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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建筑控制系统
 i-bus® 智能家居应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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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 i-bus®  智能家居

回想以前，客厅刺眼火辣的阳光，突然之间的狂风骤雨，睡觉时卧室干燥污染的空气，回家时漆黑的客厅冰冷的沙发，生病时躺在床

上看着墙上遥远的各式开关……

抛弃传统翘板开关，选择总线式的i-bus® 智能家居系统------不需特殊管理，您的家仍然会保持温度舒适，空气清爽，光线宜人，所有

的设备变得体贴入微易于操控。



i-bus® 家居应用方案 I 3

ISO/IE
C1454

3
ISOO//IEE

CCC11445454
3

ISO/IE
C1454

3
ISO/IE

C1454
3

ISO/IE
C145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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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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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德国工厂设计制造，是工艺与设计精湛结合的电气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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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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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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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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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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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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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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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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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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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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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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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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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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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网络及电话控制

通过TCP/IP网络远程访问可视化家庭控制界

面，实现自由家庭终端管理，短信实现远程对

控制设备如照明，温度等的开闭，设定，实时

状态查询。可接收报警信号如设备故障、煤气

报警、烟感、溢水、紧急按钮等，以短信形式

了解发生的状态。

与空调及其他系统联动

通过BACnet-KNX或Lonworks-KNX网关可无缝连接三菱、大金、
日立等空调系统。

通过网关与DMX协议(舞台灯光系统)调光设备控制对接。

通过DALI网关与DALI调光设备控制对接。

与EnOcean协议设备实现自由控制，实现EnOcean无线面板融入

KNX系统。

对接Bluetooth 4.0通讯技术，完成同智能可穿戴设备的信息交

换，并结合智能家居控制平台，联动家庭智能化设备。

特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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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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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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接入多种PM 2.5、空气质量、煤气等传感器，感测生活环境。

视频远程访问家中安防设备，如网络高清摄像头，实时了解家庭

安全状态。

红外接口接入红外发射器，可对无法通过总线形式接入智能系统

的家庭设备进行“升级”，免除到处寻找遥控器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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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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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ele家电

ABB i-bus®提供与全球领先地位的家电品牌德国米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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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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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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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宇对讲

全数字全高清10寸智能家居控制终端采用了全金属边框及钢

化玻璃的设计，配以阳极氧化的着色工艺和高精度的CNC打

磨，充分体现业内领先地位的外观设计水准。其同步传输高达

1080P的全高清图像代表着业内高端的图像处理能力，超薄时

尚外观和扁平化图标3D式炫酷效果的用户界面，配以智能家居

及安防联动效果，带给用户舒适、安全的体验，是高端用户的

明智之选。

 高清1080P的对讲效果
 智能家居联动效果，增进用户体验
 手机扩展对讲，让您感受到科技带来的轻松生活
 自定义场景及户型图控制方式，大幅提升智能应用体验

宇对讲

高清10寸智能家居控制终端采用了全金属边框及钢化玻璃的设计，配以阳极氧化的着色工艺和高
C打磨，充分体现业内最高的外观设计水准。其同步传输高达1080P的全高清图像代表着业内最高
处理能力，超薄时尚外观和扁平化图标3D式炫酷效果的用户界面，配以智能家居及安防联动效果
客户体验到最顶级产品解决方案能够带来的舒适及安全保障。高端客户的必然之选。

清晰1080P的对讲效果清晰1080P的对讲效果
联动效果，增进用户体验
对讲，让您感受到科技带来的随意生活
景及户型图控制方式，大幅度提升智能应用体验

 全新的3D化操作界面及扁平化图标设计 可以 全新的3D化操作界面及扁平化图标设计，可以

通过高效且一目了然的操作界面，全面提升用
户体验效果。超炫酷的3D界面交互体验及界面
切换动画特效，打造前所未有的视觉观感。

 不仅可实现安防与智能家居的（灯光、报警场
景等）联动控制，还可以联动第三方摄像头在
报警后开始自动录像，无缝还原警情现场。

特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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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自然结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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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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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新的3D化操作界面及扁平化图标设计，可以通过高效且一目了然的

操作界面，全面提升用户体验效果。超炫酷的3D界面交互体验及界面

切换动画特效，打造前所未有的视觉观感。

 不仅可实现安防与智能家居的（灯光、报警场景等）联动控制，还可

以联动第三方摄像头在报警后开始自动录像，无缝还原警情现场。

宇对讲

高清10寸智能家居控制终端采用了全金属边框及钢化玻璃的设计，配以阳极氧化的着色工艺和高
C打磨，充分体现业内最高的外观设计水准。其同步传输高达1080P的全高清图像代表着业内最高
处理能力，超薄时尚外观和扁平化图标3D式炫酷效果的用户界面，配以智能家居及安防联动效果
客户体验到最顶级产品解决方案能够带来的舒适及安全保障。高端客户的必然之选。

清晰1080P的对讲效果清晰1080P的对讲效果
联动效果，增进用户体验
对讲，让您感受到科技带来的随意生活
景及户型图控制方式，大幅度提升智能应用体验

 全新的3D化操作界面及扁平化图标设计 可以 全新的3D化操作界面及扁平化图标设计，可以

通过高效且一目了然的操作界面，全面提升用
户体验效果。超炫酷的3D界面交互体验及界面
切换动画特效，打造前所未有的视觉观感。

 不仅可实现安防与智能家居的（灯光、报警场
景等）联动控制，还可以联动第三方摄像头在
报警后开始自动录像，无缝还原警情现场。

可扩展无线楼宇对讲功能

在室内可通过智能终端控制楼宇对讲，包括呼叫，对讲，控锁，监控等功能，且可接入终端数量多，同时无需切换路由方便应用

高清通话

超千万像素、130°大广角、F1.8大光圈、智能曝光

技术的摄像头，有如面对面通话的高清对讲体验

一流标准

业内最佳S316不锈钢材板材，耐盐，耐腐蚀等标准

测试，搭配高水平的防水防尘IP55等级的结构设计，
和耐高温70℃耐低温-40℃，不受环境影响时刻守候

您的生活

产品卖点

§© ABB Group
§June 26, 2015 | Slide 6

§ 来电画中画

可同时显示两路访客来电呼叫视频，不错过重要访客
呼叫，行业首创功能，丰富客户体验.

§ 手机扩展对讲

智能手机即可控制楼宇对讲（接听、开锁、监控等).

支持iPad、iPhone、Android手机（苹果、三星、华为、
小米等).

产品卖点

§© ABB Group
§June 26, 2015 | Slide 6

§ 来电画中画

可同时显示两路访客来电呼叫视频，不错过重要访客
呼叫，行业首创功能，丰富客户体验.

§ 手机扩展对讲

智能手机即可控制楼宇对讲（接听、开锁、监控等).

支持iPad、iPhone、Android手机（苹果、三星、华为、
小米等).

iPad

产品卖点

§© ABB Group
§June 26, 2015 | Slide 6

§ 来电画中画

可同时显示两路访客来电呼叫视频，不错过重要访客
呼叫，行业首创功能，丰富客户体验.

§ 手机扩展对讲

智能手机即可控制楼宇对讲（接听、开锁、监控等).

支持iPad、iPhone、Android手机（苹果、三星、华为、
小米等).

iPhone Android

产品卖点

§© ABB Group
§June 26, 2015 | Slide 6

§ 来电画中画

可同时显示两路访客来电呼叫视频，不错过重要访客
呼叫，行业首创功能，丰富客户体验.

§ 手机扩展对讲

智能手机即可控制楼宇对讲（接听、开锁、监控等).

支持iPad、iPhone、Android手机（苹果、三星、华为、
小米等).



18 I i-bus® 家居应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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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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ton系列

priOn系列

色彩一览

必须采用VDE德标80底盒安装

20082008

智能面板和智能驱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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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一览

VDE德标80底盒安装

象牙色 浅灰色 碳黑色 银色亮白色

德悦future linear系列

智能面板和智能驱动器



i-bus® 家居应用方案 I 21

Dynasty系列

古典铜，内框白色带花纹装饰

古典铜，内框黑色带花纹装饰

闪亮金，内框黑色带花纹装饰

闪亮金，内框白色带花纹装饰

黑玻璃压花边框

黑玻璃压花边框

i-bus面板及边框选型配合i-bus面板及边框选型配合

白玻璃压花边框

i-bus面板及边框选型配合i-bus面板及边框选型配合

白玻璃压花边框

i-bus面板及边框选型配合i-bus面板及边框选型配合

白玻璃压花边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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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智能控制屏 9”智能控制屏

7”智能控制屏

单元门口机 别墅门口机

IC刷卡与NFC刷卡方式同机应用

注：以上三款室内机建议采用埋墙式底盒安装，效果更美观

智能面板和智能驱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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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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2008智能触摸屏

SmartTouch® Busch-Comfort Touch® 9 Busch-Comfort Touch® 12.1

色彩一览

VDE德标80底盒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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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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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2008 2013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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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一览

红外遥控

移动探测器

视频远程访问家中安防设备，如网络高清摄像头，实时了解家庭安全状态。
红外接口接入红外发射器，可对无法通过总线形式接入智能系统的家庭设备进行“升级”，免除到处寻找遥控器的烦恼。

标准型 mini sky 室外型

欧悦Millenium系列（国标86底盒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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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更多可能。

35mm标准导轨安装

智能面板和智能驱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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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Naga 上院

凯德 • 华玺公寓

上元雅园

肖云路8号
碧湖居高级公寓

北京御香山厢白旗别墅

鸿坤 • 原乡郡                                
京投银泰 • 公园悦府

兴创屹墅

厢白旗甲8号
远洋万和公馆

远洋万和城

广渠路金茂府

中赫万柳书院

望京金茂府

河北

天滨公寓 
天润公寓

天泽公寓

蓝白领公寓

西广开住宅小区

陕西

西安绿地海珀兰轩 
西安曲池东岸

西安乐华城别墅

山东

青岛紫檀山项目

青岛卢卡多堡项目

烟台凯旋二期住宅 
海信贺府别墅

淄博省运会运动员公寓

上海

绿地上海1960公寓

三湘南翔森林城市别墅

绿地伊甸雅苑

保利徐汇滨江公寓

保利黄浦江公寓

四季汇（四季酒店公寓）
金臣别墅

汤臣一品 空中大宅

翠湖天地 THE MANOR
静安豪景苑9,10号楼

壹公馆

汤臣一品高级公寓 
世茂佘山庄园别墅

中鹰黑森林公寓

中凯城市之光高级公寓

翠湖天地御苑

览海高尔夫别墅

朗诗天山绿郡公寓

中粮海景一号公寓

华府天地高级公寓

古北中央花园高级公寓

永新三期高级公寓

锦麟天地高级公寓

宝莲府邸别墅

绿城高尔夫别墅

银都别墅

北外滩花苑

皇家花园公寓

世贸滨江花园

尚海湾公寓

江南华府

北外滩花苑

君庭别墅

绿地卢湾

江苏

南京万科红郡 

浙江

紫萱别墅 
天屿别墅

千岛湖天屿别墅

义乌紫荆庄园

四川

成都东苑,南苑及裕民新村

九龙仓时代8号
金林半岛别墅 

天鹅湖别墅

和记黄浦南城都汇

成都华侨城

绿地海珀香庭高级公寓

成都龙湖长桥郡别墅

湖北

武汉水蓝郡别墅

武汉华侨城别墅

武汉盘龙湾桂苑

广东

深圳华侨城波托菲诺别墅

深圳香蜜湖一号别墅

深圳麒麟山庄

深圳南奥洋畴湾花园别墅

深圳桃源居智能小区

深圳观澜高尔夫别墅

帽峰山别墅

广州观山苑三期

深圳幸福里复式豪宅

i-bus® 智能家居参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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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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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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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ABB i-bus® 智能家居提供的保障，使中鹰黑森林成为国内

先进的高科技智能家居社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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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智能化卖点可谓功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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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家居控制系统有效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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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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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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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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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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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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Contact us

ABB
电话
电邮

http://www.abb.com.cn
(中国）客户服务热线

 : 800-820-9696 / 400-820-9696
 : cn-ep-hotline@abb.com 

中国广东省江门市 529100
新会区三和大道北 9 号

ABB (中国) 有限公司

南京分公司 :
中国江苏省南京市 210005
洪武北路 55 号
置地广场 11 楼
电话 : (025) 8664 5645
传真 : (025) 8664 5338

长春分公司 :
中国吉林省长春市 130022
亚泰大街 3218 号
通钢国际大厦 A 座 A4 层 A401 室
电话 : (0431) 8862 0866
传真 : (0431) 8862 0899

乌鲁木齐分公司 :
中国乌鲁木齐市 830002
中山路 86 号
中泉广场 6 楼 B座
电话 : (0991) 2834 455
传真 : (0991) 2818 240

济宁分公司 :
中国山东省济宁市272000
洸河路123号
兴唐大厦15楼1513 室
电话 : (0537) 699 5122
传真 : (0537) 699 5121

合肥分公司 :
中国
潜山路320号
新华国际广场A座12 A

安徽省合肥市 230022

电话 : (0551) 6519 6166
传真 : (0551) 6519 6160

太原分公司 :
中国山西省太原市 030002
府西街 69 号
山西国际贸易中心西塔楼10 层1009A号
电话 : (0351) 8689 292
传真 : (0351) 8689 200

温州分公司 :
中国浙江省温州市 325000
温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江路
新世纪商务大厦A幢901-1室
电话 : (0577) 8890 5655
传真 : (0577) 8891 5573

南昌分公司 :
中国江西省南昌市 330038
红谷滩新区绿茵路129号
联发广场写字楼28层2804-2806室
电话 : (0791) 8630 4927
传真 : (0791) 8630 4982

佛山分公司 :
中国广东省佛山市 528000
南海区桂城简平路 1号
天安数码城4栋607
电话 : (0757) 8513 2060
传真 : (0757) 8513 2060-609

中山分公司 :
中国广东省中山市 528403
东区博爱五路 21号
大东裕商业大厦 608 单元
电话 : (0760) 8888 3646
传真 : (0760) 8888 3646

青岛分公司 :
中国山东省青岛市 266071
香港中路 12 号
丰合广场 B 区 401 室
电话 : (0532) 8502 6396
传真 : (0532) 8502 6395

上海分公司 :
中国上海市 200023
蒙自路763号
丰盛创建大厦 5楼
电话 : (021) 2328 8888
传真 : (021) 2328 8500

贵阳分公司 :
中国贵州省贵阳市 550022

广州分公司 :
中国广东省广州市 510623
珠江新城珠江西路15号
珠江城大厦 29 楼 01-06A 单元
电话 : (020) 3785 0688
传真 : (020) 3785 0608

成都分公司 :
中国四川省成都市 610041
人民南路四段 3号
来福士广场 T1塔8楼
电话 : (028) 8526 8800
传真 : (028) 8526 8900

厦门分公司 :
中国福建省厦门市 361008
吕岭路软件园二期
望海路23号601室
电话 : (0592) 2959 000
传真 : (0592) 5625 072

长沙分公司 :
中国湖南省长沙市 410005
黄兴中路 88 号
平和堂商务楼 12B01
电话 : (0731) 8268 3088
传真 : (0731) 8444 5519

北京总部 :
中国北京市 100015
朝阳区酒仙桥路 10 号
恒通广厦
电话 : (010) 8456 6688
传真 : (010) 8456 9907

哈尔滨分公司 :
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150090
南岗区长江路 99-9 号
辰能大厦 14 层
电话 : (0451) 5556 2228 / 2229
传真 : (0451) 5556 2295

石家庄分公司 :
中国河北省石家庄市050000
建华南大街 215 号
万达写字楼 C 座1408室
电话 : (0331) 8666 1508
传真 : (0331) 8666 

杭州分公司 :
中国浙江省杭州市 310020

1366号
华润大厦 A 座 8 楼 802-805 单元�
电话 : (0571) 8790 1355
传真 : (0571) 8790 1151

济南分公司 :
中国山东省济南市 250011
泉城路 17 号
华能大厦 6 楼 8601 室
电话 : (0531) 8609 2726
传真 : (0531) 8609 2724

重庆分公司 :
中国重庆北部新区 401121
星光大道 62 号
海王星科技大厦 A 座 6 楼
电话 : (023) 6282 6688
传真 : (023) 6280 5369

天津分公司 :
中国天津市 300020
和平区南马路 11号
麦购国际大厦 2516 室
电话 : (022) 5860 2660
传真 : (022) 5860 2620

呼和浩特分公司 :
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010020
回民区中山西路1号
海亮广场 A 座 2708 室
电话 : (0471) 3819 933
传真 : (0471) 5903 121

无锡分公司 :
中国江苏省无锡市 214023
永和路 6号
君来广场 1105 单元
电话 : (0510) 8279 1133
传真 : (0510) 8275 1236

大连分公司 :
中国辽宁省大连市 116011
西岗区中山路 147 号
森茂大厦 18 楼
电话 : (0411) 3989 3355
传真 : (0411) 3989 3359

西安分公司 :

电话 : (029) 8575 8288
传真 : (029) 8575 8299

中国陕西省西安市 710021
经济技术开发区
文景路中段 158号三层

武汉分公司 :
中国湖北省武汉市 430060
武昌区积玉桥临江大道96号
武汉万达中心写字楼21楼
电话 : (027) 8839 5888
传真 : (027) 8839 5999

烟台分公司 :
中国山东省烟台市 264000
芝罘区海港路 25号 
阳光壹佰A座 2316室 
电话 : (0535) 2127 288
传真 : (0535) 2127 299

昆明分公司 :
中国云南省昆明市 650032
崇仁街
东方首座 24 楼 2404 室

1号

电话 : (0871) 6315 8188
传真 : (0871) 6315 8186

电话 : (0851) 221 5890
传真 : (0851) 221 5900

东莞分公司 :
中国广东省东莞市 523009
体育路 2 号
鸿禧中心 B 座 11 楼 13# 单元
电话 : (0769) 2280 6366
传真 : (0769) 2280 6367

南宁分公司 :
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530021
金湖路 59 号
地王国际商会中心 27 楼 E-F 单元
电话 : (0771) 2368 316
传真 : (0771) 2368 308

宁波分公司 :
中国浙江省宁波市 315000
灵桥路 2 号
南苑饭店 6 楼 616 室
电话 : (0574) 8717 3251
传真 : (0574) 8731 8179

扬州分公司 :
中国江苏省扬州市 225012
江阳西路
峰创国际大厦 A 座 1020 单元
电话 : (0514) 8205 1010
传真 : (0514) 8205 0606

淄博分公司 :
中国山东省淄博市 255039
柳泉路 107号 
国贸大厦 1908室 
电话 : (0533) 3190 560
传真 : (0533) 3190 570

郑州分公司 :
中国河南省郑州市 450007
中原中路 220 号
裕达国际贸易中心 A 座 1006 室
电话 : (0371) 6771 3588
传真 : (0371) 6771 3873

沈阳分公司 :
中国辽宁省沈阳市 110001
和平区南京北街 206 号
沈阳假日大厦城市广场二座 3-166室
电话 : (024) 3132 6688
传真 : (024) 3132 6699

兰州分公司 :
中国甘肃省兰州市 730030
城关区张掖路 87号 
中广大厦 23楼 
电话 : (0931) 8186 799
传真 : (0931) 8186 755

苏州分公司 :

电话 : (0512) 8888 1588
传真 : (0512) 8888 1599

中国江苏省苏州市 215123
苏州工业园区翠微街 9号 
月亮湾国际中心 15楼 1501室 

福州分公司 :
中国福建省福州市 350028
仓山区
万达广场 A1座 室

电话 : (0591) 8785 8224
传真 : (0591) 8781 4889

706-709

深圳分公司 :
中国深圳市 518031
福田区华富路1018号
中航中心1504A
电话 : (0755) 8831 3088
传真 : (0755) 8831 3033

1509

唐山分公司 :
中国河北省唐山市 063020
高新技术开发区建设北路101号
高科总部大厦805 室
电话 : (0315) 5068 085 
传真 : (0315) 5068 080

观山湖区金阳南路 6 号
世纪金源购物中心 5 号楼10楼

江干区钱江路

ABB (Hong Kong) Ltd.
香港九龙大角咀深旺道 3 号
嘉运大厦南座 7 楼 703-4 室
电话 : (852) 2929 3838
传真 : (852) 2929 3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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