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上規格可能會在未來更新。所有硬體/軟體/物理特徵以最終出貨的產品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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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家居全方位解決方案

「滿⾜足⽬目前及未來來⼈人類需求」⼀一直是科技發展的主要⽅方向；因此，智慧通股份有限公

司以⼈人性為導向，以建立兼具科技及⼈人⽂文的優質⽣生活環境為願景。且基於「以⼈人為

本」的概念念，提出並導入「多重⼈人機」之概念念於產品設計中；並做為持續發展的最⾼高

準則；讓科技化於無形的存在於⽇日常⽣生活之中，提供⼈人們更更安全、健康、便便利利、舒

適、省能、永續的服務。本公司的智能家居產品採積⽊木式堆疊架構，不僅適合透天別

墅或集合式住宅，也適合各種辦公室商務應⽤用，是⼀一個全⽅方位的解決⽅方案。

採購指引 

主機/橋接器 

IP/RS-485/IR：E2IR，W2IR 
RS-485/IR：S2IR 
IP/Z-Wave：C048Z 

Modbus控制器 

RELAY模塊：SD44R 
PWM LED調光：S240L 
⽪帶式窗簾電機：M500R 

Z-Wave控制器 

燈控開關：S112Z 
插座開關：S110Z 
PWM LED調光：S230Z 
⽪帶式窗簾電機：M500Z 

多媒體控制 

智能⾳響主機：ABT-M1 

⼈機觸控屏 

3.5吋標準型：HMI35RT 
5吋標準型：HMI50RT



 

 

以上規格可能會在未來更新。所有硬體/軟體/物理特徵以最終出貨的產品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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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架構

影視對講 
智能控制

路由器 / 集線器

⾏動裝置室內機

Ethernet

RS-485

WiFi 

電腦

燈具

DC LED燈 節能調光器 
(S240L) 壁⾯面開關

電動窗簾

DI

ON/OFF 
 燈光控制器

壁⾯面開關

DI

電視

燈控開關

360度紅外線控制器 
(FL10R-N0)

紅外線訊號

⾳響

網路精簡型⼩主機

(E2IR)

紅外線貼⽚ 
(FL02R-N1)

空調

投影機 
電動布幕



精簡型⼩主機優勢與特點 
E2IR / W2IR是⼀款內建精簡網⾴服務器的多功能應⽤型設備，除了具有
強⼤的紅外線控制碼學習能⼒外，並可以通過RS-485及WebSocket網路
協議與交互。 它採⽤了鋁合⾦的外殼及醒⺫的LED指⽰燈與蜂鳴器，以
⽅便性的使⽤設計提供極致靈巧的安裝設定體驗。 

外觀 
外殼材質：鋁合⾦（⿊⾊） 
外觀尺⼨(W x H x D)：103 × 25 × 84 mm  

功能 
內建精簡網⾴服務器，可提供網⾴參數設置（Ethernet版可預置簡易
的控制應⽤⼈機介⾯，供⽤⼾使⽤瀏覽器進⾏遠端控制） 
紅外線控制碼學習與發射 
⽀援⼀路Websocket功能，實現網⾴與串⼝的數據雙向傳輸 
⽀援網路/RS-485數據透傳，可作為末端裝置的中繼橋接使⽤ 

規格 
電源：DC 12V~36V / 1A 
網路介⾯：1 x Ethernet 10/100Mbps，Auto-MDI/MDIX，⽀持交叉
直連網線⾃我調適（E2IR款） 
無線網路：1 x WiFi（W2IR款） 
RS-485：⼀組，Baudrate 2400/4800/9600/19200/115200 
紅外線碼學習能⼒：可學習載波 10K - 455KHz和無載波，RC5/RC6變
碼或無變碼格式，16進制精準格式碼，按鍵放開時發出的釋放碼，
372bits超⻑碼格式 
紅外線輸出：單顆IR發射LED(內建)，2埠1對2貼⽚式IR發射器接⼜及1
埠360°散射發射器 
⼯作模式：TCP Server、TCP Client、UDP Client、UDP Server、
Httpd Client 多種⼯作模式 

應⽤領域 

住家，會議室，飯店客房，醫院、產後照護、⽉月⼦子中⼼心，公共
區域、停⾞車車場，會議室、商業空間...等家電設備控制。 

以上規格可能會在未來更新。所有硬體/軟體/物理特徵以最終出貨的產品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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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可獨⽴作為⼩型控制主機
或單純作為末端裝置的中
繼橋接使⽤。

網路精簡型⼩主機
(E2IR)

採購指引 

串⼝版：S2IR 

Ethernet版：E2IR 

WiFi版：W2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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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

無線橋接控制器 
(W2IR)



LED節能調光器優勢與特點 
S240L節能調光燈控系統採⽤PWM調光⽅式，可⽀援1000階的亮度變
化，直驅市⾯上所有12～48VDC LED燈源，無燈源匹配問題，無頻閃現
象。S240L內含智能晶⽚和多功能的數位輸⼊接點，提供單機獨⽴運作能
⼒，使⽤⼀般開關或按鍵開關即可調光和開、關燈，也可接感測器⾃動
啟閉燈光。亦可搭配E2IR WEB APP提供網⾴控制⼈機介⾯或連接到各⼤
廠牌的控制系統主機，整合成⼤型的燈控照明系統、遠端智慧控制系
統。 

採⽤RS485 Modbus-RTU通信連線，並提供無線射頻通訊擴充模組，讓
無法配線的場合使⽤，以利系統整合商照明控制的各種應⽤。 

外觀 
外觀尺⼨：118(L) x 83(W) x 29(T) mm 
重量：310g  

規格 
電源：DC 12V~48V，具防呆插⼊設計及反向輸⼊保護  
調光⽅式：脈衝寬度調變（PWM），PWM頻率：16KHz 
PWM輸出：4組（承載電流：每組4A） 
通訊介⾯：RS485，1.5KVDC 隔離，16KV ESD 
通訊速率：9.6K(預設)/19.2K/38.4K/57.6K/115.2Kbps, 8.N.1 
輸⼊接點：4 組隔離乾接點輸⼊ 
輸出保護：過載、短路、突波保護  
消耗功率：⼯作:4W(Max) 、待機:1.6W 
⼯作溫度：-5℃～50℃ 

應⽤領域 

住家，會議室，飯店客房，醫院、產後照護、⽉月⼦子中⼼心情境調
光照明，公共區域、停⾞車車場，辦公室、商業空間、⼯工廠...等節
能調光照明。 

以上規格可能會在未來更新。所有硬體/軟體/物理特徵以最終出貨的產品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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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整合⼈機觸控屏，可串接
多台S240L整合成中⼩型
的燈控系統，提供燈控狀
態顯⽰、群組、場景控
制、系統設定....等。

r1.1901

控制模塊 
調光器

LED節能調光器 
(S240L)



⽪帶式電動窗簾優勢與特點 
M500R-LP ⽪帶式電動窗簾採⽤⽪帶傳動，⾏進速度快、安靜，使⽤壽
命⻑，不易⻱裂、故障。正常供電情況下，⼿動輕拉也能順暢操作窗簾
開闔，⽽停電時亦能⽤⼿輕易拉動，完全解決螺桿式電動窗簾無法⼿拉
開闔的問題。 

適⽤於絕⼤部分的窗⼾。搭配本公司的影視對講或智能家居，可將多台
串接在⼀起，架設成全⼾的窗簾⾃動控制系統。 

造型精緻簡約、質感尊貴典雅。可訂製單向或雙向開關窗簾。 

M500電動窗簾系列內含無線控制晶⽚，可透過遙控器操控。並⽀援多種
通訊協議，可以依需要訂製，藉以接⼊智能家居系統或外接⼈機觸控屏
進⾏操控。 

⾺達外觀（依不同型號，可能略有不同） 
尺⼨：300 x 70 x 50 mm 
重量：約1.1Kg 

功能規格 
電源輸⼊：AC100~240V / 50~60Hz 
額定功率：20W 
轉速：100rpm 
扭矩：1.2～1.5N 
通訊介⾯（選配）：RS-485 / Z-Wave 

應⽤領域 

住家，會議室，飯店客房，醫院、產後照護、⽉月⼦子中⼼心，公共
區域、停⾞車車場，會議室、商業空間...等家電設備控制。 

以上規格可能會在未來更新。所有硬體/軟體/物理特徵以最終出貨的產品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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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可訂製項⺫： 
⼀般簾或蛇⾏簾 
單向開關或雙向開關 
窗簾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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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窗簾 
皮帶式

⽪帶式電動窗簾 
(M500R)



智能⾳響系統優勢與特點 
ABT-M1 提供2.1聲道 30W+30W ⼤功率輸出，⾳質清晰；內含 CSR 藍
芽 4.2 apt-X 模組，藍芽名稱可⾃訂；可外接 USB/RCA/SPDIF/CAT ⾳
源輸⼊，具有⾳源輸⼊偵測，⾳源⾃動切換，⾃動開關機，可聯網控
制；體積輕巧，採分離式單機設計，可將多台ABT-M1串接在⼀起，架設
成多房間背景⾳樂系統或廣播系統。 

ABT-M1 內含智能控制晶⽚，四組數位輸⼊接點，可外接按鍵開關控制
電源、⾳量、⾳源選擇與藍芽配對，並可外接⼈機觸控屏、遙控器操
控。 

外觀 
外觀尺⼨：185(L) x 95(D) x 41(T) mm 
重量：310g  

功能規格 
電源輸⼊：DC 19V  
藍芽：CSR 藍芽 4.2 Class-2，⽀援 A2DP SBC, AAC, apt-X解碼。 
後級功率放⼤器：德州儀器 30W+30W D類功率放⼤器。 

內含⾼容量電容器，提供瞬態⼤功率輸出。 
短路、過載、過溫保護，異常解除⾃動復原。 

前級⾳源放⼤器： 
可外接 RCA/SPDIF/CAT/USB ⾳源輸⼊。  
⼿動或⾃動⾳源輸⼊選擇，可設定優先權。 
Pre Out 輸出，可設定 Sub. Woofer / Line Out 輸出，Sub. 
Woofer 輸出可以設定低通和相位。 
三段式 EQ、左右⾳量平衡調整。 
可設定開機預設⾳量、及限定⾳量輸出。 

數位輸⼊接點：4組。 

應⽤領域 

個⼈人視聽⾳音響系統，多房間⾳音樂播放系統 ，住宅⼤大樓樓公共區
域背景⾳音樂播放和廣播 ，辦公室、商業空間、餐廳、百貨公
司、商場⾼高⾳音質背景⾳音樂播放和廣播，教室教學擴⾳音及廣播，
飯店客房視聽⾳音響系統，⽉月⼦子中⼼心個⼈人及背景⾳音樂播放。

以上規格可能會在未來更新。所有硬體/軟體/物理特徵以最終出貨的產品為準。

智能⾳響主機 
(ABT-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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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整合彩⾊ HMi ⼈機觸控
屏，可將多台 ABT-M1 
串接整合成中⼩型的背景
⾳樂/廣播系統，提供狀
態顯⽰、群組控制、系統
設定....等。Windows 電
腦編程軟體，多樣化的功
能，無需軟體設計經驗 
即可客製化使⽤者介⽤、
編程指令整合控制其他設
備。 
 
ABT-M1 可定址控制，採
⽤ RS485 Modbus-RTU 
通信連線，可連接到各⼤
廠牌的環控系統，整合成
⼤型的背景⾳樂/廣播系
統、透過⼿機或是平板監
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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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