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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icino Axolute智能家居系统，家居必不可少的选择 

智能家居

1

智能家居
智能家居是在家庭环境中对信息学和电子学加以应用的一门科学。“智能家居”意

味着“智能化”。此词源自法语新词“Domotique”，意思为“智能家居”。
 

作为智能家居行业的佼佼者，BTicino在意大利和全球享有盛誉，选择BTicino Axolute智能家

居系统，您就会平添一个可靠的好保姆，为您解决日常生活中诸多大小事务，犹如一个贴心

的保姆呵护您的家人。灵活的模块化控制系统，融合现代先进的科技，提供一套完美的家居

生活解决方案，满足您的家居设计需求。集成化家居自动控制系统，设计灵巧、实用，具有

多元化功能，提供智能化的舒适、安全、经济和环保的通信和管理解决方案。

 

而且，由于其模块化的设计，您可以享受到各种不同的功能，既能满足生活的一切需求，又

可以随后根据未来需求的改变而对系统进行升级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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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家居

BTicino Axolute智能家居系统优化家居生活质量，简化生活模式，打造理想的家居生活环境，

时时刻刻享受美好生活。在悠扬的背景音乐声中缓缓收起窗帘，灯光自动调节到舒适的亮

度，空调自动运行到合适温度；花园里的浇花设备按照您设定好的程序运行着，简单、舒

适。同时，还可设置“白天、休息、起夜、全关”等多种场景模式。

主要的实用性功能：

灯光控制：只需一个按钮，就可以打开一路灯光或一组灯光或家中所有灯光；

窗帘百叶窗等自动设备控制：控制百叶窗、自动调节百叶窗帘、自动上锁以及控制其他电机

设备，方便实用，省时省力；

场景模式：选择预设“场景”模式如休闲、唤醒、阅读或观看电视等模式，调节灯光、室温和

背景音乐，轻轻一按即可自动实现；

背景音乐系统：背景音乐系统可以为不同的房间设置不同的音乐背景，可以根据需要接入各种

音频。

舒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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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您是否在家，都可以保护您的家宅，做到万无一失。BTicino Axolute智能家居可以防止

外来者闯入，防范室内危险和问题，如煤气泄漏，漏水，停电等，必要时采取相应的应对

措施。

主要的实用性功能：

 

安防报警：保护每个房间和入口，如有警报，通过电话、手机、短息或邮件发出警告；

家居视频监控：您可以在家中或远程通过闭路监控系统提供的画面了解家宅情况；

技术报警：如果发生漏水、煤气泄漏或断电，报警器会及时报警，并及时采取措施确保家宅

安全；

自动复位并重启系统：如果输电线因为闪电或电压过高而产生线路电压浪涌，导致跳闸，自

动复位并重启系统可以自动重置、复位并启动系统。

安全

1
智能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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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家居

BTicino Axolute非常关注环境以及电力和能源的合理化使用。它可以随时显示和监控水、电、

煤气的使用情况，有效地控制用电量，精确地管理室温调控，根据不同的管理区域内来调节

室温。

主要的实用性功能：

能耗显示：系统触摸屏可以显示水、电、煤气的即时使用量和累积使用量；

电力负载的管理：电力负载管理监控主要家用电器的用电情况，避免因超负荷而引发停电所

造成的不便；

温度控制：室温控制对家中不同区域的温度进行管理，根据需要创造舒适理想的室温；

空调控制：触摸屏也可以控制空调系统的运行。

节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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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家居

BTicino Axolute智能家居采用了世界先进技术，通过各种最先进、最高效和最直观的设备以

最轻松的方式管理您的家居：如通过各种触摸屏、iPad、电视机以及电脑等。

主要的实用性功能：

 

通过触摸屏监控及控制：多种型号的触摸屏，从1.2英寸到10英寸不等，都可以用来显示家

中状态和控制智能家居功能；

利用iPad管理：用户可以通过BTicino Axolute软件实现管理，可以在苹果在线商店购买，（

用户也可下载试用版），将您的iPad 可变成非常实用的便携操控设备，可以打开预设场景，

管理家居自动化功能；

利用电视进行本地化管理：通过电视，用户可以使用多媒体界面管理家居自动化系统；

使用个人电脑进行本地化管理：您可以通过电脑加载家宅地图或图片，从而实现对家中的

自动化设备进行管理。

多媒体应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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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家居

通过智能家居控制网页，使用连接到网络的iPhone、智能手机或电脑，即使您不在家，也可

以掌握家里情况。BTicino Axolute竭其所能保证网络传输数据的安全，防止各类欺诈性行为。

我们的ISO27001“信息技术 — —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的资质可以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主要的实用性功能：

接收报警和故障信号：您会在第一时间内获得任何问题或紧急情况的相关信息，并激活监控

操作（如接收到带报警区域图片的邮件）或通过操作保证家宅安全（如发生煤气泄漏时，关

闭安全电磁阀，并打开窗户保证空气流通）；

发送指令、显示图片以及执行预定计划：通过远程控制方式，也可以通过短信方式，您可

以向家中智能系统发送指令，打开灯光和窗帘，激活场景模式，控制室温和显示图片。还可

以轻松激活定时或与事件相关的方案或程序；

远程检查水、电、煤气的用量：使用联网的iPad或智能手机，您可以远程监控水、电、煤气

的用量，查看累积图或即时用量。

远程控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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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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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icino Axolute：提供各类场景和应用，使您一目了然
BTicino Axolute智能家居系统可为您和您的家人创造理想、温馨惬意的家居环境。易操控、

智能化的技术让您和您的家人倍受呵护，满足家人各种需要。占用您些许时间，我们将向

您展示BTicino Axolute智能家居系统是如何让平凡变得不平凡。

实际应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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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应用

怡然醒来，逍遥自得。选择BTicino Axolute智能家居系统给您一种爱上清晨的真实体验。一

切已经就绪，您不必费心劳力。睁开睡眼，轻触场景开关上的“早晨”模式：窗帘升起，清

晨第一缕阳光照射进来，背景音乐响起，室温调节到合适的温度。

同时，通过室内显示屏的菜单，您可以选择背景音乐，收听新闻，调高浴室温度，并启动花

园自动浇水装置。

卧室：怡然醒来

BrochureBiticino.indd   21 11-03-2008   16:32:40





背景音乐

调光
通过显示屏启动“起床” 场景模式 

电视开始播放

打开百叶窗

根据需要调节到理想的温度

防盗探测器、闭路监控摄像头镜头 2

家中每个房间的百叶窗都打开了，照进清晨的阳光，同时夜灯
自动关闭。厨房里，咖啡机开始冲泡香浓怡人的咖啡。

触摸屏管理家中多
种自动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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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应用

烹饪、洗涤、熨烫，启动洗衣机和洗碗机：为了节省时间，这些工作往往是同时进行的，但是

有可能引发电源跳闸，电器设备停止工作。如果配备了BTicino Axolute智能家居系统的电源管

理模块会临时切断可以延缓的操作，预防超负荷的室内用电。只需轻触触摸屏上的一个按钮，

您就可以重新激活被暂停的电器。如果想在音乐中从事家务，您可以通过触摸屏上的图标选择

您喜爱的音乐背景。无论您是否在家，系统会一直监控用水和用气，防止出现漏水或漏气。

厨房：一体化服务





Protezione da fughe di 
gas e allagamento 

Electrical appliances ma-
naged by a system which 

protects against black-
out/overloads

调节适宜的光线

防盗探测器、闭路
监控摄像头镜头

通过专门线路供电的电器

触摸屏管理家具自动化
系统的各项功能

背景音乐

防止煤气泄漏和漏水

如果超负载引发跳
闸，系统可以实现自
动复位

受控的电源插座

防断电/超负载系统
管理器

洗碗机、洗衣机和干衣机可以全负荷地进行工作，完全不用担心超负
载而引发的断电。同时，闭路电视摄像头和其他安全设备密切地监控

家宅的各个入口。每个房间的温度也是可以自动调节的。

煤气泄漏探测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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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应用

无论您是独处还是会友，安装了BTicino Axolute智能家居系统，您就可以充分享受每一刻。如

果您使用iPad，通过在苹果商店购买的BTicino Axolute智能家居软件，可以唤醒预设场景，您

就可以享受柔和的灯光、甜美的背景音乐以及舒适的温度。朋友们到了吗？您可以马上通过视

频显示器识别他们，和他们打招呼，敞开大门，激活引导灯欢迎他们。只需在多媒体触摸屏上

查看房间摄像头全方位拍摄的视频画面，您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关注在房间里玩耍的孩子们。

客厅：各种场景模式舒适惬意





背景音乐

根据个人喜好调节
合适的室温

防盗探测器、闭路
监控摄像头镜头

厨房里，电炉和其他电器正在厨房开足马力开始工作，您的客
人们完全可以在温暖惬意的环境中放松自己。屋外，自动洒水

系统准备开始晚间的工作了。夜生活拉开了序幕。

仅凭一台视频显示设备，您就可以使用
内部对讲机功能和家居自动化系统的其
他功能。

“BTicino Axolute”
程序软件设置最舒适
的夜晚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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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应用

出门时，您可以将贵重物品放在家中，轻松出门。BTicino Axolute智能家居会替您照顾一

切。使用电子钥打开防盗报警装置，它就可以替您保护整所家宅，同时，它会自动关闭灯

光、放下窗帘、调低室内温度。

BTicino Axolute智能家居管理您的家，仿佛您本人在家一样，一到适合时间，它还会替您在

花园洒水，敞开阁楼里窗户保证室内空气流通；如果外面开始下雨，它会马上把窗户关上。

如果室外风大，室外的雨篷会马上收回；如果触动电闸跳闸，在确保所有的电路系统工作正

常后，BTicino Axolute智能家居会马上恢复供电。

出门：安心离家



Video display
per funzioni
videocitofoniche

Temperatura si regola
a livello basso

关闭所有灯光

居家自动化系统的多媒体触
摸屏可以实现闭路监控功能
以及实现其他多媒体功能

调低室内温度
点击“总关”按钮，启动报警装置布防，激
活“离家”场景模式，并激活所有保护模式

这个家居好帮手帮您料理家务，您可以放心离家，不必担心出现
任何失误

防盗探测器和闭路监控摄
像头开始工作

关闭所有百叶窗和窗户



Video display
per funzioni
videocitofoniche

Temperatura si regola
a livello basso

关闭所有灯光

居家自动化系统的多媒体触
摸屏可以实现闭路监控功能
以及实现其他多媒体功能

调低室内温度
点击“总关”按钮，启动报警装置布防，激
活“离家”场景模式，并激活所有保护模式

这个家居好帮手帮您料理家务，您可以放心离家，不必担心出现
任何失误

防盗探测器和闭路监控摄
像头开始工作

关闭所有百叶窗和窗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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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应用

锁好门窗，准备享受您的假期吧。BTicino Axolute智能家居可以轻松而又可靠的替你照顾好家

中的一切。功能强大的防盗报警系统可以阻止闯入者，并通过电话、短信或邮件将警报发送给

您指定的管理人。还可以通过电邮发送触发报警区域的图片；房间的灯光和百叶窗可在指定的

时间内打开，让外人以为家中有人；如果您想家心切，您可以通过网络，使用BTicino Axolute

智能家居网络提供的服务查看家中闭路监控摄像头拍摄的画面。

离家：放心度假





查看家宅大门

启动花园自动浇水打开/关闭防盗报警系统

浏览闭路监控摄像头拍摄的画面，检查家中情况

查看灯光和百叶窗的状态，打开/关闭家居自动化系统的各项功能

轻轻松松出门度假，家中“虚拟”家务管家解您后顾之忧。如果
有必要，您可以时常远程查看安全状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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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应用

BTicino Axolute智能家居系统：模块化和可扩展性满足
您的需要

BTicino Axolute智能家居系统超越传统的“电子系统”的概念，传统概念认为“电子系统”只

不过简简单单地安装灯光源和电源插座。今天自动化、温度控制、背景音乐系统、防盗报

警、闭路监控、有线电视卫星信号的分布、电话、数据以及网络远程管理等功能可以轻而易

举地在新一代家居自动化系统中找到。BTicino Axolute智能家居系统旨在根据您的时间和财务

状况，根据需要一次性或多次集成上述系统功能。BTicino Axolute智能家居系统的优点在于其

灵活扩展，安装、维护方便：它既适用于房间的小规模改造，如不在墙上钻孔的情况下移动

电源开关位置；还适用于大规模改造，如增加房间数量或改变房间用途。

BTicino  Axolute智能家居系统是当前和未来的最佳选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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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摸屏
BTicino Axolute触摸屏是高智能化设备。在同一

设备上通过触摸屏直观化的图标，可以操控家居

自动化系统的多种功能。

场景
BTicino Axolute控制器可以使用户随心所欲地使

用家居自动化系统的各种功能。它可以根据个人

喜好选择传统模式的按钮或多功能的触摸屏或远

程控制。

如果家中安装了智能家居系统，凭借其多种控制器，您的家宅将变得温馨亲切：从简单的即时数字操控到使用触摸屏

各项功能的操控。使用BTicino Axolute智能家居系列程序软件以及iPad，查看和管理家居自动化系统变得轻松可行。

智能家居控制器：满足各类需求

实际应用



多媒体触摸屏
多媒体触摸屏是最先进的智能家居设备，可以管理所有的智能家居功能，如自动调节

窗帘和灯光，控制内部对讲系统和闭路监控系统，管理温控、防盗报警、声音系统等

其他功能。许多功能非常实用，如在局域网中通过USB端口或RSS使用图片或音轨，或

在网络上浏览新闻，查询天气预报，使用网络摄像头和收听网络广播。

BTicino智能家居iPad应用程序
由于专门开发了“BTicino Axolute”应用程序，您可以通过触摸直观的图标，在家中设

置和管理家居自动化系统的各项功能。程序可以在苹果商店购买，如果用于非商业用

途，您还可以下载并使用免费版本的程序软件。

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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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节能

节能，显示和监控能源消耗情况

BTicino Axolute旨在使用所需的能源和热量，打造一个最舒适的家居环境。因此，BTicino  Axolute提出了各种节能解决方案，

以实现：

 仅在需要的时候和地点供暖 通过区域温度控制，选择每个房间或环境的温度，避免能源浪费，优化能源利用 ；

  您看的见的进步                      用户可以通过触摸屏了解家中能源使用情况（水、电、煤气），避免资源浪费或者在出现异常

                                                                                情况时采取相应对策；

. 不再断电                                   此功能让您管理使用的最大负载电量，如果出现超负载情况，停止可以延后工作的电器。通过

                                                                                触摸屏，用户可以查看电线线路的总负载量，从而可以改变工作的优先顺序而不需要为电器工  

                                                                                作设定时间（同时可以利用错峰用电获得价格优惠）。

负载控制管理系统具备检修功能，因此用户可以立即查看出现

的电器故障



绿色节能 2

 您看的到的进步 用户可以通过触摸屏了解家中能源使用情况（水、电、煤气），避免资源浪费 

                                                                                或者出现异常情况时采取相应对策。既省钱又环保。

选择触摸屏上直观化的图标查看使用

量。

您可以在多媒体触摸屏上查看每日或每月图表或最近12个月的图表以了

解能源使用情况。如果家中有太阳能光电系统或太阳能加热系统，您可

以通过专门的能量计和脉冲计数器了解生成了多少能源以及加热了多少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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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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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系列

半个多世纪以来，BTicino在技术创新和产品设计上一直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其发展历史见

证了不断进步的产品质量和研发能力，今天Axolute智能家居系统的先进解决方案就是最好

的体现。采用先进的SCS总线技术，从美观的角度，大胆地使电子设备完美与家居装饰相

结合，Axolute 4个系列产品为公众呈现多种截然不同的外观设计，其精湛的制造工艺，极

富个性的设计、内涵丰富的设计理念，充分体现于她与众不同的高雅及独特的外观中，让

我们体验到科技带来超值艺术享受。

Axolute高雅和科技的价值体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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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薄工艺 价值体现

方形，四角圆润简洁，单色的设计理念：Eternis系列产品采用新型的独一无二的超薄设计。颜色均一线条

优美以及只有2.5毫米，超强设计，绝对完美。

音乐系统及温度管理控制 触摸屏 银色炭黑色

白色

Axolute Eternis



纯白

Axolute纯白系列产品独具匠心，将智能家居系统的每个产品设计成为白色，精细之极可见一斑，提供一套

完整的纯白解决方案。

温度控制中心
Axolute 纯白

轻触控制

rian® 玻璃

Axolute 纯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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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雅尽现纯美黑色

永恒、超凡脱俗、魅力性感。Axolute Nighter 纯黑色玻璃外观，华贵、纯美、简洁，让人眼前一亮。

灯光控制和本地背景音乐显示
Axolute Nighter

玻璃数字控制器
Axolute Nighter

Axolute Nighter



白色，优雅风格的选择

Axolute Whice系列，晶莹剔透的白色玻璃材质，闪烁着新的光芒。设计和科技完美融合，给您一个感觉、

欣赏和触摸的完美居住环境。

灯光控制和本地背景音乐显示
Axolute Whice

玻璃数字控制器
Axolute Whice

Axolute Wh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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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致与创新的表现

Axolute系列产品拥有多种高端材质可供选择，从设计和用材上Axolute根据不同的需要、品味和愿望提供不

同的解决方案。从平面到凸面，从金属材质到玻璃材质，每一种方案都独具一格。

触摸屏 
水晶玻璃

场景控制
水晶玻璃

Axolute 



Axolute 

触摸屏
炭黑色

场景控制和防盗报警连接器
炭黑色

Linee ellittiche, morbide, per chi invece preferisce sognare, anche di giorno e predilige la materia e le sfumature ricercate dai colori brillanti.

Video display
Antracite Axolute

Touch screen
Antracite Axolute

Scenary touch e inseritore antifurto
Antracite Axolut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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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格朗中国上海总部
地址：上海南京西路699号，东方有线大厦30层

免费热线：4008 305 306

网址：www.legrandha.cn

邮箱：cn-ha-service@legran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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