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电气
面板开关综合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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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施耐德电气
全球能效管理和自动化领域的专家
施耐德电气正在引领住宅、楼宇、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及工业领域的能效管理与自动化的
数字化转型。
施耐德电气业务遍及全球 100 多个国家，是能源管理（包括中压、低压和关键电源）以及
自动化系统领域无可争议的领先企业。我们能够为用户提供融合能源、自动化以及软件的

€247亿
施耐德电气 2017 年的
销售额为 247 亿欧元

整体能效解决方案。
在我们的全球生态系统中，施耐德电气正在自己的开放平台上与众多优秀的合作伙伴、集
成商和开发者社区展开协作，共同为用户提供实时控制，提升运营效率。

142,000

我们相信，优秀的人才与合作伙伴使施耐德电气成为伟大的企业。与此同时，施耐德电气

全球拥有超过

对创新、多元化与可持续发展的承诺，也将确保每一个人，在任何时间，在任何地方都能

142,000 名员工

尽享

Life Is On。

施耐德电气中国
• 中国已经成为集团在全球第二大市场
• 在中国拥有17000名员工
• 3个主要研发中心和1所线上能源大学
• 23家工厂、8个物流中心、9个分公司和37个办事处遍布全国

17,000
3
1

个主要研发中心

所线上能源大学

名员工

8
9

个物流中心

个分公司

23
37

家工厂

个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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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开关产品介绍
墙上的美学 见微知著 以心思 照亮生活
都市人在追求便捷生活同时，也重视整体设计的心思与品位；室内设计的窍诀，尤其讲究骨节眼的处理。位于
视平线的开关，虽说是墙身上的一小部分，但若配搭不当，可破坏整个室内设计的布局，若配搭得宜，则往往起到
画龙点睛作用，令视觉美感更见灵动。一个别出心裁的开关，既能融合于整体设计之中，又可汇聚视线焦点，成为
设计概念的神来之笔。

人性时尚

无微不至

从外观到功能，全面诠释施耐德独到的“人性时尚”设计理念，
全维度深度探寻日常实用科学，以先进工艺实现个性装饰美学与人体工程学的完美融合。

施耐德产品系列以其独具匠心的产品理念和创新设计，多次获得国际设计大奖，外观与体验同
样精致出众，简约时尚，科技之美，优雅灵动。

焕新生活 乐享风尚
您的居室风格无时无刻不在彰显您的独到品味，
施耐德电气以色彩、材质和造型将工业美学凝固于墙壁之上。
个性美学，随心演绎。

product
design
award

product
design
award

2001

2005

Merten

Ulti奥智

product
design
award
2008

Zencelo轻点

（晶致系列）

2018
produc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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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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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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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2017

Merten

Merten

（灵慧系列）

（M-Pure ）

AvatarOn绎尚

Merten
（Wiser Taster-Mod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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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开关产品年代历程
统一的施耐德电气品牌

施耐德电气智能终端三大品牌

四大发明

1976
E30 按钮参与了灯绳时代的改变

1996
2003

E1000 带来全
新的使用体验

E3 0 0 0 应 用
内置式 LED
指示灯

ZENcelo 纯平开关缔造者

2007

7

schneider-electric.cn

产品全家福
All Products

Merten 系列

ULTI 奥智系列

E3000 都会系列

Turqo 蓝韵系列
Cuadro 皓朗系列

Vogue 轻逸系列

AFFLE 畅意系列

Artdeco 逸雅系列

Brillyn 睿意系列

Kavacha 天甲系列

schneider-electri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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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Ncelo 轻点系列

Adora 如意系列

WPS 五防系列

AvatarOn 绎尚系列

C86 清雅系列

Floor Socket 地面插座

Pieno 丰尚系列

A5 莹润系列

E5 悠扬系列

Delta 锐智综合布线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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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ten
系列
尖端品质 源自德国
Merten 产品在开关系列、 移动感应器等产品中都以先进的技术和
设计作为坚实的基础。

开关为德国原装进口，纯正的德国工艺与德国品质
来自以设计和品质著称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采用玻璃
和不锈钢等高质量材料， 以及操作直观的控制界面， 给
用户带来良好的使用体验。

只需看上一眼， 就能感受到 Merten 新式设计的精髓理念： 那就是
追求简约的风格， 精简的设计， 丰富的内涵。
形式和功能元素彼此融合， 构建出一个整体。

多种材质的功能件支架
同时实现支架纤薄化 和优异的抗扭曲形变能力，确保在
各种恶劣安装环境下开关都能紧贴墙面。支架安装孔位
经特殊优化设计，兼容各类安装底盒。

顶级多位联体边框，丰富材质及色彩选择

schneider-electri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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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创新的外观和结构设计
与全球顶尖设计师进行合作是推动创新的重要途径。Sir Nicholas Grimshaw 爵士曾悉
心指导 Merten 晶致系列、M 系列等大量产品的设计。
Merten 开关不仅具有实际价值，而且也受到专业设计领域的推崇。

M 系列 | 灵畅系列

M 系列 | 灵慧系列

开关的缤纷色彩

一个底座 多种选择

设计系列 | 晶致系列
ARGUS

创新视野 个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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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TI
奥智系列
艺术杰作 视觉盛筵
由空间设计中追求时尚感人士的完美选择。
大都市气息的装潢所蕴含的 美学与“奥智”系列产品精致融合，愉悦
您视觉的同时，以光辉触动您的所有感官，带您进入灵感迸发的新
层次生活。
清晰的线条、光滑别致的方形外观、耀目灵动的圆形按钮，极具反差

印象的艺术
“奥智” 是为在空间设计中追求时尚感的人士准备的。
大都市气息的装潢所蕴含的美学与 “奥智” 系列产品完
美融合， 愉悦您视觉的同时， 以光辉触动您的所有感
官， 带您进入灵感迸发的新层次生活。
多样式设计与环境浑然一体
可变换面板效果随心所想

效果的几何形状，演绎出前所未有的现代简约风格。
点睛之笔的环形 LED 背景灯指示，发出动人光亮。

创意，无限可能
用水晶玻璃、香槟金、磨砂银和珍珠白面板来让您的想象
一一实现。或者以我们的订制服务打造您的个人杰作，让
艺术降临您的空间。
专利技术引领行业潮流
顶级选材铸就坚固品质

schneider-electric.cn

创新技术 美好如初
要将 “奥智” 的精妙构思在机械开关上实现， 着实是一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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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design
award
2005
iF 产品设计奖

有了耗费巨资开发的 i.m.press 专利结构， 无论是新潮时尚的外观， 还是傲视群雄的性

（2005 年）

能都得以完美呈现。

同步动作按钮 (iso-motion-press) 专利技术
独特的同步动作按钮（iso-motion-press）专利技术， 确保开关不论打开还是关闭， 始

品质出众 完美呈现

终保持同一位置。 开创 250V纯平机械开关之先河， 创领行业巅峰。

一触可及
LED 背光 高端大气

• 根据心情和周围环境选择适用的操作
• 根据预先设定的场景启动设备
• 可以预先设定单独回路的状态

全方位娱乐及供电方案
• HDMI模块
• USB2.0模块
• RCA和S视频插座
• 桌面数据管理面板
• HDMI转UTP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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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000
都会系列
微功耗 LED 指示灯
E3000 都会系列以其革新的横式按键设计配合流线型边框， 引领时尚
潮流。

享誉世界的设计突破
• 将微功耗 LED 技术应用于机械式开关。
• 专利 * 注册的特大横式开关按键设计。

除了传统的荧光指示设计外，E3000 将崭新的微功耗 LED 指示灯技术
应用于充满时代感的银灰和白色开关上，节能环保、经久耐用，且柔和
不失俊酷。
创新的理念，精巧的细节处理，将“设计与功能”的理念完美融合，尽显
都会时尚格调。

荧光指示和 LED 指示灯两种方式可供选择
嵌入白色哑光面板上的荧光指示是 E3000 都会系列的
另一特色， 白天韬光养晦， 待夜晚来临后每一个指示
点均散发出柔和光晕， 实现时尚设计与日常生活的和谐
共存。

*：该专利2014年过期

schneider-electri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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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功耗 LED 指示灯技术，具有不发热、低能耗、高稳定性的特点。光线柔和、
亮度一致，在夜晚提供温馨和谐的视觉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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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特有的白色和蓝色 LED 指示灯， 在黑暗中明晰而柔和地显示开关位置。

ዐ

• LED 灯比常用氖灯具有节能， 低温升， 寿命长 , 光度柔和的特点。
گ

• 微功耗 LED 指示灯技术， 采用精密驱动电路， 具有低能耗、 不发热、 高稳定性的
特点。 光线柔和， 在夜晚提供温馨和谐的视觉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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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功耗 LED 指示与氖灯性能指标对比

蓝色 LED

白色 LED

ELV+ 酒店专用低压开关产品
• ELV+ 酒店专用低压开关产品专为配合酒店房控系统而开发， 内部采用微电子技术
和精密集成电路， 外部与 RCU 房控系统通过 RJ45 水晶头相连， 简单插拔、 无需
安装接线， 为酒店行业设定更可靠、 快捷的电气安装典范。
• 产品系列齐全、 功能完备， 全部秉承 E3000 都会系列的超凡外观设计精髓。 外观
时尚， 性能可靠， 让客人宾至如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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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Ncelo
轻点系列
纯平面板 完美变革

纯平开关 完美变革
• 荣获德国 iF 产品设计大奖

纯平变革 , 突破局限， 开创先河， 精巧设计 , 超乎想象。
奢华不再取决于价格， 而在于智慧和风格。
" impress" 专利技术， 激发 Zencelo 轻点纯平美学的无限可能。

• 专利保护的 impress 结构。
• 确保开关按键在开或关的状态下，
始终保持在同一个位置。

专利 注册的 "ondicator*" 技术， 在开关按键打开时显示成橙色， 而关
闭时则与按板颜色融为一体。
精巧的细节设计， 将 “形式与功能” 完美融合。

即时状态 即时显示
Zencelo 轻 点 专 利 注 册 的 “ondicator*” 技 术， 在 开 关
按键打开时显示成橙色， 而关闭时则与按板颜色融为一
体。 精巧的细节设计， 将 “形式与功能” 完美融合。

*：该专利2014年过期

schneider-electric.cn

16

新物理学 激发创意
• 开关无论在 ON 还是 OFF 状态， 按键始终保持在同一个位置。
• “impress” 专利技术， 激发 Zencelo 轻点纯平美学的无限可能。

专利保护的 impress 结构设计

双五孔插座

经典白

轻点色彩 品味即现
格调棕
多位联体边框

SZ | 格调棕

WG | 沉醉金

SA | 质感银灰

经典白

MG | 流沙金

SW | 质感银白

MB | 雅致黑

格调棕

太天灰
智能 MAP 多媒体连接器
WE | 经典白

MR | 品尚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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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tarOn
绎尚系列
绎尚如你 易换随心
1000 个人心里有 1000 个理想家，
每个家，都闪耀着灵感光芒，暗藏无数个性卓然的细节。

如形

极简纯平的设计

无边框纯平设计， 令开关与墙面完美无缝贴合， 宛若一
体， 不着痕迹， 塑造空间美学新理念。 独有专利技术，
优雅摆幅让开关开合时轻盈自如， 于不动声色中显露从
容之美。

AatarOn 绎尚系列，是细节与空间风格的极致融合。
一键换装的独特创新，让家的美不止于外观，亦随心之所向永不
停驻。
改变，绎风格。

如你

一键换装的创新

底边独设 “绎换键”， 单手即可拆卸面板， 保养便捷。
6 种标准面板与在线定制服务， 让开关轻松换装， 满足
您的个性与空间所有风格。
绎尚 “一键换装” 的创新理念， 让你的风格延伸到家的
每一处， 玄机暗藏的设计， 将前卫科技与实用美学完美
融合， 巧妙演绎随心而现的个性风尚。

schneider-electric.cn

如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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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贴心的功能

贴 心 LED 夜 间 指 示 灯， 于 黑
暗中清晰显示开关位置

镜瓷白

薄暮金

璀璨金

年轮褐

钥 匙 挂 扣、 手 机 支 架 与 USB
充电功能，赋予生活更多便捷

多联边框让空间整洁轻盈，轻

即用型智能夜灯， 使用灵活

松收纳用电需求

便捷， 提升夜间生活品质

枫霜白

云石白
标准颜色款

插 电 式 PM2.5 空 气 质 量 监 测
仪， 20 秒快速检测， 空气品
质一目了然

如臻

精细卓越的品质

优材， 确保原料高标准真环保， 无时无刻呵护家人；

工程定制款

精工， 外观做工精致， 内核性能可靠， 杜绝一切安全隐患。

DIY 定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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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eno
丰尚系列
欧洲极简美学

大开大合 简约之美

Pieno 丰尚， 以简约之美扣动心弦。

边” 按板， 纤薄板身辅以小角度弧线， 线条流畅利落，

每一面墙， 都是一张美学的面孔， 写满有关风格与品位的表情。
一只启明的开关， 也是墙上美学的组成。 它的风格， 它的线条，

Pieno 丰尚系列， 为墙上美学再添杰作。 极大化 “边到
设计浑然天成不着痕迹。 风格开朗明快， 洒脱自如。 不
在小节中繁冗雕琢， 而于大气中浮现气质。 为家居带来
德系简约设计的美学气息。

它的气质， 都是对墙壁美学秩序的书写， 也是对家居品位的定义。
人， 透过墙面， 反映内心的镜像， 流露审美的倾向。
丰尚， 以美的姿态， 化解墙壁所限， 开启无限光明。
“边到边” 按板。
纤薄板身辅以小角度弧线， 线条流畅利落。
独有 “SS” 机械装置技术（Slim Rocker, Sure Click）。
创新的 “PerfectFace® Switch Architecture” 专利设计。
流畅玲珑 超薄之美

超大翘板设计

索引星辰 点睛之美
白色荧光指示， 与白色按键形成 “同色配” 效果。 内敛
有度， 亮剑有时。 环境光亮时， 白色荧光指示和谐地融
入白色面板； 环境较暗时， 则会自动发出柔光， 清晰指
示开关位置， 同时兼顾美感与实用生活需要。
一抹轻灵亮色， 于黑暗中索引星辰之美。

schneider-electri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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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放自如 倾度之美
• 专利设计， 按板和边框一体成型。
• 按键间距均匀， 按键与边框间隙小， 面板安装到位后能保持按板平整美观。
• “边到边” 按键， 傲视群雄。

享有专利的边框和按键一体化设计

3度

6度

• “Slim Rocker” 超小角度按键摆幅结构，摆幅只有 ±6 度，是传统结构摆幅的一半。
• “Sure Click” 独特的摆杆式设计。

“SS”机械装置技术

传统翘板结构

快工细活 天工之美
独有“SS”机械和电气分断结构

双五孔插座
边框和按键一体化专利设计

内蕴之美 品质保障

写意黑

沉醉金

薰衣草银

质感银

不同风格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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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gue
轻逸系列
心随翼动 蝶般轻逸
独特悬浮蝶型按键

蝶型按键 灵动悬浮
灵感源自蝶翼弧面造型， 边缘纤薄精致， 轻盈悬浮墙壁
之上； 夜光灵动柔和， 开合轻盈， 触感顺滑。 灵动之
美脱颖而出，“不平” 之处尽胜平庸。

配以白金棕 5 款时尚色系
3D 感官风尚随心开启
更有便捷贴心专业设计家用功能面板
方寸间卓然出众
为您代言品味，演绎风格

光影炫色 立体时尚
模拟蝶翼鳞片与光线交互反射而产生的金属质感与绚丽
色彩， 选取低调优雅的白、 金、 棕色， 通过 5 款配色
辅以悬浮设计， 借用光、 影、 色的魅力， 与各类现代
家居元素轻松百搭， 营造个性卓然的立体效果。

清雅白

清逸金

格调金

大地棕

清雅棕

schneider-electri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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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多联 人性设计
专业电气工程师出品， 家用多联面板轻松收纳用电需求、
3.1A 墙面高品质 5 孔 2USB 插座让您随心乐享现代用电生
活， 整洁美观超越平庸。

大牌品质，信赖之选

家用多联方案
施耐德电气专业工程师定制 4 款家用多联开关插座， 全
屋用电需求一体收纳， 安全、 省心， 轻松取电一气呵
成； 更可实现边框模块自由组合， 轻松应对 DIY 个性化
用电需求配置。
• 4 款场景专业设计多联开关插座： 卧室、 客厅、 厨房
与书房
• 引入高端酒店多联边框概念， 化繁为简， 一体收纳

750℃高温阻燃

儿童防护门

优质 PC 材料

全面防止误接触消除触电
隐患

夜光指示

大间距 易插拔

莹莹夜光贴心设计柔和指
示， 开关便捷

大间距插座设计二三插同
时使用轻松插拔不打架

• 真正一体化外框， 挥别施工瑕疵

卧室（床头）多联

厨房多联

书房多联

客厅（电视墙）多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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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adro
皓朗系列
皓朗 , 风格派

极简画框“风格”美学

是艺术，也是生活

以极具设计感的洗练线条勾勒边框， 演绎风格派美学 ，

是态度，更是风格

与各种空间轻松百搭， 风格随心而现
经典配色 优雅百搭

皓朗，灵感源自蒙德里安“风格派”美学
极简画框造型，突破传统弧面，以简驭繁

犹如蒙德里安的红蓝白三原色， 清雅白、 格调金和深空
灰 , 优雅经典， 于方寸细节演绎不俗品味，
人性设计 周到呵护

随心百搭，轻松营造品味十足的居室风格。
施耐德电气专业工程师出品， 功能全面， 充分满足现代
家庭需求， 周到呵护您和家人安心生活每一天。

人感夜灯
专业级红外感应科技、 大范围立体双重智能感应模块， 灵
敏可靠 ;
LED 隐藏式护眼柔光， 时刻守护； 贴心延迟熄灭， 安全再
加分。

5 孔 2USB 插座
双 USB 充电设计充分满足现代家庭需求， 可同时高速完成
两台装置充电。
最大 3.1A(1A+2.2A) 双 USB 设计， 支持 ipad 和手 t 机同时
充电， 省时高效， 让您轻松乐享优质数码生活。

多联边框
用电需求一体收纳， 安全、 省心， 轻松取电一气呵成； 可实现
边框模块自由组合， 轻松应对 DIY 个性化用电需求配置。

schneider-electri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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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qo
蓝韵系列
创新 一体化时代
Turqo 蓝 韵， 取 意 拉 丁 文 的 “蓝 宝 石”， 专 利 的 “PerfectFace® Switch

享有专利的边框和按键一体化设计

Architecture” 是蓝韵开关面板独创的一体化结构设计， 不仅令边框和按键
接缝紧密均匀， 平整美观， 令安装拆卸轻松方便， 带来工作效率的大幅提
高； 其外观精致温润， 环保材质造就； 月牙形的蓝色荧光条， 如同宁静夜
晚静候的友善微笑； 而 16A 负载能力， 更让使用者安心无忧。

传统开关

蓝韵开关

月光白

步骤 1: 上螺丝

步骤 2: 盖面板

一步到位
一体化设计，不仅简化安装程序 , 节省宝贵的工作时间，
而且确保外观美感。

陨石灰

一目了然
采用独特卡口设计的面板，令开关安装过程轻松快捷，
省时省力。

2200
W

3520

10A

16A

W

特点
• 专利的“PerfectFace® Switch Architecture”一体化结构设计。

一劳永逸

• 月牙形蓝色荧光条，如同宁静夜晚静候的友善微笑。

蓝韵具有 16A 大电流负载能力，提供高稳定性与用电安

• 16A 负载能力，更让使用者安心无忧。

全性，保障您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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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ra
如意系列
造型玲珑 外观大方
Adora 系列为活泼而富有朝气的家居而设计， 外观气派大方。 其 8.5
毫米的玲珑外观、 隐秘的螺丝孔、 以及开关与其周边的动态过渡， 处处突
显卓尔不群的个性， 它极易与不同类型的装饰风格相融合。

单／双控开关

酒店产品

插座产品

酒店产品

双极开关
酒店产品

特点
• 外观玲珑大方。
• 采用优质 PC 料，细腻光洁，色泽良好。
• 锡磷青铜片 , 一体化成形，导电性能良好。
• 螺纹铜柱式压线，牢固可靠，可同时接入更大或更多的导线。

schneider-electri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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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86
清雅系列
清新典雅 简洁大方
外表优雅大方， 造型简洁超薄。
清新设计融入细腻圆润的曲线， 完美演绎现代实用之感。
高抛光表面，美观，防尘，易清洁

开关产品

电子开关

特点
• 细腻圆润的曲线结构以及超薄的外形。
• 首创大按板设计，还有传统小按钮可供选择，同时照顾视觉和手感的不同需求。
• 可随意搭配模块化设计的功能件，充分利用面板空间。
• 图案以三维表面技术印刷，色泽历久鲜明。
• 浅色荧光指示 , 精致实用 , 节能便利。

酒店产品

附件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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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莹润系列
平和澹泊 倾诉和谐
17.5mm

方正大气的外观。

20.0mm

一体化固定架结构

一体化固定式结构设计、 可适用多种线材的鞍型接线端子。
细节之处尽显人性化特质， 为您温馨的家居增添一道靓丽的风景。
安装快捷 一步到位

鞍型超大接线端子

超薄后座

先进的摆杆结构

整体式电源插套

金色产品

特点
• 一体化固定架结构设计， 只需启开按键面板即可方便快速安装。
• 开关后座厚度为 20mm, 插座后座高 17.5mm， 超薄后座， 对安装盒的兼容性好，
适用各种恶劣安装环境。
• 鞍型超大接线端子， 满足多种线材需求， 可同时接多股软硬线。
• 先进的摆杆结构， 确保可靠电路分断并使按键动作更平顺。
• 整体式电源插套设计， 载流件上没有铆接点。

银色产品

schneider-electri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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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le
畅意系列
为品质而生 点亮法式浪漫
Affle 畅意， 汲取埃菲尔铁塔设计灵感， 将经典塔体廓形融入现代精致工艺，
帅气利落的圆弧微流线， 优雅唯美， 张力十足。 国际品牌专业产品设计团队
出品， 内核性能可靠， 做工扎实， 强韧耐用。 严苛质控流程以及规范周到

白色

的贴心服务， 确保您售前售后的优质体验。 Affle 畅意——巴黎世家， 欧陆
风情； 浪漫唯美， 系出名门。

磨砂金

特点
• 撷取国际工业设计潮流精华， 大按键大弧面， 帅气利落。
• 灵感源于巴黎埃菲尔铁塔侧边优雅弧线， 散发出自在舒展的浪漫气息， 卓然不群。
• 加厚弹性黄铜 0.56mm， 无焊整体设计， 导电性能良好 。
• 方形接线柱， 加厚安装孔， 比传统的圆形更易于校正位置， 增加接触面积， 令受
力均匀， 不易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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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le Plus
畅意+系列
为品质而生 点亮法式浪漫
Affle Plus 畅意 + 系列， 由施耐德电气设计团队倾力打造， 汲取埃菲尔铁塔廓
形灵感， 引入欧洲工业设计前沿理念， 以优雅流线告别方正边角， 将经典与
白色

时尚、 艺术与工艺一一完美融合演绎， 致简轻盈、 浪漫感性， 如艺术品般唯
美考究， 为您开启轻时尚空间美学新潮流。

雅致金

五孔带 USB 插座

斜五孔插座

卓越设计
施耐德电气及麾下国际设计团队
设计大师 Frédéric Beuvry 执掌的施耐德电气设计团队
拥有来自全球的工业设计师， 以国际视野、 精良品质和
卓越品味， 在工业潮流与时尚美学之间找到合适的切入
点， 囊获众多顶级大奖， 载誉无数。

特点
• 帅气利落的圆弧微流线， 优雅唯美， 张力十足； 优选型材， 精工锻铸地道醇正的
法式风情
• 表面采用优质进口拜耳 PC 料 , 高光圆弧微流线外壳， 质感低调精致
• 方形接线柱， 加厚安装孔， 增加接触面积， 令受力均匀， 不易脱落
• 银桥采用红铜覆银材料， 加厚弹性黄铜插套， 无焊整体设计， 温升更小， 更耐插
拔， 导电性能良好

schneider-electri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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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deco
逸雅系列
优雅流线 刻画经典
Artdeco 逸雅系列开关面板， 简约大气， 优雅流畅。 外壳晶莹如瓷， 手感柔
滑细腻， 为您带来不可思议的指尖体验， 更以其精工技术和扎实用料于无声
处彰显品质， 造就新一代经典之作。 逸雅， 经典之美， 呵护周到， 历久弥

白色

新， 陪伴成长， 轻松驾驭多种家居风格， 为品位不凡的您带来永不褪色的优
雅时尚。

雅致金

五孔带 USB 插座

特点
• 面板精选优材手感细腻，外观晶莹，易清洁，不沾污，不黄变，悠然岁月，历久弥新
• 荧光指示，贴心便捷，寓动于静，点亮无限乐趣
• USB 充电插座、多联边框解决方案——贴心好用的人性化设计为家居生活带来更多
便捷体验
• 表面采用精选拜耳 PC 料， 细腻光洁，触感轻柔舒适
• 方形接线柱，加厚安装孔，增加接触面积，令受力均匀，不易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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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llyn
睿意系列
个性卓然 时尚百搭
Brillyn 睿意系列， 边角设计圆润别致， 线条洒脱层次丰富， 面板晶莹通透，
用料扎实可靠， 大牌精工， 方寸间充满时尚活力， 可与多种空间风格完美契
合。 更有匠心独具的斜五孔设计， 以革新设计有效利用空间， 实现趣味与实

白色

用的平衡。
以时尚创意点亮日常美学， 为您开启充满活力而又风格独特的私享空间。

雅致金

斜五孔插座

特点
• 荧光指示，贴心便捷，寓动于静，更添灵气
• 人性关怀，贴心斜五孔设计，三插两插轻松使用
• USB 充电插座、多联边框解决方案——贴心好用的人性化设计为家居生活带来更多
便捷体验
• 表面采用精选拜耳 PC料，细腻光洁，触感轻柔舒适，色泽温润不褪变，耐污易清洁
• 方形接线柱，加厚安装孔，增加接触面积，令受力均匀，不易脱落

schneider-electric.cn

32

附件
Accessories
防溅面盖（IP13）
E223V
开关防溅面盖（IP13）
E223DV

E223V

插座防溅面盖（IP13）
78002428
开关防溅盒（IP14）
78002429
插座防溅盒（IP14）
E223DV

明装底盒
E238
单联明装胶盒（86x86x35mm）
ET238
双联明装胶盒（146x86x35mm）
ET238D

78002428

双联明装深胶盒（50mm）
E238/2
双联明装胶盒（供两个单联产品用）

暗装底盒
S060

E238

通用暗装底盒（深 47mm, 可组装多联底盒）
E257
（77x77x38mm）暗装底盒 ,8 个 20mm敲落孔活动脚
E257D
（77x77x50mm）暗装底盒 ,4 个 20mm 敲落孔 , 4 个 25mm 敲落孔
S060

E257D/20
（77x77x50mm）暗装底盒 ,8 个 20mm 敲落孔 -活动脚

33

特种产品
Other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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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vacha
天甲系列
全时防护 保驾护航
天甲防水全时防水盖， 在防水盖完全封闭的状态下仍能进行开关操作， 规
避进水之风险。 Kavacha 天甲防水系列提供全时防护， 确保在潮湿的环境
中， 提供全时防水保护。

特点

开关防水膜

开关防水盒

防尘防水门铃开关

插座防水盒

双五孔插座防水盒

防水防尘开关面盖
开关防水膜由柔软透明且密封性极佳的高科技材料制成， 无需打开， 直接可以
轻松拨动开关。
带自锁功能的设计， 面盖可以自由可靠地开启及闭合。
有透明 PC 料及白色 PC 料两种外观选择。
防尘防水等级： IP55。
E229/E221 系列地面插座

插座防水盒
带挂锁功能， 增加用电安全。
适配各种电流等级的插座， 有透明 PC 料及白色 PC 料两种外观选择。
防尘防水等级： IP55。

防水门铃
点睛蓝光 LED 灯指示， 清晰指示开关位置。
二次注塑成型工艺使密封圈防水能力更加持久耐用， 防水效果更显著。
防尘防水等级： I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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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or Socket
地插系列
精选优材 宛如磐石
施耐德电气地面插座汇聚精湛工艺， 凝集巧思， 电气性能全面升级。
完美实现安全、 美观、 舒适与人性化的融合， 华贵典雅、 历久弥新， 精选
优材， 宛如磐石。
E225 系列地面插座

E226 系列阻尼式地面插座

特点

E227 系列防水阻尼式地面插座

应用广泛，优化布线
阻尼地插、 防水地插、 86 型地插随心选择， 应用广泛。
各式电源、 电话、 电脑、 电视插座产品线齐全， 在普通家庭、 娱乐场所、 餐厅、 大
型商场、 银行、 办公室、 4S 店、 家居 SOHO 等场所为您提供便捷可靠的用电体验。

人性设计，个性选择
所需时优雅开启， 不用时轻松关闭； 精致设计， 安全耐用。
全面优化的阻尼式开关设计， 操作宁静柔缓， 有效防止误操作， 人性化科技带来更舒
心的使用体验。

用料扎实，美观大方
优质金属外壳， 光泽亮丽， 触感舒适， 时尚简约的一体流线外观， 开合之间， 尽显华
贵风范。
优质 PC 材料内芯， 扎实耐用， 设计精到， 防火阻燃， 经久耐用。

安全可靠，轻松信赖
内嵌防水密封垫， 安全可靠。
经典五孔插座， 整体模块化设计， 稳健更安全。

E228 系列超纤薄开启式 86 型地面插座

schneider-electri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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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
综合布线箱
小康之家 住宅首选
为您的家庭提供可升级的智能网络布线解决方案， 您可以随时对网络进行
扩展、 修改、 调整。
经典之作， 内部空间设计科学， 保证长期稳定工作。
易于管理， 化繁为简。

超大箱体空间

兼容 FTTH 应用

线缆管理模块

下翻式模块安装架

特点
• 超大的箱体空间配合功能丰富的模块组合，不但满足大型住宅，更可用于小型
办公区和酒店。
• 兼容 FTTH 应用，使您的布线系统为对未来数字化信息服务提供广阔的扩展平台。
• 线缆管理模块、光纤盘等人性化设计，为线缆提供保护，降低故障发生率，为后期
管理维护带来极大的便利。
• 下翻式模块安装方式，降低施工强度，提高端接效率，提供极佳的布线工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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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 综合布线
箱
•

大众的选择
• 经典的外观设计
• 丰富的功能模块
• 优异的产品品质
路由型交换机模块

有线电视模块

语音电话模块

物业管理模块

特点
优异品质，坚若磐石
箱体采用具有抗冲击、 抗变形、 抗氧化理念的加厚钢材加工而成 ， 保证内部设备
长期稳定工作。
模块全部采用金属外壳加品牌电子元器件，散热好，能够屏蔽外来干扰，提高使用寿命。

功能丰富，管理便利
丰富的模块可供选择， 全面涵盖： 电视、 电话、 电脑、 物业、 电源等功能模块，
并全部采用标准接口， 便于使用。

模块化设计
可更具实际使用要求进行灵活配置， 节省设备投入成本， 并且还可在后期使用中进行
功能扩展、 配置调整等。

施耐德电气 (中国) 有限公司

施耐德电气 (中国) 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路6号施耐德电气大厦

邮编：100102

电话：(010) 84346699

传真：(010) 65037402

■ 上海分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云岭东路89号长风国际大厦6层, 8-9层, 11-13层

邮编：200062

电话：(021) 60656699

传真：(021) 60768981

■ 广州分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金穗路62号侨鑫国际金融中心大厦20层02-05单元

邮编：510623

电话：(020) 85185188

传真：(020) 85185195

■ 武汉分公司

武汉市东湖高新区光谷大道77号金融港B11

邮编：430205

电话：(027) 59373000

传真：(027) 59373001

■ 西安分公司

西安市高新区天谷八路211号环普产业科技园C栋1-4层

邮编：710077

电话：(029) 65692599

传真：(029) 65692588

■ 深圳分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科苑南路3099号中国储能大厦7楼A-C单元和8楼

邮编：518000

电话：(0755) 36677988

传真：(0755) 36677982

■ 成都分公司

成都市高新区世纪城南路599号天府软件园D区7栋5层

邮编：610041

电话：(028) 66853777

传真：(028) 66853778

■ 乌鲁木齐办事处

乌鲁木齐市新华北路165号广汇中天广场21层XTUVW号

邮编：830001

电话：(0991) 6766838

传真：(0991) 6766830

■ 呼和浩特办事处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迎宾北路7号大唐金座4楼402室

邮编：010010

电话：(0471) 6537509

传真：(0471) 5100510

■ 哈尔滨办事处

哈尔滨市南岗区红军街15号奥威斯发展大厦21层J座

邮编：150001

电话：(0451) 53009797

传真：(0451) 53009640

■ 长春办事处

长春市解放大路 2677号长春光大银行大厦1211-12室

邮编：130061

电话：(0431) 88400302/03

传真：(0431) 88400301

■ 沈阳办事处

沈阳市东陵区上深沟村沈阳国际软件园860-6号F9-412房间

邮编：110167

电话：(024) 23964339

传真：(024) 23964296

■ 大连办事处

大连市沙河口区五一路267号大连软件园17号大厦201-I室

邮编：116023

电话：(0411) 84769100

传真：(0411) 84769511

■ 天津办事处

天津市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创新六路11号施耐德电气工业园2号楼5层 邮编：300392

电话：(022) 23748000

传真：(022) 23748100

■ 石家庄办事处

石家庄市中山东路303号世贸广场酒店办公楼12层1201室

邮编：050011

电话：(0311) 86698713

传真：(0311) 86698723

■ 太原办事处

太原市府西街268号力鸿大厦B区805室

邮编：030002

电话：(0351) 4937186

传真：(0351) 4937029

■ 银川办事处

银川市兴庆区文化西街106号银川国际贸易中心B栋13层B05

邮编：750001

电话：(0951) 5198191

传真：(0951) 5198189

■ 济南办事处

济南市市中区二环南路6636号中海广场21层2104室

邮编：250024

电话：(0531) 81678100

传真：(0531) 86121628

■ 青岛办事处

青岛市崂山区秦岭路18号青岛国展财富中心二号楼四层413-414室

邮编：266061

电话：(0532) 85793001

传真：(0532) 85793002

■ 烟台办事处

烟台市开发区长江路218号烟台昆仑大酒店1806室

邮编：264006

电话：(0535) 6381175

传真：(0535) 6381275

■ 兰州办事处

兰州市城关区广场南路4-6号国芳写字楼2310-2311室

邮编：730030

电话：(0931) 8795058

传真：(0931) 8795055

■ 郑州办事处

郑州市金水路115号中州皇冠假日酒店C座西翼2层

邮编：450003

电话：(0371) 65939211

传真：(0371) 65939213

■ 洛阳办事处

洛阳市涧西区凯旋西路88号华阳广场国际大饭店9层

邮编：471003

电话：(0379) 65588678

传真：(0379) 65588679

■ 南京办事处

南京市建邺区河西大街66号明星国际商务中心A座8层

邮编： 210019

电话：(025) 83198399

传真：(025) 83198321

■ 苏州办事处

苏州市工业园区东沈浒路118号

邮编：215123

电话：(0512) 68622550

传真：(0512) 68622620

■ 无锡办事处

无锡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汉江路20号

邮编：214028

电话：(0510) 81009780

传真：(0510) 81009760

■ 南通办事处

南通市工农路111号华辰大厦A座1103室

邮编：226000

电话：(0513) 85228138

传真：(0513) 85228134

■ 常州办事处

常州市新北区太湖东路101-1常发商业广场5-1801室

邮编：213022

电话：(0519) 85516601

传真：(0519) 88130711

■ 扬中办事处

扬中市环城东路1号东苑大酒店4楼666房间

邮编：212200

电话：(0511) 88398528

传真：(0511) 88398538

■ 合肥办事处

合肥市胜利路198号希尔顿酒店六楼

邮编：230011

电话：(0551) 64291993

传真：(0551) 64279010

■ 重庆办事处

重庆市渝中区瑞天路56号企业天地4号办公楼10层5、6、7单元

邮编：400043

电话：(023) 63839700

传真：(023) 63839707

■ 杭州办事处

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618号东冠大厦5楼

邮编：310052

电话：(0571) 89825800

传真：(0571) 89825801

■ 宁波办事处

宁波市江东北路 1 号中信宁波国际大酒店 833 室

邮编：315040

电话：(0574) 87706806

传真：(0574) 87717043

■ 温州办事处

温州市龙湾区上江路198号新世纪商务大厦B幢9楼902-2

邮编：325000

电话：(0577) 86072225

传真：(0577) 86072228

■ 南昌办事处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赣江北大道1号中航广场1001-1002室

邮编：330008

电话：(0791) 82075750

传真：(0791) 82075751

■ 长沙办事处

长沙市雨花区万家丽中路二段8号华晨世纪广场B区10层24号

邮编：410007

电话：(0731) 88968983

传真：(0731) 88968986

■ 贵阳办事处

贵阳市观山湖区诚信路西侧腾祥.迈德国际一期(A2)1-14-6

邮编：550002

电话：(0851) 85887006

传真：(0851) 85887009

■ 福州办事处

福州市仓山区浦上大道272号仓山万达广场A2楼13层11室

邮编：350001

电话：(0591) 38729998

传真：(0591) 38729990

■ 厦门办事处

厦门市火炬高新区马垄路455号

邮编：361006

电话：(0592) 2386700

传真：(0592) 2386701

■ 昆明办事处

昆明市三市街6号柏联广场A座10楼07-08单元

邮编：650021

电话：(0871) 63647550

传真：(0871) 63647552

■ 南宁办事处

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111号广西发展大厦10楼

邮编：530022

电话：(0771) 5519761/62

传真：(0771) 5519760

■ 东莞办事处

东莞市南城区体育路2号鸿禧中心B417单元

邮编：523000

电话：(0769) 22413010

传真：(0769) 22413160

■ 佛山办事处

佛山市祖庙路33号百花广场26层2622-23室

邮编：528000

电话：(0757) 83990312

传真：(0757) 83992619

■ 中山办事处

中山市东区兴政路1号中环广场3座1103室

邮编：528403

电话：(0760) 88235979

传真：(0760) 88235979

■ 海口办事处

海口市文华路18号海南君华海逸酒店6层607室

邮编：570105

电话：(0898) 68597287

传真：(0898) 68597295

邮编：100102

电话：(010) 84346699

传真：(010) 84501130

■ 施耐德电气大学中国学习与发展学院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路6号施耐德电气大厦

客户关爱中心热线：400 810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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