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与家居一体化
网关解决方案

云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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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sis - 连接楼宇与家庭
Intesis楼宇和智能家居网关系列产品了涵盖了所有相关标准和技术，包括市场上最全面的HVAC集
成产品组合以及适用于所有主流空调品牌的解决方案。

Intesis协议网关和空调网关和云解决方具有高度可靠，耐用，易于配置和安装等特点，广泛用于系统
集成领域。用户将从系统中高效的调试和不间断的运行中受益。
Intesis by HMS Networks
2016年，Intesis被HMS Networks收购，后者是工业通信和工业物联网解决方案的市场领导者。Intesis品牌是HMS楼宇自
动化产品和解决方案的核心品牌。HMS的其他主要市场包括制造业、电力、能源、运输、基础设施和物流。

高质量标准

关于HMS Networks
HMS Networks在全球拥有数百万的安装产品，是工
业通信和工业物联网(IIoT)解决方案的领先供应商。
HMS以“Connecting Devices”为理念，旨在创造一个
更加高效和可持续的世界。 我们的解决方案使我们
的客户能够在全球扩展业务。


员工:

> 700人

100%测试



地区:		

在16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



分销商:

> 50个国家

Intesis生产的每一件产品都经过检验，以确保达到最高的
质量标准。



品牌:		

Anybus, Ewon, Intesis, Ixxat

UL认证

设备制造商,机器制造商,
系统集成商,最终用户

Intesis产品包含UL标识的部件，生产线定期接受UL审核。
我们在所有主要的Intesis产品上都贴有UL标志，这是我们
的骄傲。


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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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sis产品经过不同的测试和认证，以确保达到
最高的质量标准。此外，针对特定市场还进行了
其他相关测试。

成立年份:

1988

覆盖全球

除了严格的内部质量检测外，Intesis产品还通过了独立检
测实验室的认证，以满足不同市场的国家法律要求。

协议认证

Intesis产品中所有标准协议的实施都严格按照每个协议规
范执行。通过官方认可的外部实验室进行测试和认证，
以确保完全的系统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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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项目的
解决方案

现代建筑中包含许多设备，他们来自不同的供应
商，这些设备需要在高精尖的网络中进行通信。

全球自动化市场中的系统集成商，BMS供应
商，HVAC制造商和专业人员都有一个共同点 —他
他们在楼宇自动化集成项目中都信任Intesis产品。

云解决方案

Intesis拥有长期的楼宇自动化协议和HVAC集成通信解决方案的
经验，为远程设备管理带来了云解决方案。

无论采用哪种楼宇自动化协议或空调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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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sis都是您的最佳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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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sis MAPS
一个快速方便配置的软件工具

Multi Addressing Point Solution
项目模板

产品模板

设备扫描

数据转换

诊断

安全配置

恢复

信息更新

对于每个网关，都有一个模板，为网关
中的两个协议提供了逐步的设置指南。

通过使用扫描功能，用户可以在现场找
到设备并自动导入所有数据。

使用Intesis MAPS诊断程序可以检测并解
决问题和错误。

Intesis MAPS
Intesis协议网关拥有强大的功能配置，可实现快速与简单明了的调试。

用户可以将网关的项目配置保存为文
件，例如用于恢复或更换网关。

提供产品模板，自动导入所有设备数
据，无需人工操作。

数据可以转换成所需的格式，例如调整
偏移，缩放或从摄氏度转换为华氏度。

MAPS配置项目受密码保护，以防止未经
授权的项目和安装操作。

每当网关或MAPS本身有可用的新软件版
本时，该工具都会发出通知 。

Intesis MAPS编程软件支持Intesis协议网关中所有协议组合的简单配置，无论针对何种协议都可提供简单且一致的方式
来对所有设备进行编程。启动MAPS软件后，用户为协议网关选择正确的模板，便可以进行调试。
Intesis MAPS提供了自动导入数据的设备模板。 支持缩放和偏移等转换，以实现所需的数据转换。 MAPS还允许用户进
行高级诊断和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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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处理好您的项目
准备好开始您的项目，即使您不在现场
即使没有Intesis设备，Intesis MAPS也可以启动您的项目。 只需依据设备制造商手册和/或BMS或SCADA工程师信息开
始创建您的配置文件。

调试前做好一切准备
检查您的配置，模拟通信，使用我们的模板，查阅我们的手册，参加我们的网络研讨会，并通过使用功能强大的工
具，充分利用我们的团队经验。 一切都安排妥当，以确保调试顺利进行。

模板功能
借助我们的模板功能，您可以从第三方设备*导入现有模板，并通过单击鼠标将其包含在您的项目中。 此外，您可以
创建自己的模板，并在任何项目中使用它。

快速、保存、安全的调试和故障排除
即使您不在现场，也可以通过IP*向网关提供远程连接，这确保在调试阶段测试项目的可能性。 您还可以解决办公室
可能遇到的任何问题。

减少差旅，节省金钱和时间
远程连接大大减少了差旅的需要，因为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调试或故障排除。
将诊断部分与远程连接一起使用，您将能够确保项目按时启动并运行，且有所保证。
通过四个简单的步骤，您就可以开始：
*请与您的IT部门联系，以获取有关外部通讯配置的更多信息。

* 需要互联网连接

创建您的配置项目

下载配置

启用通讯

测试和/或故障排除

使用我们的模板、导入选项和文档来轻
松创建您的配置项目。

启用EtherNet/IP 连接到网关，我们就可
以开始与网关通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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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远程位置下载配置项目。

一旦连接并下载了配置，您就可以开始
测试并排除任何需要连接到Intesis设备
的故障。

现在，一切都已启动并运行，
您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调试和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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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解决方案

在全球互联网技术迅速发展的推动下，建筑与家居自动化市场对互联智能设备连接解决方案的需求正在不断增长。
借助由HMS HubTM提供的Intesis Cloud Solutions，客户能够对以前没有连接的设备执行安全的基于云的远程远程监视和
控制。作为易于部署的端到端解决方案，Intesis Cloud Solutions包含了所有必要的元素，可以助您一臂之力！

本地应用

面向终端用户的Android和iOS手机应用管理程
序。

网络仪表板

开发了基于Web的专业设备管理工具，用于实时
控制和监视安装。

云解决方案

Intesis云解决方案结合了Intesis多年来开发空调网关和协
议网关的经验，并将设备管理引入云端。可以进行随时
随地控制和监视。

灵活性和适应性

我们的云控制解决方案可适应不同的项目规模和
需求。 这些项目包括住宅、学校、银行办公室、
商店、公共建筑等。

分布式项目

对于项目而言，理想的解决方案是分布式安装，
因此您可以从同一界面控制多个项目。

用户和权限管理

与其他平台用户共享已安装的设备管理，并根据
用户需要设置访问权限。

快速安装

易于安装的设备和直观的配置工具，可快速进行
项目调试。

云端设备管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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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Cloud Control, BACnet和Modbus设备的远程管理

通过应用程序或Web界面管理和控制任何BACnet或Modbus设备
借助ST Cloud Control，您将能够将所有不同的BACnet或Modbus设备连接到云，从而通过通用界面的应用程序
或Web界面进行直观、集中的管理。

网关特点
■
■
■
■

BACnet IP/MSTP 或 Modbus TCP/RTU 连接
每个网关最多可连接32个设备
每个设备最多12个应用插件
使用 Intesis Maps 轻松配置设备

升级服务
■
■
■
■

用于楼宇自动化的工业级连接
通过HMS HubTM 实现快速、可扩展的实时边缘连接
全数据控制和保护
在应用程序生命周期内进行安全更新

Intesis ST Cloud Control是一款来自HMS的基于云的解决方案，可以通过面向终端用户的手机程序
和基于网页的控制界面轻松监控任何BACnet或Modbus设备。

系统特点

■
■
■
■
■
■
■

用户只需将ST Cloud Control网关安装在所需的位置，并使用Intesis MAPS进行PC端的配置。这里可以创建应用插件（例
如布尔值、操作模式、调光器、模拟值、错误信号等），并将其与所选的BACnet对象或Modbus寄存器进行映射。
配置网关并将其分配给用户后，所有设备和应用插件将自动出现在应用程序和Web界面中，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创建相
应的界面。每个用户都可以自定义界面，重命名设备和应用插件，甚至可以随意重组它们。

轻松直观地监控设备
提供本机iOS和Android应用程序以及Web界面
创建场景并同时与多个设备交互
日历将显示每日计划的控制命令
通过通知进行系统状态的更新
设备共享和用户权限管理
可使用统一界面多项目管理

HMS Hub用于设备和云接口通信，这是一种经过工业验证的云解决方案，已引入到楼宇管理领域，用于确保安全可靠
的信息传输。

BACnet 或 Modbus

订货号

设备版本

INSTCMBG0040000
INSTCMBG0080000
INSTCMBG0160000
INSTCMBG0320000

4 D.V.
8 D.V.
16 D.V.
32 D.V.

Intesis ST Cloud Control使传统的
BACnet或Modbus设备更加智能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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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Cloud Control—使BACnet和
Modbus温控器变得智能
楼宇自动化设备对云控制的需求不断增长，传统设备制造商在智能设备方面的业务正在流失。
创建和维护物联网基础设施是一项复杂的任务，通常会使设备制造商无法专注于他们擅长的领域。ST Cloud Control能
够提供与任何BACnet或Modbus设备的云连接。
ST Cloud Control提供了一种基于云的、易于安装的解决方案，可以将任何BACnet或Modbus设备转变为智能设备。这可
以缩短智能设备的上市时间，同时为所有品牌的产品提供了通用解决方案。
该平台的灵活性和可扩展性允许无限数量的设备且集成尽可能多的变量，并且还提供对用户友好的Android和iOS应
用，供客户随时控制。

优势
▪ 缩短上市时间
▪ 减少基础设施和维护成本
▪ 提高用户舒适度
▪ 能源节约
▪ 减少配置时间

ST Cloud Control
为您建立安装项目的控制中心
由于BACnet和Modbus是楼宇中最常用的两种协
议，因此使用这些协议的设备数量正在逐日增加。
在许多安装中，由于配置复杂和价格昂贵，使用BMS并不
是最方便的解决方案。但是，我们需要一种管理工具。
ST Cloud Control非常适合不同地点的建筑(加油站、连锁
商店、出租公寓……)或小型自动化需求(学校、小型酒
店、工人营地……)的自动化项目。
在这些安装中本地管理尤为重要，而从一个通用仪表板查
看所有站点的总体安装情况是遵从不同节能或维护策略的
必要条件。
使用ST Cloud Control，您能够将任何Modbus和BACnet设
备连接到云，以进行直观，集中的管理。
由于基于Web的显示界面，因此无需安装或配置任何其他
软件，从而简化项目调试。
使用任何web浏览器，所有设备都可以在本地和远程进行
管理，而android和iOS应用程序提供控制和监控功能。

优势
▪ 在本地和远程即可监视和控制所有已连接设备的状态
▪ 为每个用户提供不同的访问权限
▪ 缩短调试时间
▪ 提高维护效率
▪ 改善安装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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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sis AC Cloud Control
—用于建筑物和设施管理的HVAC IoT解决方案

AC Cloud Control 功能
远程控制

开/关

智能

AC Cloud Control是由Intesis创建的HVAC IoT解决方案，用于建筑物和设施管理。基于云的远程控
制系统，可通过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智能手表或简单的互联网浏览器简单而直观地控制空调和热
泵。

专业

Intesis设备与空调之间的双向通信可确保最终用户根据需要继续使用制造商的遥控器，同时使云系统保持HVAC的实际
状态更新。
一旦建立了设备和云系统之间的通信，就可以轻松管理空调。无论哪个空调或热泵制造商，所有设备都可以通过统一
界面来进行控制并提供新的智能功能， 这可以确保节能和对机组的维护。
这些设备可以使用基于Web的同一界面来管理，因此无需安装其他管理工具。 提供用户友好的Android和iOS应用程
序。
借助专业的Full REST API（适用于云到云的通信），还可以进行更高级的集成。 该API用于多个云集成，例如Google
Assistant，Amazon Alexa或IFTTT等。

集成任何空调系统，并在任何地方进行控制
16

环境温度 Tº

模式

风扇 & 叶片
控制

邮件& 消息
推送

定时器 & 场景

多语言支持

错误代码 &
说明

画外音

防冻 & 防过热

运行时间

自动更新

维护 & 过滤器
清洗

与主要空调制造商共同开发的AC Cloud Control网关，为兼容的空调提供了广泛的云连接。云连接不需要线缆，因为这
些设备使用Wi-Fi技术将所有数据传输到云上。

Tº 设定温度

干接点输入

日程安排

Tº 温度限制

多站点

AC Cloud Control 主要优势
多品牌和多站点

节能和维护功能

二级用户

用于第三方集成的专业API

在三个不同的层级内组织任何品牌和型
号。

特殊功能可以帮助我们的客户提高能源效
率。

管理可以监视和控制每个机组的用户。

将您的系统连接到Intesis云解决方案，并
为客户提供双向HVAC控制。

电子邮件和消息推送

OEM 项目

注意气候系统中的情况。

减少上市时间和维护成本，我们的研发资
源可助您一臂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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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和热泵的智能接口

AC Cloud Control设备被开发为与空调连接，并使用本地Wi-Fi网络提供云连接。 它们是b/g/n兼容的，并使用2.4GHz频
率，以确保安装中牢固的数据链接。 借助IoT优化的通信协议，避免了通信问题。 由于仅使用出站端口，因此它们是
防火墙友好的，从而确保了简单，安全的配置。

空调控制器

PAC 和 VRF

订货号

点版本

AC Domestic units 转 Wi-Fi (ASCII)
VRV 和 Sky 系统转 Wi-Fi (ASCII)

INWFIDAI001I000
INWFIDAI001R000

1 I.U.
1 I.U.

RAC 和 VRF 系统转 Wi-Fi (ASCII)

INWFIFGL001I000
INWFIFGL001R000

1 I.U.
1 I.U.

VRF 系统转 Wi-Fi (ASCII)

INWFILGE001R000

1 I.U.

FD 和 VRF 系统转 Wi-Fi (ASCII)
Domestic units 转 Wi-Fi (ASCII)

INWFIMHI001I000
INWFIMHI001R000

1 I.U.
1 I.U.

Etherea AC units 转 Wi-Fi (ASCII)
ECOi 和 PACi 系统转 Wi-Fi (ASCII)

INWFIPAN001I000
INWFIPAN001R000

1 I.U.
1 I.U.

VRF 和 Digital 系统转 Wi-Fi (ASCII)

INWFITOS001R000

1 I.U.

INWFIUNI001I000

1 I.U.

远程控制器
RC 控制器

特定品牌设备的特定功能

 与主流空调厂商一起制造的设备使用每个厂商




的专有通信协议。
提供高级参数，例如错误信号，错误代码，
功耗*。
空调控制器直接连接到空调内部电路板，专门
为RAC和家用系列设计。
RC控制器连接到HVAC远程控制总线，专门为
PAC和VRF设计。

UNIVERSAL

通用控制器的特定功能






通用红外空调转 Wi-Fi (ASCII)

提供与数千种空调型号的兼容性。
只需要一个带有IR接收器和标准无线红外遥控
器的室内机。
配有红外接收器。
允许同时使用通用控制器和厂商的控制器。
通用控制器是专为PAC，RAC和VRF设计的。

PAC, RAC 和 VRF

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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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决于空调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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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空调兼容性
从未如此轻松

Intesis可帮助您减少碳排放
Intesis致力于通过提供最佳的集成产品组合来减少空调的CO2
排放。
十多年来，我们为全球70多万台空调设备提供了控制网关。
据估计，这些装置的能源消耗超过13亿千瓦时/年。 但是借
助我们的网关，每小时可节省4.11亿千瓦时，这意味着可节
省1.21亿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空调兼容性工具

这个数字相当于5.27亿台个人电脑一小时内产生的二氧化碳
总量，或者相当于近500万棵树一年吸收的二氧化碳总量。

全新空调兼容性工具提供了一种快速可靠的方式来检查空调与Intesis网关的兼容性。
无需在兼容性文档中寻找兼容性概况。借助这个基于网络的新工具的搜索引擎，点击一下鼠标就能找到你想要的答
案。
此外，现在对兼容性的维护要容易得多，因此我们也会确保此工具始终是最新版本。

搜索引擎

输入空调型号首字母并获取搜索建议，
使搜索更加轻松。

兼容的空调型号

我们的数据库中有2500多个型号，每天
都有更新！

兼容网关

全面了解搜索到的空调机组里所有兼容
的一对一Intesis网关

更新信息

由于该工具易于维护，因此我们可以确
保信息更新。

客户支持

在数据库里找不到您的空调型号吗？请
与我们联系，我们将为您提供最佳解决
方案。

CO2 相当于...

4,851,582 棵树
一年吸收量

CO2 相当于...

18,951 个欧洲人
一年排放量

CO2 相当于...

527,345,920 台个人电脑
一年排放量

CO2 相当于...

275,658 次航班
从伦敦到纽约排放量

20

21

与HMS合作
是实现工业通讯和
工业物联网的最佳选择！

瑞典HMS工业网络有限公司 – 全球各办公室
HMS - 瑞典(总部)
Tel: +46 35 17 29 00 (Halmstad HQ)
E-mail: sales@hms-networks.com

HMS - 德国
Tel: +49 721 989777-000
E-mail: ge-sales@hms-networks.com

HMS - 印度
HMS - 法国
Tel: +33 (0)3 67 88 02 50 (米路斯办公室) Tel: +91 83800 66578
E-mail: in-sales@hms-networks.com
E-mail: fr-sales@hms-networks.com
HMS - 芬兰
Tel: +358 404 557 381
E-mail: sales@hms-networks.com

HMS - 意大利
Tel : +39 039 59662 27
E-mail: it-sales@hms-networks.com

HMS - 日本
Tel: +81 45 478 5340
E-mail: jp-sales@hms-networks.com
HMS - 新加坡
Tel: +65 9088 6335
E-mail: sea-sales@hms-networks.com
HMS - 瑞士
Tel: +41 61 511342-0
E-mail: ch-sales@hms-networks.com

HMS - 英国
Tel: +44 1926 405599
E-mail: uk-sales@hms-networks.com
HMS - 美国
Tel: +1 312 829 0601
E-mail: us-sales@hms-networks.com

HMS - 中国
北京市朝阳区东直门外大街23号
东外外交办公大楼505F
Tel: (010) 85321188
Fax: (010) 85323209
E-mail: cn-sales@hms-network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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