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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 CUE
20 多年来，CUE 致力于设计、生产并销售整合型中央控制及管控平台系统，系统

基于 IP 协议、触摸屏外观时尚，极大的提升了人们的生活、工作、娱乐和交流方式。
CUE 技术可提升客户的整体形象，并为其带来极大便利及丰富的娱乐体验。CUE 可为
众多的应用解决方案提供不同规格的设备及软件，包括住宅、企业、教育、工厂、政府
等应用场合。目前，CUE 总部设立在欧洲，全球分销网络遍布全球，包括欧洲、亚洲、
美洲等各大洲。
CUE 产品囊括了各种有线和无线控制面板，包
括款式时尚大方的台式触摸屏，极富设计感的入墙
式触摸屏，以及做工细腻精湛的远程控制手持面
板 。
安装 CUE 操作软件后，任何搭载 Apple IOS
系统、安卓系统或 Windows 系统的移动设备都可
用作 CUE 系统的控制面板。
CUE 系 统 使 用 的 CVC （ Cue Visual
Composer）编程软件，功能强大、专业性强但操作
简便，节省了用户的精力和财力。软件内的
drag&drop 功能让设计师们能够编写出更加人性
化的驱动程序。
CUE 提供了一个强大的硬件连接桥梁，可整合包括家庭影院系统、多媒体系统、
视频会议系统、安全系统、暖气通风、空调控制系统等各种设备。同时 CUE 可提供各
种不同的扩展端口，包括 IP、RS232/422/485、KNX、DMX512、DALI、EnOcean、
继电器外壳、IR 模拟机传输、通用 I/O 串口、模拟－数字转换接口、电压输出等。
1.1、

商业应用

培训室和教室
通过 CUE 控制系统，在培训室内可进行如下操作：
简化音视频设备、照明或暖气通风空调等设备的操作。
可集中监控办公楼的所有房间和集中管理所有房间的设备（例如晚上集中关掉所有

房间的用电设备，包括房间内教师忘记关的一些设备）。
会议室
应用了 CUE 控制系统后的会议室会有如下优势：
无忧式运行，一键式自动控制。例如，按下“开会”按键，整个会议室便设定为会议模
式——投影机开机，投影幕放下，AV 输入连接至电脑，照明设定至最佳等等。
每个人都不必为如何操作管理那些复杂的设备、系统而担忧——CUE 可以让您用最简
单的最直观的方式完成
数据采集、传输、整理
并实现自动化管理。
通过该系统，操作
人员可以在控制界面里
管理会议室的各种应用
场景，全部设备(包括音
视频设备、投影仪、监视
器、DVD 播放器、照明、
暖气、空调以及遮光、环
境数据等等)。
室内灯光可按照预设的照明情景设定，在预设情景中，只需一个按键，所有的照明设备
都可以设为最佳照明模式。
会议室远程控制——如果操作人员在操作设备时有任何问题，可以联系技术支援中心，
以便远程协助和操作。
自动远程诊断，可以定时服务。例如 CUE 系统可发送邮件给售后服务中心告知：投影
仪的一个灯需更换或是过滤器需清洗；或是发出一个提醒：设备运行不佳。
网络控制中心(NOC)
CUE 控制系统可以提供：
多屏幕系统自动操作，自动控制音视频信号分配给显示屏。
控制音视频信号、摄像机、录像设备或传感器的信号源。
消除操作期间的失误，简化操作。

报告厅
在大型的报告厅，CUE 控制系统实现如
下动作：
简化所有当前正在运行的音视频设备的
繁琐操作，如开启麦克风、控制音视频系统、
操作矩阵切换器、摄像机及信号源——
这些都可以由一台功能强大的触摸屏完成。
报告厅若需使用移动墙分隔成多个房间，控制系统则可将场所中的音视频设备划分
成若干相应的区域。
处理多个报告厅的音视频信号的分配。
酒店
在酒店，CUE 控制系统可以自动控制会议室内的音视频设备、照明、暖气、空调以
及其他现代设备。
1.2、

家庭应用

遮光和灯光控制
控制系统可根据阳光强弱自动操控百叶窗，以调节室内照明和温度。在夏天，它可
避免阳光直射，从而降低空调能耗。系统也可提前关闭窗户并收回凉棚以防大风造成损
坏。
安全系统和摄像头监视
通过控制系统的控制屏，便可以
管理防入侵安全系统，也就是说，您无
需为安防系统单独另配控制面板——
使用该控制系统中的控制屏即可。因
此，当您离开时，系统会自动运行“现
时模拟”模式，如有任何危险，系统会
立即自动防护或是给您发信息。另外，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后，通过控制系统的触摸屏，
您可以监视摄像头所覆盖的任何事情，例如留意在游泳池旁边嬉戏的孩子。
供暖、通风和空调控制（HVAC）
供暖和空调可将室温保持在一个最舒适的状态，同时也可以降低能耗及费用。您可

在一周不同天，一天不同时间设定合适的温度模式，也可以在您外度假时，将其设定为经济
模式。供暖和空调都可以为每个房间单独设定。
灯光自动控制
为配合某个特定的活动，您可以通过控制系统将灯光设定为某个适当的照明亮度。比如，
您在看电视，系统将设定好房间的所有灯光，即保证室内的照明充足，又不会影响电视画面。
根据一天不同的时段，照明会自动的调整。
多区域音视频监控
通过触摸屏或者控制面板，可以播放您最喜欢
的音乐或是打开您精选的电视节目将声音设定在最
佳音量。控制系统也可以自动运行这些程序，例如
您起床后，它会打开浴室里的电视播放新闻；您回
家后播放舒适的音乐助您放松等等。
家庭影院控制
控制系统可使得家庭音视频操作自动化，简便化，淘汰了那些操作冗繁的遥控器。例如，
您只需点击触摸屏上“看电影”这个按键，电视机、DVD 播放器和音频系统就会自动运行：
选定合适的信号输入，房间的照明调至最佳模式，户外如有阳光，百叶窗自动关闭。
操作顺序和个人设定
控制系统可自动执行用户预设的各种指令。例如，在您回家并解除安防系统后，控制系
统将自动打开灯和暖气，并播放音乐；电视新闻准点为您打开。系统也会自动录制您一天的
日常活动，在您离家时，模仿您的日常活动，制造有人在家的迹象，以防外人侵入。
自动入口和大门控制
门窗都与控制系统联网，主人回家时自动开门，离开时自动关门。如果主人忘记关窗，
系统将会提醒。
远程访问家庭控制系统
您可以通过网络、邮件或者短信远程访问您的住宅。您住宅的网址让您能监控家里的当
天状况，包括室内室外温度、打开暖气、录制您最喜欢的电视节目或灌溉草坪。
家庭自动化
家中所有设备都被纳入到单个系统中

✓

适用于各种暖气调节设备的标准基础套装

✓

温度和空气质量控制设备

✓

墙面式触摸屏，配有标准的图形用户界面

✓

按要求调控屋内通风

✓

集成了 DLNA 功能、安保和其它家庭自动化系统

✓

调控遮阳和持续阳光

✓

已获得 iOS、Android 和 MS Windows 等设备的许可证

✓

通讯基于 KNX 和以太网标准

✓

提供云服务、可进行远程监测和控制

✓

与西门子联合设计

1.3、

预定系统

CUE多语言预定系统可用于会议室、
报告厅、
教室、
礼堂、
体育馆以及其他类似的集
会场所。

硬件
✓

房间入口处安装触摸屏

✓

触摸屏尺寸（对角线）
：4.3”
、7”和 12.1”

✓

入墙式或墙面式（玻璃墙面）安装

✓

房间状态指示灯为红色或绿色

✓

即插即用

✓

安装和设置简单方便

✓

无需编程和软件

✓

单根网线连接，以太网供电

✓

耗电量低，具有省电功能

兼容性&技术
✓

作为客户端，可以与以下系统协作（本产品不含订阅以下服务）

Microsoft Office 365－商业、教育、企业或政府
Microsoft Exchange Server 2007/2010/2013/2016

Google G Suite
✓

每个房间都有单独的日程安排账户

✓

服务器和触摸屏之间为加密通信

✓

规范化应用，如 Microsoft Outlook 用作会议室管理

✓

支持 802.1X 身份认证

✓

支持通过代理服务器通信

用户界面语言
✓

捷克语、中文、丹麦语、荷兰语、英语、芬兰语、法语、德语、希腊语、意大利语、
拉脱维亚语、挪威语、波兰语、葡萄牙语、俄罗斯语、西班牙语、瑞典语

✓

可根据需求增添其他语种

触摸屏功能
✓

显示房间名称和公司标志

✓

显示房间是否被占用

✓

显示当前会议

✓

可获取会议的详细信息

✓

浏览房间的日程安排

✓

显示当前会议的延长时间和结束时间

✓

可便捷的预定房间

✓

查找其它空闲房间

✓

会议确认功能，可剔除未启用的预留房间

✓

通过人体存在感应器自动确认会议

✓

支持叫餐和打扫请求

✓

支持其它各种服务请求

✓

支持安装人体存在感应器

✓

个人识别码授权

✓

CUE 控制系统可兼容并控制房间设备

✓

屏幕桌面有多种颜色的皮肤和布局可选

房间&事件概况
✓

touchONE－overview 配有 HDMI 输出接口，可外接大型显示器

✓

专为接待台和大堂设计

✓

单室模式则可显示房间的日程安排以及欢迎画面

管理&分析
✓

任何一款触摸屏都有独立的集中化管理

✓

单个直观的网页界面即可进行整个系统的管理

✓

预留统计与分析，可更有效的利用房间

✓

另有增强版的企业预置型网页界面可选，进行管理、分析和统计

2、 软件
2.1、

Cue Visual Composer(CVC)

是新一代的一体化软件，用来控制应用编程。CVC 独特的设计理念是
其创新性所在。触摸屏和主机是用同样的方式编程的，因此触摸屏可以用作
全能控制设备。
XPL2——作为大型应用程序员团 队的开放式平台，为现代图形用户界面的发展做出了
巨大贡献。
XPL2 编程语言根据控制系统的需要融合了多种技术。它包含了一套完整的代码，
使系统集成更有效、快捷、简便。这款通用的编程语言可以编辑图形对象、触摸屏设计、设
备驱动和其他控制应用。源代码的任何部分都受密码保护以保障作者的知识产权，也将准许
登记进一个特殊的硬件里。控制应用可在 CUE 触摸屏、控制器以及电脑上的 Windows 系
统运行。
图形对象可在有图像应用编程界面（API）的标准 XPL2 语言下进行编程。因此在设计
触摸屏图像构图时，编程人员不必拘泥于一套软件厂家提供的固定对象，而是可以自由创新
他们自己的，极为精密的对象，或是完整的功能模块。
图形资源包的 Runtime 的 Resize-On-Demand 技术可以简便地创建图形对象。无需
为不同的目标尺寸准备单独的图像。
CUE 的 Symbol 字体内含一百三十多种，涵盖了大部分控制应用所需的符号，并按功
能分成传输、方向箭头、移动、AV/TV、指示等，软件安装后，内含超过 140 种黑白图标，
囊括了绝大部分常用的符号和图形。
Runtime 的 High Color Enhancer 改进了对颜色深度的主观感觉。因而 16 位色彩的
触摸屏如同 24 位色彩。CVC 在微软 Windows 系统里运行可以充分发挥多核处理器的功
能。CVC 提供了多种调试和测试程序的方法，因而大大缩短了编程的时间。已编好的程序
可以随时在电脑上虚拟运行，
也可以在真实的硬件上用它
们自带的控制端口进行调试。
对于程序里的所有设备，可以
选择单个模式、虚拟模式、全
体模式进行调试。在虚拟或硬
件调试时，调试信息都能在

CVC 里显示出来。
On-The-Fly 固件升级软件适用于所有 Cue 触摸屏和主机。所有的固件随 CVC 安
装时一块保存在电脑里。在调试或上传程序时，如果设备的固件是旧的，CVC 会自动
升级它。
产品编号：PT0007
2.2、

预编程内建模块

CVC 的预编程内建模块使编程时更加高效快捷。目前我们提供了以下种类：
• Graphic Collections
• Device Drivers
• Applets
• Widgets
Graphic Collection 是放在触摸屏里的图形对象，比如：
• 基本 Graphic Collection
• 通用 Graphic Collection
• 浅蓝色 Graphic Collection
Device Driver 是控制被控设备的 XPL2 代码。Applet 是执行特殊任务的代码，一
般在大型的代码里用到。比如：
• Sunrise/Sunset Timer
• Simple Scheduler
Widget 是可以插入到 CVC 程序里的一段小型独立程序，比如：
• weather.com 网站的日期、天气
如需详细了解请查看 CUE 官网。
2.3、

pcCUE 标准版

本软件可以使程序界面运行在 Windows 操作系统的个人电脑或平板电脑上，像运
行 Cue 触摸屏上一样。程序界面也是用 CVC 软件制作。电脑与 Cue 主机可通过有线
网和无线网通讯。
主要特性：
• 适用于微软 Windows XP/Vista/7 (32/64 位)系统

• 程序用 CVC 制作
• 程序界面可以设为全屏
• 可以通过 CVC 和配置窗口上传程序
• 与 Cue 主机可通过有线网和无线网通
讯
• 与 Cue 系统设备通过 CUEnet 协议通
讯
产品编号：CS0405
2.4、

appCUE 标准版

本 软 件 可 以 使 程 序 界 面 运 行 在
Android/iOS/Windows 操作系统的平板电脑和手机
上，像运行 Cue 触摸屏一样。程序界面也是用 CVC 软
件制作。控制设备和 Cue 主机可以通过无线网通讯.
• 程序用 CVC 制作
• 可以通过 CVC 上传程序
• 与 Cue 主机可通过无线网通讯
• 与 Cue 系统设备通过 CUEnet 协议通讯
产品编号：CS0485
2.5、

WebGUI

本软件可以使程序界面运行在 iOS,Android,Windows 等其它操作系统的浏览器上，和
Cue 主机配套使用。用户界面程序和控制应用程序都由 CVC 软件制作。通过网络与主机通
讯。
• 程序用 CVC 制作
• 可以通过 CVC 上传程序
• 与 Cue 主机可通过网络通讯
• 广泛的平台支持

2.6、

云管理平台

无论身处何地，您皆可登陆 CUE 系统，这套云解决方案可以帮助您节省时间、开
支和精力，并使您的生活更加惬意。

新的解决方案，实现了简便、快捷、高效的场地管理。即可应用于住宅，也适用于
商业或专业应用。
综述
✓

简单、灵活、安全的云解决方案

✓

通过联网设备即可启用

✓

场无需公开的 IP 地址

✓

通讯安全

✓

全年 24 小时无休

用户账号
✓

向所有用户开放

✓

仅需邮箱和密码即可轻松登陆

✓

轻松创建和删除场地

✓

用户友好型场地管理

✓

软件许可证管理

场地管理
✓

安装 CUE－system 即可实现场地管理

✓

场地拥有唯一身份识别，而且名字易记

✓

场地详情：细节描述、街道、城市、州、国家、邮箱、图片等

✓

共享场地管理

✓

软件项目和许可证

软件项目
✓

场地项目自动升级（无需人员在场）

✓

降低费用、提升速度

✓

项目升级安排

✓

CVC 软件编程

✓

项目信息上传至云服务器

固件管理
✓

固件自动升级（无需人员在场）

✓

确保固件为最新版本

✓

经济实惠、提升速度

✓

可提供固件升级安排

✓

厂家定期提供最新版本的固件

网络用户界面
✓

网络端界面，可简单方便地进行监控

✓

内含不同的场景模式（白天、夜晚、假期）、供暖、能源管理和安保等项

✓

可通过任何设备上的网络浏览器登陆

✓

通过 JSON 等开放源代码数据格式进行场地通讯

✓

不同模块供场地编程使用

移动设备应用程序
✓

云服务器提供可用于移动设备和 PC 端的应用程序

✓

Apple iOS、Android 或 MS Windows 上都有免费的 appCUE 应用

✓

应用程序安装简单直观

✓

可在任何联网设备上轻松登陆

✓

云服务器提供软件许可证

软件动态身份认证
✓

用作认证注册

✓

灵活的认证管理

✓

可在用户和场地间进行认证转换

✓

大多数情况下用于 appCUE

✓

授权用户可使用动态身份认证

场地监视
✓

可在任何联网的移动设备和 PC 上使用

✓

实时场地数据

✓

内含不同的场地模式（白天、夜晚、假期）、供暖、通风、能源管理、安保、锁具、
房门、大门等项

✓

appCUE 上提供标准化或自定义用户界面

场地控制
✓

可在任何联网的移动设备和 PCH 进行场地控制

✓

内含不同的场地模式（白天、夜晚、假期）、供暖、通风、能源管理、安保、锁具、
房门、大门、灯光等项远程预设激活多个设备

✓

appCUE 上提供标准化或自定义用户界面

2.7、

技术整合

概述
随着大量现代化技术系统和相关设备涌入市场，留给 DIY 家庭自动化的空间也愈
加宽阔。

现如今，您可以在网上获取任何东西，从无线音频系统和智能照明用品到手机控制的水
壶。您可能会想这简直是现代人所向往的生活。但一个麻烦也随之而来：每款产品都需要使
用相应的移动设备应用程序。无论您使用的移动设备是 Apple iOS 系统、Android 系统还
是 MS Windows 系统，这些产品都能兼容，但唯独不能相互兼容。
这就意味着您家里拥有越多的智能产品，每次离家或回家时，您得处理的事情越多，而
非更少。因为您的移动设备里将不得不安装很多不同的应用程序，以控制家里相应的智能产
品，更别提每个应用那些千差万别的界面设备和操作了。此外，也无法根据相关因素，如日
期、时间、温度、实时天气等，自动触发对应的指令。
目前，
全球市场上的自动化系统技术，无论它们多优秀，大多数都缺少了一项重要特性，
即与其他技术的兼容性。从而导致在创造一个智能实效的自动化环境时，设备之间无法相互
交换数据。
您急需一套即简洁又智能的解决方案吗？Cue 正是您梦寐以求的产品！
特点
基于先进的硬件和软件解决方案，Cue 系统具有如下特点：
✓

可集成基于 KNX、DALI、DMX512、Modbus、EnOcean、DLAN、Philips HUE、
Sonos 及基他各种技术的不同设备、协议以及系统；

✓

一套简明安全的技术整方案；

✓

在各设备和系统之间实现数据交换；

✓

可操控所有设备，并使之自动化运行；

✓

在移动设备和触摸屏上直观呈现所有设备；

✓

无需为操控各项技术单独配备应用程序，在客户移动设备上安装单个应用程序即可
实现对所有设备的控制；

✓

可通过无线、台式和入墙式触摸屏以及控制面板和遥控器等操控所有设备；

✓

可通过日期、时间、日出/日落、温度等各种因素触发各个程序；

✓

实现便捷、一致的操作；

✓

兼容并支持各项技术标准，因此操作更具灵活性；

✓

根据房屋主人平常真实的行为时间表，通过开关灯、开关音视频设备、开合百叶窗
等操作模拟有人在家的景象；

✓

即提供移动设备应用程序，也可安装触摸屏和控制面板。

系统所支持的技术
IT Standard Technologies
✓

支持的协议包括：ARP、DHCP、ICMP、DNS、FTP、HTTP、HTTPS、
IPv4、KNXnet/IP、LDAP、NTP、POP3、RTSP、UPnp、DLNA、
SMTP、SNMP trap、SSDP、SSH、SSL、TCP/IP、Telnet、TLS、UDP/IP、WakeOn-LAN、Web Server

✓

软件：内置于固件或设备驱动
DMX512

✓

数字多通道、基于 EIA－485 协议

✓

控制舞台灯光、舞台特效、室内和建筑灯光等

✓

连接：通过 controlCUE-dmx-d 上的接口接入

✓

软件：API 功能和设备驱动
Modbus TCP｜Modbus Serial

✓

开放式标准协议，广泛应用于工业、建筑、交通、能源管理等领域

✓

Modbus 协议在各设备间构建主－从式通信

✓

Modbus 串口间实行主－从式通信

✓

连接：IP 或串口

✓

软件：设备驱动
BACnet/IP

✓

ASHRAE 楼宇自动化和自控制网络协议

✓

CUE 系统通过 BMS（楼宇管理系统）实行监控

✓

可集成 HVAC、照明、门禁控制、火灾预警等

✓

连接：IP 接口

✓

软件：设备驱动
MIDI

✓

乐器数字接口

✓

电子乐器行业建立的通信标准

✓

亦可用于显示控制、剧院灯光、特效等

✓

连接：串口

✓

软件：设备驱动
CoolMasterNET

✓

HAVC 系统协议－模式、网速、设备、扫风与格力、大金、三
菱、东芝、富士通、LG、日立等各大品牌的室内空调完全兼容

✓

连接：串口

✓

软件：设备驱动
Serial

✓

RS-232/422/485 串口

✓

可实现双工通信，接收指令并发出反馈

✓

串口控制是音视频切换、投影仪、电视机等设备的常用方式

✓

连接：双向控制串口，IR/出口输出或多用途端口

✓

软件：设备驱动
Input and Outputs

✓

可对接各类输入商品，包括有数字输入、电压和阻抗输入、数
字脉冲计数器、电流回路、温度和光感应等

✓

可对接各类输出端口，包括数字输出、模拟输出、低电压和高电压继电、调光输出
等

✓

软件：设备驱动
DALI

✓

数字可寻址照明接口

✓

照明控制通讯协议和照明控制

✓

Cue 系统可作为多达 64 台设备的 DALI 子网络间的 IP 主网

✓

连接：通过 controlCUE-dali-d 上的 DALI 接口接入

✓

软件：API 功能和设备驱动
KNX｜KNXnet/IP

✓

开放式国际标准，符合 EN 50090 和 ISO/IEC14543 标准

✓

通过双绞线、射频（RF）或以太网与各设备实现传输

✓

连接：KNX TP 通过 controlCUE-knx-d 上的 DALI 接口接入；KNXnet/IP 通过 IP
端口接入

✓

软件：API 功能和设备驱动
EnOcean

✓

绿色智能建筑能量采集技术的无线国际标准

✓

核心技术为无线能量采集技术

✓

连接：可通过 controlCUE-enocean-d 或 controlCUE-hub 上的 RF 接口连接

✓

软件：API 功能和设备驱动
Z-Wave Gateway

✓

Vera 和 Z-Wave 网关的解决方案

✓

可集成开关电源、灯光亮度控制、场景控制、温度传感器、设定值、
电能表和安保传感器

✓

连接：IP 端口

✓

软件：设备驱动
OpenTherm

✓

供暖系统通信协议

✓

点对点的通信协议，主设备为温控器，从设备则为供暖设备

✓

连接：串口

✓

软件：按要求使用设备驱动
PjLink

✓

用于操作和控制数码投影仪的统一标准协议

✓

基于以太网（IP）

✓

独立于个生产厂商

✓

连接：IP 端口

✓

软件：设备驱动
Infrared

✓

单工通信，无法同时接受受控设备信息

✓

CUE 中控主机皆配有红外接收器

✓

通过红外转换器或红外增强器进行传输

✓

连接：IR/串口输出端口，多用途端口

✓

软件：设备驱动
Weather Forecast

✓

获取天气数据并用于程序控制中

✓

数据传输使用标准的 HTTP 文本协议，以 XML 格式语言或
JSON 格式数据回传

✓

即可使用的桌面小程序

✓

连接：IP 端口，网络准入许可

✓

软件：设备驱动和图形对象
UPnP

✓

通用即插即用网络协议的统称，用于设备间的数据共享、通讯
及娱乐

✓

定义了设备类型、如服务器、渲染器和控制器等

✓

连接：IP 端口

✓

软件：设备驱动和图形对象
SNMP Trap

✓

一款简易的网络管理协议，用于 IP 设备监控

✓

被监控的设备无需被轮询，地接发送 SNMP Trap，向管理器
报告错误情况

✓

连接：IP 端口

✓

软件：设备驱动，用于发送 SNMP Trap
KODI

✓

媒体播放软件，可在 linux、OSX、Windows、iOS 和 Android
系统运行

✓

可播放本地储存或网络上的视频、音乐、图片等

✓

兼容 UPnP

✓

连接：IP 端口

✓

软件：设备驱动及图形对象
Philips Hue

✓

灯泡可完全由用户定制

✓

通过三种 LED 基色可合成 1600 万种颜色

✓

同时支持最多 50 个 Hue 灯炮无线连接至单个 IP 桥接器

✓

连接：IP 端口

✓

软件：设备驱动
Honeywell Galaxy

✓

兼顾防盗和门禁控制的安保解决方案

✓

监控探测器及其他连接至安全中心的子系统

✓

连接：IP 端口或串口

✓

软件：设备驱动
Amit

✓

楼宇自动化和工业自动控制系统

✓

以太网接口

✓

通信基于 Modbus TCP

✓

连接：IP 端口

✓

软件：设备驱动
Enika Poseidon

✓

用于智能电气设备的无线系统

✓

通过 Modbus TCP 控制开关、百叶窗接收器、照明控制器、调光
器及其他设备

✓

连接：IP 端口

✓

软件：设备驱动
INELS

✓

用于智能电气设备的有线和无线系统

✓

通过以太网接口监测和控制传送器、传动控制

✓

连接：IP 端口

✓

软件：设备驱动

3

DLNA

✓

数字生活网络联盟

✓

明确了网络互联流程、以实现多媒体设备间的数字媒体共享，
如网络存储器、电视机、网络播放器等。

✓

连接：IP 端口

✓

软件：设备驱动及图形对象
WolfVision CYNAP

✓

一款协作系统

✓

触摸屏直接控制，无需处理器

✓

提供触摸屏和移动设备上的应用程序

✓

连接：IP 端口

✓

软件：完整的应用程序，包括设备驱动和用户界面
Sonos

✓

无线 Hi-Fi 音箱系统和音频系统的组件

✓

所有数字音乐集成于同一个终端 APP

✓

可由任意设备控制

✓

连接：触摸屏上的 IP 端口

✓

软件：设备驱动及图形对象
Autonomic Controls Mirage

✓

可实现在 CUE 触摸屏上对自控影像媒体服务器的控制

✓

用户界面可在触摸屏、移动设备和电脑上运行

✓

基于 Telnet 协议和 HTTP 超文本传输协议

✓

连接：IP 端口

✓

软件：设备驱动及图形对象
Siemens EDP

✓

增强型数据报协议，用于预警/门禁系统

✓

监控探测器及其他连接至安全中心的子系统

✓

连接：IP 端口

✓

软件：设备驱动

Tecomat PLC EPSNET
✓

通过以太网接入的自动化系统

✓

通过 EPSNET 协议实现变量状态有关数据的发送和接收

✓

连接：IP 端口

✓

软件：整套设备驱动
Foxtron

✓

适用于智能电气设备的控制界面

✓

通过不同通信协议接入开关装置、驱动、调光器和转换器

✓

连接：PEX 上可用的 DALI、KNX、DMX 和串口

✓

软件：设备驱动
JABLOTRON

✓

安防系统

✓

监控探测器及其他连接至安全中心的子系统

✓

连接：串口

✓

软件：整套设备驱动

3、 移动解决方案

✓

Runtimes 是运行于 Apple ios/Android/MS Windows 系统的控制应用程序

✓

可以从应用市场、许可证服务器（触摸屏或主机）或云服务器下载控制应用程序和
证书

✓

支持运行用 XPL2 语言编写的程序

✓

任意移动设备都可用作 CUE 系统控制面板

✓

可与 CUE 控制面板和主机搭配使用

✓

在 CVC 中设计的 GUI 应用程序

✓

通过 CUEnet2 协议，与 CUE 系统通信

✓

可直接控制任意基于 IP 协议的设备

✓

提供全套 XPL2 IP 指令

3.1、

AppCUE

产品编号：CS0485
运行系统：Apple ios 7.00 及更高版本
Android 4.1 及更高版本
Microsoft Windows7/8/8.1/10(32/64-bit)
分辨率：由应用程序确定，提供全屏模式
网络：有线或无线（Wi-Fi）
系统通信：CUEnet2
IP 命令：可提供全套指令，用于 IP 控制
免费下载：Apple AppStore 上下载 iOS 应用
Google Play 上下载 Android 应用
CUE 官网上下载 MS Windows 应用
注意事项：appCUE 需要主机或控制面板作为应用和许可证服务器
appCUE 若无应用和许可证服务器，则无法与 nodeCUE 一起运行
appCUE 可使用 IP 命令操作受网络控制的设备

4、 预定系统
4.1、

touchONE-5-B（入墙式预定触摸屏）

产品编号：CS0493
显示器类型：彩色 IPS 显示屏，LED 背光
显示器尺寸：4.3 寸/109mm(对角线)
分辨率：800x480 像素
视角：垂直 160°，水平 160°
触摸屏：投射式电容屏
感应：亮度和距离感应
LED 指示灯：无
网络：10/100 BaseT LAN，支持 802.1X 身份认证，支持代理服务器
电源：以太网供电，兼容 IEEE 802.3af 协议/Class 0
外壳：铝制，面板玻璃为无边框设计，IP30
安装：兼容欧标电气盒，建议安装高度 150cm
尺寸：136x81x11mm（安装后），完整厚度（37 mm）
重量：0.3kg
4.2、

touchONE-7-B（入墙式预定触摸屏）

产品编号：CS0494
显示器类型：a-si TFT 式彩色显示屏，LED 背光
显示器尺寸：7 寸/177.8mm(对角线)
分辨率：1280x800 像素
视角：垂直 160°，水平 160°
触摸屏：投射式电容屏
感应：亮度和距离感应
LED 指示灯：绿灯代表空房，红灯代表已占用
网络： 10/100 BaseT LAN，支持 802.1X 身份认证，支持代理服
务器

电源： 以太网供电，兼容 IEEE 802.3af 协议/Class 0
外壳：铝制，面板玻璃为无边框设计，IP30
安装：兼容欧标电气盒，建议安装高度 150cm
尺寸：199x120x16mm（安装后），完整厚度（39 mm）
重量：0.6kg
4.3、

touchONE-12-B（入墙式预定触摸屏）

产品编号：CS0495
显示器类型：a-si TFT 式彩色显示屏，LED 背光
显示器尺寸： 12.1 寸/307.3mm(对角线)
分辨率：1280x800 像素
视角：垂直 160°，水平 160°
触摸屏：投射式电容屏
感应：亮度和距离感应
LED 指示灯：绿灯代表空房，红灯代表已占用
网络：10/100 BaseT LAN，支持 802.1X 身份认证，支持代理服务器
电源：以太网供电，兼容 IEEE 802.3af 协议/Class 0
外壳：铝制，面板玻璃为无边框设计，IP30
安装：兼容欧标电气盒，建议安装高度 150cm
尺寸：320x200x22mm（安装后），完整厚度（47 mm）
重量：2.0kg
4.4、

touchONE-7-M（墙面式预定触摸屏）

产品编号：CS0528
显示器类型： a-si TFT 式彩色显示屏，LED 背光
显示器尺寸： 7 寸/177.8mm(对角线)
分辨率：

1280x800 像素

视角：垂直 160°，水平 160°
触摸屏：投射式电容屏
感应：亮度和距离感应

LED 指示灯：绿灯代表空房，红灯代表已占用
网络： 10/100 BaseT LAN，支持 802.1X 身份认证，支持代理服务器
电源： 以太网供电，兼容 IEEE 802.3af 协议/Class 0
外壳：铝制，面板玻璃为无边框设计，IP30
安装：墙面式安装，适用于玻璃墙等墙面，无需钻孔和切割，建议安装高度 150cm
尺寸：199x120x32mm
重量：0.8kg
4.5、

touchONE-12-M（墙面式预定触摸屏）

产品编号：CS0529
显示器类型： a-si TFT 式彩色显示屏，LED 背光
显示器尺寸： 12.1 寸/307.3mm(对角线)
分辨率：

1280x800 像素

视角：垂直 160°，水平 160°
触摸屏：投射式电容屏
感应：亮度和距离感应
LED 指示灯：绿灯代表空房，红灯代表已占用
网络： 10/100 BaseT LAN，支持 802.1X 身份认证，支持代理服务器
电源： 以太网供电，兼容 IEEE 802.3af 协议/Class 0
外壳：铝制，面板玻璃为无边框设计，IP30
安装：墙面式安装，适用于玻璃墙等墙面，无需钻孔和切割，建议安装高度 150cm
尺寸：320x200x32mm
重量：2.2kg
4.6、

touchONE-overview（房间&事件概况）

产品编号：CS0510
显示器：配有 HDMI 输出接口，可外接显示器
分辨率：1920×1080 像素
指示灯：电源指示灯
网络：10/100 /1000BaseT LAN，支持 802.1X 身份认证，支持代理服务器

电源： 5VDC，电源输入接口
外壳：金属外壳，无风扇，超薄设计
安装：入墙式安装或桌面摆放
尺寸：118x101x24mm
重量：0.5kg
4.7、

touchONE-manager（管理与分析）

产品编号：CS0537
显示器：配有 HDMI 输出接口，只显示当前设备 IP
分辨率：1920×1080 像素
指示灯：电源指示灯
网络：10/100 /1000BaseT LAN，支持 802.1X 身份认证，
支持代理服务器
电源： 5VDC，电源输入接口
外壳：金属外壳，无风扇，超薄设计
安装：入墙式安装或桌面摆放
尺寸：118x101x24mm
重量：0.5kg

5、 有线控制触摸屏

✓

基于以太网 IP 协议的有线触摸屏

✓

应用程序及移动端应用许可证服务

✓

全动态视频流预览

✓

32－bit 真彩，8－bit 透明度，α混合技术

✓

实时时钟（RTC）服务于预定的应用程序

✓

通过以太网对任何基于 IP 协议的设备进行双向控制

✓

易于网络集成

✓

通过以太网供电

✓

可通过网页浏览器进行网络访问与管理

✓

含网线、POE 适配器

5.1、

台式触摸屏 touchCUE-5

主要特性：
产品编号：CS0371
显示器类型： 彩色 IPS 显示屏，LED 背光
显示器尺寸： 4.3 寸/109mm(对角线)
分辨率：

800x480 像素

视角：垂直 160°，水平 160°
触摸屏：投射式电容屏
感应：亮度和距离感应
音频：内置话筒和扬声器
内存/非易失性闪存：512 MB RAM，最小 4 GB（可升级）
网络： 10/100 BaseT LAN，支持 802.1X 身份认证，支持代理服务器
电源： 以太网供电，兼容 IEEE 802.3af 协议/Class 0
外壳：铝制，面板玻璃为无边框设计，IP30，机座一体
尺寸：136x81x973mm
重量：0.4kg
包含配件：PoE 电源适配器，网线

5.2、

台式触摸屏 touchCUE-7

主要特性：
产品编号：CS0375
显示器类型： a-si TFT 式彩色显示屏，LED 背光
显示器尺寸： 7 寸/177.8mm(对角线)
分辨率：

1280x800 像素

视角：垂直 160°，水平 160°
触摸屏：投射式电容屏
感应：亮度和距离感应
音频：内置话筒和扬声器
内存/非易失性闪存：512 MB RAM，最小 4 GB（可升级）
网络： 10/100 BaseT LAN，支持 802.1X 身份认证，支持代理服务器
电源： 以太网供电，兼容 IEEE 802.3af 协议/Class 0
外壳：铝制，面板玻璃为无边框设计，IP30，机座一体
尺寸：199x115x97mm
重量：0.8kg
包含配件：PoE 电源适配器，网线
5.3、

台式触摸屏 touchCUE-12

主要特性：
产品编号：CS0466
显示器类型： a-si TFT 式彩色显示屏，LED 背光
显示器尺寸： 12.1 寸/307.3mm(对角线)
分辨率：1280x800 像素
视角：垂直 160°，水平 160°
触摸屏：投射式电容屏
感应：亮度和距离感应
音频：内置话筒和扬声器
内存/非易失性闪存：512 MB RAM，最小 4 GB（可升级）

网络： 10/100 BaseT LAN，支持 802.1X 身份认证，支持代理服务器
电源： 以太网供电，兼容 IEEE 802.3af 协议/Class 4
外壳：铝制，面板玻璃为无边框设计，IP30，机座一体
尺寸：320x192x153mm
重量：2.4kg
包含配件：PoE+电源适配器，网线
5.4、

挂墙式触摸屏 touchCUE-7-M

主要特性：
产品编号：CS0539
显示器类型： a-si TFT 式彩色显示屏，LED 背光
显示器尺寸： 7 寸/177.8mm(对角线)
分辨率：

1280x800 像素

视角：垂直 160°，水平 160°
触摸屏：投射式电容屏
感应：亮度和距离感应
音频：内置话筒和扬声器
内存/非易失性闪存：512 MB RAM，最小 4 GB（可升级）
网络： 10/100 BaseT LAN，支持 802.1X 身份认证，支持代理服务器
电源： 以太网供电，兼容 IEEE 802.3af 协议/Class 0
外壳：铝制，面板玻璃为无边框设计，兼容 VESA 标准 75mm×75mm，防护等级
IP30
安装：适用于多种墙面安装，如玻璃墙等，建议安装高度 150cm
尺寸：199x120x23mm
重量：0.8kg
包含配件：PoE 电源适配器，网线
5.5、

挂墙式触摸屏 touchCUE-12-M

主要特性：
产品编号：CS0540

显示器类型： a-si TFT 式彩色显示屏，LED 背光
显示器尺寸： 12.1 寸/307.3mm(对角线)
分辨率：

1280x800 像素

视角：垂直 160°，水平 160°
触摸屏：投射式电容屏
感应：亮度和距离感应
音频：内置话筒和扬声器
内存/非易失性闪存：512 MB RAM，最小 4 GB（可升级）
网络： 10/100 BaseT LAN，支持 802.1X 身份认证，支持代理服务器
电源： 以太网供电，兼容 IEEE 802.3af 协议/Class 0
外壳：铝制，面板玻璃为无边框设计，兼容 VESA 标准 75mm×75mm，防护等级 IP30
安装：适用于多种墙面安装，如玻璃墙等，建议安装高度 150cm
尺寸：320x200x32mm
重量：2.2kg
包含配件：PoE 电源适配器，网线

6、 台式、机架式中控主机

✓

基于以太网 IP 协议的高端控制器

✓

应用程序及移动端应用许可证服务器

✓

多种控制端口

✓

通过以太网对任何基于 IP 协议的设备进行双向控制

✓

前面板 LED 指示灯显示所有端口的状态

✓

实时时钟（RTC）服务于预定的应用程序

✓

可通过网页浏览器进行网络访问与管理

✓

可选配件详见配件部分

6.1、

controlCUE-versatile

产品编号：CS0475
RAM/储存卡内存：64 MB/256 MB（可升级）
红外捕捉接收器：1 路
无线控制面板红外接收器：－
网络：10/100 BaseT LAN，支持 802.1X 身份认证，支持代理服务器
RS232/485 双向串口：3 路
RS232/422/485 双向串口：－
多用途端口（可自定为 IR/RS232 输出/通用 I/O）
：8 路
IR/串行输出端口：－
通用 I/O 串口（模拟输入/数字输出）
：－
低压继电器 24V/0.5A：－
音频：－
电源：24VDC/最大 4W；以太网供电，兼容 IEEE 802.3af 协议/Class 0
外壳：铝制，防护等级 IP20
尺寸：109×43.5×92mm
重量：0.3 kg
包含配件：墙装电源适配器 24VDC/最大 4W；凤凰端子；网线；机架安装架
可选配件（需单独订购）
：IR Adapter/i 红外发射棒；Opto-input Adapter/i 感光

适配器；串口线缆；电流环路适配器
6.2、

controlCUE-one

产品编号：CS0412
RAM/储存卡内存：512 MB/4GB（可升级）
红外捕捉接收器：1 路
无线控制面板红外接收器：1 路
网络：10/100 BaseT LAN，支持 802.1X 身份认证，支持代理服务器
RS232/485 双向串口：－
RS232/422/485 双向串口：2 路
多用途端口（可自定为 IR/RS232 输出/通用 I/O）
：－
IR/串行输出端口：4 路
通用 I/O 串口（模拟输入/数字输出）
：4 路
低压继电器 24V/0.5A：2 路
音频：线路输入/输出
电源：24VDC/最大 4W
外壳：铝制，防护等级 IP20
尺寸：210×43.5×92mm
重量：0.5 kg
包含配件：墙装电源适配器 24VDC/最大 4W；凤凰端子；网线；机架安装架
可选配件（需单独订购）
：IR Adapter/i 红外发射棒；Opto-input Adapter/i 感光适配
器；串口线缆
6.3、

controlCUE-two

产品编码：CS0414
RAM/储存卡内存：512 MB/4GB（可升级）
红外捕捉接收器：1 路
无线控制面板红外接收器：1 路
网络：10/100 BaseT LAN，支持 802.1X 身份认证，支持代理服务器
RS232/485 双向串口：－

RS232/422/485 双向串口：6 路
多用途端口（可自定为 IR/串行输出/通用 I/O）：－
IR/串行输出端口：8 路
通用 I/O 串口（模拟输入/数字输出）
：8 路
低压继电器 24V/0.5A：4 路
音频：线路输入/输出
电源：24VDC/最大 4W
外壳：铝制，防护等级 IP20
尺寸：210×43.5×92mm
重量：0.6 kg
包含配件：墙装电源适配器 24VDC/最大 4W；凤凰端子；网线；机架安装架
可选配件（需单独订购）
：IR Adapter/i 红外发射棒；Opto-input Adapter/i 感光
适配器；串口线缆

6.4、

接口说明

7、 DIN 轨道安装式主机

✓

基于以太网 IP 协议的高端控制器

✓

应用程序及移动端应用许可证服务器

✓

多种控制端口

✓

通过以太网对任何基于 IP 协议的设备进行双向控制

✓

前面板 LED 指示灯显示所有端口的状态

✓

实时时钟（RTC）服务于预定的应用程序

✓

可通过网页浏览器进行网络访问与管理

✓

可选配件详见配件部分

7.1、

controlCUE-versatile-d

产品编码：CS0453
RAM/储存卡内存：64 MB/256 MB
红外捕捉接收器：1 路
网络：10/100 BaseT 双绞线以太网，支持 802.1X 身份认
证，支持代理服务器
RS232/485 双向串口：3 路
多用途端口（可自定为 IR/串行输出/通用 I/O）
：8 路
DALI：－
KNX：－
电源：24VDC/最大 4W；通过以太网供电，兼容 IEEE 802.3af 协议/Class 0
外壳：塑料，DIN 轨道安装，4M，防护等级 IP20
尺寸：70×90×58mm
重量：0.2 kg
包含配件：DIN 轨道电源适配器 24VDC/15W；凤凰端子；网线
可选配件（需单独订购）
：IR Adapter/i 红外发射棒；Opto-input Adapter/i 感光
适配器；串口线缆；电流环路适配器

7.2、

controlCUE-dali-d

产品编码：CS0454
RAM/储存卡内存：64 MB/256 MB
红外捕捉接收器：1 路
网络：10/100 BaseT 双绞线以太网，支持 802.1X 身份认
证，支持代理服务器
RS232/485 双向串口：1 路
多用途端口（可自定为 IR/串行输出/通用 I/O）
：4 路
DALI：1 路，需要外接 DALI 电源
KNX：－
电源：24VDC/最大 4W；以太网供电，兼容 IEEE 802.3af 协议/Class 0
外壳：塑料，DIN 轨道安装，4M，防护等级 IP20
尺寸：70×90×58mm
重量：0.2 kg
包含配件：DIN 轨道电源适配器 24VDC/15W；凤凰端子；网线
可选配件（需单独订购）
：IR Adapter/i 红外发射棒；Opto-input Adapter/i 感光适配
器；串口线缆；电流环路适配器
7.3、

controlCUE-knx-d

产品编码：CS0455
RAM/储存卡内存：64 MB/256 MB
红外捕捉接收器：1 路
网络：10/100 BaseT 双绞线以太网，支持 802.1X 身份认
证，支持代理服务器
RS232/485 双向串口：1 路
多用途端口（可自定为 IR/串行输出/通用 I/O）
：4 路
DALI：KNX：1 路，需要外接 KNX 电源
电源：24VDC/最大 4W；通过以太网供电，兼容 IEEE 802.3af 协议/Class 0

外壳：塑料，DIN 轨道安装，4M，防护等级 IP20
尺寸：70×90×58mm
重量：0.2 kg
包含配件：DIN 轨道电源适配器 24VDC/15W；凤凰端子；网线
可选配件（需单独订购）
：IR Adapter/i 红外发射棒；Opto-input Adapter/i 感光
适配器；串口线缆；电流环路适配器
7.4、

controlCUE-dmx-d

产品编码：CS0456
RAM/储存卡内存：64 MB/256 MB
红外捕捉接收器：1 路
网络：10/100 BaseT 双绞线以太网，支持 802.1X 身份认
证，支持代理服务器
RS232/485 双向串口：1 路
多用途端口（可自定为 IR/串行输出/通用 I/O）
：4 路
DALI：KNX：DMX512: 2 路
EnOcean RF：－
电源：24VDC/最大 4W；通过以太网供电，兼容 IEEE 802.3af 协议/Class 0
外壳：塑料，DIN 轨道安装，4M，防护等级 IP20
尺寸：70×90×58mm
重量：0.2 kg
包含配件：DIN 轨道电源适配器 24VDC/15W；凤凰端子；网线
可选配件（需单独订购）
：IR Adapter/i 红外发射棒；Opto-input Adapter/i 感光
适配器；串口线缆；电流环路适配器
7.5、

controlCUE-enocean-d

产品编码：CS0458
RAM/储存卡内存：64 MB/256 MB

红外捕捉接收器：1 路
网络：10/100 BaseT 双绞线以太网，支持 802.1X 身份认证，支持代理服务器
RS232/485 双向串口：1 路
多用途端口（可自定为 IR/串行输出/通用 I/O）
：4 路
DALI：KNX：DMX512: EnOcean RF：868MHz，欧洲适用
电源：24VDC/最大 4W；通过以太网供电，兼容 IEEE 802.3af 协议/Class 0
外壳：塑料，DIN 轨道安装，4M，防护等级 IP20
尺寸：70×90×58mm
重量：0.2 kg
包含配件：DIN 轨道电源适配器 24VDC/15W；凤凰端子；网线
可选配件（需单独订购）
：IR Adapter/i 红外发射棒；Opto-input Adapter/i 感光适配
器；串口线缆；电流环路适配器

7.6、

接口说明

8、 轻型主机

✓

高性价比的主机

✓

只能通过 CUEnet2 与以太网设备通信

✓

通过以太网设备控制但不支持邮件

✓

多种控制端口

✓

前面板 LED 指示灯显示所有端口的状态

✓

实时时钟（RTC）服务于预定的应用程序

✓

通过以太网供电

✓

可通过网页浏览器进行网络访问与管理

✓

机体适合桌面或 DIN 轨道等安装方式

✓

可选配件详见配件部分

8.1、

smartCUE-relay

产品编码：CS0496
红外捕捉接收器：1 路
网络：10/100 BaseT 双绞线以太网，支持 802.1X 身份认
证，支持代理服务器
RS232/485 双向串口：3 路
多用途端口（可自定为 IR/串行输出/通用 I/O）
：6 路
低压继电器 24V/0.5A：6 路
电源：24VDC/最大 4W；通过以太网供电，兼容 IEEE 802.3af 协议/Class 0
外壳：铝制，防护等级 IP20
尺寸：105×43.5×92mm
重量：0.3 kg
包含配件：墙装电源适配器 24VDC/24W；凤凰端子；网线
可选配件
（需单独订购）
：
机架安装架，
IR Adapter/i 红外发射棒；
Opto-input Adapter/i
感光适配器；串口线缆；电流环路适配器

8.2、

smartCUE-versatile

产品编码：CS0491
红外捕捉接收器：1 路
网络：10/100 BaseT 双绞线以太网，支持 802.1X 身份认
证，支持代理服务器
RS232/485 双向串口：3 路
多用途端口（可自定为 IR/串行输出/通用 I/O）
：8 路
低压继电器 24V/0.5A：电源：24VDC/最大 4W；通过以太网供电，兼容 IEEE 802.3af 协议/Class 0
外壳：铝制，防护等级 IP20
尺寸：105×43.5×92mm
重量：0.3 kg
包含配件：墙装电源适配器 24VDC/24W；凤凰端子；网线
可选配件（需单独订购）
：机架安装架，IR Adapter/i 红外发射棒；Opto-input
Adapter/i 感光适配器；串口线缆；电流环路适配器
8.3、

smartCUE-versatile-d

产品编码：CS0492
红外捕捉接收器：1 路
网络：10/100 BaseT 双绞线以太网，支持 802.1X 身份认证，支
持代理服务器
RS232/485 双向串口：3 路
多用途端口（可自定为 IR/串行输出/通用 I/O）
：8 路
低压继电器 24V/0.5A：电源：24VDC/最大 4W；通过以太网供电，兼容 IEEE 802.3af 协议/Class 0
外壳：塑料，DIN 轨道安装，4M，防护等级 IP20
尺寸：70×90×58mm
重量：0.2 kg
包含配件：DINl 轨道电源适配器 24VDC/15W；凤凰端子；网线

可选配件（需单独订购）
： IR Adapter/i 红外发射棒；Opto-input Adapter/i 感光适
配器；串口线缆；电流环路适配器
8.4、

接口说明

9、 有线控制面板－小型面板
9.1、

KeypadCUE-55

产品编号：CS0542
产品描述：控制面板，配有 55×55mm 塑料边框
按键数量：8 键
自定义标签：用户自定义按键标签，红色背光的亮度可调
指示灯：每个按键都有 8 种可编程的红色 LED 灯
通信端口：RS－485
电源：24VDC/最大 2W
外壳：铝制，防护等级 IP30
尺寸：55×55×10.5mm
重量：0.1 kg
包含配件：4 针、3.5mm 网线接口、墙装适配器、白色塑料边框
墙装示意图：

桌面信息盒安装示意图：

10、 有线控制面板－入墙式控制面板
10.1、

keypadCUE-1G

产品编号： CS0221
产品描述：入墙式
按键：8 个，红色背光
自定义标签：印在透明按键上
20 段 LED 电平表：1
指示灯：可编程的两段红色按键背光
通信端口：RS-485
电源：直流 24VDC/最大 3W
外壳：前面板不锈钢，防护等级 IP30
尺寸：69 x 108 x 50 mm
重量：0.2 kg
包含配件：金属底盒
10.2、

keypadCUE-2G

产品编号： CS0222
产品描述：入墙式
按键：16 个，红色背光
自定义标签：印在透明按键上
20 段 LED 电平表：2
指示灯：可编程的两段红色按键背光
通信端口：RS-485
电源：直流 24VDC/最大 4W
外壳：前面板不锈钢，防护等级 IP30
尺寸：110 x 108 x 50 mm
重量：0.4 kg
包含配件：金属底盒

10.3、

keypadCUE-3G

产品编号： CS0223
产品描述：入墙式
按键：24 个，红色背光
自定义标签：印在透明按键上
20 段 LED 电平表：2
指示灯：可编程的两段红色按键背光
通信端口：RS-485
电源：直流 24VDC/最大 4W
外壳：前面板不锈钢，防护等级 IP30
尺寸：155 x 108 x 50 mm
重量：0.7 kg
包含配件：金属底盒
11、

无线 IP 接口设备

✓

性价比高的无线接口设备

✓

用于 LED 灯具调光/电源开关控制

✓

Wi-Fi 设置简便

✓

与触摸屏、中控主机完全兼容

✓

可在 CVC 中编程

✓

配有应用程序编程接口，可自定义应用

✓

前面板指示灯显示所有端口的状态

✓

可通过网页浏览器进行网络访问与管理

✓

统一的塑料外壳，适合墙面或 DIN 轨道安装

11.1、

nodeCUE-led4-w

产品编码：CS0476
网络：支持 IEEE 802.11 b/g/n 无线网络协议，工作频段 2.4 GHz
输入：－

LED 输出：4×LED 电压控制，最大电压：26 VDC，最大负载：3A/通道，脉宽调制：
200Hz
无线继电器：－
电源：12－26VDC
外壳：塑料，DIN 轨道安装，4M，防护等级 IP20
尺寸：71.1×90×32.2mm
重量：0.1 kg
11.2、

nodeCUE-relay2-w

产品编码：CS0484
网络：支持 IEEE 802.11 b/g/n 无线网络协议，工作频段 2.4 GHz
输入：2×电源开关，连接至 L 的公共触点
LED 输出：－
无线继电器：2×NC－C－NO，最大电压：250VAC
每通道最大负载：电阻负载：10A，电容负载：10A，电感负载：2A
电源：100－240VDC，50/60Hz
外壳：塑料，DIN 轨道安装，4M，防护等级 IP20
尺寸：71.1×90×32.2mm
重量：0.15kg

12、
12.1、

接口设备
PEA208

PEA208 是一个 2 通道模拟输出接口，每一个独立的 0-10V 输出通道可 VCA、调
光器、液压或气压阀门设备。内置的继电器可切断电源用于控制荧光灯镇流器。
产品编号：
CS0225-1（110V）
CS0225-2（230V）
产品描述：模拟输出 0－10V，内置继电器，LED 指示灯
输入：4 ×触点开关
输出：2 个独立的 0–10V 模拟输出、2 路继电器 230V，最大 8A
通信接口：RS-485
按钮：4×测试按钮
指示灯：电源状，串口通道动，输出状态
电源：110 或 230 VAC/最大 12A
外壳：塑料，适用于 DIN 轨道安装方式，4M，防护等级 IP20
尺寸：71x90x58mm
重量：0.3kg
可调参数：输入响应、最小和最大输出电压、跳跃时间
12.2、

PEF200

PEF200 是一个 2 通道镇流器的灯光控制接口，可通过 DSI（数字信号接口）控制。
产品编号：
CS0166-1（110V）
CS0166-2（230V）
产品描述：2 通道镇流器的灯光控制接口，可通过 DSI（数字信号接口）控制
输入：4 ×触点开关
输出：2×DSI 接口，每个端口可控制最多 50 个镇流器

通信接口：RS-485
按钮：4×测试按钮
指示灯：电源状态，串口通道动，输出状态
电源：110 或 230 VAC/最大 12A
外壳：塑料，适用于 DIN 轨道安装方式，4M，防护等级 IP20
尺寸：71x90x58mm
重量：0.3kg
可调参数：输入响应、最小和最大输出电压、跳跃时间

13、
13.1、

电源控制设备
relayCUE-8(8 路继电器)

relayCUE-8 是一个 8 通道的继电器控制开关，
每通道最大负载 10A。
可通过 RS485
或触点开关控制。
产品编号：
CS0335-1（110V）
CS0335-2（230V）
产品描述：8 通道继电器控制开关设备
继电器：4x C-NO, 4x NC-C-NO
最大电压：250 VAC
每通道最大输出负载：电阻负载：10A，电容负载：10A，感应负载：2A
通信接口：RS-485
继电器输入：8 路
测试按钮：8 个
指示灯：电源状态、串口通道状态，所有继电器状态
电源：110 或 230 VAC/最大 6VA
外壳：塑料，适用于 DIN 轨道安装方式，9M，防护等级 IP20
尺寸：158x90x58mm
重量：0.5kg
可调参数：输入响应、最小和最大输出电压、跳跃时间
13.2、

PES03

PES03 是一个用于开关通道的 3 通道抑制器，可以采用 DIN 轨道安装方式。
产品编号：CS0168
产品描述：用于开关的 3 通道抑制
最大电压：275 VAC
每通道最大输出负载：10A
外壳：塑料， DIN 轨道安装，2M，防护等级 IP20

尺寸：36 x 90 x 58 mm
重量：0.1 kg

14、

调光器

14.1、

PED108(单路调光器)

PED108 是一个电阻和电感式的单路调光器，最大负载 8A，可通过串口或触点开
关控制。
产品编号：
CS0164-1（110V）
CS0164-2（230V）
产品描述：单路调光器
输出：1 路
输出负载模式：电阻和电感式负载
每通道输出最大负载：8A
过载保护：过载保险
通信接口：RS-485
触摸控制输入：2 个
测试按钮：2 个
指示灯：电源状态、串口通道状态，输出状态
电源：110 或 230 VAC/最大 6VA
外壳：塑料，DIN 轨道安装，6M，防护等级 IP20
尺寸：106 x 90 x 58 mm
重量：0.8 kg

14.2、

PED202(双路调光器)

PED202 是一个电阻和电感式的双路调光器，每通道最大负载 2.7A，总共最大负
载 4A，可通过串口或触点开关控制。
产品编号：
CS0165-1（110V）
CS0165-2（230V）

产品描述：双路调光器
输出：2 路
输出负载模式：电阻和电感式负载
每通道输出最大负载：2.7A（总负载最大 4A）
过载保护：过载保险
通信接口：RS-485
触摸控制输入：4 个
测试按钮：4 个
指示灯：电源状态、串口通道状态，输出状态
电源：110 或 230 VAC/最大 6VA
外壳：塑料，DIN 轨道安装，6M，防护等级 IP20
尺寸：106 x 90 x 58 mm
重量：0.5 kg
14.3、

PET102(单路调光器)

PET102 是一个用于电阻和电感式负载的单路调光器，最大负载 2A，适用于电子变压
器的调光，可通过串口或触点开关控制。
产品编号：
CS0244-1（110V）
CS0244-2（230V）
产品描述：单路调光器，适用于电子变压器的调光
输出：1 路
输出负载模式：电阻和电感式负载
每通道输出最大负载：2A
过载保护：过载保险
通信接口：RS-485
触摸控制输入：2 个
测试按钮：2 个
指示灯：电源状态、串口通道状态，输出状态
电源：110 或 230 VAC/最大 6VA

外壳：塑料，DIN 轨道安装，3M，防护等级 IP20
尺寸：53 x 90 x 58 mm
重量：0.5 kg
14.4、

PET105(单路调光器)

PET105 是一个用于电阻和电感式负载的单路调光器，最大负载 5A，适用于电子
变压器的调光，可通过 PEbus 或触点开关控制。
产品编号：
CS0245-1（110V）
CS0245-2（230V）
产品描述：单路调光器，适用于电子变压器的调光
输出：1 路
输出负载模式：电阻和电感式负载
每通道输出最大负载：5A
过载保护：过载保险
通信接口：RS-485
触摸控制输入：2 个
测试按钮：2 个
指示灯：电源状态、串口通道状态，输出状态
电源：110 或 230 VAC/最大 6VA
外壳：塑料，DIN 轨道安装，6M，防护等级 IP20
尺寸：106 x 90 x 58 mm
重量：0.5 kg

15、 电源适配器
15.1、

CUEadapter-24J24

产品编号：CS0436
产品描述：交流/直流电源模式转换
输入范围：交流 90～240 VAC，50/50Hz
输出电压范围：直流 24 VDC，24W
接口：电源接口
外壳：塑料，防护等级主 IP40
尺寸：94x 46 x 36 mm
重量：0.2 kg
15.2、

CUEadapter-24P24

产品编号：CS0437
产品描述：交流/直流电源模式转换
输入范围：交流 90～240 VAC，50/50Hz
输出电压范围：直流 24 VDC，24W
接口：2 针，3.5mm
外壳：塑料，防护等级主 IP40
尺寸：94x 46 x 36 mm
重量：0.2 kg
15.3、

CUEadapter-24DIN15（DIN 轨道安装）

产品编号：CS0474
产品描述：交流/直流电源模式转换
输入范围：交流 85～264 VAC，50/50Hz
输出电压范围：直流 24 VDC，15W
接口：终端接口
外壳：塑料，DIN 轨道安装，2M，防护等级主 IP20

尺寸：25x 93 x 56 mm
重量：0.1 kg
15.4、 CUEadapter-24DIN30 （DIN 轨道安装）
产品编号： CS0367
产品描述：交流/直流电源模式转换
输入范围：交流 85～264 VAC，50/50Hz
输出电压范围：直流 24 VDC，30W
接口：终端接口
外壳：塑料，DIN 轨道安装，5M，防护等级主 IP20
尺寸：78x 93 x 56 mm
重量：0.3 kg
15.5、 CUEadapter-24DIN60 （DIN 轨道安装）
产品编号： CS0368
产品描述：交流/直流电源模式转换
输入范围：交流 85～264 VAC，50/50Hz
输出电压范围：直流 24 VDC，60W
接口：终端接口
外壳：塑料，DIN 轨道安装，5M，防护等级主 IP20
尺寸：78x 93 x 56 mm
重量：0.3 kg
15.6、 DALIpwr （DIN 轨道安装）
产品编号： CS0459
产品描述：DALI 电源
输入范围：交流 85～264 VAC，50/50Hz
输出电压范围：最大电流 240mA
接口：终端接口

外壳：塑料，DIN 轨道安装，1M，防护等级主 IP20
尺寸：17x 93 x 56 mm
重量：0.05 kg
15.7、

PoE Adapter（PoE 电源）

产品编号： CS0327
产品描述：PoE 网口，兼容 IEEE802.3af/at
输入：网络协议
接口：以太网，RJ-45 接口
输出电源：以太网口，PoE，RJ-45 接口
输入电源：100－240 VAC, 50/60Hz
外壳：塑料，防护等级主 IP40
尺寸：131x 60 x 33 mm
重量：0.2 kg

16、

配件

16.1、 Rack Mounting Shelf (机架安装配件)
机架安装架提供简单的安装方案用于安装到标准的
19”机柜。一个 CS0449 提供一个标准的 19”机架空间，
允许安装两个半机架或四个 1/4 机架的控制器。
产品编码：CS0449
产品描述：19 寸安装机柜，用于台式和轻型主机
外壳：不锈钢
尺寸：19”, 1 U 482.6 x 43.5 x 165 mm
重量：1.3 kg

16.2、

IR Adapter /i 套装(红外适配器)

IR Adapter/ i 红外线缆用于控制带有 IR 接收器的 AV 设备，可以使用双面胶带固
定在 AV 设备的 IR 接收窗。线缆长 2 米。
产品编码：CS0256
产品描述：5×红外发射器，可与 IR/串口输出和多用途
端口配用，可使用双面胶将其固定在接收窗口，线长 2 米。
接口：2 针，3.5mm
16.3、

Opto-Input Adapter /i(感光适配器)

Opto-Iput Adapter/ i 感光适配器通过内置的感光元件读取受控设备的状态指示，可
以使用双面胶带固定在受控设备的指示灯上。线缆长 2 米。
产品编码：CS0257
产品描述：感光传感器，可与通用 I/O 串口和多用途端口配用。
接口：2 针，3.5mm

17、

高带宽混合矩阵

Imagine 系列高带宽多媒体模块矩阵切换器，提供两种模块化机箱供选择，输入/
输出规模为 10×9 及 20×19。每一通道输入/输出都是模块化，可根据信号选择包括
HDMI、DVI、VGA、双绞线、HDBaseT 的模块化板卡，并且每通道板卡都可以选择是
否为无缝。IPS 全视角高清屏提供每通道信号的预览。全数字的处理架构，高背板带宽
支持 4K 输入和输出，提供对未来更高标准信号的支持。
17.1、 Imagine-ten（10×9）
通道：10 个输入通道、9 个输出通道，每个
通道板卡支持一路信号，可热插拔设计无需将矩
阵断电即可在任何时间更换输入/输出板
分辨率：最高支持 4K×2K 4：4：4 True Color
色采取样：24bit /1080P
拼接：内置拼接，输入分辨率自适应，输出可自定义分辨率
EDID：支持自适应/自定义 EDID
音视频同步：音视频同步切换，声音完美和画面同步
预览：IPS 高分辨率显示屏支持信号预览，同时也可通过网络进行信号预览
尺寸：2.5U
显示屏：4.5 英寸 IPS 全视角高分辨率屏
控制：支持网络、RS232 控制、前面板按键控制
电源：AC220V/50Hz
功率：100W
散热方式：风扇
17.2、 Imagine-twenty（20×19）
通道：20 个输入通道、19 个输出通道，每个通道
板卡支持一路信号，可热插拔设计无需将矩阵断电即
可在任何时间更换输入/输出板
分辨率：最高支持 4K×2K 4：4：4 True Color

色采取样：24bit /1080P
拼接：内置拼接，输入分辨率自适应，输出可自定义分辨率
EDID：支持自适应/自定义 EDID
音视频同步：音视频同步切换，声音完美和画面同步
预览：IPS 高分辨率显示屏支持信号预览，同时也可通过网络进行信号预览
尺寸：4.5U
显示屏：4.5 英寸 IPS 全视角高分辨率屏
控制：支持网络、RS232 控制、前面板按键控制
电源：AC220V/50Hz
功率：200W
散热方式：风扇
17.3、

ImagineIN-HD（输入板卡）

输入格式：HDMI 1.4a
最大分辨率：3840×2560/30 Hz；1920×1200/60 Hz
色度取样：24bit（3840×2560）
音频：HDMI 内嵌数字音频
音频采样率：NG
EDID：自适应/预制/可编辑/可从输出复制
电源指示灯：绿色
工作指示灯：蓝色，用于表示有视频信号接入
尺寸：74mm×20mm×130 mm
17.4、

ImagineIN-DVI（输入板卡）

输入格式：DVI 1.0
最大分辨率：3840×2560/30 Hz；1920×1200/60 Hz
色度取样：24bit（3840×2560）
音频：－
音频采样率：NG
EDID：自适应/预制/可编辑/可从输出复制

电源指示灯：绿色
工作指示灯：蓝色，用于表示有视频信号接入
尺寸：74mm×20mm×130 mm
17.5、 ImagineIN-VGA（输入板卡）
输入格式：VGA
最大分辨率：1920×1200/60 Hz
色度取样：24bit
音频：－
音频采样率：－
EDID：自适应/预制/可编辑/可从输出复制
电源指示灯：绿色
工作指示灯：蓝色，用于表示有视频信号接入
尺寸：74mm×20mm×130 mm
17.6、 ImagineIN-CAT（输入板卡）
输入格式：私有协议 RJ45
最大分辨率：1920×1200/60 Hz
传输距离：1080P 全高清信号通过 Cat6 线可延长 60 米
色度取样：24bit
音频：LPCM，DTS-HD，Dolby True HD
电源指示灯：绿色
工作指示灯：蓝色，用于表示有视频信号接入
尺寸：74mm×20mm×130 mm
17.7、 ImagineIN-HDBaseT（输入板卡）
输入格式：HDBaseT
最大分辨率：3840×2560/30 Hz；1920×1200/60 Hz
传输距离：1080P 全高清信号通过 Cat6 线可延长 70 米

色度取样：24bit（3840×2560）/ 24bit（1920×1200）
音频：LPCM，DTS-HD，Dolby True HD
电源指示灯：绿色
工作指示灯：蓝色，用于表示有视频信号接入
尺寸：74mm×20mm×130 mm
17.8、

ImagineOUT-HD（无缝输出板卡）

输出格式：HDMI 1.4a
最大分辨率：3840×2560/30 Hz；1920×1200/60 Hz
色度取样：24bit（3840×2560）
音频：HDMI 内嵌数字音频
音频采样率：NG
EDID：自适应/预制/可编辑/可从输出复制
切换模式：无缝
电源指示灯：绿色
工作指示灯：黄色，用于表示有视频信号接入
尺寸：74mm×20mm×130 mm
17.9、

ImagineOUT-DVI（无缝输出板卡）

输出格式：DVI 1.0
最大分辨率：3840×2560/30 Hz；1920×1200/60 Hz
色度取样：24bit（3840×2560）
音频：－
音频采样率：NG
EDID：自适应/预制/可编辑/可从输出复制
切换模式：无缝
电源指示灯：绿色
工作指示灯：黄色，用于表示有视频信号接入
尺寸：74mm×20mm×130 mm

17.10、 ImagineOUT-VGA（无缝输出板卡）
输出格式：VGA
最大分辨率：1920×1200/60 Hz
色度取样：
音频：－
音频采样率：－
EDID：自适应/预制/可编辑/可从输出复制
切换模式：无缝
电源指示灯：绿色
工作指示灯：黄色，用于表示有视频信号接入
尺寸：74mm×20mm×130 mm
17.11、 ImagineOUT-CAT（无缝输出板卡）
输出格式：私有协议 RJ45
最大分辨率：1920×1200/60 Hz
最大传输距离：1080P 全高清信号通过 Cat6 线可延长 60 米
色度取样：24bit
音频：LPCM，DTS-HD，Dolby True HD
电源指示灯：绿色
工作指示灯：黄色，用于表示有视频信号接入
尺寸：74mm×20mm×130 mm
17.12、 ImagineOUT- HDBaseT（无缝输出板卡）
输出格式：HDBaseT
最大分辨率：3840×2560/30 Hz；1920×1200/60 Hz
最大传输距离：1080P 全高清信号通过 Cat6 线可延长
60 米
色度取样：24bit
音频：LPCM，DTS-HD，Dolby True HD

电源指示灯：绿色
工作指示灯：黄色，用于表示有视频信号接入
尺寸：74mm×20mm×130 mm
17.13、

ImagineIN/OUT- box（插卡式长距离双绞线传输盒）

制式：HDBaseT/私有协议
接口：VGA、HDMI、DVI/可选
最大分辨率：3840×2560/30 Hz；1920×1200/60
Hz
最大传输距离：1080P 全高清信号通过 Cat6 线可延
长 60 米
色 度 取 样 ： 24bit （ 3840×2560 ） /36 bit
（1920×1200）
音频：LPCM，DTS-HD，Dolby True HD
电源：5V，2A
电源指示灯：绿色
工作指示灯：绿色，用于表示有显示设备接入
尺寸：74mm×25mm×168 mm

17.14、 连接示意图

18、

ControlVID 多媒体管控及交互平台
18.1、

controlVID 多媒体管控及交互平台控制管理软件

ControlVID 是基于标准
TCP/IP 协议进行音视频传输
的系统解决方案，用户可在任
何位置观看任意高质量音视频
信号，并通过几乎任何设备来
进行控制。所有信号传输基于
用户的可管理 IP 网络。支持原
生未压缩或者是经过转换的分
辨率，全部画面的转换都是通
过网络的终端节点来处理，并
提供低延时、高质量的视频和
音频。通过平台管理软件，可以
使用简洁的界面来配置、管理、监控终端节点的工作状态。
ControlVID 硬件系统支持许多先进的音频和视频技术规范，包括数字音频网络
（DANTE）
、超高清电视（UHDTV）
、多服务器切换控制（KVM）以及双向的控制协议，每
个像素使用 4:4:4 色度取样和 8bit 色域标准进行处理。这些完美的音频/视频/控制信号使
用 TCP/IP 协议在网络中传输，
并由部署在 TCP/IP 网络的终端硬件以极高的速度分散处理。
ControlVID CSM 多
媒体控制台应用程序，用于
配置、管理、控制多媒体管
控及交互平台系统。通过这
款界面直观、简洁流程的应
用程序，对 ControlVID 系
统进行高效配置、管理和操
作。包括终端设备分组管理、
信号源设置、房间配置、场景设计。部署在 IP 网络上的摄像机、照明灯光、等设备进行控
制关联。

可为用户配置统一的
操作界面，配置用户管理
权 限 ， 实 时 检 测
ControlVID 系统中音、视
频信号的工作状态，对视
频信号进行路由管理，信
号源的对齐、移动、叠加和
尺 寸 调 整 ， 类 似 于
WINDOWS 视窗的双击操作全屏、还原，实时预览提供操作的即时响应。实时监测音
频信号的电平、调节增益，设置静音，调整回声消除模块、噪声消除模块，对环境声音
缺陷进行修正。 ControlVID CSM 丰富的配置选项、简洁的界面可缩短系统工程师配
置时间以及良好的用户人机交互。
18.2、 controlVID-one-i 标准 4K 终端输入，支持 Dante
视频编码：JPEG，H.264
最 大 分 辨 率 ： 4K*2K(3840*2160)@30fps 、
1080P(1920*1080)@60fps
音频编码：多协议音频编码、ADPCM、 AAC、AAC+、
AAC++、G.711、MP3
视频输入接口类型：1 个 HDMI 1.4b
视频输出接口类型：1 个 HDMI 1.4b（环出）
音频输入接口类型：1 个立体声 、平衡凤凰端子
USB 接口：1 个 USB 接口
网络接口：1 个 RJ-45
网络接口速率：1000Base-T
控制端口：双向 RS232
波特率：可调
尺寸：180mm×30mm×110mm

18.3、

controlVID-one-o 标准 4K 终端输出，支持 Dante

视频编码：JPEG，H.264
解 码 能 力 ： 4×4K*2K(3840*2160)@30fps 、 16×1080P(1920*1080)@30fps 、
32×720P(1280*720)@30fps、64×D1(720*576)@30fps
音频编码：多协议音频编码、ADPCM、 AAC、AAC+、AAC++、G.711、MP3
视频输入接口类型：1 个 HDMI 1.4b
视频输出接口类型：1 个 HDMI 1.4b（环出）
音频输入接口类型：1 个立体声 、平衡凤凰端子
USB 接口：1 个 USB 接口
网络接口：1 个 RJ-45
网络接口速率：1000Base-T
控制端口：双向 RS232
波特率：可调
尺寸：180mm×30mm×110mm
18.4、

接口示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