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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MA instabus KNX 控制系统

绿色学校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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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可靠的开关减少维护成本，通过螺丝拧牢的面板可以增加安
全性，并且确保不会因乱动而被揭掉。

学校是一个多功能建筑，范围包括了许多区域，从教室到员工办公室、操场、体育
馆还有校办工厂和实验室。学校的安装系统必须具有很好的适应性和很强的功能性
来满足这个复杂的需求。

教育是我们对未来的投资，年轻人通过学习接受社会

今后发展的方向。如何打造绿色节能的校园，让节能

根植在我们下一代的理念中，其意义将更加深远。

须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校园的规划和建设：

 - 舒适：提供良好的教学和工作环境

 - 可靠：设备运行安全有保证

 - 安全：有良好的防损害能力

 - 绿色：提供舒适的教学和工作环境的同时， 

 高效节能。

以上都必须综合考虑更高的经济性和更低的楼宇建

造及运行成本。使用传统的技术是很难实现这些要求

的。

西门子 GAMMA instabus KNX 一直关注校园规划对

于未来的重要性，并致力于为学校的建设提出具有前

瞻性的先进方案。

应用概念

作为楼宇控制

系统的专业产

品与服务提供

商，我们可以

为您的学校提

供度身定制的

完整解决方案，

满足您学校的

各项需求。

( 从学校的配电

设备至开关插

座均能提供）

绿色校园规划：

不是件简单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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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夜间，可视化远程监控软件可远程监视学校，并通过自动电话呼出功能报警。
实现这样的功能不需要增加复杂的监控设备。

为了适应管理需求，在走廊和逃生通道有一些特殊的要求。

学校首先需要的是安全

安全是学校最主要的标准、纲领。因为学校里人员众多，而教

职员工和校方的最高职责是监管学生们的人身安全。

基于 GAMMA instabus KNX 系统的智能化控制，能够提供非常

安全的解决方案来满足这些需求并且避免学生受到伤害。

在每个区域都做到安全

 - 楼梯和逃生通道用显眼的逃生指示灯来指明方向。

 - 过道在感应到有人时打开灯光，在有需要时不断地调整照明

亮度。

 - 外部周界和小道的照明可以用光线感应，用移动感应器和定

时器来控制，确保灯光在需要时立即打开。

 - 不论是在教室还是在校园的其他地方，坚固的开关可以确保

人员的安全，由于被螺丝拧紧，只有用工具才能把它拆下来。

 - 当暴风雨来临时，天窗、屋顶的灯光关闭，遮阳百叶向上收起。

 - 在课后或者夜间，系统将自动切换到安全模式：遮阳百叶收起、

灯光关闭、电源切断、校办工厂和实验室有选择性地关闭（比

如除冰箱外全关）、监控模式启动等等。

 - 可视化软件可以提供最新且全面的大楼信息。由于反应迅速，

损害可以减少或者避免。

 - 在使用时，可以由现场的监管员来进行控制及观察，或者在

夜间时采用电话呼出报警服务由另一所学校或楼宇来执行，

这个网络可以使我们在不增加人员的情况下实现监控。

 - 不需要特殊的监视设备就可以预防那些不速之客的入侵：在

监视模式下每次从外部打开门窗或者在被监视的房间内打开

灯都会产生报警信号。

 - 偶然没有关闭的天窗、窗户、大门都会在可视化软件上显示。

 - 如果制热失灵，系统可以在第一时间报警并切断操作，避免

或最小化可能的损失。

 - GAMMA instabus KNX 同样可以集成火灾报警系统，用电设

备在接受到火灾报警信号的第一时间关闭，同时逃生指示灯

打开。

绿色校园

— 安全经济最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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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认为宁愿花更多的经费在教学设备

上也比花在空调系统上要好。日益增加的

能耗支出可以由创新而灵活的现代科技来

解决。西门子的GAMMA instabus KNX为此

打下了基础：

精确的温度控制

• 空调是主要的能源开支。 G A M M A 

instabus KNX只有在教室正在使用时，才

完全开启空调和通风设备，从而降低能耗。

根据每个教室的使用时间可以事先设定好

需要的运行时间段。

• 当窗户打开制热系统降低设定值到防冻

模式。

 

需要时启动照明和遮阳百叶

• 控制照明和遮阳百叶要遵循最大利用阳光

且不炫目的原则。尽可能地避免灯光打开

而遮阳百叶关闭的情况出现。为此，遮阳

百叶需自动追随阳光调整角度。

• 即使高度现代化的阳光追踪百叶帘也可以

集成到这些控制中。

• 恒照度功能启动室内所需的灯光照度，当

然你也可以随时手动调节灯光以满足你的

需求。

如果窗户打开了或者百叶转了一定的角度，那么制

热会自动关闭。热量不会因为窗户打开而丢失，在

关闭窗户后制热系统又会立即开始工作。

恒照度控制结合日光照度提供我们必须的室内亮

度——靠近窗户的灯光调低一些，靠近内墙的灯光则

需调得更亮一些。这样既节省能耗，又避免开灯关灯

打断上课。

带日光感应的恒照度控

制仅补偿必需的灯光照

度——靠近窗户的地方

补偿得少，靠近内墙的

地方补偿得多。

无需复杂的数学计算：该增加系统了

日光                                                              人造光

500 lx

0 % 20 % 50 %

恒照度控制结合日光照度为我们提供必须的室内亮度 — 靠近窗户的灯光调低一些，靠
近内墙的灯光则需调得更亮一些。这样既节省能耗，又避免开灯关灯打断上课。

如果窗户打开了或者百叶转了一定的角度，那么制
热会自动关闭。热量不会因为窗户打开而丢失，在
关闭窗户后制热系统又会立即开始工作。

带日光感应的恒照度控
制仅补偿必需的灯光照
度 — 靠近窗户的地方补
偿得少，靠近内墙的地
方补偿得多。

我们都愿意花更多的经费在教学设备上，而很少关注教室环境

设备的有效控制。日益增加的能耗支出，已经不容校方再对此

忽视了。如何降低能耗而又能满足舒适的环境要求？西门子

GAMMA instabus KNX 将为您提供完全的解决方案：

舒适节能的室内温度控制

 - 空调是主要的能源消耗。GAMMA instabus KNX 只有在教室正

在使用时，才完全开启空调和通风设备，从而降低能耗。根据

每个教室的使用时间可以事先设定好需要的运行时间段。

 - 当窗户打开时，制热系统降低设定值到防冻模式。

高效的照明和遮阳控制

 - 控制照明和遮阳百叶要遵循最大利用阳光且不炫目的原则。

尽可能地避免灯光打开而遮阳百叶关闭的情况出现。为此，

遮阳百叶需自动追随阳光调整角度。

 - 即使高度现代化的阳光追踪百叶帘也可以集成到这些控制

中。

 - 恒照度功能启动室内所需的灯光照明，当然你也可以随时手

动调节灯光以满足你的需求。

构造绿色校园：

营造舒适节能的校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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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旋转的篮筐也能由 GAMMA instabus KNX来控制，
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控制方案。

当不同的隔断墙打开或者关闭时，房间的控制将自动调整。原本是在分隔房
间单独开关的灯光，现在可以作为大房间整体的灯光来控制。

对于学校解决方案的综合评定需要考虑的是该解决方案在学校

不同区域内的应用是否能满足要求。具有很强适应性模块化的

GAMMA instabus KNX 就能够很好地解决学校的一切需求。

多功能 /阶梯教室

 - 开关面板每天都要使用到，西门子面板由螺丝来固定，因此

也只有用工具才能拆下来。

 - 高端控制功能，比如幕布的控制、投影的开关或者遮阳百叶

的控制，只有教职员工或看管员可以通过中控开关或者是遥

控器来控制。而基本的灯光控制可以被学生或保洁员操作。

高端设备不允许被随意开关，也不会被破坏，因此得到了保护。

 - 具有百叶调节功能的遮阳百叶控制，可以在一天的任何时候

都尽量多地运用太阳光线。这样就不用人为调节遮阳百叶同

时达到最佳的教室环境，也不会打断教学。

 - 恒照度控制会自动补充需要的光照亮度，教学不会因开关灯

而打断。

集会操场 /体育馆 /多功能厅

 - 楼宇控制和多媒体控制可以相结合，通过一个按键就可以同

时调节灯光、遮阳百叶、投影幕布、投影仪等音视频设备，

把它们切换至休息模式、播放模式、表演模式或者会议模式

等等。

 - 在播放模式中我们可以做到：

• 遮阳百叶根据户外的灯光降至合适的高度

• 投影幕布缓缓放下

• 靠近幕布的灯光关闭

• 观众区域照明降至 10% 的亮度

• 扬声器打开

• 投影仪打开

 - 简单的舞台控制也可以用 GAMMA instabus KNX 来实现。

 - 在多功能的隔断墙区域，控制对象可以自动的适应格局的变

化。例如：当多功能的隔断墙拆除后，我们仍然可以用原先

的面板来控制改变后的整个区域。

绿色校园的

全面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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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使用遥控器，一些特殊的控制功能，比如投影
幕布、投影仪、遮阳百叶等都可由教师一人控制。
这些高端设备因此而不易被损坏。

如今，学校也有他们自己的特殊需求。学校需要一个适合而全面的解决方案，该系统需要集
成其他子系统。比如：上课铃声系统。

教职工办公室

 - 所有室内的照明、遮阳、空调系统都可以在触摸屏上显示并

且控制。

 - 办公室可以通过多媒体控制而迅速转变为适合教师开会的环

境。

实验室 /图书馆

 - 采用时间表控制，在主要工作时间段，自动打开照明和温控

设备（制冷、制热、通风）；非工作时间段，调低或关闭相

关的设备。

 - 在主工作时间段，室内照度和温度的恒定控制。

 - 恒照度控制：通过室内恒照度控制设备，在保持室内充足光

照度的前提下，充分采用自然光照度，降低照明设备的能耗。

 - 恒温度控制：通过人体感应设备，有人时，自动调节室内温

度到舒适模式；无人时，温控设备自动调节到较低的状态，

或者关闭，节省能耗。

学生 /教工食堂

 - 通风系统可以由存在感应器方便、高效地控制。

 - 溢水探测器会在第一时间报告损坏的水管漏水和溢水情况。

园区内景观照明

 - 校园内各景观区域的照明、路灯、建筑外墙的洗墙灯等，都

可通过可视化集中控制软件远程控制或定时控制。

 - 采用时间表控制，实现适合于周末、节假日、庆典日等不同

的场景控制。

上课铃控制

 - 上课铃总在正确的时间响起。

 - 通过 GAMMA instabus KNX 自动切换夏令时和冬令时。

 - 通过 GAMMA instabus KNX 触摸屏可以轻易地重新设置上课

铃的工作时间。

采用较合适的系统完成所有控制要求

 - 如果操作复杂，那么再好的科技产品也是不实用的。GAMMA 

instabus KNX 以友好的用户界面为设计宗旨，即使是第一

次使用，也不允许出现操作障碍。除了其诸多的功能外，

GAMMA instabus KNX 系统可以非常简单、方便地使用：从

大家都熟悉的面板、远程控制、显示屏 / 触摸屏、到中央可

视化 PC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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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希望了解更多吗？

您对于我们所举的例子应用在您的学校感兴趣吗？
如果是，请与当地西门子合作伙伴联系。他将会非
常乐意提供更多的信息和技术支持。

使用了 GAMMA instabus KNX 楼宇控制系统，您的学校将满足安全、
经济、方便以及现在和将来的各方面的需求。

安全 各区域的应用

逃生通道照明控制 教室

移动感应器控制走道灯光 坚固耐用的面板开关

建筑外围及人行道照明控制 可以设定只有教师和员工能操作的功能

坚固耐用的面板开关 遮阳百叶的自动角度调节

暴风雨来临时的自动应对 集会操场 /体育馆 /多功能厅

放学后及夜间的安全模式 楼宇控制与多媒体控制相结合

借助可视化软件本地或者远程控制 简单的舞台控制

无需特殊的监视设备 多变化的隔断墙区域的控制

未关闭门窗、遮阳等的状态显示 教师办公室

故障显示 触摸屏控制

火灾报警发生时的自动应对 办公室快速转换为会议室功能

经济 校铃控制

教室在使用时自动打开空调系统 校铃运作准时

窗户打开时制热自动切换到防冻模式 自动切换到夏令时 / 冬令时

遮阳百叶的自动角度调节 调整简单

遮阳百叶阳光追踪控制 洗手间

恒照度控制 移动感应器控制通风扇

溢水探测器

能满足各种需求的控制

合适的用户界面解决各种控制需求

功能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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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网设备  

产品型号 产品说明

N125/22 系统电源，640mA

N140 线路耦合器：用于线路扩展

N146/03 IP 路由器：采用 KNXnet/IP 协议，通过高速 Ethernet（以太网）
组网，建立 KNX 总线之间，以及 KNX 与 IP 网络之间的通讯。

N148/23 IP接口：采用KNXnet/IP协议，通过高速Ethernet（以太网）组网，
建立 KNX 总线与 IP 网路的通讯。

  

照明控制  

产品型号 产品说明

开关执行器：适用于各类光源的开关控制

N530D31  开关执行器， 4 x AC 230 V，6 AX，AC3

N530D51  开关执行器，8 x AC 230 V，6 AX，AC3

N530D61  开关执行器，12 x AC 230 V，6 AX，AC3

N532D31  开关执行器，4 x AC 230 V，10AX (16A AC1)

N532D51  开关执行器，8 x AC 230 V，10AX (16A AC1)

N532D61  开关执行器，12 x AC 230 V，10AX (16A AC1)

N534D31  开关执行器，4 x AC 230 V，16/20AX

N534D51  开关执行器，8 x AC 230 V，16/20AX

N534D61  开关执行器，12 x AC 230 V，16/20AX

N562/11 开关执行器主模块，3*10A，230V/400V，可接 4 个子模块

N562/21 开关执行器子模块，3*10A，230V/400V

N512/11 开关执行器主模块，3*16A，230V/400V，可接 4 个子模块

N512/21 开关执行器子模块，3*16A，230V/400V

N513/11 开关执行器主模块，3*20A，230V/400V，可接 4 个子模块

N513/21 开关执行器子模块，3*20A，230V/400V

1-10V调光控制器：适用于荧光灯、节能灯等，
需配置 1-10V调光镇流器

N536D31 4 路 1-10V 调光控制器，4*10AX

N536D51 8 路 1-10V 调光控制器，8*10AX

DALI数字化调光控制器：适用于荧光灯、节能灯、LED灯等，
需配置 DALI调光镇流器

N525E 8 路 DALI 数字调光控制器

N141/03 KNX/DALI 网关（全功能）

N141/21 KNX/DALI 双网关

N141/31 KNX/DALI 双网关（全功能）

照明恒照度控制设备

UP255D21 KNX 照度控制器

UP258D12 KNX 存在感应器 WITH BRIGHTNESS SENSOR

UP258E22 KNX 存在感应器，带恒照度控制

UP258D31 KNX 存在感应器，带恒照度控制及温度感应等

UP258D41 KNX 存在感应器，带恒照度控制及温度感应、湿度感应等

UP258D51 KNX 存在感应器，带恒照度控制及温度、湿度、CO2 感应等

UP258D61 KNX 存在感应器，带恒照度控制，双鉴探测（红外及超声波）

  

遮阳控制  

产品型号 产品说明

电动遮阳帘执行器

N534D31 4 路电动遮阳帘执行器，4*6A，带手动

N534D51 4 路电动遮阳帘执行器，8*6A，带手动

气象站、户外感应器等

AP254/02 光线 / 温度复合传感器，户外安装

AP 257/51 气象站 AP 257/51

AP 257/61 气象站 GPS AP 257/61

AP 257/22 气象站 (GPS) AP 257/22

  

KNX温控器  

产品型号 产品说明

风机盘管温控器

RDF800KN/NF 触摸式温控器，钛白色

地暖温控器

RDD810KN/NF 触摸式地暖温控器，钛白色

VRV+地暖温控器

RDF880KN/NF 触摸式温控器，钛白色

  

多功能控制面板  

产品型号 产品说明

Arina 系列智能面板

UP201/12 Arina 触控面板，单联，无 LED 状态指示，钛白  

UP201/13 Arina 触控面板，单联，带 LED 状态指示，钛白  

UP201/23 Arina 触控面板，单联，带 LED 状态指示，黑色  

UP201/43 Arina 触控面板，单联，带 LED 状态指示，灰金色  

UP202/12 Arina 触控面板，双联，无 LED 状态指示，钛白

UP202/13 Arina 触控面板，双联，带 LED 状态指示，钛白

UP202/23 Arina 触控面板，双联，带 LED 状态指示，黑色

UP202/43 Arina 触控面板，双联，带 LED 状态指示，灰金色

UP203/12 Arina 触控面板，四联，无 LED 状态指示，钛白

UP203/13 Arina 触控面板，四联，带 LED 状态指示，钛白

UP203/23 Arina 触控面板，四联，带 LED 状态指示，黑色

UP203/43 Arina 触控面板，四联，带 LED 状态指示，灰金色

UP203/14 Arina 触控面板，四联，带 LED 状态指示，场景控制 / 温度感应器，
钛白色

  

网络可视  

产品型号 产品说明

IP网络浏览器

N152 IP 控制中心：网页浏览器，通过该设备可以操作和监控相
连的 KNX 系统，实现图形化编辑，监视和操控。其功能强
大，具有时间表控制，逻辑功能，报警及发送 E-mail 至多
达 20 个联系人。

更多产品信息请参见《GAMMA instabus KNX 产品目录》。

学校应用常用产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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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52 IP控制中心

N146 IP路由器

N146 IP路由器

N146 用于通过 IP 高速数据网络 ( 以太网 10BaseT) 连接总线线

路或者总线区域，可以作为 KNX 线路、区域或者网络路由，亦

或用于连接 KNX 设备和 PC 或者其他带 IP 接口的设备，而且还

可以连接一个 LAN 调制解调器，用于远程访问 KNX 系统。此外，

N146 也能作为 ETS3 编程接口、可视化软件接口等。N146 遵

从 KNXnet/IP 协议，IP 地址可通过 ETS 软件对其设定，或者通

过 DHCP 服务器自动生成。

N146 有 5 个 LED 灯显示其运行状态、总线连接状态以及 IP 连

接状态等。

IP 路由器需要 AC/DC24V 外接电源供电，内置 BCU 和 RJ45 IP 接

口，通过总线端子与总线连接。

产品特性：

 - 标准 35mm DIN 轨道安装，符合 EN60715-TH35-7.5

 - 产品宽度：2MW (1MW = 18mm)

 - 订货号：5WG1 146-1AB03

N152  IP控制中心

可视化控制器使用标准 Web 浏览器在 PC、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

等兼容 Web 的终端设备上实现图形可视化，采用 KNXnet/IP 协

议，在 KNX 设备与 PC 之间建立通信，通过 LAN/WLAN 实现远

程访问 KNX 设备，用作 ETS 3/4/5 的接口和可视化接口。

产品功能及优势：

 - 可用于 IP 网络连接的 PC、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上的标准浏览

器显示

 - 操作和监测 KNX 网络传输的最多 1250 个状态和数值，

 - 图形 Web 编辑器可创建全图形可视化系统

 - 时间表控制可实现 300 个控制通道，每个通道最多 30 个定

时控制命令

 - 场景模块最多具有 5000 个场景或事件

 - 全图形逻辑模块最多具有 1000 项逻辑功能

 - 报警功能用于最多 250 种不同的报警

产品特性：

 - 标准 35mm DIN 导轨安装，符合 EN60715

 - 产品宽度：4MW（1MW=18mm）

 - 订货号：5WG1 152-1AB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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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41 DALI网关

N141 DALI网关

用于通过 KNX 连接带有 DALI 接口的可调光 ECGs。DALI 网关

N141 最多可连接 64 个 DALI ECG，并可以分配到 16 个可以开

关 /调光的通道（组）。另外，每个DALI ECG可以单独控制（开关、

设定调光值）以及单独的状态反馈。带有一级或两级定时控制，

最多内置16个场景。电气和DALI输出电源由内置的供电单元（输

入电压为 AC/DC110-240V，50-400Hz）提供。

一个绿色的 LED 显示操作状态，一个控制按键用以切换总线模

式和直接控制模式，黄色的 LED 显示为直接控制模式。一对控

制按键用于开 / 关所有的 DALI ECGs。按键上方的红色 LED 显示

所有 DALI ECGs 的开关状态（LED 灯常亮），该 LED 灯闪动时

表示故障状态。内置仅有一半标准总线负载的总线耦合单元。

通过总线端子或者接触系统连接至数据导轨。

DALI 不仅接受开关和调光的命令，并可以实现对可调节白光

（Type8）的色温调节。此外，亮度值或错误状态的信息，如光

源或者 ECG 故障，都可以通过 DALI 报告。

产品特性：

-   支持恒照度控制

-   2 点照明控制

-   时间表控制

-   色温控制 

N53x新一代开关控制模块

N53x 新一代开关执行器可以通过无源输出来开关相互独立的电

气负载：阻性负载（如电热器、白炽灯）、感性负载（如电机、

带上游绕组变压器的低压卤素灯）或容性负载（例如电子变压

器的低压卤素灯）。 

新系列开关执行器是 DIN 导轨安装模块，按 IEC 60715 标准安

装在 35 mm 的轨道上，适用于具有高冲击电流的开关负载，特

别是符合荧光灯负载（AX）。

开关执行器通过总线端子连接至总线，通过总线电压供电（无

需额外电源）。每个执行器输出带有手动开关拨钮，必要时可

手动控制开关回路。

 

产品特性：

-  开关次数和运行时间计数

-  8-bit 场景控制

-  具有状态反馈信息、逻辑门、中央开关、定时开关和夜间模

式等功能。



11

UP258D51  多功能存在感应器

UP258D51 多功能存在感应器

UP258D51 多功能存在感应器有内置的亮度传感器和 HVAC 传感

器，可以感应亮度、湿度、温度和二氧化碳浓度，不仅控制照

明系统，还控制通风和供暖系统，特别适合室内多功能集成控制。

最大存在探测面积 64 m² 和移动探测 400 m²，通过 KNX 进行

通讯。存在感应器设计为吸顶安装。

产品特性：

-  具有可调节灵敏度和探测范围。

-  内置亮度传感器和 HVAC 传感器和二氧化碳浓度感应，实现

室内环境的整体控制。

-  内置温湿度控制、露点计算、阈值监测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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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20 - 3718 2222

西安： 西安市高新区天谷八路156号

 西安软件新城二期A10，2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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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日益增多、城市化进程、全球气候变暖、及资源日趋匮乏等问题，

使地球及人类生活发生着空前的变化。针对这些问题，人们不得不重新思

考来面对这些挑战。如何实现效率最大化至关重要，但除了更高效率的使

用能源及电力之外，人们对生活舒适度的要求也有所提高，与此同时，对

安全性、可靠性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就我们的客户而言，成功与否取决

于他们能如何应对这些挑战。西门子可以提供答案！

 

“我们是节能、安全楼宇及基础设施领域值得信赖的技术合作伙伴。”

此文件中包含对可选择技术参数的一般描述，个别情况中可能不会出现。

因此在合同中应该针对具体项目特别指出其所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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