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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低压 百年品质源于细节

ABB i-bus® 智能家居系统采用KNX技术，符合欧洲EN 90050、国际ISO/IEC 14543、中国GB/Z 20965智能家居和楼宇控制系统标准，  

广泛应用于家居电气设备的控制。

系统优点

• 系统功能强大，提供舒适家居环境

• 控制手段灵活，操作便捷

• 布线简单，安全节能

• 高端面板，美观大方，体现建筑品位

• 面板款式多样，适合不同装修风格

• 面板集成各种功能，保证风格统一

• 缔造高品位楼盘价值

世界500强ABB集团是总部设在瑞士苏黎世的百年企业、电气与自动化行业的领导品牌。 i-bus®是ABB集团专为全球才智人士量身定 制

的家庭智能化控制系统。其所有产品全部来至德国工厂设计制造，是结合精湛工艺与卓越设计的电气艺术品。

ABB i-bus®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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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区域一览

• 客厅、餐厅

• 影音间、视听室

• 卧室

• 卫生间、浴室

• 玄关、走道、楼梯

• 车库、庭院、球场、 泳池

• 小区会所

• 小区公共区域及园林景观

• 小区停车场

控制内容一览

• 空调、地加热、暖气片等控制

• 电动窗帘、遮阳卷帘、机械门/窗控制

• 灯光控制

• 调光控制

• 影音设备（电视机、DVD等）控制

• 新风系统控制

• 喷灌系统控制

• 家电设备控制

控制区域、控制内容及特色功能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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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低压 百年品质源于细节

特色功能一览

• 手机远程监控

• 气象站及空气质量管理

• 室内对讲及背景音乐

• 儿童作息管理

• 家庭能源管理

• Miele 厨卫电器控制

• B&O影音系统控制

• 手机及平板电脑控制

• 楼宇对讲联动

• 安防系统联动

• 视频监控

• 小区智能管理



客厅、餐厅

正门入口处安装触摸屏，可对整个住宅的灯光、窗帘、空调、地暖进行图形化监视和控制，并设置各种个性化的控制模式：回家模 

式、离家模式、迎宾模式、度假模式、总开关模式等。主人回家时，只要轻触一下回家模式，门厅及客厅的灯光开启，客厅的窗帘关 

闭，同时主卧室及通向主卧室的走道灯、楼梯灯打开；轻触一下离家模式则可将住宅内所有的灯光、空调、地暖关闭。

主人外出度假时，系统将处于度假模式。

早上6:30，系统依次自动打开卧室及客厅的灯光，打开窗帘；

早上7:30，系统自动关闭所有区域的灯光；晚上6:00，系统自动打开客厅和餐厅的灯光；  晚上9:00，系统自动打开卧室的灯光，关闭客厅灯光

窗帘；

晚上11:00，系统自动关闭卧室的灯光和窗帘。

在主人离家的日子里，系统每天周而复始地模拟家居内有人居住的情况进行自动控制，直到主人度假回来。另外，在主人度假期间，如 

果有人进入房间，打开家居内的电气设备时，系统会自动拨打主人的电话，汇报家居内电气设备的状态变化情况，以便主人采取适当的 

行动，避免家内失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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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区域



ABB低压 百年品质源于细节

玄关处的人体感应器在天黑时一旦感应到人体的移动，灯光便会打开，无人时自动熄灭。

当主人购物归来，双手拿着东西进入房间，靠近priOn面板时，面板便能够自动感应并开启就近的灯光回路，主人也可以通过肘击

priOn面板的智能旋钮打开预设的回家场景，避免摸黑回家时需要放下手上东西后才能开启灯光的不便。

主人在客厅、餐厅可使用智能面板或遥控器随时调用个性化的场景，如会客场景、休息场景、聚会场景、用餐场景等，智能面板还能 

显示室内温度并自动控制空调及地暖设备。

夏天，主人回家前通过手机远程控制打开客厅空调，关上阳台门，这样一回家就能马上享受到夏日的凉爽；冬天，主人回家前可以预 

先打开客厅的地暖及卫生间的热水器，这样一回家就可以感受到家的温暖。

ComfortTouch触摸屏不仅能够通过图形化的界面控制家居内的灯光、窗帘、空调等设备，同时具备强大的多媒体网络功能：

早上8:00，主人可以通过触摸屏上的RSS定制信息方便查阅当天天气及路况信息；主人出门前通过语音留言功能告诉还在睡觉的儿子

“下午2:00，会准时回家带儿子去动物园”；

上午11:00，主人通过网络查看家里书房的视频，发现儿子一直在书房玩电脑游戏，于是主人拿起电话提醒儿子该去完成作业了；

智能建筑控制系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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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11:30，主人发现儿子还沉浸在电脑游戏中，于是主人通过远程控制功能关闭并锁定了电脑电源；

下午3:30，钟点工进入房间，通过工人专用密码进入触摸屏控制界面，并开启清洁功能，触摸屏自动锁定屏幕以防止清洁过程中带来 触

摸误操作；清洁屏幕后，钟点工通过触摸屏启动房间打扫模式，各个房间的灯光、窗帘、空调自动调节到了适合清扫的状态。

晚上5:30，女主人快下班的时候，拿起电话拨打家里电话打开客厅的空调；

晚上6:00，女主人到家后通过触摸屏启动回家场景，并开启了系统的音视频播放功能，享受着美妙音乐的同时，女主人查看了儿子给 自

己的文字留言，知道儿子和丈夫一起去动物园了；随后，女主人又查看了信箱内时尚杂志社发来的最新的打折信息；

晚上7:00，男主人回到家，通过触摸屏观看了欧洲杯赛的进球视频。

晚上7:30，主人通过触摸屏启动就餐场景，此时客厅的灯光调暗了，餐厅的灯光被打开，餐厅区域的空调也随之调低1度，主人一家 围

坐在餐桌前享用丰盛晚餐的同时，触摸屏自动切换到了屏保模式，滚动播放着主人一家去年到毛里求斯的度假照片。吃完晚饭，男 主

人拿起遥控器对准触摸屏开启电视场景，客厅的窗帘拉上了，灯光被调暗，空调也随之调节到更为舒适的温度，男主人在看电视的 同

时，女主人通过触摸屏察看了上个月家里的用电情况，以便明天去交纳电费。

控制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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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低压 百年品质源于细节

卧室

i-bus® 智能面板，可对卧室的灯光、空调、窗帘、地暖进行控制，显示室内温度；而总关功能，则方便主人在睡前关闭住宅内所有的 灯

光和电器。

早上6:30，系统自动打开卧室布帘，让室外的阳光少量的透进来；早上7:00，系统自动打开纱帘，让室外的阳光全部透进来；早上

7:15，系统自动播放早间新闻，如此循序渐进地把主人自然地从睡梦中唤醒。

当主人在夜晚听见可疑声响时，通过床边的控制面板可一键开启整个住宅的灯光，包括庭院灯，从而对盗贼产生震慑作用。

夏天时，系统可以自动关闭窗帘防止室内温度过高以及阳光直照，保护了室内昂贵的家具和电器设备，又达到了节能的目的；冬天， 

系统自动调节百叶窗角度，让温暖的阳光透进室内，同时如果室内温度过低，系统自动启动地暖及空调的保护模式，防止水管结冰爆 

裂。

主人房的智能面板也对儿童房、书房及客厅的灯光、电源插座实行强行开闭控制。这样可以方便对小孩进行有益身心的强制管理。譬 

如，晚上10:00，主人通过房间的对讲面板通知小孩关闭电视、电脑，游戏机，上床休息。晚上10:30，主人通过房间的智能面板强行 关

闭儿童房中的灯光，拉上窗帘，切断并锁死儿童房、书房及客厅的电脑、电视、游戏机电源插座。

衣柜等区域的照明采用人体感应的方式控制。当有人走近时，灯光缓缓亮起，防止夜晚时灯光对人眼的突然刺激，人离开后，灯光将 

自动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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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影院

系统控制灯光开关、调光；空调、地暖、投影幕布升降；设置家庭影院场景、休息场景、聚会场景等。控制各种影音设备如电视、

DVD、音响、投影机、功放等，实现灯光、温度和影音场景的完美结合。

主人可以随时通过智能面板或i-bus® 红外遥控器将各个场景调出。例如按一下键后，系统自动按顺序开启投影仪，降下投影幕布，调 暗、

关闭灯光，开启DVD及功放，关上电动门，降下窗帘，打开环绕声，调节空调和地暖至舒适的温度。

控制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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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低压 百年品质源于细节

玄关、走道、楼梯

走道、楼梯等处置感应器，人到哪里，灯亮到哪里，人走灯灭。同时，各房间 

的面板也可以对走道、楼梯的灯光进行控制。灯光控制设定为沿路线开启，例 

如按一下二楼主卧室的面板开关，即可将过道、楼梯至一楼路线上的灯开启。

卫生间、浴室

冬天早晨，系统在主人醒来之前定时自动开启浴室的地热。当主人走进浴室 

时，温暖的地板不会刺激到他/她的双足。

主人通过智能面板设置漱洗模式、泡泡浴模式（排气扇打开，灯光调到柔和 

状态，空调调到舒适模式，背景音乐打开），主人一边泡浴一边品着香槟， 

听着音乐充分享受这放松的时刻。

回家前预先通过电话打开桑拿，主人一到家就能享受桑拿的温暖。

遇到紧急情况（如身体不适），可通过紧急呼叫按钮寻求救助。该功能特别适 

用于小孩、老人、高血压病人等。



11 智能建筑控制系统

远程电话监控

通过手机或固定电话将家中的灯、空调、桑拿、热 

水器、换气扇等设备打开或关闭，也可通过电话查 

询这些电气设备的状态。当设备异常时，系统自动 

拨打电话，或者将报警信号通过短信方式发送到主 

人的手机上。

家居气象站

安装在楼顶的气象站，通过探测各项气象因素如温度、风 

向、风速、雨水等来控制房间的电动窗、窗帘的开合，开关 

空调。如气象站检测到室外气候宜人，又有一股南风吹过， 

系统会自动将南北方向的电动窗打开，关闭空调，从而使 

得新鲜空气流通室内。

当户外飘起小雨，系统张开遮阳篷为在阳台午餐的主人遮风 

挡雨。当系统检测到狂风、暴雨雪时会自动关上电动门窗， 

收起遮阳篷，保护设备，同时避免室内遭受雨雪的侵袭。

空气质量管理

i-bus®还能实时监测您的家居空气质量，带给您 

更加环保舒适的空气环境。如根据室内CO2气体 

浓度，自动开启新风系统。或在空气干燥时自动 

打开加湿器。以及定时开启空气净化器，去除甲 

醛，保证您及家人的健康。

特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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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低压 百年品质源于细节

家庭能源管理

通过Comfort Touch触摸屏，您能对整个家庭的能耗状态进行有效的 

管理：如楼顶的太阳能板供给了多少电能，您的电动汽车的充电状 

态及严格限制相机电池的充电时间等。

通过ABB智能电表及能源管理驱动器，还能有效保护用电设备，预 防

用电安全隐患。

系统还能有效减少照明、空调及锅炉能耗，避免待机能耗和人为疏 

忽照成的浪费，真正节能又节钱。

儿童作息管理

主人房的智能面板可对儿童房灯光，窗帘，电视、电脑插座 

实现强行开闭控制。这样可以方便对小孩作有益身心的强制 

管理。

譬如：22：00主人通过房间对讲面板通知自己孩子关闭电 

视、电脑上床休息。22：30主人通过主人房的智能面板强 

行关闭儿童房中灯光；切断儿童房及大厅电脑，电视电源插 

座；拉上窗帘。

如果家里是婴儿，且当您不得不离开宝宝去到别的房间时， 

还可以通过背景音乐面板监听小孩房的动静。

室内对讲、背景音乐

主人可以通过墙上的面板实现点对点的呼 

叫及监听功能。例如可以呼唤佣人倒水、 

取书报等；主人还可以通过安装在小孩房 

的背景音乐面板监听小孩房的动静。如听 

到异常的情况就通过安装在主人房的呼叫 

面板呼叫佣人及时照看小孩。

住宅内的任意一个房间，包括厨房、卫生 

间、阳台、均能安装背景音乐点，享受音 

乐的同时也不会影响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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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ele家电

ABB i-bus®提供与全球顶级家电品牌德国米勒Miele  
家电系统联动控制功能。你无需再进入厨房，只要 

走到到Comfort Touch触摸屏前查看一下，便可知 

道烤箱工作还需要多长时间，或者预先设定米勒洗 

衣机持续洗衣工作直到您返回家中。

B&O影音

通过ComfortTouch触摸屏或任意ABB智能面板，您可以自由 

播放B&O（ Bang & Olufsen）影音系统存储的Hi-Fi及多媒体节 

目，使得影音系统的操控集成到统一的智能家居系统中.

极富创新设计的B&O遥控器也能作为i-bus®遥控器使用。

手机及平板电脑

配合ABB ComfortTouch 触摸屏，可使用ipad及iphone对 

家居的智能系统进行轻松的操控。不仅是苹果 iOS，其 

它使用微软Windows或谷歌Android操作系统的手机或数 

码设备也能方便地接入系统，成为智能家庭生活的一部 

分。

特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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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低压 百年品质源于细节

安防系统联动

i-bus®还能联动安保系统。如收到入侵、溢水、玻 

璃破碎等安防信号时，自动关闭重要区域的电动 

门窗, 开启报警区域的照明回路并开启声光报警，  

还能及时通知主人、保姆及安保人员。

视频监控系统联动

通过ComfortTouch触摸屏，您能在有客人到访或安防系统报警 

时，及时通过分布在住宅通道或周边的摄像头，观察访客或报 

警区域的情况，保证您及家人的人身安全。

楼宇对讲联动

通过ComfortTouch可触摸屏可以将ABB明悦系列楼宇对讲系统 

与i-bus®系统完美结合，实现在同一个平台上拥有对讲/门禁/  
报警/信息发布和智能家居的全面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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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智能管理

会所

作为小区的配套设备，会所的档次直接决定着小 

区的档次。i-bus®智能系统能通过对水晶吊灯、 

云石灯、射灯等光源的调光及开关控制，营造多 

种意境的灯光环境，满足舞会、聚餐、婚礼、会 

议等不同的照明要求。此外，i-bus®还能提供相 

匹配的舒适的温度、湿度及实现空气质量监控。

公共区域及园林景观

对大堂、电梯厅及公共走道区域，i-bus®能根据功能需要及人 

员活动规律，灵活掌握该区域灯光的开启时间、数量等。自然 

光线充足时，不开灯以节省能源。光线不足时，根据人员活动 

需要开灯。

i-bus®通过照度与定时的结合，对园林景观照明实现场景及时 

序变化，还能根据气象条件，土壤条件控制对应的喷灌设备。

停车场

i-bus®能通过图形化界面对停车库的照明、排风及排 

水设备进行集中监控，实现有序管理。如在车流量大 

的时段和车流量小的时段分别定时控制不同数量的灯 

光及排气扇。或者当有车俩驶入、离开车库时，相应 

区域的灯光打开。当车俩停泊或驶离后，灯光自动关 

闭。系统还可以与消防系统联动，出现消防报警时， 

强行打开全部抽风机，关闭正常照明，启动紧急照明 

控制，显示逃生路线。

特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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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 杭州 上海

华标品峰高级公寓 深蓝广场高级公寓 汤臣一品高级公寓 北外滩花苑 （白金湾）

帽峰山别墅 紫萱度假村别墅 世茂佘山庄园别墅 华洲君庭别墅

九龙湖别墅 千岛湖天屿别墅 永新三期高级公寓 绿地卢湾海珀·日晖公寓

昆仑公馆 中凯城市之光高级公寓 翠湖天地御苑

江西 锦麟天地高级公寓 绿城黄浦湾公寓

绿地海珀兰庭 深圳 华府天地高级公寓 览海高尔夫别墅

九颂山河 麒麟山庄一号别墅 古北中央花园高级公寓 朗诗天山绿郡公寓

香蜜湖一号别墅 宏润别墅 大华虎城公寓

北京 宝莲府邸别墅 中建大公馆别墅样板房

亚运新新家园高级公寓 西安 绿城高尔夫别墅 中海紫御豪庭别墅样板房

万泉新新家园高级公寓

NAGA上院高级公寓

绿地海珀兰轩 云间绿大地别墅

海源别墅

静安豪景苑公寓样板房

中粮海景一号公寓

碧湖居高级公寓 成都 银都别墅 绿城黄埔湾公寓

玫瑰园别墅 绿地海珀香庭 北外滩花苑 瀛通·浦江湾1号公馆

亿洋新城

逍云路8号
朗基望今缘 皇家花园公寓

中鹰黑森林公寓

佘山高尔夫别墅

瑞虹铭庭公寓

世贸滨江花园

南京 尚海湾豪庭

万科红郡高级公寓 江南华府别墅



与装修风格的匹配

i-bus®提供如下多种功能强大的智能面板，在集成灯光、空调、地暖、电动窗等子系统时，更能兼顾装修风格与色彩协调
统一。

ABB集团旗下德国BJE工厂还为您提供同款普通开关面板及插座。

2008 2008

智能触摸屏

智能面板

德典carat系列

色彩一览

VDE德标80底盒安装

17 智能建筑控制系统

红外遥控

通过 i-bus®的红外遥控器，您可 

对家中的照明、电动窗帘、空 

调、采暖、通风等设备进行红外 

控制。

窗  帘

吊  灯

灯  光

全开/全关

庭院灯

吊 灯

百叶窗

温 度 调 节

就 餐 模 式

窗  帘

餐 厅 灯

智能面板和智能驱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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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On系列

色彩一览

必须采用VDE德标80底盒安装

Triton系列



色彩一览

德纯pure系列

VDE德标80底盒安装

19 智能建筑控制系统

浅灰色 碳黑色 银色亮白色 象牙色

VDE德标80底盒安装

德悦future linear系列

智能面板和智能驱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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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音乐及室内对讲系列

智能驱动器

i-bus®还为您提供多种功能强大的智能驱动器设备，并伴随电气控制技术的发展不断更新产品库，为您的智能家居系统的不断扩充提 供

无限可能。

35mm标准导轨安装

क़ݝ ੦ ഗਸ ൻۯഗ ӥش�ൻۯഗ ޅ ऐ ಎ ੦ ഗ ۉ ੦ 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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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介绍

NAGA上院位于北京东城区东直门内大街9号，紧邻雍和宫、国 

子监、孔庙一路文脉古迹，承袭皇城厚址千年蕴道，独具文化魅 

力。NAGA上院共有99套房，最小面积300平方米，最大面积600  
平方米。NAGA上院是由意、马、港、台等国际名师凝神苛创， 

将入微极致的艺术巧思融入建筑设计理念中，为广大业主创造了 

不同凡响的空间视界。房间内更采用来自瑞士ABB公司世界最顶 

级的i-bus® 智能建筑控制系统，成为难得一见的京城豪宅最动人 

的私产绿洲。

个性化的控制模式

住宅的正门入口处安装ABB触摸屏，可对整个住宅的灯光、窗 

帘、空调、地暖进行集中监视和控制，并可根据需求设置个性化 

的控制模式：回家模式、离家模式、休息模式、度假模式等。

当房门打开时，门口灯光会自动点亮。主人按动门口安装的智能面 

板，走廊及客厅灯光、背景音乐可自动打开；按动相应按键，可将 

通往主卧室的走道灯打开。当主人想要离开家门时，无需到各个房 

间分别关闭其房间的灯光，只需按动面板触发离家场景，即可关闭 

所有房间的照明和空调。

当需要在客厅活动、餐厅用餐时，灯光亮度、电动窗帘及背景音 

乐都在一瞬间调整到适当的状态，从而实现灯光、电动窗帘、场 

景与家居需要的完美结合。客厅的纱帘和布帘，可由面板分别对 

它们进行控制。需要时可全部打开，并可在任意位置停止。

当需要回卧室休息时，主人可按动床头i-bus® 面板的休息模式，  

主卫生间和卧室的灯光会统一关闭，空调会自动调到休息时的温

度并低速运行。起夜时，可在床头打开卫生间沿途的夜灯，主人 

不会感觉到光线不适。在床头，也可以按动面板的阅读或看电视 

模式，方便舒适。家长可以通过按钮进行呼叫，通知儿童按时休 

息；在其他房间打开儿童房的夜灯，照顾儿童的起居。通过在主 

卧室控制儿童房的插座及照明，可完成对小孩的作息时间的管 

理。

当需要外出度假时，主人可启动度假模式，系统会模拟日常下班 

后的情况，自动开关照明，关闭窗帘；深夜自动关闭灯光，并定 

时开启夜灯；早晨定时打开窗帘。每天设备的开启关闭时间可以 

进行不同的设定，模拟有人在家活动的场景。

智能的红外移动探测器

为了方便主人回家更换衣服，更衣室内的红外移动探测器会在有人 

进入时自动开灯，无人的时候自动关灯。另外，为了保证更衣室内 

空气清新及空气湿度适宜，人们可以通过触摸屏对换气扇进行定时 

设定，从而实现良好的通风换气。

随时调用特色场景

一体化的i-bus® 智能控制面板可统一控制照明、窗帘和空调，根 

据主人的要求设定不同的场景，如：会客、电视、离家、吧台、 

中餐、西餐。当选择吧台场景时，吧台的灯光可以慢慢点亮，餐 

厅及客厅灯光渐暗为休闲场景，营造出高雅幽静的品酒氛围。

ABB i-bus® 智能建筑控制系统在NAGA上院的应用，为家居生活 

带来方便、舒适的同时，也合理避免了能源的浪费，营造真正的 

绿色家园。

ABB i-bus® 智能建筑控制系统助力北京NAGA上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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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居环境”的概念来到您的身旁，生活便从此与众不同。它 

的出现，不仅引发国际建筑的风尚潮流，更加掀起人类居所在生 

活、休憩、交通、管理、公共服务、文化等综合领域的全新探 

索。而平衡在人与建筑之间的精彩，才是人类美好生活永不落幕 

的话题……若想真正体验人居地标性建筑，恐怕唯有到上海世茂 

佘山庄园，才能领略其真正的风采……

智享奢豪居所，尽享梦寐人生

想象一下，您未来的家就是位列中国十大超级豪宅榜首，有着中 

国第一别墅之称的上海世茂佘山庄园！仅看其奢华的设施配备，  

就能知晓她的魄力……坐落于佘山国家森林公园度假区中的奢 

豪居所，前临碧波月湖、背倚连绵佘山，四周林海如波、烟涛浩 

渺。在庄园中生活，您不仅尽享游泳池、按摩池、大型家庭影 

院、鲨鱼池、保龄球场和度身订制的私人大酒窖等一系列设施带

来的奢华人生，还能拥有占地20多万平方米的专属园林！而主 

人别墅一旁设有的客人、管家和保镖别墅群，亦是您精致人生的 

另一奢华标签。不仅如此，在这座世界级“奢豪居所”中，您还

能感受到智能科技带来的无限魔力。而这般神奇力量，就来自于

ABB 公司i-bus® 智能家居控制系统的尖端科技。

当奢华家居与先进的智能技术完美结合，当世界500强企业ABB  
为您的家居注入全新人性化设计理念，一段令人艳羡的人生从此 

开启……

一触智能科技，一桩精彩人生

当建筑的奢华品质邂逅科技的尖端创造，开启的不仅仅是您精良 

的品质生活，更有触动心灵的感官体验……而这样的精彩人生，

尽在ABB i-bus® 智能家居控制系统为您营造的世茂佘山庄园。

美好一天，一触即开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落人间，您一定迫不及待拉开布帘迎接它 

的到来！这时，一触即开的惊喜不仅仅是世茂佘山庄园里的莺歌

缭绕，更有ABB i-bus® 智能家居控制系统为您开启的舒适空间。触 控

智能面板，开启美好一天！洗漱模式唤醒您的睡意，电动窗推

开您乐享清新空气的大好心情！准备出发了吗？可别忘了打开ABB  i-
bus® 智能面板的离家模式，灯光渐渐暗下，空调也由舒适模式转 入

空房模式……而这一切仅仅是为您傍晚归来时的再度欣喜……

整晚惊喜，一触即享

转眼间，夜色偷偷爬上您的双肩。这时，您一定按捺不住回家的 

愉悦！路上，别忘了拨通家中的电话，不过，等待您的除了家的 

温馨环境，更有庄园自动空调系统为您预留的舒适温度！远离都 

市的华灯初上，亦梦亦真间便驶进了天水一方的梦中庄园。这 

时，车库亟不可待地为您敞“开”心怀，“亮”妆登场！而盼望

您回家的还不仅如此，ABB i-bus® 智能面板早就为您准备了一整 

晚的惊喜：电动窗帘徐徐拉上，为您屏蔽都市的疲惫；回家模式 

预设的灯火通明则将为您点亮家的温馨……一天中最大的欣喜，

莫过和家人一同共进晚餐了吧？！而一切的快乐享受尽在ABB  
i-bus® 的就餐模式!梦的庄园，传奇未曾消失，好戏未曾间断，家 

庭影院模式的震撼将开启您整晚的最终幻想……

安逸舒适，一触晚安

和家人轻道一声晚安，更别忘了开启一天中最后一段安逸旅程。

进入到卧室ABB i-bus® 智能家居控制系统为您精心调控的柔和亮 

度，您的紧张神经很快会得以松弛。而在悠扬的音乐空间内洗个 

舒服的泡泡浴，定是赶走疲惫再好不过的选择，而这一切的舒适 

就在触动智能洗浴模式的瞬间。当您启动床头智能面板的睡眠模 

式，所有灯光将自动关闭，空调也将进入夜晚模式，而即使在深 

夜起床，智能系统也会全方位照顾您的起居……

欢乐周末，一触难忘

周末了，别错过放松心情的大好时机！和三五好友一同，打开 

彩色触摸屏上的聚会模式吧！您会发现，一场别出心裁的盛大

PARTY就在眼前：炫丽的灯光照亮客厅，欢快的舞曲萦绕耳旁， 

还有家庭影院的重磅登场！是的，根本不用千辛万苦跑到PUB里 

狂欢周末，家中的酒吧、雪茄室、处处都是智能系统为您营造的

快乐天堂……

预享人居环境，定义未来潮流

ABB i-bus® 智能家居控制系统已为汤臣一品、中鹰黑森林等众多 

国际一流楼盘带来了注入了高科技的生活模式；这份人性化智能 

人居地标所带来的全新体验，您是否想抢先尝试一下？赶快拨打 

热线，预先享受世茂佘山庄园奢华居所的智能创想吧！其实，定 

义未来潮流的人，就是您！

摘自《胡润百富》2008年12月期

拥享世茂佘山庄园荣光
探寻ABB i-bus® 智能家居控制系统智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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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成为国内先进的高科技智能家居社区。顶尖智能化楼盘的成 

功实践，让其业主首先感受到高科技智能家居带来的舒适、便 

利和安全生活。

有人说，安装了智能家居系统的房子是“聪明的房子”，究竟是 

怎样的“聪明”呢？来中鹰黑森林亲身感受这一切吧……

房子“聪明”得难以想象

有客人来访，只需轻点面板切换至“会客场景”，室内灯光、窗 

帘自动调节到合适的氛围……

想要看电视的时候，轻轻点击面板切换到“电视场景”，房间所 

有的落地窗帘会自动拉上，灯光变暗，空调调到舒适模式……

晚上要去洗手间，按一下床边的智能面板的“起夜模式”，从卧 

室到卫生间的通道上，隐藏着一盏盏小灯，投射出柔和的灯光， 

从床头亮到马桶前……

当你还在睡梦中时，系统就已经开始自动加热卫生间，方便主人 

起床后使用……

拿起手机远程便能控制家中的空调、地暖、窗帘、遮阳卷帘、灯 

光……所有的电气设备，这种在科幻电影中才能看到的未来生活 

的舒适体验，已经在上海的一批批著名豪宅中得已实现。

由ABB i-bus® 智能家居控制系统与房地产开发商共同打造的中鹰 

黑森林、汤臣一品、世茂佘山庄园等著名豪宅的涌现，拉开了中 

国智能家居的大幕。而有着“中国科技节能环保住宅第一楼”美 

誉之称的绿色住宅——中鹰黑森林，由五十六支德国团队携手全 

力打造，成为智能家居的巅峰之作，让你真正体验中国智能家居 

的未来潮流，在这里邂逅舒适。

智能家居营销快人一步

对大多数人来说，智能家居系统还是一个模糊的概念。然而，对 

于中鹰黑森林来说，当初设计这个项目的时候，就考虑要增加一 

些新的元素。这些元素要代表整个行业发展的方向，代表人们居 

住方式的一种新的潮流和趋势，这样才能保证中鹰黑森林项目傲 

视同侪。

事实证明，中鹰黑森林的尝试是成功的，以智能家居营销快人 

一步。中鹰黑森林取得的骄人业绩，其独一无二的智能化卖点 

可谓功不可没。ABB i-bus® 智能家居提供的保障，使中鹰黑森

邂逅舒适
ABB i-bus® 智能家居控制系统携手中鹰黑森林打造绿色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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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阳光强烈的时候，通过智能面板控制户外遮阳卷帘的升/降、 

调节叶片的角度，既能保证室内有足够的光线，又能把猛烈的阳 

光挡在户外，使得房间的温度不会太高，以便可以少开空调。

冬天打开户外遮阳卷帘，让阳光充分照射室内，使得室内温度不 

会太低。充分控制空调、地暖的开启使得房间温度一年四季处于 

恒温状态，既节能又舒适。

“聪明”的房子带来了这一切前所未有的舒适体验，它的背后正 

是ABB i-bus® 智能家居系统。

家总在掌控之中

房子门厅处，装有一个小小的液晶触摸屏，它是家庭的智能终 

端，可以进行各种智能操作。进入到各个房间的控制区域分别对 

各个电气设备进行控制，也可以进入到各个功能分区进行场景控 

制。空调、地暖、窗帘、灯光场景……可根据设置自动启动或关 

闭。

可以通过设置度假、出差模式，系统自动模仿家中有人居住的情 

景，定时开关客厅的灯光及窗帘，提高住宅的安全性。

格调高雅的智能面板就像一颗颗明珠镶嵌在皓白的墙上，既实现

了灯光、空调、窗帘的一体化控制，又使得房间的装饰风格协调 

统一。

还可以通过电话查询和控制家中的电气设备。一句话，无论你身 

在何处，整个家都在你的掌控之中。

梦开始的地方

这样的舒适体验，正是消费者梦中的家居生活环境。这样的样板 

房，挑起了每一个看房者对一个温馨家园的渴望。样板房既是 

一个家，又是一个展示空间，有人形象地称其为“梦开始的地 

方”。

对消费者来说，参观样板房如同看时装秀，看的是时尚的流行趋 

势。但对发展商来说，样板房无疑就是地产业的T型台，让参观者 

亲临样板房，真实感受未来智能家居生活带来的种种神奇，也从中 

进一步了解到了节能环保的新理念新思路，正是发展商展示自身品 

质最有效的平台。

走进中鹰黑森林小区，满眼望去，一片葱茸，数百颗苍劲的大树 

挺拔翠绿。原始生态与ABB i-bus® 智能家居控制系统完美契合，  

高科技智能化小区让你在中鹰黑森林邂逅舒适，体验到梦想的 

家。

摘自《胡润百富》2008年11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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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走向家庭生活。现代家庭也越来越注重生活理念、品质；数 

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电子产品逐渐成为家庭生活休闲的新潮 

流。多年来ABB i-bus® 系统一直致力于为人们提供一个舒适、环 

保、智能的家居环境和居家空间，有机地融合人文、艺术、科技 

与时尚，引导成功人士的生活方式，让人们在享受品质生活的同 

时，拥有一个彰显个性、释放自我的空间。

通过对住宅照明、空调、窗帘等的智能一体化控制，实现不同空 

间不同灯光回路的亮暗搭配、窗帘的开合控制；形成不同的场 

景，营造舒适优雅的环境气氛，丰富人们不同的居住需要；同 

时，通过温馨、浪漫、高雅的起居环境，衬托出居住者高雅的艺 

术修养，气度不凡的性格品质。

拥有了“ABB i-bus® ”智能家居，原来可以这样生活！

你想过吗？坐在沙发上就可以控制家里所有的灯光并且可以自由

调节灯光的亮度。外出之前只要按一个键就可以关上所有的灯 

光、关闭不必要的电器设备。躺在床上就可以对小孩房的灯光、 

插座、窗帘进行管理；不必下楼就能为客人开门；每天晚上所有 

的窗帘都会定时自动关闭……打个电话家中的安全设备和家用电 

器的控制尽在掌握……

智能家居系统满足了人们对于现代家庭的职能要求，为您提供遥 

控、家电（空调、热水器等）控制、照明控制、窗帘自控、防盗报

ABB i-bus® 智能建筑控制系统采用KNX总线标准，它通过一条总 

线将各个分散的元件连接起来，各个元件均为智能化模块，这意 

味着通过电脑编程的各个元件既可独立完成控制工作，又可根据 

要求进行不同组合，从而实现不增加元件数量而使功能倍增的效 

果。i-bus® 系统采用总线形的网络拓扑结构，干线可使用局域网 

技术，通讯速率可达到10Mbit。

为适应社会发展潮流，使楼宇的建筑者、发展商和用户获得更大 

的经济效益，在新建建筑上安装先进的i-bus® 系统成为了必然趋 

势，从而满足了不同使用者的各种使用与管理需要。

华标品峰

“华标品峰”为48层一品江景地标大宅，紧邻双内环出口，左 

邻江湾大桥、右靠海印大桥，毗邻大元帅府广场，附近仲凯农学 

院、中山大学、广州美术学院等名校林立。无可复制的240-560 
平米宽广豪宅，构筑纯大户型豪宅领地，总套数共344套。独特 

的波浪型板式结构，三梯两户，户户南北对流； 4 5 ° 面江尽享珠 

江的波澜壮阔，远眺白云山，近观二沙岛，晚上更可收纳珠江两 

岸的璀璨灯火……

智能家居 智尊生活

传统的一开一关的控制方式，制约了现代人快节奏的生活方式。 

随着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互联网、电子消费、通讯

ABB i-bus® 智能建筑控制系统 
打造广州华标品峰智能化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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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低压 百年品质源于细节

警、电话远程控制、定时控制以及触摸屏控制等多种控制功能和手 

段，使生活更加舒适、便捷安全，充分展现居家任我行、让家在手 

中的理念。

步入梦想家园

开启房门的一瞬间，只需轻触彩色屏幕，冷暖相宜的温度首先送来温 

馨的问候，帘幕徐徐落下，灯光明暗适中，恰到好处，浪漫优雅的音

乐飘至耳畔，ABB i-bus® 系统将随时以最佳状态恭候主人的归来。

清晨6点30分，电动窗帘徐徐开启，清晨第一缕阳光透过纱帘，柔和 的

光线和轻柔的音乐把您从梦中慢慢唤醒，您已经习惯在起床之前的 

片刻享受一下窗外静谧的美景。

家庭舞会时，只要轻触舞会模式按钮，灯光将自动调到柔和状态，空 

调自动置为舒适模式，音响开启，播放您最喜欢的曲子营造一种幽 

雅、舒适的娱乐环境。

看电视时，客厅中灯变暗，窗帘缓缓拉上，其他房间的灯光关闭。场 

景模式的变化可以随意设定，充分发挥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创造一种 

梦幻般的环境，它会给您带来更大的乐趣和舒适。

小憩一会，只要按动一个键，转入书房休息模式，灯光将由明亮渐渐 

的转入昏暗，您就可以舒舒服服的眯上一会了……

作为21世纪的城市豪宅，华标品峰在拥有稀缺的地段、细致的建筑 品

质、精致的空间与绿色生态园林等硬性条件外，还应用符合时代特 色、

引领时代潮流的i-bus® 智能建筑控制系统，让生活更加简单便捷 与人性

化，为城市打造出别样的科技豪宅生活。

智能科技畅想精彩生活

智能家居系统除了灵活性外，其系统的稳定性也是不容忽视的， 

如在日常生活中由于产品性能的不稳定给主人带来的苦恼将是无 

穷无尽……或许有的人认为服务好就能避免这一切的发生。可是 

用户所希望的并非无休止的服务，而是渴望拥有一套性能稳定的 

免维护系统带来的无限快乐！

每一个时代都有一种见证，而每一个见证都带给人们新的昭示。当 

科技与智能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则标志着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正在 

来临，见证着人们未来的家居方向。

ABB i-bus®  系统始于心灵、源于科技、服务于生活，本着“提 

升住宅价值，创造自我空间”的宗旨，给人们带来的不仅仅是舒 

适，还有对高科技的新体验及精神上的享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