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的个性化技术解决方案



感受全新的设计与功能

勾勒数字化未来蓝图
全面的数字化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与工作方式。新的产品与服务也随着人

们日益丰富的个性化需要不断涌现。“智能家居”当下已成为现代生活不

可或缺的助手。新一代的“智能家居”产品可以实现自动载入或者通过语

音控制常用功能。

我们的触控平板专注于实用价值，设计与互通性。来自tci公司的工程师

们，集聚创造力与激情，以您的要求为中心，为您提供个性化解决方案。

tci 触控平板和解决方案可带您进入现代化楼宇控制世界，助您实现操作性

强的控制以及智能化解决方案。

工业化电脑  
德国制造 

我司还生产工业电脑产品，并可为您定制高度可

靠的工业自动化智能解决方案。

www.tci.de

Michael Böck先生

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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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设计+新技术

请您体验tci触控平板的全新无边框全玻璃表面： 

没有恼人的边框，您将感受到永恒典雅的设计感。

特别为您准备的技术革新
 双色LED信号灯可显示不同的状态

 内置了房间温度传感器

 数字化开始界面，比如楼层按钮，数字化开关界面

 内置的对讲设备

 双色LED灯，E/A以及温度传感器

多种安装方式：可以适应您多种使用需要
 经典的嵌入式

 现代的齐平式

 极薄的壁挂式

 触控台设计

新设计

全新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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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设计“设计”版 触控平板

寻根溯源
tci拳头产品ambiento重新上市——拥有新的设计和

更多技术亮点。Ambiento“设计”版承袭了老一代 

ambiento产品的高雅设计，并配置了全新的显示屏与处

理器——强大的硬件支持使得该产品与众不同。

 现代感的包豪斯风格设计

 无边框全玻璃表面、多点触控

 16英寸全高清显示屏

 全新的CPU

 无需螺丝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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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na VI PC

7“  —

10“  

16“  

22“  

luna 触控平板

优雅的楼宇智能“全能型”产品

luna触控平板为您提供顶级的技术和设计

为什么在楼宇自动化中选择安卓系统
  相对于PC系统来说，明显的价格优势

 值得信赖的操作理念，简单直接

 比PC更容易维护

 可选择大量经济实惠的应用

 –大量楼宇科技的应用

 –特别针对可视化与通讯的应用

 硬件精密，能耗低

 设计感十足的多点触控平板，搭载全玻璃表面

 典雅黑

 安卓VI或者PC系统

设计亮点：
可与墙面齐平安装 

tci授权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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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妙简约的智能家居

开关和操作菜单的完美结合

复杂的操作已是“过去时”。基于全新的控制理念，智能家居控制变得简单、直观。

 基于用户个人喜好的生活场景调试

 常用功能可直接使用

 可集成到现有的KNX安装中

新设计

本产品使得KNX组件（比如开关、运动检测或实体存在

传感器）之间的简单互动（信息传输与指令执行）成

为可能。无论是家庭、老人、儿童还是在公共空间，

便捷智能家居能瞬间按照您的要求实现智能控制。

pureKNX-Trend16 
pureKNX-Trend10 
pureKNX-Trend7

从左至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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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eKNX 系列

指尖沟通
[1] 通过桌面生成器，可便捷生成KNX可视化系统 

[2] 通过特定的编辑器，完成KNX可视化系统的个性化设计

指尖沟通
[3] 可在您的固定设备和移动设备上，统一设置个性化的操作界面

 在原生ETS对话框中完成参数修改， 

 无须插件

   仅需一次编程实现多种应用：

  在您的智能手机上安装应用

 通过WLAN或者Internet连接， 

 也可以选择通过门禁通讯系统连接

 内置了用户控制系统

 双色LED灯可显示不同的工作状态

 温度传感器

 数字化开始界面，数字化开关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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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品牌的楼宇对讲系统：

  安全性（镜头报警器，视频监控）

  “室对室”通讯

  视频会议，Skype，基于VoIP的通话

  适用于tci触控平板ambiento, luna, aluna以及iluna

  同时可运行楼宇控制系统：pureKNX,  
Elvis, Gira, NXA, Berker 等

contatto 楼宇对讲系统

contatto强大的连接功能
contatto可轻松实现复合功能：使用tci-ambiento触控

平板，通过VoIP/SIP协议或视频流整合音频/视频通讯。

由此，开启智能家居的新篇章：为您提供更安全、舒适与

高效的智能家居控制

二合一：基于IP地址的操作以及门禁通信系统
全方位掌控：您可以通过tci触控平板进行门禁视频/音频通讯，同时控制全屋。

contatto强大的连接功能
contatto可与以下品牌的楼宇对讲系统连接：Mobotix, 

Siedle, Elcom, Baudisch, Schüco等。

contatto 楼宇对讲系统

楼宇对讲 安全监控 “室对室” 网络电话

 楼层呼叫

 tci 触控平板的双色LED灯，

 可显示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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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信息

超平触控平板

  Android或者PC系统

  有设计感的全玻璃 
覆盖触控表面

 7至22英寸，16：9屏幕

 齐平式安装

 可用作触控台

  可以壁挂式安装， 
可在清水混泥土墙面安装

针对不同场合总能找到合适的luna

设计感十足的楼宇控制触
控平板电脑，适用于壁挂
式安装

 玻璃触屏

 典雅的设计

  高性能的硬件

ambiento触控平板电脑 pureKNX系统

web控制面板

进入楼宇智能系统的最便捷
方式

 针对ETS程序员

  在原生ETS对话框中完成 
参数修改，无须插件

  仅需一次编程实现多种应用

针对楼宇可视化以及管理系统
的，基于web的触控平板

 高性能的微浏览器

 可通过KNX系统或者其他常 
 用软件操作

  经典的设计，低廉的入门
费用

用指尖沟通两个世界——可实 
现楼宇自动化和门禁对讲设备 
的统一管理

  兼容多种对讲门铃，比如
Mobotix, Elcom, Siedle, Baudisch, 
Schüco等

  同时也兼容pureKNX, Elvis, Gira, 
Berker等楼宇管理系统

contatto触控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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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实例

学生公寓：实现能源控制

阿联酋马斯达尔学院的学生们能在他们的房间内直接看

到能源消耗情况。每个房间都安装了7英寸的触控平板。

通过基于web的可视化，平板电脑可以显示即时冷/热水

消耗情况，以及已经冷却的水量。中心web服务器通过

OPC与基于BACnet协议的楼宇控制系统联系。

度假酒店：传统与现代并存 博登湖畔的高级公寓：智能舒适

修士酒店位于“阿尔卑斯明珠”——瑞士度假小镇萨斯

费。在ambiento产品的护航下，旅客可以在这个镇上历

史最悠久的酒店中体验到现代智能科技。该酒店的28个

房间都安装了7英寸的ambiento触控平板，作为室内通

讯和控制设备。客人可通过触控平板选择照明场景，或

直接控制LED灯组，控制多媒体系统以及获得天气预报

信息。 

为了满足业主对高品质生活的需求，该套顶跃公寓共安

装了4个luna系列触控平板电脑。这些平板电脑安装了

Quad-Client系统，实现了KNX系统的可视化。由此，业

主可以通过平板控制视频监控、楼宇对讲以及百叶窗（根

据天气情况）。业主对平板电脑的墙面齐平式安装方式

十分满意。 

零下110度：疼痛管理、损伤自愈

接受治疗者最多在零下110度的冷疗房内待3分钟，该冷

疗房受luna16触控平板控制。整个过程中，病患或者运

动员需要通过三个房间：一级预备舱、二级预备舱以及主

治疗舱。其中一级预备舱温度设定为零下10度，二级预

备舱温度设定为零下60度，用于患者适应低温环境。治疗

过程中，除耳朵、手和嘴外，患者的其他身体其他身体部

位须接受极冷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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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载的任何设计、结构和技术信息等将随时变更，无须事先通知。tci公司保留对交付可能

性与谬误之处的修正权。请在公司官方中文网站www.ambiento.de/cn中查看产品性能的具体数

据。本文中所有品牌或产品是tci或者其它各自持有者的商标或注册商标。本文所载屏幕图像是

虚拟的；可视化软件不与本公司产品一同出售。tci公司，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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