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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楼宇自控、智能照明、能源管理等系统作为智能建筑

的子系统，是实现绿色建筑、节能建筑的有效技术手段，

也是智慧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政策支持下，智慧

城市和绿色建筑发展如火如荼。因此，建设节能低碳、绿

色智慧、集约高效的建筑用能体系是我们未来几年的主要

工作目标。

目前在智慧城市推进的同时，已经投入使用多年的建

筑机电设备和其他各弱电子系统很大部分都处于带病工作

或者是急需维护的状态中，使用效率大大降低。所以，构

建智慧建筑综合运行管理平台迫在眉睫。通过对平台的顶

层设计，反向制定各接入子系统的功能和性能标准，为拥

有众多种类繁多、功能各异的机电设备和各弱电子系统的

建筑物构建管控一体化的信息化平台，减少管理人员成本、

提高设备与各子系统的使用效率。

浙江慧控科技有限公司多年来一直潜心研究，以中央

空调节能控制、公共照明节能控制、能耗监测与优化控制、

机电设备运行与维护管理为主要目标，在基于物联网技术

的平台下推出了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HCS500 楼宇

自控系统、KonLite500 智能照明控制系统、LCS500 智

能照明控制系统、EMS5000 能源管理系统、IBMS 楼宇

管理系统以及机电运维管理系统等产品，旨在为智慧建筑

提供一体化整体解决方案。

郑重声明：
1、 、 、 是慧控科技的注册商标。本手册中所涉及的企业 LOGO 及其他

名称也可能是注册商标，禁止未经允许为第三方使用。

2、经仔细核对，本手册的内容与所述产品相符。图片外观仅供参考，如有重新改版，以实际

销售设备为准，恕不另行通知。

3、有关技术支持、产品培训及产品订货事宜，请与浙江慧控科技有限公司及各地经销商联系：

      http://www.hwisc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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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慧控科技
About HWISCON Technology 

浙江慧控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杭州市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滨江区），

是一家集产品设计、研发、制造、销售、服务为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

企业。多年来，公司专注于经营楼宇自动化控制系统、智能照明控制系统、

建筑能源管理系统、IBMS 楼宇管理系统、机电运维管理系统等产品及

解决方案。产品广泛应用于民航机场、高端写字楼、各类场馆、大型医院、

交通枢纽站点（地铁站）、星级酒店、高等院校、城市综合体等公共建筑，

最大程度的优化建筑能耗及运营管理。

公司拥有一支由教授、行业专家及多名博士组成的研发团队，通

过多年行业的经验积累，先后研发出了 HCS500 分布式楼宇自控系

统、KonLite500 智能照明控制系统、LCS500 智能照明控制系统、

EMS5000 能源管理系统、IBMS 楼宇管理系统、机电运维管理系统等

产品 , 获得多项专利、知识产权证书和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部分产品

通过了 3C、CE 等多项认证。

公司始终秉承“创新立足市场、诚信创造价值、合作实现共赢”的

经营理念，长期致力于新产品的研发与生产，努力为用户提供优质的产

品及服务，为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

优质服务
High quality service

公司在国内设有 8 个分公司、26 个办事处及华北、华南、华东、西南、

西北等 5 个技术服务中心，为实现及时、高效的服务体系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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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S500 分布式楼宇自控系统
系统简介

HCS500 分布式楼宇自控系统主要面向以分散型数据采集与控制为主的公用工程自动化项目，能够实现逻辑控制、顺

序控制、数据采集等功能，可广泛应用于楼宇自动化、节能减排工程、给排水工程、环境监测等领域。

HCS500 分布式楼宇自控系统具有可靠的性能、强大的功能、良好的开发性和扩展性、简便的结构形式和灵活的安装

方式，是实现各种设施的自动化、智能化、信息化的最佳选择。

HCS500

系统模块

HCS500

配套设备

HCS500

系统软件

HCS500 分布式楼宇自控系统包括以下系列产品

系统技术特点与优势

 针对楼宇自动化、智能交通、给排水、环境保护等公

用工程自动化的特点设计开发，系统性价比高

 沿用集散控制系统电源冗余、热插拔、光电隔离等高

可靠性设计和完善的制造工艺，具有极高的可靠性

 符合 IEC61131-3 国际标准的中文图形化编程软件，

提供指令表（IL）、梯形图（LD）、结构化文本（ST）、

功能块图（FBD/CFC）、顺序功能块图（SFC）五

种编程语言，系统控制功能完善

 采用工业以太网、CAN 现场总线为核心的分布式设计，

系统技术先进，易于扩展

 采用开放性、标准化通信接口及协议，具有 OPC 等

开放性数据接口，系统集成方便

 DIN 导轨直接安装的模块化紧凑设计和免外部配线的

可脱卸端子设计，方便安装，维护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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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架构图



典型界面

系统软件

PropBview 智能建筑控制系统

自动化监控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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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特点

更多组件和控件方便您构成强大的系统，丰富的函数和设备驱动程序使您集成更容易

优化设计的工具箱和调色板，在颜色选择时更直观、方便

开发更灵活，更多的矢量子图，制作工程画面更快捷

提供面向对象编程方式，内置间接变量、中间变量、数据库变量、支持数组运算和循环运算

强大的 Web 功能和 Internet/Intranet 浏览器技术

设备通讯和网络节点支持 GPRS、CDMA 等移动通讯功能，手机短信报警功能，方便管理报警信息

支持工程加密

COMServer

  通信接口软件

HCS500 系统具有 RS-232、RS-485、10/100M 以太网接口，支持 Modbus RTU/UDP/TCP 协议，并支持 HCP

通讯协议，可采用 COMServer 软件进行数据访问。

OpenPCS

  控制器组态编软件

HCS500 系统均可通过 OpenPCS 软件进行自由编程，该编程软件和编程方式具有以下特点：

 符合 IEC61131-3 国际标准

 中文图形化编程环境

 提供指令表（IL）、梯形图（LD）、结构化文本（ST）、功能块图（FBD/CFC）、顺序功能块图（SFC）五种编程

语言

 具有在线模拟与断点调试功能

 通过以太网编程与调试

COMServer 软件具有以下特点

采用 HCP 通讯协议

标准 OPCServer V2.0

不需要进行数据组态即可直接读取控制器变量名

采用以太网通信

实时监控控制器的在线状态

Modbus 接口具有以下特点

支持 Modbus RTU/UDP/TCP 协议

可通过串口或以太网进行通信

通过标准数据库工具进行数据组态

诚信　合作　创新　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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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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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04
05

主控制器模块

主控器模块是 HCS500 系统的核心部件，具有强大的计算能力

和灵活的扩展功能，是大中型楼宇自动化系统的理想选择。具有以下

技术特点与优势：

型号 
 性能指标

PIC516 PIC532 AGW516 AGW532

电源 DC（18~35）V

功耗 <4W

背部总线 有，5 芯电源和 CAN 总线

处理器 32 位 RISC 处理器，45MIPS 32 位工业级处理器，168MHz 主频，210DMIPS

实时时钟 内置

可连接的总线 I/O 模块数量 16，CANopen 协议 32，CANopen 协议 16，CANopen 协议 32，CANopen 协议

可连接的 I/O 点数 256 512 320 640

用户程序区 128KB 512KB 256KB 384KB

数据存储区 ８KB 16KB 10KB 10KB

数据掉电保护区 2KB 4KB 4KB 4KB

数据掉电保存时间 >10 年，Flash 存储 Flash 存储，20 年

编程软件
符合 IEC61131-3 标准中文图形化编程：指令表（IL）、梯形图（LD）、结构化文本（ST）、功能块图

（FBD/CFC）、顺序功能块图（SFC）

编程调试接口 10/100M 以太网

应用程序上载 支持

每 1000 条指令执行时间 <8ms <5µs

通讯接口

1× 以太网，10/100Mbps

1×CAN，最大 1Mbps

1×RS-232，最大 115.2Kbps

1×RS-485，最大 115.2Kbps

1× 以太网：10/100Mbps 自适应

1×CAN：最大 1Mbps

3×RS-485：最大 115.2kbps

1×RS-232：最大 115.2kbps，可变为 RS-485

以太网 socket 2 4 个

数字量输入 无 2 点，光电隔离

支持的通讯协议 CANopen、Modbus TCP/RTU、OPC、可编程串口通讯

通讯距离 5000 米

诚信　合作　创新　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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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位工业级处理器，大容量 SRAM 及 FLASH 存储器

兼备 10/100Mbps 以太网和 CAN 总线，简化建筑智能化布线

符合 IEC61131-3 标准的 5 种编程语言和图形化编程软件，通过

以太网编程、调试

Modbus RTU/TCP 开放通讯协议

可编程串口、可编程 TCP/IP 通讯，方便集成其他设备或系统

HCS500 主控制器可供选择的型号及指标如下：

智能总线 I/O 模块

所有智能总线 I/O 模块均采用模块化、标准化设计，满足以下通用技术特征：

产品选型

01 05
02
03

04

06
07

工作电源：DC（18~35）V

内置处理器：48MIPS

模块背部 5 芯总线：电源、保护地、CAN 总线

CAN 总线：10Kbps~1Mbps，8 种速率可选，

符合 CANopen 标准通讯协议

保护措施：电源反接保护、防浪涌保护、总线

短路保护

采用模块化、标准化设计

多种类型模块可选

系统模块、机柜选型表

序号 型号 配置、参数

电源模块（SP）

1 SP520-07 输入 AC 220V±15%，输出 DC 24V±5%， 20W

2 SP536-13 输入 AC 220V±15%，输出 DC 24V±5% ，36W

主控制器（PIC）

1 PIC516
32 位 RISC 处理器，45MIPS；512K  RAM+128K  FLASH 

1×RS-232 ,1×RS-485，1x 以太网；可扩展 16 个 I/O 模块

2 PIC532
32 位 RISC 处理器，45MIPS；1M  RAM+512K  FLASH 

1×RS-232 ,1×RS-485，1x 以太网；可扩展 32 个 I/O 模块

主控制器（AGW）

1 AGW516

符合 IEC61131-3 标准；1 个 10/100Mbps 以太网接口（4 个 socket），1 个 RS-232 接口，3 个

RS-485 接口，1 个 CAN 接口，2 个数字量输入接口；支持 Canopen、Modbus TCP/RTU、OPC、

串口自由编程通信；可扩展 16 个 I/O 模块，支持 320 个 I/O 点；通讯距离可达 5000 米

2 AGW532

符合 IEC61131-3 标准；1 个 10/100Mbps 以太网接口（4 个 socket），1 个 RS-232 接口，3 个

RS-485 接口，1 个 CAN 接口，2 个数字量输入接口；支持 Canopen、Modbus TCP/RTU、OPC、

串口自由编程通信；可扩展 32 个 I/O 模块，支持 640 个 I/O 点；通讯距离可达 5000 米



通用输入模块（UI）

1 UIF508
8 通道输入。电压：（0/2-10）V，精度 0.2%；电流：（0/4-20）mA，精度 0.2%；

二线制热电阻：Pt1000、Ni1000、LG-Ni1000，精度 0.5℃；数字量：光电隔离

混合输入输出模块（IO）

1 IOM520

20 通道输入。

8 通道数字量输入，光电隔离；

4 通道继电器常开输出，DC 24V/AC 220V，2A；

4 通道模拟量输入，电压：（0/2-10）V，精度 0.2%；电流：（0/4-20）mA，精度 0.2%；

三线制热电阻：Pt100、Pt1000、Ni1000、LG-Ni1000，精度 0.5℃；

4 通道模拟量输出，电压：（0/2-10）V，精度 0.2%；电流：（0/4-20）mA，精度 0.2%

数字量输入模块（DI）

1 DID504 4 通道数字量输入，光电隔离

2 DID508 8 通道数字量输入，光电隔离

3 DID516 16 通道数字量输入，光电隔离

数字量输出模块（DO）

1 DOR504  4 通道继电器常开输出，DC 24V/AC 220V, 2A

2 DOR508  8 通道继电器常开输出，DC 24V/AC 220V, 2A

3 DOR516 16 通道继电器常开输出，DC 24V/AC 220V, 2A

模拟量输入模块（AI）

1 AIS502
 2 通道模拟量输入，电压：（0/2-10）V，精度 0.2%；电流：（0/4-20）mA，精度 0.2%；

三线制热电阻：Pt100、Pt1000、Ni1000、LG-Ni1000，精度 0.5℃

2 AIS504
4 通道模拟量输入，电压：（0/2-10）V，精度 0.2%；电流：（0/4-20）mA，精度 0.2%；

三线制热电阻：Pt100、Pt1000、Ni1000、LG-Ni1000，精度 0.5℃

3 AIU508
8 通道输入。电压：（0/2-10）V，精度 0.2%；电流：（0/4-20）mA，精度 0.2%；

二线制热电阻：Pt1000、Ni1000、LG-Ni1000，精度 0.5℃

模拟量输出模块（AO）

1 AOU502 2 通道模拟量输出，电压：（0/2-10）V，精度 0.2%；电流：（0/4-20）mA，精度 0.2%

2 AOU504 4 通道模拟量输出，电压：（0/2-10）V，精度 0.2%；电流：（0/4-20）mA，精度 0.2%

软件产品（SW）

1 OpenPCS IEC61131-3 控制器组态编程软件

2 COMServer 通信接口软件

3 PropBview 智能建筑控制系统自动化监控软件

楼宇自控室内机柜

1 DDC-CBOX-I1 600mm×600mm×200mm（高 × 宽 × 深），最多 17 个单层模块

2 DDC-CBOX-I2 800mm×600mm×200mm（高 × 宽 × 深），最多 32 个单层模块

3 DDC-CBOX-I3 600mm×450mm×200mm（高 × 宽 × 深），最多 10 个单层模块

楼宇自控室外机柜

1 DDC-CBOX-E1 600mm×600mm×200mm（高 × 宽 × 深），最多 17 个单层模块

2 DDC-CBOX-E2 800mm×600mm×200mm（高 × 宽 × 深），最多 32 个单层模块

诚信　合作　创新　自强

HCS500分布式楼宇自控系统

慧控科技·Page 11慧控科技·Page 10

序号 型号 配置、参数

配套产品选型表

WPTR-1
WPTR-2

WRTR

ODTHRV

IDTR

类　别 型号 规格参数

温湿度传感器

 风道温度传感器 

WRTR （-50~150）℃，Pt1000 铂电阻输出，150mm 长度

 风道湿度传感器 

WRHV （0~100）% （0~10）V 输出 或 4~20mA 输出，DC24V 供电

 风道温湿度传感器 

WRTHRV
（0~95）%RH/（-50~150）℃ /, 湿度为 Pt1000 铂电阻输出，温度为（0~10）V 输出，

DC24V 供电  

 水管温度传感器 

WPTR-1 （-50~150）℃，Pt1000 铂电阻输出，150mm 长度

WPTR-2 （-50~150）℃，Pt1000 铂电阻输出，200mm 长度

WPB-1  6mm 水管温度传感器水路安装套管 + 竖接管，100mm 长，不锈钢材质

WPB-2  6mm 水管温度传感器水路安装套管 + 竖接管，150mm 长，不锈钢材质

 室外温度传感器 

ODTR （-50~150）℃，Pt1000 铂电阻输出

 室外湿度传感器 

ODHV  （0~100）% （0~10）V 输出 或 4~20mA 输出，DC24V 供电 

 室外温湿度传感器 

ODTHRV （0~95）%RH/（-50~150）℃ /, 温度为 Pt1000 铂电阻输出，湿度为（0~10）V 输出  

 室内温度传感器 

IDTR  室内温度传感器 （-50~150）℃，Pt1000 铂电阻 )

 室内湿度传感器 

IDHV 室内湿度传感器（0~100）% （0~10）V 输出） 或 4~20mA 输出，DC24V 供电

 室内温湿度传感器 

IDTHRV （0~95）%RH/（-50~150）℃ /, 湿度为 Pt1000 铂电阻输出，温度为（0~10）V 输出  

空气质量传感器

 风道 /空间 CO2 传感器 

IDCO2V  空间 CO2 传感器（0~10）VDC 输出或（4~20）mA 输出，DC24V 供电

WRCO2V  风道 CO2 传感器 （0~10）VDC 输出或（4~20）mA 输出，DC24V 供电

 空间 CO 传感器 

IDCOV  空间 CO 传感器（0~10）VDC 输出或（4~20）mA 输出，DC24V 供电

空气压差开关和传感器

 空气压差开关 

KQD50/500  空气压差开关，（50~500）Pa  可通过旋钮自由设定压差值

 空气压差传感器 

KQA1500 微差压计 （0~1500）Pa ，（4~20）mA，输出 DC24V 供电



电动蝶阀

 蝶阀

HVF50-D PN1.6MPa/50mm 电动二通蝶阀（开关型）

HVF65-D PN1.6MPa/65mm 电动二通蝶阀（开关型）

HVF80-D PN1.6MPa/80mm 电动二通蝶阀（开关型）

HVF100-D PN1.6MPa/100mm 电动二通蝶阀（开关型）

HVF125-D PN1.6MPa/125mm 电动二通蝶阀（开关型）

HVF150-D PN1.6MPa/150mm 电动二通蝶阀（开关型）

HVF200-D PN1.6MPa/200mm 电动二通蝶阀（开关型）

HVF250-D PN1.6MPa/250mm 电动二通蝶阀（开关型）

HVF300-D PN1.6MPa/300mm 电动二通蝶阀（开关型）

HVF350-D PN1.6MPa/350mm 电动二通蝶阀（开关型）

电动水阀及阀门执行

器、配套法兰盘

HV 系列二通水阀 

HVL32  二通调节阀 DN32mm ，螺纹连接（需配套 A25-50 系列执行器）

HVL40  二通调节阀 DN40mm，螺纹连接（需配套 A25-50 系列执行器）

HVL50  二通调节阀 DN50mm，螺纹连接（需配套 A25-50 系列执行器）

HVF32  二通调节阀 DN32mm，法兰连接（需配套 A25-50 系列执行器）

HVF40  二通调节阀 DN40mm，法兰连接（需配套 A25-50 系列执行器）

HVF50  二通调节阀 DN50mm，法兰连接（需配套 A25-50 系列执行器）

HVF65  二通调节阀 DN65mm，法兰连接 （需配套 A65 系列执行器）

HVF80  二通调节阀 DN80mm，法兰连接 （需配套 A80 系列执行器）

HVF100  二通调节阀 DN100mm，法兰连接（需配套 A100-150 系列执行器）

HVF125  二通调节阀 DN125mm，法兰连接（需配套 A100-150 系列执行器）

HVF150  二通调节阀 DN150mm，法兰连接 （需配套 A100-150 系列执行器）

HVF200  二通调节阀 DN200mm，法兰连接 （需配套 A200 系列执行器）

调节阀执行器 

H25-50  比例型阀门执行器 -24Vac 供电，（0~10）V，500N

H65  比例型阀门执行器 -24Vac 供电，（0~10）V，1000N

H80  比例型阀门执行器 -24Vac 供电，（0~10）V，1800N

H100-150  比例型阀门执行器 -24Vac 供电，（0~10）V，3000N

H200  比例型阀门执行器 -24Vac 供电，（0~10）V，6500N

二通阀配套法兰盘

HV-25

型号说明：HV-25 代表适用于 DN25 的二通阀使用，HV-32 适用于 DN32 的二通

阀使用，由此类推。每套包含以下配件：

1、标配套数的螺栓和螺母及垫片

2、2 片法兰盘

3、2 片金属缠绕丝密封垫片

HV-32

HV-40

HV-50

HV-65

HV-80

HV-100

HV-125

HV-150

HV-200

液体压力传感器

 液体压力传感器 

YPA4-1 液体压力传感器 ,（0~16） bar （4~20）mA，DC24V 供电

YPA-P
包含内螺纹竖接管 G1/2、截止阀、压力缓冲盘管（不锈钢缓冲管  长度：242  两端接

头  一头外丝 NPT1/2  一头内丝 G1/4 不锈钢球阀 DN15，长度 55 ）

水流开关

 水流开关 

SL1 水流开关

SL1-P 水流开关配件，内螺纹竖接管 G1(DN25)

液位开关及

传感器

 液位开关 

WS-1  水位开关 ,3 米线 

WS-2  水位开关 ,5 米线 

WS-3  水位开关 ,8 米线 

WBLA  静压式水位传感器，（0~10）M，（4~20）mA 输出，24VDC 供电

超声波流量计 SFD570 适用管径范围 DN50-DN700

低温断路器

低温断路器 

LTS3 （-1.0~7.5）℃感温元件长度：3 米

LTS6 （-1.0~7.5）℃感温元件长度：6 米

现场触摸屏

现场控制触摸屏

FCTS-7 7 寸 TFT 全彩触摸屏（分辨率：800x 480）

FCTS-10 10 寸 TFT 全彩触摸屏（分辨率：800x 480）

移动感应器 SDS-10 探测范围直径 12 米 , 360 度吸顶安装，常闭触点输出，DC24V 供电

风门执行器

 4Nm 开关型风门执行器 

FMD4  4Nm 开关型风门执行器 24VAC/DC（小于 1 平方米面积风门适用）

 10Nm 开关型风门执行器 

FMD10  10Nm 开关型风门执行器 24VAC/DC（1 ～ 2 平方米面积风门适用）

 16Nm 开关型风门执行器 

FMD16  16Nm 开关型风门执行器 24VAC/DC（2 ～ 3 平方米面积风门适用）  

 25Nm 开关型风门执行器 

FMD25  25Nm 开关型风门执行器 24VAC/DC（3~5 平方米面积风门适用）  

 4Nm 连续调节型风门执行器 

FMA4  4Nm 连续调节型风门执行器  24VAC/DC（小于 1 平方米面积风门适用）

 10Nm 连续调节型风门执行器 

FMA10  10Nm 连续调节型风门执行器  24VAC/DC（1~2 平方米面积风门适用）  

 16Nm 连续调节型风门执行器 

FMA16  16Nm 连续调节型风门执行器 24VAC/DC（2~3 平方米面积风门适用）

 25Nm 连续调节型风门执行器 

FMA25  25Nm 连续调节型风门执行器 24VAC/DC（3~5 平方米面积风门适用）  

类　别 型号 规格参数 类　别 型号 规格参数

H25-50 
系列阀门执行器

HV 系列法兰
电动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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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S500分布式楼宇自控系统

风门执行器

电动蝶阀液位开关
WS-1  WS-2



联网型风机盘管温控器多功能空气质量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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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特点：

 RS-485 通讯，所有参数可以通过按键设定或通过 RS-485 网络进行设定

 风机高、中、低三档风速可调，制冷、制热模式可手动 / 自动切换，支持远程锁定功能

 提供标准信号输出，可接二线制、三线制电动开关阀，可用于两管制或四管制系统

 内置实时时钟，24 小时定时开、关机功能

 内置温度检测单元，按房间或回风温度进行控制

 大屏幕液晶显示，可显示室内测量温度、设定温度、时钟、风机风速、制冷、制热状态、工作模式等

产品功能

　　本产品是一款集温度、湿度、CO2、PM2.5、TVOC 以及甲醛（CH2O）于一体的

综合型室内空气质量传感器，具有体积小、功能多、精度高、安装方便、应用简单等特点。

可对所处环境质量进行实时侦测，并通过 RS-485 通信接口 Modbus 协议格式输出数据，

具有良好的稳定性。

应用领域

　　住宅、办公楼、酒店、城市管廊、隧道、轨道交通、医院、图书馆、体育馆、公共

交通候车室、地下室、城市综合体等人流密集和空气流通性差的场合。

技术参数
测量对象 测量分辨率 测量范围 测量精度

温度 0.01℃ （0~60）℃ ±0.1℃

湿度 0.04% （0~100）%RH ±1%

CO2 —— （400~5000）ppm ±75ppm

PM2.5 0.3 ug/m3 （0~1000）ug/m3 ±10%

 TVOC 1ppb （0~1000）ppb ——

甲醛（CH2O） 1ppb （0~400）ppb ——

 模块所测量的 CO2 值为 TVOC 的等效值输出，使用时请注意

诚信　合作　创新　自强

HCS500分布式楼宇自控系统

FCU520 FCU302

H6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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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Lite500 智能照明控制系统

KonLite500 系统简介

系统架构及主要组件
由电源模块、调光执行模块、开关执行模块、调光箱、控制面板、智能传感器、系统编程软件和计算机软件等部件组成，

如下图所示：

诚信　合作　创新　自强

KonLite500 智能照明控制系统

KonLite500 智能照明控制系统，采用了目前家居和楼宇控制领域唯一的开放性国际

标准 KNX。可以实现开关控制、调光控制、逻辑控制、定时控制、场景控制、联动控制、

群组控制、照度控制、红外探测控制、动静探测控制、触摸屏控制、断电状态保存，最多

可以接入 254*64 个模块。通过 Modbus 接口，可以连接包括 BAS 在内的第三方系统及

设备。通过监控软件实时察看灯具的状态，并实现远程操作，非常灵活。

KonLite500 优势：

1、系统产品组成非常丰富，基本上能满足所有的现场应用要求

2、系统具有非常好的互操作性，不同厂商的 KNX 产品相互之间可以互通互连

3、是真正的分布式系统，任何一个模块的故障不影响其它模块的运行

4、大部分开关模块、调光模块以及多功能网关均带有无源干接点信号输入接口，可以有

效降低系统配置成本，方便进行逻辑和联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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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Lite500 智能照明控制系统

01
02
03

电源模块

主要功能：

符合 KNX 标准 

总线电源 + 辅助电源双电源输出 

640mA，短路保护

产品参数
输入    (195~255)VAC，(50~60)Hz

KNX 总线电源输出   1 路，带电抗器（轭流器），30VDC +1/-2V，SELV

辅助电源输出   1 路，不带电抗器（轭流器），30VDC +1/-1V，SELV

持续短路电流   ≤ 1.5A

掉电维持时间   ＞ 200ms

额定电流（总线 + 辅助）  640mA，短路保护

外壳材质    PA66

尺寸 (H x W x D)  90mm x 108mm x 66.5mm

安装方式    DIN35 导轨式安装

调光执行模块

01
02

主要功能：

KSP640.02-1

KDAM0203.01-1

产品参数

KDAM0203.01-1

主要输出

主要输入

总线输入

总线电流 

工作功率 

外壳材质 

尺寸（H x W x D）

安装方式 

KDAM0403.05-1

4 路 CMOS 调光
≤ 3A/ 回路

4 回路最大电流 8A

(200~240)VAC, (50~60)Hz

(21~30)VDC

≤ 10mA

≤ 2.7 W

PA66

90mm x 144mm x 64mm

DIN35 导轨式安装

2 路 CMOS 调光
≤ 3A/ 回路

2 回路最大电流 4A

4 路 (0~10)V 调光

≤ 100mA/ 回路

KDAV0410.0B-1型号
参数

03
04
05
06

具有手动调光功能

具有相对调光和绝对调光功能

具有状态反馈功能

带有定时循环功能，能实现楼梯灯控制和循环闪烁控制

具有现场保存、恢复的功能

具有场景控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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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Lite500 智能照明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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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参数

主要输入    (12~24)VDC

总线输入    (21~30)VDC

总线电流    ≤ 10mA

工作功耗    ≤ 1.1W

功能接口   2 路网络 LAN 接口     1 路 KNX/EIB 接口

外壳材质    PA66

尺寸（H x W x D）   90mm x 144mm x 64mm

安装方式    DIN35 导轨式安装

主要功能：

KNX/IP 多功能网关模块

4 路 RS-485 标准接口（可灵活定义为标准 Modbus 协议或其他非标准
的第三方协议）

4 路无源点信号输入接口、3 路红外发射接口

2 路 LAN 网络接口（内建 8 路 TCP/IP 或 UDP 端口，可作服务器端
或客户端，2 路 LAN 口带有交换机功能）

1 路 KNX/EIB 总线协议接口

所有接口均可互相混合通讯 KGW02.07-1

产品参数

主要输入   (12~24)VDC

总线输入   (21~30)VDC

总线电流   ≤ 10mA

工作功率   ≤ 2.3W

功能接口  4 路 RS-485 接口        3 路 IR 接口     2 路网络 LAN 接口   

   4 路无源干接点输入接口  1 路 KNX/EIB 接口

外壳材质   PA66

尺寸（H x W x D）  90mm x 144mm x 64mm

安装方式   DIN35 导轨式安装

03

01

02

04

主要功能：

KNX/IP 网关模块

带耦合功能，可耦合不同的 KNX 线路

设定同组 ID 的 KNX 线路可相互通信，不同

组 ID 的 KNX 线路通信互不干扰

可与上位机监控软件进行通信

带 2 路网络 LAN 接口

KGW02.00-1

主要功能：

开关执行器模块

独立控制 4/6/8/12 个回路的灯 / 负载

具有手动强切拨盘

继电器具有磁保持功能

延迟开 / 关功能

定时开关和循环开关功能

总线断电和电压恢复后继电器开关状态选择功能

4 路、6 路、8 路、12 路 20A 开关执行器模块分别具有 2 路、2 路、4 路、

4 路无源干接点输入功能 , 可输入开关、窗帘、调光、场景等控制指令

主要输出
   

总线输入

总线电流

工作功率

输出（每回路）

其它输入 

尺寸（H x W x D）

安装方式

(21~30)VDC

≤ 20mA

≤ 0.6W

纯电阻负载 : ≤ 20A

无源干接点

90mm x 108.5mm x 64mm                                90mm x 217mm x 64mm

DIN35 导轨式安装

KSAL1220.03-1

产品参数

KSAL420.03-1 KSAL620.03-1 KSAL820.03-1 KSAL1220.03-1型号
参数

4 回路设计，
每回路输出 220VAC/20A

6 回路设计，
每回路输出 220VAC/20A

8 回路设计，
每回路输出 220VAC/20A

12 回路设计，
每回路输出 220VAC/20A

04
03
02
01

05
06

07

01
02

03
04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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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Lite500 智能照明控制系统

01

03

06

02

05
04

主要功能：

调光箱

具有 6 个独立回路，每回路最大提供 10A 的电流，每通道有一个微型断

路器 MCB 保护

具有手动控制调光功能，可以通过按键对每个回路进行调光控制，并配

置了 LED 液晶屏实现状态和操作指示

具有 32 个手动场景设置和调用功能，也可以通过 KNX 总线进行调用

能够通过 KNX 总线实现对调光器的相对调光和绝对调光

带有定时循环功能，能实现楼梯灯控制和循环闪烁控制

可以通过 KNX 总线对现场保存关闭，需要时直接恢复前一次保存的现场

调光状态

产品参数

主要输入    (200-240)VAC，(50~60)Hz，单相 / 三相五线电源输入

总线输入    (21~30)VDC

总线电流    ≤ 10mA

最大负载    6 路 × 3 kw

外壳材质    金属

尺寸（H x W x D）   44.5cm x 38cm x 10.6cm

安装方式    墙挂式

慧控科技·Page 23慧控科技·Page 22

01

03
02

04

主要功能：

窗帘模块

独立控制交流电机的 2/4 个回路窗帘，可用于开合窗帘、百叶窗帘等

可实现设置时间间隔来循环打开窗帘或者关闭窗帘

总线电压恢复后继电器开关状态的选择功能

可以周期性对风、雨、霜冻等报警检测

可设置回路组合场景功能

KWA0206.03-1

KDAB0610.01-1

2 回路，每回路输出 6A                                 4 回路，每回路输出 6A

（cosφ0.6，230VAC）                               （cosφ0.6，230VAC）

(200~240)VAC , (50~60)Hz

(21~30)VDC

≤ 10mA

 2 回路时≤ 1.3W                                         4 回路时≤ 2.3W

窗帘电机 : ≤ 6A，阀门电机 : ≤ 6A

PA66

90mm x 144mm x 64mm

DIN35 导轨式安装

主要输出

主要输入

总线输入

总线电流 

工作功率

输出（每回路）

外壳材质

尺寸（H x W x D）

安装方式 

产品参数

KWA0206.03-1 KWA0406.03-1型号
参数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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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Lite500 智能照明控制系统

01

主要功能：

智能按键面板

KPK04.00-1 KPK06.00-1

01

03

02

04

主要功能：

智能金属触摸面板

可用于开关照明、窗帘开合等，具有长按、短按和

取反功能 

可对调光设备进行控制，具有相对调光和绝对调光

功能输出

可调用设置好的场景

RGB LED 的操作指示
KPT04.00-1

慧控科技·Page 25

总线输入 

总线电流   

工作功率   

外壳材质  

尺寸（H x W x D）  

安装方式  

(21~30)VDC

≤ 10mA

≤ 0.25W

ABS+PC+ 金属

86 底盒

主要功能：

照度红外移动传感器

01
02

03

04

数据循环输出功能

2 路照度输出通道，2 路温度控制通道，2 路湿度控制

通道，可以输出 1bit，4bit，1byte 的数据

通过对象开启或禁止照度、红外移动、温度、湿度的通

道控制输出功能

照度、移动结合使用，共同控制灯光的功能

产品参数

总线输入   (21~30)VDC

总线电流   ≤ 10mA

工作功率   ≤ 0.26W

感应距离   2.5m 半径 /2.4m 高度

外壳材质   ABS

尺寸（H x W x D） 高度 H=39mm，直径 =84.5mm

安装方式   吸顶式安装

KSIM.03-1

产品参数

KPK04.00-1 KPK06.00-1 KPT04.00-1型号
参数

86mm x 86mm x 32.8mm86mm x 86mm x 34mm

02

03

可用于开关照明、窗帘开合等，具有长按、

短按和取反功能

可对调光设备进行控制，具有相对调光和绝

对调光功能输出

可调用设置好的场景

具有LED指示功能，并可选择多种显示状态，

如：常开、常关、闪烁

具有 LED 互锁分组功能

04

05



01

03

05

02

04

适用于各种常规灯具的前沿相控调光

具有软启动、限制浪涌电压和调整保护的特点

根据需要可扩展，用于应急照明的控制（与消防信号联动）或接受第三方系统控制

预置 64 个场景，RS-485 网络控制，内设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每一个输出回路均有对应的旁路开关保护，可以跳过调光器件直接市电输出

诚信　合作　创新　自强

LCS500智能照明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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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特点

◇ 系统扩展功能强劲 

◇ 负载控制范围广 阻性发光源亮度调节幅度为 0%-99%，气体发光源亮度调节幅度为 1%-100%

◇ 保护灯具并延长使用寿命 采用微电子技术，使可控硅输出有一段渐变时间，减少合、断电源时对灯泡的冲击 

◇ 现代化照明管理 在不同场合产生不同的灯光照明效果，自动地对自然光照进行光源补偿

◇ 系统可靠性高 由于采用分布式控制，各分区控制的模块独立运行互不干扰

LCS500 智能照明控制系统

系统架构图

触摸屏 以太网交换机 总线交换机

智能面板

按键面板

红外传感器

照度传感器

调光控制箱 大功率调光灯具

小功率调光灯具

LED灯

节能灯

调光控制模块

开关控制模块

荧光灯控制模块

PS232转换模块 干接点输入模块

普通面板

开关线

负载线

RS-485 总线

TCP/IP

其他子网络

PAD控制（微信/APP）

手机控制（微信/APP）

LA506-10

01

02

03

多回路可编程调光控制箱

主要功能

04

电源输出

输出回路

外型尺寸

安装方式

AC380V 三相电源

650mm×355mm×140mm，重量约 23 公斤

壁挂式

具有软启动、限制浪涌电压和调整保护的特点

根据需要可扩展，用于应急照明的控制（与消防信号联动）

或接受第三方系统控制

预置 64 个场景，RS-485 网络控制，内设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每个输出回路配有空开保护，采用 C 型 16A 断路器进行过载

和短路保护

电源输出 AC220V 单相电源

输出回路 4 路调光，每路输出电流：最大 5A  

外型尺寸 90mm×230mm×50mm，重量约 2 公斤

安装方式 标准 TS35 导轨安装，可以通过附件明装

环境条件 环境温度 0℃ -55℃，湿度 0℃ -90℃

导轨式可编程调光控制器

主要功能

技术参数

产品参数

LA506-10 LA508-10 LA512-16型号
参数

6 路调光，
每路输出电流：（5~16）A  

8 路调光，
每路输出电流：（5~16）A  

12 路调光，
每路输出电流：（5~16）A  

可根据客户不同需求而增加时钟管理器、红外感应器等一系列的扩展功能，并可通过

RS-232、RS-485 通讯口与视听设备、电动窗帘、投影幕等设备联动



智能网络模块

主要功能

诚信　合作　创新　自强

LCS500智能照明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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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P506-1

LC516-1

01

系统电源模块

主要功能

作为开关电源模块，具有 ClassII 绝缘级别，全球通用全范
围交流输入电压

且有短路保护 / 过载保护 / 过电压保护

LED 显示工作状态，100% 满载老化测试

02

交流输入电压范围 88~264VAC

输入浪涌电流 冷启动 30A/230V

电压调整范围 额定电压的 ±10%

外形尺寸  78mm×93mm×56mm

技术参数 技术参数 

技术参数 

LO508-16

01

01

01
03

03

03
05

05

02

02

02
04

04

04

多回路开关控制模块

主要功能

触摸式多键场景控制面板

主要功能

4~12 路继电器开关输出单元 , 最多可具 256 个独立区域

每个区域具有 64 个场景，场景运行时间最长 60 分钟

每个回路具有灯具保护延迟 (0-60 分钟 )

每个回路具有紧急直通开关

设备重启可选择已开的场景或指定的场景

预置 6 场景，可控制 64 个区域 , 可扩展场景 

2~8 键可选，每区控制 256 回路 

LED 数码管显示场景数

带上锁功能、断电记忆功能

远程下载固件，易于维护

自动 1xRS-485 数据流控制

易于管理的端口映射工具软件

自动检测配置工具软件

1xRS-485 线路及电源的浪涌保护

工作电压 DC12V 

环境条件 环境温度 0℃ -55℃，相对湿度 20%-90%
                   储存温度 -40℃ -+60℃，储存相对湿度 10%-93%

安装方式 适用 86 型预埋盒

外型尺寸 86mm×86mm×30mm

网络 10/100Base-T 以太网

接口 1xRS-232/422/485

传输速率 50bps~230bps

安装 DIN 导轨安装

外形尺寸 101 mm×70mm×33mm 

频率

输出回路

保护

安装方式

50Hz-60Hz

需外接断路器保护

35mm 标准导轨

产品参数

LO504-16 LO508-16 LO512-16型号
参数

4 路继电器，
每路输出电流：（3~20）A

8 路继电器，
每路输出电流：（3~20）A

12 路继电器，
每路输出电流：（3~20）A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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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S5000 能源管理系统

系统简介
EMS5000 能源管理系统将有效监测建筑物或者建筑群内的变

配电、照明、电梯、空调、供热、给排水、能源使用及其他相关的

能耗数据，在为业主提供能源管理、统计分析等功能的同时，还可

提供智能反馈及节能优化控制，成为一套完整的 EMS 系统。

专业源于专注，我们将倾力为您打造最优化的解决方案。

EMS5000 能源管理系统致力于对大型建筑的关键能耗进行监控，

提供能耗考核、分析等功能，并通过节能一体化控制产品对能耗症

结实现实优化控制，从根本上解决高能耗问题。

诚信　合作　创新　自强

EMS5000能源管理系统

系统功能

系统架构图

界面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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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耗数据采集器

TDC-4 数据采集器

性能、参数：

高速的 ARM9 处理器

10/100M 自适应以太网接口，2KV 电磁隔离

支持静态或动态 IP 获取

独立的 Console 串口 RS-232 电平

4~8 个 RS-485 工作串口，15KVESD 保护

RS-485 工作串口，15KVESD 保护

RS-485 工作串口的波特率：（1.2~115.2）Kbps

内嵌大容量存储介质（2GB），支持 FAT16、FAT32 文件系统

电压范围（9~24）VDC 直流，功耗小于 8W

工作温度：（-20~70）℃；湿度：（5~95）%RH，无凝露

EMS5000能源管理系统

设备（软件）名称 型号 功能说明

EMS5000 能源计

量 / 管理系统平台
ES-BASE

1、基于网页访问的系统基础平台，完成能耗管理组态、采集表计和数采终端组态、耗能单位和计量

单元组态、计量算法组态

2、直观展示各类能耗实时历史数据、环境数据和统计分析数据图表

综合能耗数据

展示软件
ES-VIEW

1、对任意能耗数据进行分类统计对比，生成能耗数据对比图，可向公众展示建筑的能耗情况

2、对能耗数据进行分类分项统计，生成能耗分项消耗饼图及对应数据表格

能耗数据分析 ES-REPORT
1、总能耗和分项能耗的变化趋势、分类能耗的变化趋势

2、组织机构的定员人均能耗的对比分析 , 用能诊断分析及改进建议

计费软件 ES-ASSE

1、缴费用户管理、缴费管理、PC 端及移动端缴费、余额查询、短信通知等

2、预交费功能，欠费自动停水停电停气，缴费自动送电送水送气（表具支持）

3、抄表手动扣费及结算日自动扣费，缴费报表财务管理

数据采集器 TDC-4

高速的 ARM9 处理器，支持静态或动态 IP 获取

10/100M 自适应以太网接口，2KV 电磁隔离

4 个 RS-485 工作串口，15KV ESD 保护；波特率

短信发送模块 F2003 系统有报警事件时，以短息的方式通知到客户手机

数据采集器

控制箱

BOX-EMS-1 500mm*400mm*150mm（长 * 宽 * 深），最多安装 3 个 TDC-4 数据采集器

BOX-EMS-2 400mm*250mm*150mm（长 * 宽 * 深），最多安装 1 个 TDC-4 数据采集器

系统选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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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S楼宇管理系统

功能特点
  以 OPC、RTDB（实时数据库）、ADO/SQL 为核心，具有强大的系统集成能力

  强大实时数据库技术，提供高性能、大容量的数据存储、分析、处理平台

  符合 ADO/SQL 工业标准的数据库系统，能够与物业管理信息系统紧密集成

  可生成各种形式报表、生产速度快、文件小，并可远程浏览

  纯 B/S 模式设计，即可本地监控，又能实现基于互联网浏览器的远程监控

  基于 WEB 方式和 FLASH 动画技术，提供生动、实时、交互的人际操作界面

  具有丰富的常用品牌设备的标准通讯接口，包括安防监控系统、火灾报警系统、电力监控系统、LED 大屏幕等

IBMS 楼宇管理系统

系统架构图



随着产业结构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智能建筑的智能化系统也日益完善，并将不断的贴

近人们的生活，给人们带来便利和享受。各种建筑的智能化系统技术的不断推新给服务行业也带来

了新的业务需求，物业管理将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变；智能建筑中智能化系统的运行及维

护保养工作管理水平的提升将是物业管理中面临的紧迫任务。因此，建筑的智能化系统管理也将给

我们带来巨大的机遇与挑战。

运行 

分析

维护

保障

采集系统数据，获取各类设备系统状态信息、数

据信息、能耗信息，全面掌握平台运行数据

实时告警、维护提醒，提供全生命周期运维数据

运行服务。 提供多条件综合查询、多维度报表统计、多模型

数据分析应用。

基于设备在线率、设备故障对比等维护数据与能

耗数据分析，提供运维优化分析报告。

服务过程监管，用户权益保障。

保护用户建立资产管理体系，科学预测备品

备件需求，为设备设施全生命周期保驾护航。

为用户提供更优质、更迅速、

更便捷的维护服务。

优化用户内部管理流程，提高

用户内部管理水平，提高维护

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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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运维管理系统

诚信　合作　创新　自强

运维管理平台

系统架构图

系统功能



经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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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案例

商业综合体

广西北海和安宁春城

北海和安宁春城项目是北海“四定”项目之一 ,

总投资 15 亿元，集五星级酒店、写字楼、商场、

影院、健身、餐饮等多功能于一体的一站式城

市综合生活广场。

办公大楼

甘肃庆阳传媒大厦

庆阳市传媒中心项目是庆阳市委、市政府投资

兴建的集商务科技、文化传媒于一体的城市

地标性建筑。项目采用了由慧控科技提供的

PropSys智慧建筑节能一体化整体解决方案。

交通行业

经典案例

诚信　合作　创新　自强

经典案例

商业综合体

广西北海和安宁春城

北海和安宁春城项目是北海“四定”

项目之一 , 总投资 15 亿元，集五星级

酒店、写字楼、商场、影院、健身、

餐饮等多功能于一体的一站式城市综

合生活广场。

办公大楼

甘肃庆阳传媒大厦

庆阳市传媒中心项目是庆阳市委、市

政府投资兴建的集商务科技、文化传

媒于一体的城市地标性建筑。项目采

用了由慧控科技提供的 PropSys 智

慧建筑节能一体化整体解决方案。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位于天津市东丽区，

是中国主要的航空客运中心之一，基

础设施完善，市政能源配套齐全 , 是国

内干线机场、国际定期航班机场、国

家一类航空口岸。机场照明采用慧控

LCS500 智能照明控制系统。

交通行业

世界妈祖文化论坛永久性会址

世界妈祖文化论坛永久性会址项目位于风景秀丽的湄

洲岛中部，总建筑面积约 46000 平方米，包括主会场、

媒体中心、酒店三栋建筑，按国家元首参会标准建设。

项目使用 KonLite500 智能照明控制系统 HCS500

分布式楼宇控制系统对会场的所有照明、中央空调、

新风机组等机电设备进行集中监测、控制。

场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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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吾悦广场

南宁三街两巷

成都百铭广场

昆明瑞鼎城（爱琴海购物公园）

深圳南益广场

深圳太阳百货

深圳方大城

南昌莱蒙都会

宁波绿地中心

台州市路桥生活资料市场

福建龙岩京华商业中心

江苏宜兴小镇中心

桂林建设大厦

梧州中级人民法院

广西海洋四所交流中心

深圳源政科技大厦

中铁隧道集团科技大厦（广州）

广东江门电视台

温州血站

国科大杭州高等研究院

江苏扬州农商银行

昆山东部办公中心

山东桓台县公安局

天津奥凯航空围界项目

遵义火车东站

贵阳火车东站综合交通枢纽贵阳客运北站

徐盐高铁观音机场站

徐盐高铁睢宁站

徐盐高铁宿迁站

沪通高铁太仓站

沪通高铁太仓南站

北京顺义区文化中心

新疆克拉玛依白碱滩体育中心

广西北海市体育馆

广西北海市图书馆

广西贺州市园博园 

西藏档案馆

杭州西湖区文体中心（浙商文化中心）

杭州西湖国际茶博园

福建省莆田市会展中心

常州市文化广场

江苏大丰县文化会展中心

铁道游击队纪念馆（枣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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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案例

南宁邕宁区人民医院

南宁市邕宁区人民医院始建于 1951 年，是一

所集医疗、康复、预防、保健、科研、教学于

一体的国家二级甲等综合医院。

项目采用慧控 HCS500 楼宇控制系统对医院

的照明、中央空调、新风机组等机电设备进行

集中监控

医疗 / 养老行业

内蒙古医科大学新华校区

医科大学：校区采用慧控科技的 LCS500

智能照明控制系统和 EMS5000 能源管理

与控制系统对园区各仪器室、实验室、馆藏

区、手术示教区等重要区域进行科学管控。

学校 / 住宅楼

贺州园博园东融山庄

东融山庄，是贺州市旅游实业集团对外打造的第五家高

星级酒店。项目总投资 1.91 亿元，是集住宿、餐饮、娱乐、

会议、休闲于一体的高端商务度假型酒店。

酒店

力信能源（江苏）现代化厂房

力信（江苏）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是中信产业

基金旗下控股企业，主要从事锂离子动力电池及

相关配套产品的研发生产、制 造、销售的大型

制造企业。在 1 期和 2 期的现代化节能厂房建

设中，由慧控科技提供的 HCS500 分布式楼宇

控制系统对厂房内的冷热源群、冷却塔群、空调、

送排风、电梯、给排水、环境（照明）等机电设

备进行监控。

智慧园区 / 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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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市第一人民医院

新疆伊犁新华医院

广州老年康复医院

台州黄岩区福利中心

深圳西丽人民医院

深圳龙岗手外科医院

广东沙溪人民医院

江苏昆山公共卫生中心

海南 301 医院

湖州市吴兴区中西医医院

内蒙古精神卫生中心

深圳幸福之家

上海致富名品城普陀一贯制学校

内蒙古医科大学新华校区

济南名泉广场

碧桂园深圳荣汇

武汉理工大学

浙江理工大学（上虞校区）

海南海口大华锦绣

杭州方家塘小区

杭州龙坞瑜伽学院

上海耀华国际学校

金华市金东区泉源社区安置房

鄂尔多斯市康巴什新区恺特大酒店

广西南宁香伯伦酒店

株洲凯悦酒店

宁波绿地酒店

安波温泉花园酒店

常州文化广场酒店

上海青松城大酒店

呼和浩特市万铭总部基地

中交二公局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西安）

广西北海滨海国家湿地公园 

巴南高速恩阳旅游文化服务融合示范项目

昆明车行天下汽车城（二期）

遵义大数据中心

深圳莲塘工业区

中国医药技术交易市场（武汉）

金华新能源汽车产业园展示中心

浙江丽水冒险岛

湖州沃浔科技产业园

浙大网新金华科技园二期

沈园夜公园景观照明

福建省晋江科创园

江苏力信能源新建厂房

中国常州德国中心一期服务中心

上海源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建厂房

上海吉祥航空服务产业园国际中心



荣誉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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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　合作　创新　自强

荣誉资质



CONTACT US

杭州

浙江慧控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71-86623811

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江虹南路 316 号

           京安创业园 3 幢 7 层

网址：www.hwiscon.com

楼宇自控·智能照明·能源管理·机电运维·IBMS

智 慧 建 筑 整 体 解 决 方 案 供 应 商

数字生活 互联未来智慧科技 点亮生活

慧控科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