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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MA instabus KNX 控制系统

绿色酒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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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宜的灯光效果可以使大厅显得典雅并且特点鲜明， 
同样这也给客人留下了深刻的第一印象。

现今的酒店行业竞争日益加剧，能否为宾客提

供最大限度的舒适度，并且确保酒店的运营安

全、经济就显得尤为重要。无论是在顶级或中

高级酒店，宾客都期望最大的性价比，希望获

得相应的高品质服务。

而作为酒店，其职责是花费最少的财力和人力，

为宾客提供最好的服务。

GAMMA instabus KNX 楼宇管理控制系统为此

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它将酒店各项功能智能地

集成在一起，为酒店提供经济、便捷的解决方案。

系统优势

GAMMA instabus KNX 在酒店应用领域中为您

提供：

- 方便：为客户提供最大的便捷

- 可靠：任何时候都可靠运行

- 经济：更低的能耗和运营成本

- 灵活：支持酒店运营中的各项工作

- 安全：安全预警，紧急情况下的人身安全保

护措施以及设备损失最小化

- 绿色：高效控制系统，营造绿色节能的酒店

环境

GAMMA instabus KNX —  助您构建
节能、舒适、安全的绿色酒店

完全的系统解决

方案

作为家居与楼宇

控制系统的专业

产品与服务提供

商，我们可以为

您的酒店提供度

身定制的完整解

决方案，满足您

酒店的各项需

求。

(从酒店的配电

设备至开关插座

均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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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为酒店客房度身定制的“酒店用温度控制面板”，
让每位客人在第一时间轻松掌握。

在过道中，具有恒照度功能的移动探测器为宾客提供必需的照明，
这样不仅节约能源而且降低了运营成本。

复杂的需求更加需要智能解决方案。西门子 GAMMA 
instabus KNX 系统针对复杂的酒店管理，为您专门定制了

可以满足各项需求的全面解决方案。该系统能让您在不降

低宾客舒适度的前提下，节约能源，减少成本。

灵活且考虑周全的室内温度控制

- 制冷 / 制热设备的消耗是楼宇运营成本的主要因素之

一。通过对使用中的客房、餐厅或会议室等区域的制冷、

制热和通风设备的控制，GAMMA instabus KNX 系统可

以明显地降低制冷 / 制热系统的能耗。客房内的温度还

可以通过移动感应器，或者根据客房的使用情况自动

控制，也可以由客人手动自行调节。

- 当窗户被打开时，制热模式会自动降至防霜冻模式，

制冷和通风也会转变为关闭状态。

- 在夜间，制热温度会自动下降。例如：客房内已经转

换至睡眠温度。客人可以在任何时候改变室内温度或

者完全关闭制冷、制热及通风。

- 在暂时闲置的区域，例如会议室，在会议结束离开时，

系统的“全关”功能可以降低制热、制冷和通风至“关

闭”或“保护”状态。

舒适节能的照明遮阳控制

- 在公共区域和客房，照明和遮阳的控制可以最大程度

地利用日光而无眩目，为此，照明系统采用恒照度控制，

遮阳百叶也会自动调节到与阳光方位相对应的角度。

为了避免空调系统消耗更多的能量去应对阳光和照明

产生的热量，系统将优化运行，尽可能避免白天灯光

打开而窗帘关闭的情况。

- 在非主要使用时间段，过道或洗手间的照明通常会由

存在探测器进行控制；在主要使用时间段内，无人时，

存在探测器将灯光亮度调节到最小值，这样可获得最

佳的节能效果，并且延长灯具的平均使用寿命。

绿色酒店应用 — 经济、舒适、灵活、
安全的酒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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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照度功能启动室内所需的灯光

照度， 当然您也可以随时手动

调节灯光以满足您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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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光

500 lx

人造光

0 % 20 % 50 %

GAMMA instabus KNX 还能为葡萄酒酒窖提供

合适的温度和准确的环境。

当过道内的灯光根据有人无人自动开关时， 适宜的

背景灯一直亮着。 这对于不熟悉酒店环境的客人来

说这样更加安全而且舒适。

当过道内的灯光根据有人无人自动开关时，适宜的背景灯一直亮着。
这对于不熟悉酒店环境的客人来说更加安全而且舒适。

GAMMA instabus KNX 还能为酒窖
提供适宜的环境。

- 恒照度功能启动室内所需的灯光照明，当然也可以随

时手动调节灯光以满足您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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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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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化中控软件在前台为值班经理和员工提供整座大楼最新的状态图，
并且允许他们在任何时候对所有大楼的功能进行操控。

酒店的高效楼宇管理

利用可视化中控软件，GAMMA instabus KNX 可以显示整

座大楼最新的状态图并可以操控大楼所有的功能。这使得

楼宇管理更加高效。

- 通过现有的网络连接（局域网或者因特网）或者楼宇控

制系统，楼宇管理系统可以连接几座大楼，比如一个结

构复杂的酒店，又或者一个酒店有多个连锁酒店在同一

城市甚至分布在多个城市或国家。 通过楼宇管理系统，

分散的地产可以实现最优化管理。

- 几个酒店大楼和系统的集中监控可以降低人员费用，

GAMMA instabus KNX 为此不会产生额外的安装费用。

- 制冷、制热或者通风系统的错误信息会立即被记录并且

发送到在岗工程师或者值班经理的移动电话上。使故障

得以迅速消除，避免了顾客的投诉。

- 通过对使用时间和开关次数的计算，以及错误报告，我

们可以根据实际状况实现优先维护和整修。

- 为了节能，能源消耗数据可以被收集分析，并设置负载

峰值和关闭一些并不需要的用电设备，比如在酒店的厨

房，当所有的设备都在运行时，洗衣房的一些设备就可

以关闭以避免超出负载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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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下雨了，而天窗仍然开着将会造成很多损失，GAMMA instabus KNX 可以做到当下雨时
就自动关闭这些设备。

安全的酒店管理

在酒店行业，安全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主题：为了酒店宾客、

员工的安全、为了避免资产的损失、为了限制不断增长的

后续费用，GAMMA instabus KNX 楼宇管理系统全天 24
小时不停歇，为您实现这一切。

防范于未然

- 由于没有充足的照明而造成的意外可以轻松避免。当

有人在过道时，过道的灯会自动亮起，如果必要，这

些灯可以一直亮在那里。

- 酒店户外和走道的灯光可以综合光线、定时、人体移

动因素来控制，这样灯光总会在适时的时候打开。

- 窗户、屋顶遮阳板和门万一没有关闭，无异于在邀请

一些不速之客。在暴风雨或冰雹的天气里，这还将造

成重大的损失。“门打开”或“窗打开”这些指示可

以确保及时地关闭它们。

- 当暴风雨来临时，遮阳帘会自动收起避免被损坏，电

动的屋顶遮阳板和天窗也会自动关闭。

在紧急时刻

- 如果发生危险，执行 EN1838、GB/Z20965 标准安装的

GAMMA instabus KNX 系统可以通过应急照明和逃生指

示灯让宾客们迅速安全地离开。

- 如果把消防系统接入 GAMMA instabus KNX，电气设备

可以在造成更大损失之前被关闭。照明设备则会及时

打开，以免造成恐慌。

- 利用可视界面显示灾害发生的位置，工作人员可以在

第一时间作出快速和正确的反应。

- 不需要特殊的监视设备就可以发现不速之客的行踪：

每次打开外部的门或窗，或者开关被监视房间内的灯，

都会产生一个报警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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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宾客离开房间时，系统会自动关闭房间内的设备： 
灯光和电视机稍后关闭，空调系统也会降低设定温度。

节能的 LED 灯可以方便地为不熟悉酒店
客房环境的宾客指示方向。

通过众多酒店内各区域的控制需求都得到解决的事实，我

们可以看到这个解决方案是非常经济、高效和方便的。得

益于 GAMMA instabus KNX 的模块化和多功能，酒店系

统可以满足来自客人的各种需求。

大厅

- 舒适的灯光效果，适宜的照明环境和轻松的喷泉，这

些都能为宾客留下深刻的第一印象。

酒店客房

- 使用酒店房卡可以触发基本功能及启用客房。客房内

的温控设备以及空调被启动，客人入住房间的信息同

时会记录到中控。当客人离开时，房卡会触发全关模式，

关闭制冷或制热设备，并且把风速降低。

- 通过酒店预订系统，可让客房温控系统把已预订客房

的温度调节到舒适。

- 使用专门为酒店研发的“酒店用温度控制面板”，酒

店客人可以随时调节客房的温度等。

- 带指示灯、且有清晰标注或符号的控制面板可以实现

所有客房功能。这非常适合客人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学

会使用这些按钮。

- 节能的 LED 灯可以作为背景灯、指示灯或照明信号。

- 自动发送的故障信息可帮助酒店在客人发现损坏或者

投诉之前及时修复故障设备，比如坏损的灯。

酒店完全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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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餐厅区域，只需一个按钮就可以切换到您想要的灯光场景；在晚上按一个按钮就可以切换到安全模式。

餐厅和健身区

- 记录消耗能源的数据会集中反应在可视化软件上并可

做更进一步的操作。这个功能对于不同的出租区域有

非常重要的作用。

- 有些区域可以应用感应器探测有人无人以达到节能的

目的。

- 溢水探测器可以在管道破裂，溢水泛滥发生的第一时

间发出警告，这样可以把损失降至最小。

- 空气质量检测的结果将被传送到中控软件，并且可以

根据需要传送到楼宇控制系统。

- 当使用功能改变时，GAMMA instabus KNX 的经济高效

显得特别突出。无论是客房出租或者重新装修，都不必

做昂贵的线路改造了。在极大多数情况下需要做的只

是在电脑上修改参数，并且可以明显地缩短改造时间。

会议区和会议室

- 按下一个按钮或者通过外部的指令，会议室内所有的设

备都会切换到当前需要的模式（场景控制）— 外面来

的演示者也可操控。比如：要做演示时，窗帘开始放下，

投影幕布也徐徐拉下，幕布周围的灯光关闭，其余的

灯光亮度调节到 10%，投影仪设备启动 — 这些只需

一键操作。

- 利用远程控制也同样可以达到上述效果。

- 在经常会变化格局的区域，GAMMA instabus KNX 再次

显示了其灵活方便的特点。当去除了会议室的隔断后，

会议室的控制方式自动改变了。对于使用者来说并不

会在意，现在整个区域被看作是一个单独房间，由同

一个控制面板控制。

- 甚至简单的舞台控制也可以用 GAMMA instabus KNX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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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宇管理功能和多媒体控制系统被集成在一个友好的用户界面 
— 通过一个按钮，种类繁多的会议室设备就可以轻松地被控制
了，即使是外来不熟悉的演示者也可操控。

GAMMA instabus KNX 可以在第一时间内指示出哪里有损坏的
灯具。损坏的灯具将立即被更换，而巡逻检查灯具是否有损坏
也已成为过去。

车库 / 地下停车场

- 在没有太阳光的车库或者地下停车场，灯光主要靠定

时器和移动感应器控制。当有人时，邻近区域内的灯

光全部打开。当无人时，把亮度降至最低或者在非营

业时间段关闭灯光。这样不仅可以节约能源花费还可

以延长灯具的使用寿命。

- 使用 GAMMA instabus KNX 的“1/3 开关”可以实现以

下功能：1/3 的灯光一直打开保障最基本的照明亮度，

这 1/3 的灯具由于常开所以它们比其他的灯具更早地

需要更换。GAMMA instabus KNX 系统可以方便地让

所有的灯具都按一定的周期去轮流担任那 1/3 基本照

明的任务， 通过平均分配负载，所有的灯具可以同时

被更换， 省去了转换控制灯具的时间。

- 并且你可以通过灯具使用时间的统计，判断什么时候

该换新的了。

第
一
阶
段

设
备
更
换

第
二
阶
段

设
备
更
换

第
三
阶
段

设
备
更
换

一
次
性
更
换
所
有
的
灯
具

节省费用

1/3 开关
不带1/3开关 带1/3开关

灯具费用更换设备的基本
费用（交通，人
工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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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是酒店的名片，采用 GAMMA instabus KNX 可以
显得更加出类拔萃。

能实现多种功能的 GAMMA instabus KNX 系统使用起来也很方便。
酒店客人在使用这些容易操作的面板时会觉得很舒适。

酒店景观照明

酒店的外观非常重要，GAMMA instabus KNX 系统会让您

的酒店更具吸引力。

- 灯光效果：对于灯或者灯组，可以用定时启动亮度层次，

并且循环往复。从灯光开启、到亮度层次、到色彩顺序，

任何灯光设计的创意实际上都不再受到限制。

- 控制色彩繁多的灯光，特别是在音乐厅等地方使用

DALI 设备，可以制造出无数的场景。

洗手间

- 宾客不需要寻找面板开关来开启灯光，移动感应器会

在恰当的时候自动打开灯光。当不需要灯光时，自动

关闭，这样节约能源。

- 通风扇在有人时自动运行，不仅创造了舒适的环境，

而且节省能源。

- 溢水探测器可以在水管破裂水溢出的初期发出及时的

报警信号。

用最适合的技术去完成各项使命

如果难以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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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在第一次使用的场所，也不允许出现操作障碍。这对

于并不熟悉酒店环境的客人来说很重要。除了其令人印象

深刻的功能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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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远程控制、显

示屏、触摸屏，以及中央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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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

感兴趣吗？如果是，请与您的西门

子合作伙伴联系。他将会提供更多

的信息和技术支持。

使用了 GAMMA instabus KNX 楼宇控制系统，您的酒店将满足
安全、经济、方便以及现在和将来的各方面需求。

经济 各区域应用

根据需要打开制冷、制热和通风设备 酒店大堂

打开窗户时自动降低制热 景观灯光效果控制

在夜间降低制热温度设定值 酒店客房

制冷、制热及通风设备的“全关” 功能 房卡控制

根据有人无人控制照明 通过预订系统控制客房温度

充分利用阳光而无炫目 有背景灯和明显指示的面板

恒照度控制 LED 指示功能

高效的可视化楼宇管理软件 故障信息自动发送

分散建筑的楼宇管理 餐厅和健身区

集中监控多个建筑 集中耗能数据

报警信号预防损害的发生 有人时启动排风扇

根据需要维护设备 溢水探测器及早防护

自动关闭不必要的耗能设备 空气质量可视化显示

安全 改变控制功能时无需重敷线缆

人体感应控制过道灯光 会议大厅和会议室

户外及人行道的照明控制 一键场景控制

未关闭的窗户、 遮阳顶棚、天窗、门等的指示 会议厅遥控控制

暴风雨来临的自动应对 多隔断区域的控制

逃生通道照明控制 简单的舞台控制

火灾报警的自动应对 车库 / 地下停车场
在可视化软件上显示危险发生地点 结合定时和存在感应的控制

酒店外部环境的监视 1/3 开关控制

无需特殊设备的监控 根据运行时间维护设备

整体外观

景观灯光效果控制

洗手间区域

移动感应自动控制灯光

有人时打开排风扇

溢水探测器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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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0 mA
N140 线路耦合器：用于线路扩展

N14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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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148/22 IP 接口：采用 EIBne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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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151 IP 浏览器：KNX 小型网络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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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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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512/21 开关执行器子模块，3*16 A，230 V/400 V
N513/11 开关执行器主模块，3*20 A，230 V/400 V，可接 4 个

子模块

N513/21 开关执行器子模块，3*20 A，230 V/400 V
N502 8 路组合开关执行器，8 输出（阻性）+8 输入（AC/DC） 
N511/02 8 路开关执行器，8*16 A，带手动（阻性负载） 
N510/03 4 路开关执行器，4*16 A，带手动（容性负载） 
N510/04 4 路开关执行器，4*16 A，带手动（容性负载） 
N512 8 路开关执行器，8*16 A，带手动（容性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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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526/02 3 路 1-10 V 调光控制器，3*6 A
N526E02 8 路 1-10 V 调光控制器，8*16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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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141/02 KNX/DALI 网关

通用输入 /输出模块
UP220/31 4 路按钮接口，信号输入 / 输出模块（10 m） 
UP220/21 2 路按钮接口，信号输入 / 输出模块（10 m）

遮阳控制

产品型号 产品说明

电动遮阳帘执行器

N522/03 4 路电动遮阳帘执行器，4*8A，带手动

N523/04 4 路电动遮阳帘执行器，4*6A，带手动

N5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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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257/22 气象站，GPS 时间同步，可控制 8 路幕墙
（室内 / 外百叶，窗帘等）   

AP257/32 WS1 气象站，GPS 时间同步，可控制 4 路幕墙
（室内 / 外百叶，窗帘等）

AP257/42 风速感应器 

室内温度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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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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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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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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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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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钛白

UP203/15 Arina 触控面板， 四联，带 LED 状态指示，
场景控制 / 红外感应

钛白

Delta Style系列智能面板
UP287/15 四联，带 LED 状态指示，场景控制 / 红外接

收解码器 
钛白

UP287/45 四联，带 LED 状态指示，场景控制 / 红外接
收解码器 

铂金色

Delta i-System 系列智能面板（适合 DELTA line，
DELTA vita，DELTA miro）

UP223/15 三联，带 LED 状态指示，场景控制 / 红外接
收解码器 

钛白

UP223/35 三联，带 LED 状态指示，场景控制 / 红外接
收解码器 

亚银

网络可视

产品型号 产品说明

IP 网络浏览器
N151 IP 浏览器：小型 IP 网络可视化服务器，ETS3 编写程序，

可与第三方触摸屏或平板电脑等数字终端灵活配置，
实现网络可视化监视和控制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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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新

新

新

新

酒店应用中常用的产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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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51 IP网络浏览器

N151 IP 浏览器包含了一个网络服务器，适用于简单方便的小型

浏览设备，作为针对小型 KNX 系统的可视控制的创新解决方案。

多达 40 个 KNX 状态和数值可以通过任何一个标准的显示器显

示及操控 — 无论是 PC 还是 PDA，无需任何特殊的浏览器知识。

IP 浏览器已经内置了连接 KNX 系统与以太网 (IP) 的接口。

另外，N151 可以作为连接可视化系统的接口 ( 如：IPAS CBS 可

视化软件 )，同时，还可以作为 ETS 编程软件访问 KNX 系统的

接口。

N151 IP 浏览器在非住宅建筑中可用作中控软件在现场的分控设

备；在住宅建筑中，则作为经济型触摸控制界面的可选方案。

产品优势：

- 产品极具性价比，简单易用的小型浏览服务器，不需要任何

特殊的软件；

- 通过任何 PC 或者浏览器，作为系统的分控界面；

- 页面编辑简单方便；

- 用于总线访问的 IP 接口，比如：ETS 编程等；

- 可与系统的可视化软件通讯；

- ETS 编程与可视化显示同步。

产品特性：

- 标准 35mm DIN 轨道安装，符合 EN60715

- 产品宽度：4MW (1MW = 18mm)

- 订货号：5WG1 151-1AB01

N151 IP 网络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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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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用于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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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可以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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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1AB02

人性化的新一代控制面板

GAMMA instabus KNX 新一代产品控制面板产品特性：

- 统一的总线耦合器

- 唯一的应用软件

- 人性化的外观设计

统一的总线耦合器 BTM

- 新一代控制面板的所有系列产品，包括 DELTA line，
DELTA vita，DELTA miro，DELTA style 和 DELTA profil 
设计系列，只需要一种总线耦合器 BTM。每一种新一

代控制面板都可插接在 BTM 总线耦合器上。这将降低

系统设计成本，简化安装和调试。 

强大的功能

- 唯一的应用程序可以适用于各种版本的产品。参数设

定可以从最经典的开关功能到数值传输，场景设置，

以及多达 9 个 LED 状态指示灯的亮度值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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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MA instabus KNX 新一代产品控制面板 

KNX触控式温控器 RDF800

RDF800 适用于两管 / 四管制风机盘管通用系统，或者配

套 DX 类型设备的压缩机使用。

该产品具有以下特性：

- 带 KNX 通讯

- 操作模式：舒适，节能和保护模式

- 用于供热和 / 或制冷应用，自动或手动供热 / 制冷转换

- 2 或者 3 档控制输出

- 输出单速风速或者 3 速风速 

- 2 个多功能输入，可用于连接读卡器或者外部传感器等 

- 可调节调试参数和控制参数，设定最小和最大设定值

限制

- 外壳颜色：钛白色

- 可选择应用：2 管制 /2 管制带电加热 /4 管制

订货信息

产品说明 订货号 产品型号

KNX 触摸式温控器 S55770-T350 RDF800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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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中环南路7号
电话： 400 616 2020

沈阳： 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1号
 市府恒隆广场41层
电话： 024 - 8251 8111

上海： 上海杨浦区大连路500号西门子上海中心

电话： 400 616 2020

广州：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路208号
 天河城侧粤海天河城大厦8-10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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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29 - 8831 9898

成都：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华二路219号
 天府软件园C6栋1/2楼
电话： 028 - 6238 7888

武汉：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99号
 武汉保利大厦21楼2102室
电话： 027 - 8548 6688

服务热线：400 150 6060
联络邮箱：cs.4001506060.cn@siemens.com

扫描关注
西门子
楼宇产品
官方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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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门子公司版权所有

如有改动，恕不事先通知

订货号：E20002-A0636-C1200-V5-5D00
  75-S905705-12221

直接扫描
获得本书
PDF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