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能家居系统
罗格朗是你明智的选择

SMART HOME 
SYSTEM

把每个家庭都连接起来

罗格朗智能家居系统的智能技术和便捷功能

可以优化你的家居系统

举手之劳便可使你高枕无忧



罗格朗进入中国

罗格朗集团全资收购 TCL国际电工（惠

州）有限公司、TCL楼宇科技（惠州）

有限公司

收购 TCL低压电器（无锡）有限公司

收购深圳视得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进入巴黎 CAC40指数，成为代表欧洲

经济发展指数的标杆企业

1993 2006

2005 2007

罗格朗

陶瓷工坊诞生于法国利摩日

罗格朗

开始生产电气开关产品

罗格朗

在法国巴黎上市

在比利时

成立第一家海外分公司

成立于 1865 年，总部设在法国的利摩日

全球近 90 个国家或地区设有分支机构

罗格朗全球

* 本页数据源自罗格朗集团官网及
“2017 LEGRAND REGISTRATION DOCUMENT”

3 700+

2 30 000 个不同系列产品中享有 3 700 多项专利

3 7 000+

超过 3 7 000 名雇员

€ 5.5 billion
2017 年的全球营业额超过 55 亿欧元

罗格朗

150 多年的历史

今天，罗格朗在中国管理着 4 大商业品牌：罗格朗、视得安、卡博菲、

TCL- 罗格朗，覆盖了电气与智能建筑领域核心产品，为客户提供一体化

解决方案。

1865 1966

1949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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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HOUSE
TO HOME

房子≠家
设计就是空间、色彩、设计回归本位，回归人性化。

智能控制不是越来越复杂的智能控制面板，回归普通开关控制面板更显人性化控制。

开关、插座、智能统一的风格，更显房屋的和谐与温馨。

将设计融于人性，将家居带入悠闲自在的情境。

从关爱开始，老人，孩子像往常控制普通开关面板，一个键即可场景控制，

背后是复杂的技术结构的智能家居系统。

电动窗帘 背景音乐 可视对讲 安防系统 场景模式 温度 灯光控制

改善生活   易如反掌

罗格朗智能家居从细节开始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豪宅梦

也许豪宅就是总是想着回去的家

从房子到家

每个设计师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个完美作品

罗格朗智能家居系统从今天到未来

在家的设计中为你带来细节的变化

从而打开房子让你更想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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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关 / entryway 卧室 / bedroom

客厅 / living room 出门 / away

厨房 / kitchen 庭院 / courtyard

ENTRYWAY LIVING ROOM BEDROOM

KITCHEN AWAY

COURTYARD

DOMOTIQUE 家居艺术

“ 家居艺术 ” 一词源于法语新词 “Domotique”

其含义是组合了信息科技的家居生活，如今的 “ 家居艺术 ”

正是将信息和电子科技应用与你的家居生活紧密结合在一

起的科技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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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对讲 调光 智能门锁

在家就能查看何人光临，并可通过手机给客

人开门；外来人员的入侵预警，确保家居的

安全，起到了可靠的防范作用。

不管白天夜晚都能清楚地看见室外的来访人

员。

通过设置在玄关的人体感应器自动开启灯光

进入欢迎模式。

通过智能面板可自行调节灯光亮度、窗帘采

光，自由切换场景控制。

不仅可以在移动设备上查看门锁的情况，还

可以在靠近门锁时自动开门，也能为不同的

访客设定个性化的权限。

毋须再担心忘带钥匙或是亲戚好友到访自己

不在家而造成的烦恼。

玄关是家的入口，在家中是至关重要的位置，玄关门厅的多功能控制面板能让你在进 / 出门的时候方

便的控制整个房间，它在控制临近范围的灯光的同时，配置了全开与全关，以及当客人来到时设置

一个欢迎场景，灯光将整个客厅照亮。

朋友到来，你可以通过视频显示器马上识别她们，与她们交谈，然后打开大门让他们进来，当他们

沿着引导的路灯走进来时，他们会觉得受到了独特的欢迎。

扫一扫，了解更多罗格朗智能家居系统

玄关： 简化生活模式

第一印象

感应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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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预先设置不同的场景，切换场景时的淡入

淡出时间，使灯光柔和变化。

具体灯光场景效果，可根据用户的喜好而设

定。在不同场合，只需要按下其中的一个场

景，灯光氛围瞬间转化。 

家，给人的感觉应该是舒适温暖。通过控制

自动窗帘、空调以及暖气，为你营造一个温

暖舒适的家。

这一切只需要在一个触摸面板上轻轻触摸就

可实现，不再需要其它多余的控温装置。

科技改变生活，音乐丰富生活。家庭背景音

乐系统，提升智能生活的舒适度和愉悦感。

 

家庭背景音乐系统是智能家居的核心成员，

不仅仅局限于个人享受，还上升到人文关怀

层面。

场景模式

罗格朗智能家居系统，无论是单独在家还是会见朋友，你都可以充分地享受每一刻。

在悠扬的背景音乐声中缓缓收起窗帘，灯光自动调节到适宜的亮度，空调自动运行到合适温度；花

园里的浇花设备按照你设定好的程序运行着，简单、舒适。同时，还可设置“白天、会客、娱乐、

全关”等多种场景模式。

客厅： 舒适与关怀

温馨周到

总线控制器

背景音乐温度

扫一扫，了解更多罗格朗智能家居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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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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导致电源跳闸，中断一切。智能家居系统的电源管理控制单元会临时切断缓用的电器，预防超负

荷的屋内用电。只要轻触屏幕上的一个按钮，你就可以重新激活使用的电器电源。

无论你在家还是出门在外，你都可以监控家中用水和用电、防止漏水漏气、生活无忧。

在生活中非常有用，它主要是探测家庭或工

业渗水、漏水的装置，并在探测到渗水、漏

水情况时能进行及时报警。

能帮助用户节约用水和避免因漏水带来的危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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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载而引发的断电断路器跳闸后维护人员不

能及时到位，自复位断路器提高安全性和维

护效率、节约维护成本。

气体探测器在气体泄漏检测报警装置中。它

可以固定安装在有被测气体泄漏的室内、室

外、危险场所。

若监测位置有可燃气体或有毒气体泄露时，

会在第一时间传输给气体报警控制器。

厨房： 安逸的生活环境

一体化服务

挥手开关

气体探测自动复位断路漏水传感

扫一扫，了解更多罗格朗智能家居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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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百叶窗需要用户亲自动拉起和关闭，

不但需要用户反复调整，还可能会造成一定

的破坏，降低它的使用寿命。

然而罗格朗智能家居系统，只需轻触 iPad，

窗幔自动卷起，百叶窗自动打开。

家，给人的感觉应该是舒适温暖。通过控制

自动窗帘、空调以及暖气，为你营造一个温

暖舒适的家。

这一切只需要在一个触摸面板上轻轻触摸就

可实现，不再需要其它多余的控温装置。 

科技改变生活，音乐丰富生活。家庭背景音

乐系统，提升智能生活的舒适度和愉悦感。

 

家庭背景音乐系统是智能家居的核心成员，

不仅仅局限于个人享受，还上升到人文关怀

层面。

背景音乐百叶窗 温度

只要把开关设置在“早上”，你卧室的一切就会从晚上转换到白天，百叶窗升起，灯光调节好，与

阳光的第一道光线适应，而背景音乐也响起，温度调节到了适合的室温，新的一天开始了。

同时，智能显示屏上的直观式图标菜单可以帮你选择音乐、收听新闻、提高浴室的温度，并启动花

园内的自动洒水装置。

卧室： 让设计与生活互动

怡然醒来

触控式总线控制器 扫一扫，了解更多罗格朗智能家居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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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你是否在家，智能家居系统都可以保护

你的家宅。

外来者闯入报警，防范室内危险和问题，如

煤气泄漏，漏水，停电等情况，手机会接收

到报警信息，必要时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

智能家居控制系统中吸引人的功能就是你可以

通过移动终端 IPHONE 或者 IPAD 的应用程

序控制家中的所有设备。

您的手机变成远程遥控器，只要您发送一个指

令，您家中的控制权立刻在您手里。

科技改变生活，音乐丰富生活。家庭背景音

乐系统，提升智能生活的舒适度和愉悦感。

 

家庭背景音乐系统是智能家居的核心成员，

不仅仅局限于个人享受，还上升到人文关怀

层面。

防盗探测自动化系统 远程

出门时，你可以把一切牵挂的事情都放下，放心地离家。

智能家居系统会替你照顾好一切。使用电子按钮激活放到报警装置，你就可以保护你的整个居家，

同时它会自动地关闭灯光和百叶窗以及其他不必要电源，节省能源。智能家居系统会细心地管理你

的家，仿佛你本人在家一样。

出门： 安心与简便

放心地离家

施华洛世奇一位开关 扫一扫，了解更多罗格朗智能家居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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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家居系统帮你照顾花花草草，让你享受一种更加简洁的生活方式。

当然庭院不仅是种花种草的地方，你的一切生活其实都可以搬到室外。会客、就餐、甚至睡觉，智

能化的小院子能够帮助你更好地享受庭院时光。

结合用户的习惯和具体情况，自动优化匹配

各类家电设备来实现节能。

通过家庭智能交互终端实现家庭分布式能源

发电量、家电用电消耗量的可视化，从而提

高人们的节能意识。

保护每个房间和入口，如有警报，可通过电

话、手机、短信或邮件发出警告；

为你的财产和生命安全提供了一个可靠的保

障，营造了一个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

智能家居喷灌系统，可以取代传统的洒水工

具，该套系统也要比传统的方式更加节水，

还能根据周围的环境和湿度进行天气预报。

可以根据天气，湿度，土壤类型，植被类型

等参数决定是否去洒水，控制洒水量。

庭院： 温暖与自然

惬意享受

1.2 寸屏

智能喷灌系统能源管理 安防系统

扫一扫，了解更多罗格朗智能家居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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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家居系统
罗格朗呵护您的一切

SMART HOME 
SYSTEM

罗格朗不断地提高舒适、安全、多媒体、节能和远程操控的功能

关注美观和设计

我们的目的在于提供更好的生活方式

无论你在家或出门在外

让你无后顾之忧，尽享生活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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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液体

磨砂
Alessi 不锈钢

闪亮
Alessi 不锈钢

橘色液体绿色液体

施华洛世奇水晶

胡桃木

蓝色液体

樱桃木

磨砂不锈钢

象牙色液体

枫木

闪亮不锈钢

意大利卡拉拉
大理石

Nighter Whice石板

黑色固态炭黑色磨砂镀铝

顶级奢华

三位总线控制器10 寸触摸屏3.5 寸触摸屏

矩形面板材质展示 椭圆面板材质展示

阳极电镀

铝制 真漆

石材 施华洛世奇系

金属

光滑

皮革 不锈钢

木材

液体

木材

玻璃

AXOLUTE 系列

温控器

德国蓝色迈斯瓷

乌班原木

绿色塞夫勒细瓷

柚木

中国红

灰木

里摩日白色细瓷

银色磨砂水银磨砂镀铜磨砂镀铬

水晶玻璃镜面玻璃蓝色玻璃黑色玻璃

磨砂镀钛磨砂炭黑色磨砂镀铝 

金垫淡色镀钛哑银色闪亮金

咖啡色皮革沙色皮革

NIGHTER AND WH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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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时尚

四场景控制器 3.5 寸触摸屏 10 寸触摸屏

陶瓷白

镜面黑 镜面白 镜面褐 镜面红

晶灰纹 竹木纹

金属编织橡树原木 崖豆原木 山羊皮 珍珠鱼皮

冰点银 石晶墨 版本一

亮金 亮丝钢

面板材质展示

自然色 图腾 纹理

镜面 金属拉丝

木质 皮革 金属编织

奥特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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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场景控制器 一位开关

玉兰白 水云纹

亮丝金亮丝钢

六场景控制器

巧克力 摩卡 胡桃木黑铬 亮蓝

亮金

缎沙金 缎沙银 漫沙金 都市金

真金属

面板材质展示

逸享系列

7 寸触摸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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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健康终端 移动照护电话

我们致力于各类建筑提供完整的电气解决方案

设计方案适用于多种类型的项目

罗格朗从电气制造商向电气解决方

案整合者转型，致力于为客户提供

能够满足各类需求的整体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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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low  
us on关注我们

官方微信

深 圳 市 视 得 安 罗 格 朗 电 子 有 限 公 司
Shenzhen Shidean Legrand Electronic Products Co.,Ltd

研发中心：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北区新东路1号
               清华信息港二期7楼718
惠州工厂：广东省惠州市仲恺高新区和畅六路东39号 
               B1-B3厂房
网址:www.legrand.com.cn

全国统一服务热线:400-900-2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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