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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的客户
ABB电气产品行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无论在何处制造、安装或运行设备，都可得到我们及时周到的服务与支持。

ABB集团
ABB位列全球500强，是电力和自动化技术领域的领导企业。ABB致力于帮助电力、工业、交通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客户提高业绩，同 时

降低对环境的影响。ABB集团总部在瑞士苏黎士，业务遍布全球近100个国家，拥有13.5万名员工。ABB在中国拥有研发、制造、 销售

和工程服务等全方位的业务活动，员工1.8万名，拥有40家本地企业和遍布全国147个城市的销售与服务网络。

ABB集团及工厂

西班牙工厂
作为久负盛名的高端品牌，NIESSEN Centenary致力于为住宅和 

第三产业提供电气和自动化解决方案。企业宗旨是通过设计和创 

新打造更舒适、更安全的生活环境。

NIESSEN Centenary拥有员工人数212人，是西班牙市场的共同 

领导者，占有30%的市场份额。出口产品占据总销售额的30%， 

主要市场包括： 墨西哥、 俄罗斯、 中东、 巴西、 摩洛哥 

等。NIESSEN Centenary同时也是隶属于ABB的一个全球化业务 

部门，在3大洲设有13处生产基地，并且在所有运营国家和地区 

都设有销售机构。

由于不同的法规、审美情趣和安装习惯，在不同国家销售的产品 

千差万别，因此NIESSEN Centenary往往会立足于本土化来开展 

业务。

德国工厂
德国Busch-Jaeger公司成立于1879年，始终在质量、产品线和创 

新上精耕细作，不断满足广大客户的严格要求。

德国Busch-Jaeger公司始终在质量、产品线和创新上精耕细作， 

不断满足广大客户的严格要求。

作为市场领导者，Busch-Jaeger在电气安装技术领域拥有130多 

年的丰富经验。我们在德国设有两家生产基地。作为ABB集团的 

一员，公司在吕登沙伊德和奥厄拥有约1000名员工，产品远销全 

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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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洞察您的感受需求
欧悦Millenium系列集操控性、功能性和便利性于一身，完美契 
合建筑内部的视觉与感官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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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薄的经典设计，非凡的外观效果

欧悦Millenium系列是一款针对综合性系统应用方案而设计的系列产品，它可为单个 

房间或整个建筑提供全面的解决方案。方正超薄的开关不仅可以提升整个建筑的品 

质，增添时尚气息，而且安装便捷。

1. 不锈钢

2. 丝绸黑

3. 古典金

4. 磨砂金

01 02 03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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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尽在掌握

01 02 03 04

欧悦Millenium系列是第一个可与KNX系统相结合的金属开关系列，它可以实现对空间 

和能效的最智能化管理。

提高建筑的舒适性、安全性和能效性：

- 提供完整舒适的解决方案，满足多样的生活需求

- 为人员和物品提供安全保障

- 低功耗设计，能最大限度节约能源

1. KNX 6位传感器

2. KNX 6位红外传感器

3. KNX 红外感应开关

4. KNX 房间温度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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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地球，热衷环保

如今，开关的设计仅仅能满足美学的基本要求已远远不够。对于环保重任，制造商亦 

责无旁贷，即进行设计时还需秉承生态环保理念。ABB深信，采用智能化技术便可最 

大限度保护地球，实现可持续发展。所以我们的产品同时兼顾大众需求及其周围环境 

的发展。

欧悦Millenium系列为改善环境所做出的努力：

- 指示信号是基于LED技术，可节约25％的能耗，并延长使用寿命（可达10年）。

- 包装可回收，从而最大程度减少原材料消耗。

- 设计、生产和销售流程均经过优化，可最大限度降低对环境的不良影响。

欧悦Millenium系列的设计符合ISO14006环境管理体系的要 

求，并获得生态设计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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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应用

基于“可组合”这一理念和模块化设计，欧悦Millenium系列构建了完整的产品体 

系，可满足各种类型的需求，是家居、酒店、办公楼、商场等应用场合的理想之选。

商业

欧悦Millenium可为不同的商业场合，如饭店、咖啡厅、商场、办公室等，提供独 

特、典雅的解决方案，以满足其不同的使用要求。欧悦Millenium不失为改善生活 

空间的完美产品。

家庭

任何类型的建筑，无论采用何种装修风格，欧悦Millenium的简约化设计都可与 

之完美融合。同时，它的完备功能和突出特性还可为建筑频添无尽功能，物超 

所值。

酒店

欧悦Millenium尤其适用于酒店项目。其现代化的设计、时尚的外观、优质的材料 

和强大的功能，可为酒店营造高度舒适的环境氛围。其KNX功能更是为酒店客房 

管理系统的日常管理倾情助力，使其能在节约能耗的同时，让宾客感受一份由高 

科技所带来的舒适和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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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和优势
西班牙的创新设计和技术

西班牙原装进口、先进的技术、经典的设计和强大的功能是欧悦Millenium系列的独 

特优势。

符合AISI304标准的优质不锈钢材质，加之先进的金属表 

面处理技术，打造了4款顶级的欧悦Millenium系列颜色：  

不锈钢、丝绸黑、古典金和磨砂金

由欧洲著名设计师何塞普LLuscá设计

英式金属大翘板开关，边框翘板尺寸符合黄金分割比例的美 

学设计

GUARANTEE  
POLICY

ABB保用政策：

- 机械开关插座保用10年
- 电子类开关保用1年

超薄直线条设计，面板厚度仅4毫米。翘板侧面采用镀铬设计，给 

人以独特的视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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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座种类繁多，符合中国标准和英国标准的电源插座均 

可提供。所有插座都带保护门，增强了安全性，给儿童 

以特别的保护。

新型带LED灯开关的能耗更低，寿命更长，其简易的象 

形图型设计更易于辨别。

易于安装，操作简单，适应性强，可采用大号螺丝安装 

设计独特的金属安装框，可以吸收墙面不平误差（2毫 

米）的影响，因此在任何环境下都可确保开关与墙体完 

美贴合。

欧悦Mi l len ium 采用英式布线系统并获得生态设计  

证书。 从设计、 生产、 经营、 分销到回收， 欧悦 

Millenium系列将减少对环境的不良影响这一理念贯穿 

于产品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

欧悦Millenium可为任何商业项目，尤其是酒店，提供整 

套解决方案。既包括在其范围内的综合布线（DND门铃 

开关、插卡取电开关、温控器等），还包括KNX的房控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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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和优势

全系列的KNX传感器，其元件构成弃繁从简，外观高贵典 

雅。未来如何创造舒适、安全、节能的生活环境？欧悦

Millenium便是最佳答案。

带液晶显示屏的温控器是房间用恒温器，用于对房间内的 

通风和空调系统进行调节。欧悦Millenium的金属边框采 

用多种不同的表面处理技术，不但在视觉上给人以美的冲 

击，而且房间温度可随个人感受随心调出舒适温度。

0406

07
05

01 采用塑料面板，更安全

02 插座带保护门，防单边插入

03 单控开关

04 优质不锈钢材质，符合
AISI304标准，4种金属表面 
处理技术。

05 个性化超薄设计，面板厚度 
仅为4mm

06 适合市面上的86型底盒

07 错位式插口设计，提高使用率

0201

03

示例：二三极带开关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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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悦Millenium 
安装系统

欧悦Mil len ium 采用模  

块化结构， 将产品的色  

彩、尺寸和功能完美集  

于一身。三种尺寸的开  

关以及KNX传感器组装  

时必须采用特定要求的  

边框， 以满足各种类型  

的功能与设计要求。对 

于KNX传感器， 借助特  

殊金属安装板便可安装  

于开关边框， 既可确保  

整个面板的超薄效果，  

又能保持KNX传感器的  

功能稳定性。

安装板 大翘板开关 边框

翘板开关边框 翘板开关

大翘板开关边框 大翘板开关

两位翘板开关边框 两位翘板开关

三位翘板开关边框

KNX传感 
器安装板

三位翘板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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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悦Millenium 
成套方案

欧悦Millenium可提供优质的成套开关。每种独特的套件都包含 

模块、边框和安装板。这样的组合方式令下单、订单处理和  

安装更便捷。可靠而完备的组合套件，让所有功能一目了然。

欧悦Millenium系列采用符合AISI304标准的不锈钢材质，表面处 

理种类多样，外观高贵典雅。从哑光不锈钢，到丝质般触感的 

丝绸黑，再到奢华高贵的古典金和磨砂金，所有类型，尽可随 

心选择。

一位翘板开关

型号 技术参数 描述

AM10120-ST 10 AX 一位单控开关（20型）

AM10520-ST 10 AX 一位双控开关（20型）

AM11920-ST 10 AX 一位中间开关（20型）

型号 技术参数 描述

AM43020-ST 10 A 一位单控按扭开关
（20型）

型号 技术参数 描述

AM18120-ST 10 AX 一位双控门铃开关
（20型）

型号 技术参数 描述

AM42920-ST 10 A 一位单控按扭门铃开关
（20型）

一位大翘板开关

型号 技术参数 描述

AM10144-ST 10 AX 一位单控开关

AM10544-ST 10 AX 一位双控开关

AM11944-ST 10 AX 一位中间开关

型号 技术参数 描述

AM18144-ST 10 AX 一位双控门铃开关

AGMG

SBST

 ST  不 锈 钢

 SB 丝 绸 黑

 MG  磨砂金

  AG 古 典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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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悦Millenium 
成套方案

插座

两位开关

三位开关

一位大翘板开关

型号 技术参数 描述

AM10244-ST 10 AX 两位单控开关

AM10644-ST 10 AX 两位双控开关

型号 技术参数 描述

AMD20553 10A 250V~ 二三极插座插件

ST/SB/MG/AG彩 
色边框需单独订购

型号 技术参数 描述

AMD22553 10A 250V~ 二三极带开关插 座
插件

ST/SB/MG/AG彩 
色边框需单独订购

型号 技术参数 描述

AMD20644 16A 250V~ 一位三极插座插件

ST/SB/MG/AG彩 
色边框需单独订购

型号 技术参数 描述

AMD20344 10A 250V~ 一位三极插座插件

ST/SB/MG/AG彩 
色边框需单独订购

型号 技术参数 描述

AM10753-ST 10 AX 三位双控开关

AM12153-ST 16 AX 三位双控开关

型号 技术参数 描述

AM43044-ST 10 A 一位按扭开关

型号 技术参数 描述

AM42944-ST 10 A 一位按扭门铃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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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悦Millenium 
成套方案

信息插座

型号 技术参数 描述

AMD32144 四芯非屏蔽双 
绞线

一位电话插座插件
RJ11

ST/SB/MG/AG彩 
色边框需单独订购

型号 技术参数 描述

AMD33144 八芯非屏蔽双 
绞线

一位电脑插座插件
RJ45，超5类

ST/SB/MG/AG彩 
色边框需单独订购

型号 技术参数 描述

AMD33344 八芯非屏蔽双 
绞线

一位电脑插座插件
RJ45，6类

ST/SB/MG/AG彩 
色边框需单独订购

型号 技术参数 描述

AMD33244 八芯非屏蔽双 
绞线

两位电脑插座插件
RJ45，超5类

ST/SB/MG/AG彩 
色边框需单独订购

型号 技术参数 描述

AMD32944 八芯非屏蔽双 
绞线

两位电脑插座插件
RJ45，6类

ST/SB/MG/AG彩 
色边框需单独订购

型号 技术参数 描述

AMD34144 两端子 两端子音响插件

ST/SB/MG/AG彩 
色边框需单独订购

AND34244 四端子 四端子音响插件

ST/SB/MG/AG彩 
色边框需单独订购

型号 技术参数 描述

AM55044 20 A 出线孔

型号 技术参数 描述

AMD30144 具体技术参数 
参照26页

一位电视插座插件

ST/SB/MG/AG彩 
色边框需单独订购

型号 技术参数 描述

AMD31344 采用同轴电缆 
接入

二位电视、卫星电 
视插座插件

ST/SB/MG/AG彩 
色边框需单独订购

型号 技术参数 描述

AMD30344 采用同轴电缆 
接入

一位卫星电视插 座
插件

ST/SB/MG/AG彩 
色边框需单独订购

调光开关

型号 技术参数 描述

 AM41344-ST 230 V~ ± 10  % 2位旋钮式调光

 AM41344-SB 50 Hz
40-250 W

开关

 AM41344-MG 40-150 VA
AM41344-AG

型号 技术参数 描述

AMD41244 230 V~ ±10% 1位旋钮式调光开
50 Hz

40-400 W
关插件

40-300 VA ST/SB/MG/AG彩
色边框需单独订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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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悦Millenium 
成套方案

酒店专用产品

其它

型号 技术参数 描述

 AM40244-ST 16 AX / 250 V 插卡取电开关

 AM40244-SB 带LED灯
 AM40244-MG 
AM40244-AG

型号 技术参数 描述

AM40544-ST 16AX / 250V
带LED灯 延时5-
90秒
适合宽度54mm 的
卡

电子式插卡取 
电开关

AM40544-SB

AM40544-MG
 
AM40544-AG

型号 技术参数 描述

AM50093-BL 0.7 mA 250v 插卡取电开 关
专用LED指 示
灯

型号 技术参数 描述

AM40444-ST 10 A / 220 V  
DND / MUR

2位带“请勿打 

扰”LED灯和“请

即清理”门铃开关

型号 技术参数 描述

AM11844-ST 额定功率:
16Ax，2个触 点，
多个输入端
（上下）

窗帘控制开关

型号 技术参数 描述

AM40344-ST 10 A
DND / MUR

带“请勿打扰”

LED灯和“请即清 

理”门铃开关

型号 技术参数 描述

 AM50444-ST 
 AM50444-SB 
 AM50444-MG  
AM50444-AG

大翘板空白面板

型号 技术参数 描述

AM50100-CH 适用于如下 编 号 产 
品 ：  AM1120-XX,  
AMD1120-XX,  
AM18120-XX,
AMD18120-XX,  
AM42920-XX,  
AMD42920-XX,  
AM18144-XX,  
AMD18144-XX,  
AM42944-XX,  
AMD42944-XX

钥匙标识
 风扇标识AM50200-CH

 AM50300-CH  洗手间标识

客房服务
 标识

看护标识
 
停止标识

AM50400-CH
 

 AM50500-CH

AM50600-CH

型号 技术参数 描述

 AM41786-ST 
 AM41786-SB 
 AM41786-MG  
AM41786-AG

额定功率：200 W
传 感 器 ：NTC  温
度设置范围：  5º C 
- 35º C
温度误差：±1º C
安装深度：
25,5 mm.

带蓝色显示屏 
两管制温控器

型号 技术参数 描述

AM42086-ST
 
AM42086-SB

额定功率：200 W
传 感 器 ：NTC  温
度设置范围：  5º C 
- 35º C
温度误差：±1º C
安装深度：
25,5 mm.

带蓝色显示屏 
四管制温控器

AM42086-MG

AM42086-AG

中央空调温控器

型号 技术参数 描述

AM40188 额定功率 20VA；
电压：115V/230V

剃须刀插座插件

ST/SB/MG/AG
彩色边框需单 
独订购



20 1SXF620009C2001丨欧悦Millenium系列

欧悦Millenium 
成套方案

模块化结构

根据金属表面处理方式，欧悦Millenium开关可分为4 
个系列。所有系列均可与任何装修设计风格相匹配， 

总有一种能为您营造独特而个性化的氛围，满足您的 

要求。

剃须插座边框

型号 型号 型号 型号 技术参数 描述

AMD4144-ST AMD4144-SB AMD4144-MG AMD4144-AG 尺寸86*86 mm 44*44插座边框

AMD5353-ST AMD5353-SB AMD5353-MG AMD5353-AG 尺寸86*86 mm 53*53插座边框

型号 型号 型号 型号 技术参数 描述

AMD40188-ST AMD40188-SB AMD40188-MG AMD40188-AG 尺寸158.5*87.5 mm 剃须刀插座边框

型号 描述

AMD5244-ST 两联边框, 44*44型 精钢色，需要配合使用146底盒

AMD5244-MG 两联边框, 44*44型 磨砂金，需要配合使用146底盒

AMD5244-AG 两联边框, 44*44型 古典金，需要配合使用146底盒

AMD5244-SB 两联边框, 44*44型 丝绸黑，需要配合使用146底盒

AMD5344-ST 三联边框, 44*44型 精钢色，需要配合使用VDE底盒，即80底盒

AMD5344-MG 三联边框, 44*44型 磨砂金，需要配合使用VDE底盒，即80底盒

AMD5344-AG 三联边框, 44*44型 古典金，需要配合使用VDE底盒，即80底盒

AMD5344-SB 三联边框, 44*44型 丝绸黑，需要配合使用VDE底盒，即80底盒

AMD5444-ST 四联边框, 44*44型 精钢色，需要配合使用VDE底盒，即80底盒

AMD5444-MG 四联边框, 44*44型 磨砂金，需要配合使用VDE底盒，即80底盒

AMD5444-AG 四联边框, 44*44型 古典金，需要配合使用VDE底盒，即80底盒

AMD5444-SB 四联边框, 44*44型 丝绸黑，需要配合使用VDE底盒，即80底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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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悦Millenium  
KNX

满足审美需求和提高生活品质，KNX、欧悦Millenium系列可同时兼顾。

欧悦Millenium的KNX传感器可一键式管理我们的生活空间，使我们的生活更加 

舒适、安全，同时更节能环保。

欧悦Millenium为KNX传感器提供了特殊金属安装板，可以降低厚度，使整个面 

板因为超薄设计而更具美感。

此外，KNX系统还具有创新的色彩概念来支持各项功能，例如黄色代表照明、 

蓝色代表窗帘、橙色代表RTC、紫红代表场景、白色代表中性（未指定任何功 

能）以及标准的照明指示（红与绿）。

KNX传感器可用带有所需符号的按钮（如灯光、窗帘、场景、RTC、风机盘管 

和照明）替换现有按钮，以满足特定的设计和需求。

符号

型号 技术参数 描述

AM50701-GR Millenium系列带有载标卡：1/2位控制面板、2/4位控制面板、3/6位控制面板、3/6位带红外感 
应控制面板

房灯符号 (6123/20-500)
AM50702-GR

窗帘符号 (6123/21-500)
AM50703-GR

场景符号 (6123/22-500)
AM50704-GR

温度符号 (6123/23-500)
AM50705-GR

灯光符号 (6123/24-500)
AM50706-GR

风机盘管符号(6123/26-500)

型号 技术参数 描述

AMD72053-AN  
(6125/20-981-500)

包括10个逻辑通道（灯光场景执行器、顺序执行 器、
逻辑门等）
控制元件：开关触点

防护等级：IP20
温度范围：-5℃ 到 45℃
尺寸:(长*宽*高)：53 mm x 44 mm

两位传感器

显示单元：LED指示灯

AMD74053-AN  
(6126/20-981-500)

包括10个逻辑通道（灯光场景执行器、顺序执行 器、
逻辑门等）
控制元件：开关触点

防护等级：IP20
温度范围：-5℃ 到 45℃
尺寸:(长*宽*高)：53 mm x 44 mm

四位传感器

显示单元：LED指示灯

AMD76053-AN  
(6129/20-981-500)

包括10个逻辑通道（灯光场景执行器、顺序执行 器、
逻辑门等）
控制元件：开关触点

防护等级：IP20
温度范围：-5℃ 到 45℃
尺寸:(长*宽*高)：53 mm x 44 mm

六位传感器

显示单元：LED指示灯

AMD76153-AN  
(6129/21-981-500)

包括10个逻辑通道（灯光场景执行器、顺序执行 器、
逻辑门等）
控制元件：开关触点

防护等级：IP20
温度范围：-5℃ 到 45℃
尺寸:(长*宽*高)：53 mm x 44 mm

六位红外传 感
器

显示单元：LED指示灯

AMD70153-AN  
(6122/20-981-500)

移动传感器，多达四个通道 探测范围：纵向6米，
横向6面 探测角度：180度

防护等级: IP 20
温度范围: -5℃ to 45℃
尺寸: (L x W x D): 53 mm x 44 mm

180度红外探 
测器, 暗装

光照度：5Lux-150Lux 安装方式: 垂直安装
安装高度：1.1米

AMD70053-AN  
(6124/20-981-500)

带房间温控功能的控制元件触发风机盘管通风和 供
暖。
两管制和四管制温控器具有传统的加热和冷却作用。

开关触点操作模式选择和拨号设定值或调 
整风扇转速。
显示模式: LCD显示操作模式

房间恒温加热/ 
制冷

可手动或自动控制 防护等级: IP 20
包括10个逻辑回路（灯光场景控制、顺序控制、逻 温度范围: -5℃ to 45℃
辑门等） 尺寸: (L x W x D): 53 mm x 44 mm



22 1SXF620009C2001丨欧悦Millenium系列

欧悦Millenium  
KNX

产品描述 标准号 标准名称

墙面开关
BS EN 60669-1 / IEC 60669-1 / SS
227 / MS IEC 60669-1/GB16915.1 家用和类似用途固定式电气装置开关

10A/16A 国标插座 GB2099.1/GB2099.4 带开关盒不带开关插座、带接地插座

四线制电话插座 TIA / EIA 568-A,568-B 商业建筑布线标准第二部分：平衡双绞线布线标准

英标六孔电话插座 BS 6312-2-1 / BS 6312-2-2.2 电信接口连接器

八芯电脑插座 TIA / EIA 568-A, 568-B 商业建筑布线标准第二部分：平衡双绞线布线标准

电视插座 BS 3041-2 / IEC 60169-2 射频连接器，同轴连接

电视插座 IEC 61558-1 / IEC61558-2-5 安全电力变压器，电源装置和类似用途第2-5部分：特殊剃须刀用途变压 
器和电源装置

剃须刀插座 IEC 60669-2-1 家用和类似用途固定式电气装置第2-1部分：特殊要求-电气开
关

温度控制器 IEC 60730-1 / IEC60730-2-9 家用和类似用途-第2-9部分：温度敏感控制器特殊要求的自动电气控
制 装置

面板及支架
BS 5733 / MS 1144  
GB17466.1

电气附件的一般要求规范
家用和类似用途固定式电气装置电器附件安装盒和外壳+第1部分：通用要求

三位KNX边框

型号 型号 型号 型号 技术参数 描述

AMD5153-ST AMD5153-SB AMD5153-MG AMD5153-AG 尺寸 86x147mm 一联三位KNX边框

KNX传感器金属安装板

国际标准

型号 技术参数 描述

AMD5053 AMD72053-AN, AMD74053-AN,  
AMD76053-AN, AMD76153-AN
允许1mm厚度误差

KNX传感器金属安装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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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装式POE供电无线路由器 
高效便捷，体验无线自由

想要一款既能装饰又不占空间，而且设置简单的无线路由器？ABB壁装式POE供电无 
线路由器，传承了ABB开关插座一贯严谨细致的品质，兼具美观的设计和强大的信号 
穿透力，从此告别杂乱的网线，再也不用担心宝宝拔线啦。

极速体验，始终领先

基于 POE（局域网供电），引领无线网络新体验。

安装一步搞定，更智能轻松

只需正常接入网线，无需额外布电源线。简单友好的用户界面，默认工作模式下无需任何设置即可连入局域网。

信号覆盖，超乎想象

可实现多点分散覆盖，为多用户同时上网，提供优质、高速率的无线网络接入服务。

适用于各种建筑

专为别墅、公寓、写字楼、学校、餐厅、高档酒店等房间密集环境的无线网络而设计，让每一个角落都有流畅的网络体验。

1. AMD33544-ST(不锈钢)
2. AMD33544-SB (丝绸黑)
3. AMD33544-AG (古典金)
4. AMD33544-MG (磨砂金)

01 02 03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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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装式POE供电无线路由器 
高效便捷，体验无线自由

工作系统图

产品参数表

项目 参数

供电方式 POE 供电

工作频率 802.11b/g/n: 2.4GHz-2348GHz

功耗 <2w

工作温度 0℃~40℃

工作模式
AP 模式（出厂默认）

Router 模式

无线

无线信道设置：Auto/1-11
信道带宽设置：20MHz-40MHz 无线发射功率调整

指示灯

常亮 系统正常待机中

闪烁 系统启动中、工作状态中

常灭 默认情况下系统不正常、除非人为关灭

i- 家无线智能家居

POE 交换机

Cat 5

Cat 5

i-bus® 智能家居

Cat 5





26 1SXF620009C2001丨欧悦Millenium系列

电路连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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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式插卡取电

L  N

N N

L  

N

Bell

INSIDE ROOM

门铃开关

L  

N
Earth Earth

一位英标插座

欧悦Millenium

二三极插座



欧悦Millenium系列丨1SXF620009C2001 27

欧悦Millenium

电路连接图

TV＆SAT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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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 Telephone  
Outlet

Wiring Colour Code
Pin Number  

1
2
3
4
5
6

Base Colour / Stripe  
Green / White  
Blue / White  
Orange / White  
White / Orange  
White / Blue  
White / Green

1  2  3  4  5  6

Modular Jack Socket Outlet  
(6 position / 4 contacts)

Telephone Wire  

(twisted pair)

Wiring Colour Code
Pin Number  

1
2
3
4
5
6

Base Colour
-

Black  Red  
Green  
Yellow

-

Indication
-

Earth  L2  
L1

Spare
-

SAT OUTLET

频率(Mhz) 插入损耗
(dB) 输出损耗(dB) 耐受电压

5 ~ 550 < 0.5 > 18
2 KV550 ~ 750 < 0.8 > 18

750 ~ 1000 < 0.8 > 16

TV

频率(Mhz) 插入损耗
(dB) 输出损耗 (dB) 耐受电压

5 ~ 550 < 2.5 > 16
2 KV550 ~ 750 < 2.5 > 14

750 ~ 1000 < 2.5 > 14

剃须刀插座

电话插座-RJ11

两管制温控器

L  N

1  2  3  4  5  6  7  8

Wiring Colour Code
Pin Number  

1
2
3
4
5
6
7
8

EIA-T568AWire Colour
White / Green  

Green
White / Orange  

Blue
White / Blue  

Orange
White / Brown

Brown

EIA-T568B Wire Colour
White / Orange  

Orange
White / Green  

Blue
White / Blue  

Green
White / Brown

Brown

4 pairs  
UTP
wires

Rj45 JACK
(8 position /
8 contacts)

电脑插座-RJ45

四管制温控器

L  N

电话插座-BT R11/RJ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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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参考案例

酒店项目名称 所在城市 星级 酒店项目名称 所在城市 星级

安庆市石化宾馆 安庆 四星级 南京润地广场 南京 五星级

蚌埠南山豪生大酒店 蚌埠 五星级 南京古南都饭店 南京 四星级

成都西顿国际酒店 成都 五星级 南宁五象湖酒店（国宾馆） 南宁 五星级

锦江宾馆 成都 五星级 南宁南湖明珠大酒店 南宁 五星级

仁恒置地广场 成都 五星级 南通城市时尚酒店 南通 四星级

赤峰北方时代设计酒店 赤峰 三星级 盘锦国贸酒店 盘锦 四星级

滁州皖投齐云山庄酒店 滁州 四星级 青岛银沙滩凯宾斯基酒店 青岛 五星级

大连东泉温泉假日酒店 大连 四星级 清远狮子湖喜来登酒店 清远 五星级

德州康博富豪酒店 i-bus 德州 五星级 三亚海居铂尔曼酒店 三亚 五星级

湖北恩施瑞享酒店 恩施 五星级 三亚福朋喜来登酒店 三亚 五星级

佛山皇冠假日酒店 佛山 五星级 厦门机场航空酒店 厦门 四星级

福州世茂洲际酒店 福州 五星级 厦门霖德酒店 厦门 四星级

天水酒店 广州 四星级 上海宝华万豪酒店 上海 五星级

广州地中海酒店 广州 五星级 上海圣诺亚皇冠假日酒店 上海 五星级

富力（花都）假日酒店 广州 四星级 上海中航泊悦酒店 上海 五星级

万豪酒店 哈尔滨 五星级 圣诺亚皇冠假日酒店 上海 五星级

杭州西湖国宾馆 杭州 五星级 新发展圣淘沙酒店 上海 四星级

杭州锲弗利酒店 杭州 五星级 新发展古华山庄酒店 上海 三星级

杭州雷迪森西溪精品酒店 杭州 四星级 绍兴嘉悦广场希尔顿酒店 绍兴 五星级

杭州西溪宾馆 杭州 四星级 深圳京基100瑞吉酒店 深圳 五星级

杭州西溪悦榕庄 杭州 五星级 皇冠假日酒店 沈阳 五星级

杭州千禧酒店 杭州 四星级 苏州日航酒店（狮山广场） 苏州 五星级

浙江世贸君澜大饭店 杭州 五星级 金鸡湖大酒店二期 苏州 五星级

杭州望湖宾馆 杭州 四星级 晋合凯越酒店 苏州 四星级

杭州契弗利精品酒店 杭州 五星级 天津津丽华酒店 天津 四星级

杭州雷迪森西溪精品酒店 杭州 五星级 天津社会山酒店群 天津 四星级

菏泽中岭酒店 菏泽 四星级 天津宾馆 天津 五星级

淮北温哥华酒店 淮北 五星级 天津海洲酒店 天津 三星级

湖北黄石磁湖山庄酒店 黄石 四星级 天津津利华酒店 天津 四星级

吉首边城酒店 吉首 四星级 天津水游城假日酒店 天津 五星级

山东政协齐汇维景酒店 i-bus 济南 五星级 无锡艾迪花园酒店 无锡 五星级

泉州幸福华美达大酒店 晋江 五星级 无锡百乐戴斯酒店 无锡 五星级

廊坊阿尔卡迪亚酒店 廊坊 五星级 芜湖双翼宾馆 芜湖 四星级

连云港海洲湾国际会议中心 连云港 五星级 湖北武汉万达瑞华酒店 武汉 奢华五星

临沂铂尔曼酒店 临沂 五星级 西安中大利兹卡尔顿酒店 西安 五星级

珠光地产江山御景温泉度假村 梅州 五星级 西安中新凯宾斯基酒店 西安 五星级

南京钟山高尔夫酒店 南京 五星级 青海建设厅宾馆 西宁 四星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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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项目名称 所在城市 星级

宿迁双星酒店 宿迁 五星级

荣盛阿尔卡迪亚酒店 徐州 三星级

延长延安宾馆 延安 五星级

湖北宜昌万达皇冠假日酒店 宜昌 五星级

永州市东方财富商务酒店 永州 三星级

延长石油大厦 榆林 五星级

三清山开元度假村 玉山 五星级

长沙金源酒店 长沙 四星级

小天鹅戴斯酒店 长沙 五星级

绿地JW万豪酒店 郑州 超五星级

重庆富力凯悦酒店 重庆 五星级

重庆威斯汀 重庆 五星级

重庆融汇丽笙酒店 重庆 五星级

重庆长江国际丽笙酒店 重庆 五星级

重庆中冶赛迪酒店 重庆 五星级

珠海喜来登酒店 珠海 五星级

珠海十字门喜来登就带你 珠海 五星级

格力万山岛静云山庄 珠海 五星级

珠海东澳岛南沙咀酒店 珠海 五星标准

珠海东澳岛南沙湾酒店 珠海 五星标准

珠海万山酒店 珠海 五星标准

淄博齐盛国宾馆 i-bus 淄博 四星级

淄博海悦大酒店 i-bus 淄博 五星级

合肥高速开元国际大酒店 合肥 五星级

余姚富达豪生酒店 宁波 五星级

甘肃国际贸易中心希尔顿酒店 甘肃 五星级

北京金隅喜来登 北京 五星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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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下载
自定义你的Style

进入iPhone/iPad APP商店，搜索名字叫“Design Switch”的 

应用，下载安装。

打开安装好的Design Switch应用， 点击底部Catalogue菜 

单，ABB进口系列的开关面板即刻呈现。

这个时代，几乎什么都可以通过智能终端实现，挑选开关面板也不例外。如何寻找最 
符合家居氛围的开关面板？几个简单的步骤，就能找到让你心动的款式：

步骤一 步骤二

选择你喜欢的某一款产品，点击进入。

步骤三

点击左上角的不同色块，可查看不同颜色的面板。

步骤四

步骤五

点击右上角的 ，不同的风格的壁纸随意选择，也可通过点击 上

方的 拍摄您自己的背景墙进行搭配，还可通过 按钮从 相册里选

择图片进行搭配。

步骤六

将壁纸和面板进行匹配，选出最适合的一款，并点击上方的 

按钮保存图片，面板就挑选好啦，事半功倍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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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下载
自定义你的Style

此外，Dynasty系列产品，可通过以下方式查找：

步骤五

打开“Busch-Jaeger Lichtschalter”APP，并点击Dynasty系 

列的产品，进入Dynasty系列产品页面。

步骤二

登陆 iPhone/iPad APP商店， 搜索名字叫“ Busch-Jaeger 
Lichtschalter”的APP并下载。

步骤一

选好某一款产品后，点击 可将选好的产品图片发送到邮箱。

步骤四

选择你喜欢的某一款并点击进入，点击上方的 选择不同的壁

纸效果，还可点击 即时拍摄图片进行搭配，也可点击 从 

相册里选择一张图片自定义背景。

在主页面选择“3D LiveView”，进入后选择“Los geht`s”，

扫图后旋转手机可以看到3D的开关图片。

步骤三

Busch-Jaeger Lichtschalter
So funktioniert‘s:

1)Lichtschalter-App laden  und 
3D-LiveView starten.

2)Trackingmotiv ausschneiden  
und dort befestigen, wo das  
Produkt platziert werden soll.

LiveVie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