新编程去适应季节的变化。

产品应用推荐

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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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面板除考虑功能性外，关键是以其装饰性是否与房间整体设计风格、色

彩搭配、主人的品味与爱好相契合为重要原则。

施耐德电气提供各种风格产品及搭配方案供选择，真正实现客户个性化服

务，让面板的明智选择成为居室墙面的点睛之笔。

施耐德电气产品所获国际设计奖项

M系列

配合多种装饰风格的

面板产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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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摸屏

设计系列

ULTI Impress系列

Neo系列和ULTI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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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三湘海尚别墅

三湘海尚项目位于上海市宝山区长江南路，项目总占地面积近10万平米。以

低碳科技住宅设计为理念，采用地源热泵、毛细管空调系统、家居智能系

统等21项先进住宅科技，衡温、衡湿、衡氧，降低能源消耗。引入地暖系统

及“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同层排水系统、外墙保温系统等等。建设部A

级住宅预审评定等级为最高3A级住宅，是区域稀有高端城市别墅代表之作。

> 客户需求

> 保的低碳科技住宅，节能环保

> 智能家居控制系统必须灵活、可靠、稳定

> 由智能系统实现包括空调、地暖、照明、遮阳等所有的电气设备控制，

提高别墅的智能化、舒适度，打造节能环达到理想的智能效果

> 能使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对家居中的受控设备精心无线远程控制

> 智能家居系统具备在将来增加额外控制功能的可扩展性

> 解决方案

> 施耐德电气为此项目精心设计了以KNX控制系统为技术平台的智能家居

解决方案，M系列控制面板的时尚外观与别墅的现代简约设计风格相得

益彰。

> 实现空调、地暖、照明、遮阳等所有电气设备的一体化控制。

> 设置多种场景模式，可使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来进行无线远程控制。

> 定时控制、感应控制与本地控制相结合，控制手段灵活且人性化。

> 系统组网灵活、易于扩展，为业主的个性需求预留接口，达到理想的控

制效果。

> 客户收益

> 通过施耐德电气的智慧家居系统，可以进行整体别墅所有智能化电气的

综合控制与管理。

> KNX系统分布式总线结构，便于别墅建筑的系统搭建与设计。

> 通过无线控制，大大提升室内环境的舒适度与控制的简便性与灵活性。

> 智能人体感应设备的使用，自主减少照明能耗，同时提升夜间的家居安

全性。

> 已成为中国推荐性国家标准（GB/T 20965-2013）的KNX系统兼容性强，

方便与第三方系统集成。

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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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中海寰宇天下

中海寰宇天下项目位于重庆江北嘴CBD中心，其景观俯瞰长江、嘉陵江两江

交汇胜景，毗邻重庆大剧院和科技馆，坐拥中央公园。由香港九龙仓和中海

地产集团联合开发，占地约140亩，总建筑面积约43万方。是集小高层、高

层、超高层全精装豪宅，一线观江别墅等为一体的城市顶级住宅项目。所有

建筑外观采用新古典主义风格，承袭欧洲百年经典美学。被业界誉为是稀有

的、不可再生和复制的、尊享的、有文化底蕴和历史沉淀的西部第一豪宅。

> 客户需求

> 打造全方位智能化的现代豪宅，提升楼盘的档次

> 营造良好的家居氛围，让业主感觉温馨舒适

> 智能家居控制系统必须可靠稳定且易于扩展

> 简单、人性化的控制方式，手机/平板电脑图形化控制

> 能与其他控制系统集成，实现无缝对接

> 解决方案

> 该项目以施耐德电气C-Bus智能控制系统为技术平台，全面引入Wiser智

慧家居解决方案设计理念。

> 选用C-Bus ULTI系列智能面板，与寰宇天下项目的现代家居内饰完美契

合。

> 对家居各个区域的照明、窗帘等用电设备进行开闭/调光、场景调用等

控制。

> 手机/平板电脑远程控制功能，控制界面直观且易于操控。

> 开放协议接口，与第三方控制系统完美兼容。

> 客户收益

> 施耐德电气Wiser智慧家居系统控制方案高品质应用，有效提升楼盘卖

点。

> 可以进行整体别墅所有智能化电气的综合控制与管理。

> 手机/平板电脑远程无线控制，便捷舒适。

> C-Bus智能控制系统，弱电驱动强电的分布式总线结构，安全灵活。

> 整个系统采用模块化设计，方便小业主入住后的个性化功能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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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和乔丽晶

广州宏城花园别墅

绿城  ·  九溪玫瑰园

和乔丽晶位于北京朝阳区将台路二号，距东四环路及机场高速路仅500米之

遥，赴首都机场仅有20分钟。和乔丽晶傲居丽都商圈及中关村科技园区之电

子城科技园内，国际性商业气象极为浓厚。

施耐德电气应用C-bus为和乔丽晶公寓带来全套智能家居解决方案，包括室内

灯光控制。

广州宏城花园别墅,位于市中心珠江上的二沙岛，四面环水，是最具有广州现

代风情的稀缺宝地。别墅花园占地近７万平方米， 0.5的容积率让其荣升为豪

宅里的极品。

整个项目使用了C-BUS智能控制系统，实现了别墅灯光和窗帘的集成控制，24

小时室内外场景自由设置，一切尽在掌握。尊贵地位，显露无疑。

绿城·九溪玫瑰园坐落于杭州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内。全园总规划面积近570

亩，园区内共建121幢近60款北欧风格的独立别墅和少量度假公寓，建筑规划

错落有致。面眺钱江，背枕五云，左傍九溪烟树，右伴云栖竹径，自然环境得

天独厚。

玫瑰园作为自然景观与建筑艺术完美融合的别墅精品，其对舒适与科技的追求

更是不遗余力，全套奥智ULTI智能控制系统的应用让人们充分享受智能家居对

生活带来的方便与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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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西溪蝶园

• 杭州竹海水韵

• 杭州绿城桃花源别墅区

• 成都龙湖长桥郡

• 成都锦城名都

• 成都万科金域西岭

• 成都合景泰富-叠翠峰

• 成都中兴国际

• 大连中心裕景

• 大连海昌渔人码头

• 大连安达地产 

• 沈阳深航翡翠城

• 沈阳亚洲时尚中心

• 沈阳中港欧陆风情小镇

• 苏州水巷邻里

• 苏州伊顿小镇

• 苏州中海御湖西岸 

• 无锡太湖国际社区

• 武汉常青花园 

• 武汉逸城亲水

• 西安龙湖胜景

• 西安大唐不夜城

• 西安曲江公馆 

• 长沙岳麓1号

• 常州 湖别墅区

• 福州融信西班牙

• 济南他山花园

• 济南康桥颐东小区

• 青岛凯悦大厦

• 青岛帝苑花园

• 厦门巴厘香墅

• 厦门爱琴海

• 广州岭南新世界 

• 广州世纪云顶雅苑

• 广州南沙滨海花园

• 广州中海万锦豪园 

• 广州花都合和新城

• 广州珠江新城丽江花园

• 广州黄埔花园三期

• 广州心江南

• 广州金色康苑

• 广州二沙岛别墅

• 广州颐和别墅

• 广州中海南海文华别墅

• 深圳东郡

• 深圳半岛城邦 

• 深圳金港华庭

• 深圳太古城花园

• 深圳纯水岸三期

• 深圳万科金域华府

• 天津弘基天城

• 天津弘泽印象

• 天津水岸江南

• 天津万科假日润园

• 重庆棕榄泉房地产

• 重庆龙湖房地产

• 重庆和记黄埔珊瑚水岸

• 重庆上邦高尔夫别墅

• 南京万科金域缇香

• 南京栖建东方天郡

• 南京观城

• 南京中惠紫气云谷

• 南昌滨江一号

• 杭州梧桐公寓

• 北京中赫地产-玉渊府 

• 北京中海紫御公馆 

• 北京泰禾红御 

• 北京盘古大观 

• 北京太阳公元 

• 北京润峰嘉尚 

• 北京首府 

• 北京当代MOMA 

• 北京远洋新干线 

• 北京奥运村 

• 北京京侨国际公馆 

• 北京国瑞城 

• 北京奥林佳苑 

• 北京沿海塞洛城  

• 上海中海万景城

• 上海阳光水景城

• 上海万科世纪花城

• 上海万科新里程

• 上海万科中林城

• 上海银都名墅 

• 上海仁恒河滨城 

• 上海大华清水湾

• 上海嘉凯豪城酒店公寓

• 上海静安豪景园 

• 上海御翠园 

• 上海九涧堂

• 上海银都别墅3期

• 上海绿城玫瑰园 

• 上海林茵湖畔

• 广州保利天悦

• 广州金色荔苑

• 广州观兰湖

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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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耐德电气在您身边

> 全面服务

施耐德电气始终致力于加强客户服务，提供呼叫中心，在线诊断和技术协助服务，以及诸多因特网服务：

电子目录、软件下载、信息和培训。

> 企业公民

作为世界卫生组织全球契约的签约方，施耐德电气一直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企业战略的核心。它的解决

方案对于节能和帮助更多人获得电力供应做出了贡献。

> 贴近客户

施耐德电气在全球 100 多个国家聘用了 160,000 名员工，并建立了一个包含合作伙伴、分销商、盘厂、

安装和工程公司的巨大网络。

> 满足多标准

施耐德电气有 91% 的工厂都通过了 ISO14001 认证，产品能够满足当前世界上的所有现行标准 —— 

ISO、IEC、UL、ANSI、BS、CCC 和 JiS。

施耐德电气作为全球能效管理专家，设计并实施综合、智能的酒店解决方案，

以提高客户的竞争力和满意度。

5% 
施耐德电气将收入的 5% 投入新产品

研发。

6500
有 6500 名研究人员和开发人员正在继续

专注于能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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