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效和可持续地利用能
源的解决方案迫在眉睫：
建筑和建造业能源损
耗占全球的36%，二
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
的40%（含直接和间
接 排 放 量 ） 。

Eelectron是一家意大利公司，生产和销售基于KNX协议和蓝牙
标准的电子设备，包含硬件和软件。
其产品范围涉及建筑自动化、酒店自动化和智能家居领域，专
注于为复杂的环境管理提供解决方案。
Eelectron产品不仅结合了KNX的互操作性，符合最严格的国际
质量标准，同时还兼具前沿的美学设计和高度创新理念。
Eelectron为客户提供一条龙服务，包含但不仅限于产品培训、
多语种售后服务等，并持续开发新产品以满足新兴科技的需
求，提供更节能、更高效的解决方案。
由于不断深耕新技术研发新产品，Eelectron已经成为建筑自动
化的领先品牌。
2005年，Eelectron就已经是KNX协会的主要会员，成为这个
欧洲标准协议的积极标杆。

Eelectron SpA是一个KNX授权的培训中心:
可以培训KNX基础课程、高级课程和
HVAC课程。

EIB/KNX技术目前是在住宅建筑控制领域使用最广泛的的标准，涵
盖了约500家领先的电子设备制造商生产的8000多个设备，全球安
装超过了1200万个设备。
KNX技术符合以下这些标准：
• 欧洲标准（cenelecEN50090、CENENCEN13321-1和
EN1332-2“KNXnet/IP”）
• 国际标准（ISO/IEC14543-3）
• 中国标准（GB/Z20965）
• U.S.标准（ANSI/ASHRAE135）
它是一种结合了舒适和节能的技术，并能够延长建筑的生命周期。
由于KNX的互通性，不同设备间可以相互集成和通信，结合
Eelectron在智能建筑上的专业度，能够解决很多技术难题。
KNX的灵活性也为安装后增加设备和重新编程提供了可行性，可以
满足工程翻新和功能扩展的需求。

www.knx.org

建筑发展
可为中大型建筑实现自动化控制：商业、办公室、医院、酒店、博物馆、公共建筑等
控制，降低能源成本，提高效率

能够提供自动化管理，并保证持续的综合

增加居住者的舒适度和安全性，提高生活质量。

减少能源消耗，这样不仅减少了成本，同时也降低了建筑对环境的影响

集成

亮度控制

36%

40%

能源消耗

CO2 排放

恒定调光

存在检测

HVAC控制

百叶窗和遮阳控制

[* *来源: www.iea.org]

建筑发展

更舒适，更高的能源效率，伸缩性强，安全性高和更优质的
生活质量
优化建筑能效意味着只在需要的时候使用所需的数量，例如：

综合控制
简单、高效的监控软件
照明和暖通空调控制

news & selected

- 基于用户存在的照明控制
- 基于用户存在的暖通空调控制
- 根据自然亮度调光
- 灯光管理组
HCL（人因照明控制）
通过逻辑来管理光线的温度（冷/热），根据一天中的时间和自然温度来调节灯光的颜色，
一切都是是以人为本。

环境参数检测
- 根据太阳位置/季节变化自动调整的遮阳控制系统
- 通过对 CO2 / V.O.C. 检测来管理空气循环
- 通过湿度和声音检测来调节环境的舒适度
可与第三方BMS集成

人因照明

空气质量

能源消耗监测

聪明的逻辑配置

监督

远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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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传感器

2020

创新、智能、可靠
新的传感器系列，内置存在感应、亮度感应、湿度感应、温度感应和声音感应等功能，可以高效控制
加热系统、冷却系统、照明系统和遮阳系统，符合Leed ®, Breeam ® and Well ® 的 建筑要求。

人因照明
亮度控制

温度控制
存在和运动控制

湿度控制
利用率和占用率

VOC
声音感应

BEACON
虚拟持有者逻辑
可自由配置的智能逻辑
天文钟

00
基本款PD00E00KNX
KNX存在检测器基础版
- 3路数字量
- B/W

09

01
标准款PD00E01KNX
- 光传感器
- 2路数字量+1路模拟量/数字量
- B/W

高顶款PD00E09KNX
- 光传感器
- 2路数字量+1路模拟量/数字量
- B/W

03

02
多功能款PD00E02KNX
- 光传感器
- 温度感应
- 湿度感应
- 声音感应
- 2路数字量+1路模拟量/数字量
/插件
- B/W

空间款PD00E03KNX
- 光传感器
- 温度感应
- 湿度感应
- 声音感应
- 占用功能
- 活动功能
- 2路数字量+1路模拟量/数字量/
插件
- B/W

-> 所有型号都有黑色和白色两个版本

宽范围

走廊

PD00E20KNX
温度感应，
照明控制

PD00E21KNX
温度，
照明控制

检测范围 Ø 24 M
3pir内部

检测范围约为: 40 * 5 m
内部2pir

建筑发展

优雅的平面设计
先进的功能与设计相结合

灵活的安装方式

81.0

结合安装边框的嵌入
式安装。

DE

ES

Beschreibung des Produkts und seine Funktionen

Descripción del producto y su funcionamiento

结合表面安装外壳的表
面式安装

接近现实的照明舒适度

e for ceiling mounting consists
eight.

Das Angebot an Präsenzmeldern Eelectron, die sich für die Deckenmontage
eignen: Drei Montagearten für eine Höhe von bis zu 4 m.

La gama de sensores de presencia Eelectron adecuados para el montaje en
techo consta de 4 versiones: 3 adecuadas para el montaje hasta 4 m de altura.

clude a brightness sensor for
SPACE versions also include
tive control algorithms and a
parts not totally visible to the

Die Ausführungen STANDARD, MULTI und SPACE haben einen Helligkeitssensor
zur Steuerung der Umgebungsbeleuchtung; die Ausführungen MULTI und SPACE
beinhalten außerdem einen Feuchtigkeits- und Temperatursensor mit dem
entsprechenden Steueralgorithmus und einen Schallsensor, der in Räumen benutzt
werden kann, in denen der Infrarotsensor einige Raumabschnitte nicht vollkommen
erreicht.

Las versiones ESTÁNDAR, MULTI y SPACE incluyen un sensor de luminosidad
para el control de la iluminación ambiental, la versión MULTI and SPACE
también incluyen sensores de humedad y temperatura con relativos algoritmos
6000 K
de control y un sensor de sonido que se puede utilizar en ambientes con partes
no totalmente visibles para el sensor infrarrojo.

01ACC) with which to send
anage a complete thermostat
an integrated PI controller for
, 2 and 4-pipe fan coils, etc.

nages the measurement of the
ith thresholds and ysteresis of
sensor, has 5 independently

automatic or semi-automatic
r presence dependent with

ence detection.

plement simple expressions
pressions with algebraic and

ed on the door and connected
urate presence information is
educe the presence of people
It also detects an unexpected
ors.

on the measured illuminance;
ircadian Rhythm” with which

ring the day with respect to a
recreate lighting comfort in an

is carried out indirectly and it
The sensor is installed on the

t correction parameters for the
ux meter.

on function” which enables
elated usage/availability (eg
he “Occupancy function” that
tion related to the intensity of
reas (to generate a ‘heat map’

o be set; carefully read the
ty settings parameters.
ambient temperature and
wer this temperature difference

nce area, prevent walls (even
is not possible increase the
complete coverage.
not subject to vibrations or

monitored area can cause false
ible.
duce heat such as fan coils,
e to wind or air currents.

而改变。

Der Feuchtigkeitssensor (Modell MULTI/ SPACE) verwaltet das Ablesen der
relativen Umgebungsfeuchtigkeit und die Schwellenwertsteuerung mit Hysterese
von Entfeuchtungs- und Befeuchtungsgeräten.
Der Präsenzmelder, der auf einem passiven Infrarotsensor beruht, hat 5 unabhängig
mit oder ohne Helligkeitskontrolle und mit automatischer oder halbautomatischer
Erhebung; konstante unabhängige Helligkeit oder abhängig von einer automatischen
oder halbautomatischen Aktivierung. Der Sensor BASIC verwaltet ausschließlich die
Anwesenheitserhebung.

Sensore di presenza KNX Standard con controllo luminosità
BIANCO | NERO
KNX Presence detector Standard with lighting control
WHITE | BLACK
Präsenzmelder KNX Standard mit Helligkeitssteuerung
WEISS | SCHWARZ
Sensor de presencia KNX Estándar con control de luminosidad
BLANCO | NEGRO

de sondas de temperatura NTC (véase sondas eelectron cód. TS00A01ACC
/ TS00B01ACC) con las cuales enviar la medida de temperatura
al bus
4000
Ko
gestionar un módulo completo de termostato. El termostato controla 2 etapas
con controlador PI integrado para el control de aparatos de calefacción y
refrigeración, válvulas, fan coil de 2 y 4 tubos, etc.
El sensor de humedad (modelo MULTI/ SPACE) gestiona la lectura de
3000 K
la humedad relativa del ambiente y permite el control de los aparatos de
La detección de presencia, basada en un sensor infrarrojo pasivo, dispone

que pueden activarse: presencia con o sin control de luminosidad y con
detección automática o semiautomática; luminosidad constante independiente
o dependiente de la presencia y con activación automática o semiautomática.
El sensor BASIC gestiona exclusivamente la detección de presencia.

6h

PD00E02KNX
|12
PD00E02KNX-3
8h
10 h
h
14 h
16 h

Feuchtigkeitssteuerung oder für die Berechnung des Taupunkts verwenden kann.

sencillas con operador lógico y de umbral, o bien expresiones complejas
con operadores algebraicos, condicionales, por último utilizar algoritmos

cálculo del punto de rocío.

El dispositivo también integra la “Lógica Compartimiento Virtual”; el campo de
多功能传感器可根据受控设备直接提供不同格式的HCL控制。
aplicación es la habitación del hotel: mediante un sensor magnético instalado

Die Vorrichtung enthält außerdem ein „virtuelles Erkennungssystem der
Anwesenheit“ und wird in Hotelzimmern benutzt: mit einem Magnetsensor, der
an der Tür installiert und an einem digitalen Eingang angeschlossen ist (auch am
gleichen Sensor), werden genaue Informationen über die Anwesenheit verwaltet.
Das Anwesenheitserkennungssystem kann die Anwesenheit von Personen im Raum
mit einem oder mehreren zweckbestimmten Sensoren erkennen. Es erhebt auch
unvorhergesehene Anwesenheit und kann Verhalten unterscheiden.

en la puerta y conectado a una entrada digital (incluso al propio sensor), se
gestiona información de presencia precisa. La solución de detección de
presencia puede deducir la presencia de personas en la habitación utilizando
uno o varios sensores dedicados. También detecta una presencia imprevista y
es capaz de diferenciar múltiples comportamientos.

用于空气质量检测的插件

Die Vorrichtung steuert die Raumbeleuchtung anhand der gemessenen Beleuchtung;
auch die sogenannte Logik der „Circardianen Rhythmik“ kann freigegeben werden,
mit der Helligkeit und Temperatur der Farbe anhand einer vorbestimmten Kurve oder
anhand der reellen Sonnenposition während des Tages in Bezug auf Erdkoordinaten
festgelegt wird. Mit dieser Funktion kann in einem Raum ein Beleuchtungskomfort
erzeugt werden, der der Wirklichkeit sehr nahe kommt.
Da die Messung der Umgebungshelligkeit indirekt erfolgt, muss eine Kalibrierung
vorgenommen werden. Der Sensor ist an der Decke installiert und die ermittelte

El dispositivo gestiona la iluminación ambiental en base a la luminosidad
medida; además es posible habilitar la lógica denominada “Ritmo Circadiano”
con la cual se imponen la luminosidad y la temperatura de color en base a

respecto a una coordenada terrestre. Esta función permite recrear en un
ambiente un confort iluminación lo más cercano posible a la realidad.
La medición de la luminosidad en ambiente se efectúa de manera indirecta y
es por lo tanto necesario efectuar un calibrado. El sensor está instalado en el
techo y la luminosidad detectada puede diferir sensiblemente de la del nivel de

PD00E03KNX | PD00E03KNX-3

Sensore di presenza KNX Space - controllo luminosità, temperatura,
umidità, sensore suono, segnalazione di occupazione e utilizzo
BIANCO | NERO
KNX Space Presence detector - lighting control, temperature, humidity,
sound sensor, occupancy and utilization reporting WHITE | BLACK
Präsenzmelder KNX Space - Helligkeits-, Temperatur-,
Feuchtigkeitssteuerung, Schallsensor WEISS | SCHWARZ
Sensor de presencia KNX MULTI - control de luminosidad, temperatura,
humedad, sensor de sonido, informes de ocupación y utilización
BLANCO | NEGRO

适用于更广的探测区域
PD00E00ACC | PD00E00ACC-3

Surface mounting enclosure WHITE | BLACK
para el dispositivo sobre la base de una medida en el lugar mediante luxómetro. 在一些无法使用红外传感器的房间，
扩展传感器功能的配件，可用来监测建筑物内部的空气质

es möglich, anhand einer Vor-Ort-Messung mit einem Luxmeter Korrekturparameter
für das Gerät einzustellen. Vermeiden Sie, dass der Sensor direktem Sonnen- oder
Kunstlicht ausgesetzt wird.

.

La versión SPACE integra la “Función de Utilización” que permite 可以使用声音传感器来探测
量，对提升建筑使用者的健康和舒适度有非常大的帮助。
PD00E01ACC
funcionalidades para mapear el estado del espacio y el uso/disponibilidad

Das SPACE-Modell integriert die „Utilization function“, die ermöglicht Funktionen die
sich auf den Zustand der Räume und die damit verbundene Nutzung / Verfügbarkeit
beziehen (z. B. Belegungsindex und % der Nutzungsraten) und die „Occupancy
function“, die ermöglicht nützliche Daten für die Verarbeitung von Informationen
in Bezug auf die Intensität erkennt der Aktivität der Bewohner innerhalb der
überwachten Bereiche (um eine „Heat map“ der Gebäudebereiche zu erstellen).

relacionados (por ejemplo, índice de ocupación y porcentaje de tasas de
utilización) y la “Función de Ocupación” que detecta datos útiles para el
procesamiento de información relacionada con la intensidad de la actividad de
los ocupantes dentro de las áreas monitoreadas (para generar un ‘mapa de
calor’ de las áreas de construcción).

Accessorio per montaggio in scatola da incasso
Box mounting frame
Zubehör für die Montage mit Einbaugehäuse
Accesorio para montaje en caja empotrada

Lesen Sie die folgenden Hinweise für eine korrekte Installation des Geräts und die
Unterschied zwischen der Umgebungstemperatur und der Temperatur von sich
bewegenden Gegenständen und Personen. Je geringer der Temperaturunterschied,
zu gewährleisten, vermeiden Sie, dass Wände (auch Glaswände) oder Möbel ein
Hindernis darstellen; sollte dies nicht möglich sein, erhöhen Sie die Anzahl der
Sensoren, um den gesamten Bereich abzudecken.
Installieren Sie den Sensor immer an einem stabilen Ort, der keinen Vibrationen oder
Schwingungen ausgesetzt ist, die eine Bewegung simulieren können.
Beleuchtungsgeräte können zu Fehlerkennungen führen. Vermeiden Sie diese Art
von Störungen so weit wie möglich. Im Überwachungsbereich dürfen sich keine
wärmeerzeugenden Geräte wie Gebläsekonvektoren (Fan Coil), Drucker, Lampen

de los parámetros de sensibilidad.
El sensor detecta la diferencia entre temperatura ambiente y la temperatura de
objetos y personas en movimiento; menor será esta diferencia de temperatura
y menos sensible resultará el sensor.
Para una correcta cobertura del área de vigilancia del sensor evitar que
paredes (incluso de vidrio) o muebles sean obstáculo; si esto no es posible,
aumentar el número de sensores en el área para tener una cobertura completa.
Montar siempre el sensor en un sitio estable, no sujeto a vibraciones u
oscilaciones que puedan simular un movimiento.
Aparatos de iluminación colocadas en las cercanías del sensor o en el área
vigilada pueden causar falsas detecciones, evitar en lo posible este tipo de
interferencia. Evitar que en el área de cobertura haya presente aparatos que
produzcan calor como ventiloconvectores, impresoras, lámparas, etc. u objetos
que se muevan a causa del viento o de corrientes de aire.
Además están disponibles los siguientes accesorios :
Código

Funktion

PD00E00ACC | PD00E00ACC-3 MONTAGEZUBEHÖR OBERFLÄCHE - Weiss | Schwarz
PD00E01ACC

MONTAGEZUBEHÖR EINBAUGEHÄUSE

小动作也可被探测到
A

B
C

Función

PD00E00ACC | PD00E00ACC-3 ACCESORIO PARA MONTAJE DE SUPERFICIE Blanco | Negro
PD00E01ACC

ACCESORIO PARA MONTAJE EN CAJA EMPOTRADA
A

250
ddresses the device is able to

250
ween communication objects

2 1÷ 32V DC
≤ 10 mA

ETS-Anwendungsprogramm

Programa aplicativo ETS

Kann von der Website www.eelectron.com heruntergeladen werden

Descargable del sitio: www.eelectron.com

Maximale Anzahl von Gruppenadressen:
250
Entspricht der maximalen Anzahl unterschiedlicher Gruppenadressen, die das
Gerät speichern kann.
Maximale Anzahl von Assoziationen:
250
Entspricht
der
maximalen Anzahl
von Assoziationen
zwischen
Kommunikationsobjekten und Gruppenadressen, die das Gerät speichern kann.

Número máximo direcciones de grupo:
250
Corresponde al número máximo de direcciones de distintos grupo que el
dispositivo puede memorizar.
Número máximo de asociaciones:
250
Corresponde al numero máximo de asociaciones entre objetos de comunicación
y direcciones de grupo que el dispositivo puede memorizar.

SM03A01ACC
温度传感器
Technische Daten
CO2 传感器
Speisung
Über EIB/KNX-Bus
B/W
Stromaufnahme:

21 ÷ 32V DC
≤ 10 mA

Verbindungen
Verdrahtete 6-wegige Verbindung mit Kabel AWG24 Länge 100 mm
Stecker
EIB / KNX

th 100 mm

(dry contacts)
≤ 30 m
3,3 V DC

18 h

Sensore di presenza KNX MULTI - controllo luminosità, temperatura,
umidità, sensore suono BIANCO | NERO
KNX Presence detector MULTIsensor - lighting control, temperature,
humidity, sound sensor WHITE | BLACK
Präsenzmelder KNX MULTI - Helligkeits-, Temperatur-,
Feuchtigkeitssteuerung, Schallsensor WEISS | SCHWARZ
Sensor de presencia KNX MULTI - control de luminosidad, temperatura,
humedad, sensor de sonido BLANCO | NEGRO

人因照明是一个基于颜色变化、光强度和适当照明的照明概念，模拟自然日光，以提供舒适的、健康的适合
Además están disponibles 12 bloques lógicos con los que realizar expresiones

Zusätzlich stehen 12 Logikblöcke zur Verfügung, mit denen man einfache
Ausdrücke mit einem logischen Operatoren oder Schwellenoperatoren oder
komplexe Ausdrücke mit konditionalen, algebraischen Operatoren erstellen kann

Code

NCLOSURE - White | Black

PD00E01KNX | PD00E01KNX-3

先定义的曲线或白天太阳相对于陆地坐标的真实位置

TS00A01ACC / TS00B01ACC) mit denen die Temperatur an den Bus gesandt oder
ein vollständiges Thermostatmodul gesteuert werden kann. Das Thermostat-Modul
steuert 2 Zustände mit einem integrierten PI-Controller für die Steuerung von Heizund Kältegeräten, Ventilen, Ventilatorkonvektoren mit 2 und 4 Rohrleitungen usw.

Es steht außerdem folgendes Zubehör zur Verfügung:

unction

mallorquinas / escenarios, secuencias, mandos paso a paso, etc

que pueden conectarse a pulsadores o interruptores libres de potencial
5000 K o
集成“昼夜节律”逻辑功能，即亮度和色温可根据预
y utilizarse para mandos de on/off, atenuación, persianas enrollables

Alle Ausführungen sehen einen Anschluss auf der Rückseite mit 3 digitalen
Eingängen vor, die an potentialfreie Tasten oder Schaltern anzuschließen sind
und für ON/OFF-Steuerungen, Dimmer, Rollläden oder Jalousien / Szenarien,
Sequenzen, Stufenschaltungen, usw. verwendet werden. In den Ausführungen
STANDARD, MULTI und SPACE einer der 3 Eingänge kann für den Anschluss einer

人类居住的环境。

calculation.

Todas las versiones disponen de un conector trasero con 3 entradas digitales

Sensore di presenza KNX Basic BIANCO | NERO
KNX Presence detector Basic WHITE | BLACK
Präsenzmelder KNX Basic WEISS | SCHWARZ
Sensor de presencia KNX Basic BLANCO | NEGRO

Für potentialfreie Kontakte
Maximale Kabellänge (verdrilltes Kabel)
Abtastspannung:

(saubere Kontakte)
≤ 30 m
3,3 V DC

SM03A02ACC
温度传感器
Datos Técnicos
用于测量室内空气质量（IAQ)
Alimentación
Via bus EIB/KNX
21 ÷ 32V DC
和CO
等效值 (eCO2)的VOC
2 absorbida:
Corriente
≤ 10 mA
传感器
Conexiones
Conector con cable de 6 vías y cable AWG24 de 100 mm de longitud
B/W
Conector
EIB/KNX
Para contactos sin potencial
Longitud máxima cables (cable trenzado)
Tensión de barrido:

(contactos limpios)
≤ 30 m
3,3 V DC

B

基本款-标准款-多功能款-空间款
BASIC - STANDARD - MULTI - SPACE
h

A

B

C

2.5 m

3.8 m

7.0 m

10.0 m

3.0 m

4.0 m

8.0 m

12.0 m

3.5 m

5.0 m

9.0 m

13.0 m

4.0 m

6.0 m

11.0 m

14.0 m

C

rev. 3 - subject to changes without prior notice

puts that can be connected to
on / off commands, dimming,
mmands, etc.
s one of the 3 inputs can be

PD00E00KNX | PD00E00KNX-3

ne
n e w s & s e l ec
ected

吸顶式安装，隐藏在天
花板里的弹簧夹子有良
好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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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25 多功能传感器
高效、精确、优雅

9025多功能传感器是属于9025系列产品，壁挂式安装方式：监控内部
环境，并检测温度、湿度和CO 2（直接通过一种内置探头检测，并不是通过第三方传感器检测）

通过持续监控检测数值将能源消耗保持在最低限度，从而为住户提供一个健康和高效的环境，使建筑
更具可持续性。

-> 黑色和白色2个版本

MC06A01KNX
9025多功能传感器【CO2-湿度温度】
HC06A01KNX
9025湿度-温度控制器
设备包括6个电容式按键，可配置为开/关、调光、百
叶窗和场景控制、场景召回和对象序列等。

建筑发展

用户定制化设计
按要求

产品和解决方案的设计目的是为实现用户定制化设计。
可以根据不同的场景选择符合用户需求的材料、涂饰和图标的世界，以满足个性化体验

Eelectron为建筑师和室内设计师提供共同设计的可能性，以实现无缝集成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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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发展

健康，
能源效率、可持续性
房间自动化

建筑发展

0-10V KNX通用控制器
一种用于房间自动化的互操作控制器。

ne w s & s e l ec t e d

适用于带有0-10V控制和可变速功能的风机盘管应用

输出
3 x 16A继电器
3 x 0-10V（1个可以用作模拟量输入）
输入
1 x 0-10V o 4-20mA
5 x 数字量输入（其中2路可用于NTC探头）
TC57A01KNX不仅可用于0-10V风机盘管的丁导轨EIB / KNX执行器，还可用于其它0-10V的EIB/
KNX控制模块，如阀门、变速器等。
一个灵活的解决方案：每路I/O都可单独编程，如照明控制

• 易于编程

应用案例参考：

• 灵活的应用范围：暖通空调、照明、百

0-10V变速

叶窗

2 x 0-10V阀门

• 高级逻辑

NTC温度探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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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OMO
办公自动化解决方案
OTOMO®是一套集成了电气设备、终端设备（台灯和吊灯）和环境传感器的系统。

工作原理是根据环境中用户存在的情况控制灯光，以达到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的效果。

OTOMO®是专门针对办公室而提出的一套创新解决方案。
它使用蓝牙®技术，允许对象在一个无线网络里通信，还可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进行控制

该项目由Regione Lombardia - Bando Smart Living提供

照明/恒定调光

百叶窗/遮阳系统
门
卷帘

根据用户的存在情况进行自动管理
亮度计量
通过安装在工作台/天花板上的亮度计量设备进行持续的调光控制
结合遮阳控制节省能源
可设置单个用户“收藏夹”功能
自动关闭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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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解决方案

这个蓝牙®解决方案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和移动设
备来控制办公室设备，减少能源损耗。

由于集成了高质量感应设备、蓝牙低能耗®和物
联网传感器，OTOMO无线解决方案可以改善居
住者的健康和环境质量。

由于OTOMO®专业性，在市场上脱颖而出：易
于安装、可扩展强和价格实惠，只需要最低限度
的编程技能，就可提供一个简单且高效的解决方
案。

OTOMO ® 可以集成到
OTOMO-IP-MODBUS网关

无线解决方案

一套简化版控制组件:
带有亮度/温度计量功能的台灯

亮度/温度计量配件

DALI蓝牙低能耗®控制器

OTOMO ® 灯具

雷尔蓝牙低能耗®模块

网关：OTOMO-KNX|OTOMO-IP-ModBus

开关蓝牙低能耗®接口模件

用户检测设备

Jackie_IoT

Giano_I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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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发展

环境监控
智能建筑
兼容智能手机、iOS系统®或安卓系统的平板电脑®，个人电脑和笔记本电
脑MacOS/Windows操作系统

HORIZONE有不同尺寸，可以满足不同建筑的智能方案需

这套解决方案不需要在现场安装独立工作的电脑。

求，如工作室、商店、展厅，商场、办公楼、体育中心、医

HORIZONE允许用户创建场景、天文时钟、逻辑、比较

院等。

器、数据日志、图表、电子邮件通知，以达到实时管理、监

集中监控功能也可用于多场所的建筑，如商店、生产车间等

控和高级控制等功能。

坚固的硬件和生产工艺与产品的可靠性、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相匹配。该系统可以直接和ModBus协议兼容，无需外部接口，
还可以集成来自其它层的信号，并管理在不同子系统中的仪表、控制单元、传感器和其它设备——可以在终端界面上显示这些
子系统的数值、状态和控制情况。

米兰（意大利）

阿尔马奇总部

菲拉拉（意大利）

车站商场
贝林佐纳（瑞士）

室内体育场

塔林（爱沙尼亚）

维尼戈诺（意大利）

2015年世博会

阿尔帕总部

奥斯洛（挪威）

普拉图克拉克森办公室

公建项目案例

酒店解决方案
酒店业是一个复杂的建筑环境，有这3个特色：
- 通过可用性，舒适度和设计感提升宾客体验
- 通过能盈利的运营效率和集成来提供优质的服务
- 要求为运营商提供有竞争力、可靠和可扩展的解决方案，保护中长期投资

酒店解决方案

为宾客和员工提供独特的体验

酒店业是一个复杂的建筑环境
有其固有的特色：

通过可用性，舒适度和设计感提升宾客体验
过能盈利的运营效率和集成来提供优质的服务

拥有超过20年的经验，每天都会和不同酒店的运营商和经理交流，在全球80个国家安装了超过36,000套客房，拥有许
多成功的案例和稳定的产品，我们被公认为KNX酒店市场的领导者之一，我们也致力于不断开发先进可行的解决方案
和并结合众多高端项目经验，我们总会为客户提供最合适的解决方案。
Eelectron提供了一套专用于酒店领域的解决方案，通过照明、供暖和冷却系统的智能管理，实现能源节约，加快投资
回报率。
我们专注于当代设计、定制化技术和高端材料的研究，能够满足酒店业主和运营商的最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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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解决方案

空间占用率检测
透明的控制力，明显的舒适性
集成了门磁性传感器，可以提供准确的宾客存在情况。
我们的空间占用率检测解决方案可以通过使用专属存在传感器来了解宾客在房间的存在情况，它还能检测到房间中的意
外的存在情况，并能够区分多种行为。
当宾客在客房里，宾客可完全控制房间里所有的照明和温度。

该系统也能够检测到总线上其它事件的占用情况。
当客房处于“无人居住”情况下，所有的灯都将关闭（根据设定时间延迟），暖通空调系统将重置到预设温度。如果客
房处于“无人预订”情况下，所有的灯都会熄灭，而暖通空调将重置到一个合适的温度。

集成性和可扩展性
与第三方系统互联
GRMS——客房管理系统可与BMS和PMS集成，以实现建筑和酒店运营的全方位管理，从而降低运行成
本，提高建筑效率。

兼容物业管理系统（MICROS Fidelio Opera®, Protel, Flyhotel ……）
ModBus可集成到广泛应用的品牌和技术（LON
Toshiba®, Sanyo®……)

e BACnet, Mitsubishi®, Daikin®,

酒店解决方案

9025.
客房管理
欢迎宾客

TH00C01KNX-3

TR00C01KNX-3

读卡器支架

门面板读卡器

专用于门禁管理的9025系列产品符合KNX®标准的设备，使用RFID-MIFARE®

技术，玻璃上部分为背光灯；下部分有可

自由配置的背光电容式按键。门禁卡在读卡器前面即可被读取，最远距离为20mm；也可将门禁卡插入读卡器顶部的隔间
里。
读卡器里的RGB LED灯条会显示不同的颜色，表示卡已被识别，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状态和异常情况。

门禁管理
与监控
节能节约和成本控制

存在检测
宾客管理
员工管理
根据暖通空调和照明配置文件管理
区域控制
访问报告
存在逻辑

可以监控整栋建筑：公共区域、警报、客户和员
工在本地或远程的活动情况。

使用Virtual

Badge应用程序，宾客可以通过移

动设备直接开关门、控制房间里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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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解决方案

安全性
有史以来的最高标准
KNX是目前最安全的智能家居和智能建筑标准，符合最高的网络安全要求，遵循AES128标准。完全安全的KNX安装可以
保证系统不受远程攻击，也可以防止总线系统可能被篡改以窃取信息或发送不需要的命令：没有必要的加密密钥，就不
可能解密和复制数据信息。
我们的解决方案是符合KNX安全性标准的。
通过冗余电源也可实现安全的能源管理，减少负载峰值并对意外故障作出反应。

定制化
您的专属风格
产品和解决方案都可
实现定制化设计。
材料、装饰和图标都可根据实际情况定制化从
而提升
宾客的体验感和酒店的品牌标识。
产品致力于在满足酒店业客户的需求的情况下
不牺牲行业标准的质量。

门板按键2路黑/白+RGB

9025定制床边面板，黑/白

英特苏尔里克莱塔酒店
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

丽笙大酒店
多哈（卡塔尔）

巴塞罗那伯爵酒店

巴塞罗那（西班牙）

维尼史哈博修道院㽵园酒店

克里特（希腊）

苏梅岛（泰国）

魅力狐酒店

阿布扎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爱尔拉哈海滩酒店

酒店项目案例

住宅解决方案
住宅建筑的自动化功能，可满足舒适、安全和简单但不简约的需求，以未来为导向，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能长
期保持商业吸引力，有助于环境的可持续性，同时也让您能够更好地享受您的家。

照明
室内室外照明控制

百叶窗和遮阳控制

加热、通风、空调系统

自定义场景

可集中也可根据具体需求进行控

以适合

可集中也可分散

制，甚至可以远程控制，从而确保

不同环境和用户

控制百叶窗和遮阳

所需的温度和降低能源消耗

的需求

住宅解决方案

智能家居的优势
智能家居：

大大提高舒适度和

更懂您的需求

集中控制

节省能源

集成

安全的

舒适的

可持续性

监控

无噪声

减少成本

优化度高

兼容性强、舒适性好和安全性高。
Eelectron产品能够满足住宅建筑最高标准
并结合了舒适度、安全性，节能环保。
Eelectron的住宅行业自动化解决方案针对中型住宅建筑和高端物业：可以和市面上大多数的
第三方产品兼容。这种集成确保了系统的可扩展性，能够满足未来的需求。

能够控制和管理地下加热/冷却/室内湿度系统
DALI/DMX/LED照明控制
可通过电脑和手机实现本地或远程的控制（适用于安卓系统和IOS系统）
能够与音频系统、安防系统和IP摄像头兼容
门禁系统接口

监控/报警

可视化和远程控制

能量计量

门窗监控传感器、控制系统和报警器

使用触摸屏、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

能量显示和实时控制

实现可视化和中央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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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解决方案

监控
家庭自动化

HORIZONE

是智能家居行业理想的解决方案：照明

控制、百叶窗/遮阳控制、温度控制、负载控制、功
耗管理、门禁对讲系统，灌溉系统、安防系统、报警
系统、音乐/视频系统。
HORIZONE的设计宗旨是，只需要一个设备即可实现
全屋控制，还可以从电脑或移动设备实现本地和远程
控制。
基于强大和可靠的软件架构，HORIZONE允许用户以
多种可能性非常方便地创建场景、逻辑和高级控制。

可与KNX系统和Modbus系统直接通信
可以从电脑的网页端（Safari、Chrome）或移动设备（苹果系统或安卓系统）下载
的免费APP实现本地和远程控制

快速配置：ETS项目直接导入
语音控制

BO04K01KNX

BO08K01KNX

BO12K01KNX

4路通用执行器

8路通用执行器

12路通用执行器

住宅解决方案

模块化解决方案
电热阀控制模块
该设备的一个典型用途是对住宅里的地板进行加热控制，提升建筑的舒适度和节省能源损耗。

HA04A01KNX

HA08A01KNX

电热阀控制器

电热阀控制器

4路输入/4路输出

8路输入/8路输出

控制24Vac或230Vac阀，静音继电器

自由配置逻辑功能（最多7个）

输入（1路到4路）均可作为数字量或

4路或8路为PWM阀（电磁驱动器）

模拟量

3路或路为3点阀控制

最多有8个智能恒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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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拉尼宫
米兰（意大利）

爱莉丝蓝塔公寓
迪拜（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米兰（意大利）

垂直森林

蒙扎（意大利）

格甘斯克（波兰）

吉隆坡（马来西亚）

伊尔巴塞里托瓦托别墅

别墅设计

坦普勒别墅

住宅项目案例

产品介绍
研发、设计、生产，意大利制造

evolving skills

9025是触摸面板，可用于温度控制，
属于智能控制建筑的一种技术。

Warmth, in your place

55x55,4个控制按键，多种材质可选。
集成式恒温器可检测和调节所需的温
度。材料、功能、涂饰，都能满足您的
基本需求。

You, in an homy and environmental world

创造性设计的产品系列。
实现用户与照明控制、节能系统、温度
控制、娱乐系统之间的互动。

hmi

产品介绍
按键面板
9025
电容式开关，多达10个通道，并集成了恒温器和恒温器/恒温器
玻璃材质，2模块和3模块版本
多功能传感器（湿度-温度）

HC06A01KNX

多功能传感器（CO2+湿度+温度）

MC06A01KNX

温度探头		

TS01D01ACC-1 / -3M

		

TS01D01ACC-3 / -3M

3025
55X55mm 按键面板-4个按键，不同表面和材料都可集成恒温器

eelecta
MiniPad（9×9cm）4按键或8按键

触摸面板

3.5''触摸面板
紧凑型设计，在一个小面板里集成
了大功能。与外观相比，我们更注
重高级界面的本质，这才是用户所
期望拥有的。

监控

监控设备
Horizone
监控建筑和住宅的网络服务器

Horizone mini
监控建筑和住宅的网络服务器

3,5'', 5'', 8'' 触摸面板
壁挂式触摸面板

eSuite
酒店行业的监控系统，能实现门禁控制和全套酒店管理

触摸面板

5” IP触摸面板
8” IP触摸面板
壁挂式触摸面板
通过HORIZONE实现非凡的界面显
示：5’’紧凑型设计仍能实现多功能
控制，8’’能够展示更多的建筑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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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器

产品介绍
开关执行器、调光器、传感器、系统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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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 丁导
块
） 轨

输入-输出开关执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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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接口

型号

安装方式

输出

输出值

型号

安装方式

数字量输入

LED输出

DM01D

丁导轨

1

700 W

IO22D

入墙式

2

2

DM02A

丁导轨

2

300 W

IO44D

入墙式

4

4

DM04A

丁导轨

4

300 W

IO62D

入墙式

6

2

DL04A

丁导轨

4

4A

AD84C

入墙式

8

4

DM04D01KNX

DIN RAIL

4

1-10 V

DM04A

丁导轨

4

1-10 V

模拟量输入

4

执行器

执行器模块【输入-输出】
入墙式3路输入/2路输出模块		

IO32D01KNX

丁导轨通用模块+				
4-8-12-16路输入/输出			

F系列

带/不带Micro SD卡
4-8-12-16-24路输出
带/不带Micro SD卡
丁导轨16路数字量输入			

BI16F01KNX

丁导轨通用模块
4-8-12路输出				

K系列

调光器
1路 x 700w（主从模式）		

DM01D01KNX - DM01D01ACC

2路或4路 x 300w			

DM02A02KNX - DM04A02KNX

4路LED/RGBW			

DL04A01KNX

4路1-10V					

DM04D01KNX

面板接口
面板接口
2 - 4 - 6路输入/2路输出LED				

IO22D01KNX

							

IO44D01KNX

							

IO62D01KNX

面板接口					

AD84C01KNX

模拟量/数字量接口8路输入/4路输出LED
带恒温器功能

温度控制
4路电热阀控制器			

HA04A01KNX

8路电热阀控制器			

HA08A01KNX

阀门和负载执行器8路输入/4+4路输出			

HA88B01KNX

0-10V风机盘管控制器					

TC17B01KNX

0-10V通用风风盘管控制器				

TC57A01KNX

阀门驱动器							

VD21A01KNX
33

传感器、网关…….

存在探测器和多功能传感器
存在探测器基本款，白色/黑色				
存在探测器标准款，带灯光控制，白色/黑色			
存在探测器高顶款，带灯光控制，白色/黑色			
多功能存在探测器，带灯光控制，				
温度感应、湿度感应、声音感应，白色/黑色
空间传感器，带灯光感应、温度感应、湿度感应		
声音感应、空间占有检测、激活功能，白色/黑色
蓝牙传感器，带灯光感应、温度感应、湿度感应、
声音感应、空间占有检测、激活功能，蓝牙信标，白色/黑色

PD00E00KNX / -3
PD00E01KNX / -3
PD00E09KNX / -3
PD00E02KNX / -3

传感器插件-CO2+温度 		
传感器插件-VOC+eCO2+温度		

SM03E01ACC / -3
SM03E02ACC / -3

宽范围存在传感器		
走廊存在传感器		

PD00E20KNX / -3
PD00E21KNX / -3

PD00E03KNX / -3

KNX网关
DALI网关						

IC00P01DAL

3速4管风机						

IC00P02DAL

2路DALI网关 可调色温				

IC02D01DAL

DMX网关						

IC00B01DMX

电能表
单相或三相电能表			
MID

PM00A00IRI + PM10E02IRE
PM00A00IRI + PM30E01IRE
PM00A00IRI + PM30E02IRE

系统组件和接口
640mA电源						

PS00D03KNX

1280mAKNX电源				

PS00D04KNX

丁导轨USB接口						

IN00A03USB

IP-KNX网关Secure						
IN00S01IPI
IP-KNX路由Secure				

IN00S01RIP

丁导轨KNX总线线路耦合器			

LC00B01KNX

时钟控制器						

ES01A00KNX

建筑与家居发展

OTOMO系统组件
2路DALI模块 x 8个驱动器 广播 			

IO14A01BLE

IO42模块（4路输入+2路输出）			

IO42A01BLE

IO41模块（4路输入+1路输出）			

IO41A01BLE

IO40模块（4路输入+0路输出）			

IO40A01BLE

亮度和温度传感器				

BT01A01OTO

2路存在和亮度传感器				

PD02X01CON

信标-允许在适当/缺乏移动设备的环境中
识别用户的存在					BE01AXXACC
OTOMO-KNX网关				

IN00A01BLE

OTOMO-IP-MODBUS网关			

IN00C01BLE

访问控制-酒店
9025读卡器				

TR00C01KNX-1 / -3M

					

TR00C01KNX-3 / -3M

9025读卡器支架					

TH00C01KNX-1 / -3M

					

TH00C01KNX-3 / -3M

同步读卡器 					

TR22A19KNX

					

TR22A29KNX

同步读卡器支架					

TH22A19KNX

					

TH22A29KNX

e-Suite客房管理系统
用于酒店管理的软件，KNX协议下实现监
控、访问和报警控制

虚拟徽章

气象站
KNX气象站Plus				

WS00A01KN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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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lectron S.p.A.是一家意大利公司，生产符合国际性协议KNX标准的电子设备硬件和软件。
20多年来，Eelectron在国际舞台上一直是技术的榜样
在建筑和家庭自动化应用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Eelectron spa
Via Monteverdi 6 | 20025 Legnano (MI) - Italia
Tel: +39 0331 500802
Email: info@eelectron.com
Web: www.eelectron.com

1.2.9.21

Eelectron在中国、中东和西班牙均设有分支机构，其系统应用在全球80多个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