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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资质 成立 78 年，集团公司遍布 100 多个国家

In more than one hundred countries in 78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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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欧蒙特建立

1946: 生产第一台 BLC 电话

1958: 开始批量生产非可视门铃电话

1964: 生产本地和长途公共电话

1967: 意大利第一个楼宇对讲系统

1973: 电话采用微处理计算器

1978: 全球第一款线上公共电话管理系统

1981: 全球第一款全自动信用卡付费电话管理系统

1982: 获得公共电话预付卡系统专利

1986: 公共电话低成本预付款电话系统

1988: 第一款符合 CEPT900MHz 标准的无线电话

1990: 安装第 1500 万台非可视门铃电话和第 1 亿张预付费电话卡（欧蒙特专利）

1992: 200 接口数字管理机

1993: SCAI 架构（楼宇自动化智能网络）

1994: 符合 DECT 欧洲标准的无线电话和管理机

1996: 创建 Urmet Domus 公司，专注于通信、安全和楼宇自动化一体化解决方案

1997: 基于 DECT 技术的用于微蜂窝网络的无线电话 (CMT)

1998: TAUCARD 配置安全模块的芯片电话卡

1999: 智能网络的顶尖服务 ,K-Steel 防破坏模块可视对讲系统

2003: 推出第一款智能家居系统 Semplice

2005: 推出专用新型一体化视频监控和入侵 \ 消防报警系统

2007: Antonio Citterio 设计出第一套 Simon Urmet 布线系统

2009: 推出 Signo、 Imago 和 Arco 可视对讲分机

2010: 推出新型数字楼宇对讲系统 2Voice 和 IperVoice

2012: 欧蒙特成立 75 周年

2013: 推出全新智能家居系统 IperHome

2014 收购法国 Yokis 无线智能家居品牌

2015 对讲产品用户数量超过 1 亿

欧蒙特集团

智慧社区、商业楼宇 / 酒店管理和安防综合解决方案

项目遍布全球

THE URMET GROUP

欧蒙特集团是一家历史悠久的多

元化国际科技公司，致力于向合作伙

伴提供整体解决方案。欧蒙特创建于

意大利，历经78年发展成国际化公司，

在国际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我们专

注于设计，研发和营销智慧社区、商

楼宇对讲

楼宇智能系统

智能家居

照明管理

酒店客控

酒店管理

可视对讲、防盗报警、门禁、

消防、视频监控系统和产品。

可以实现智能家居和楼宇自

动化的多种设备互通控制，

实现全宅智能触控。

具有可扩展性和可订制性，

记忆客人的使用习惯，具备

整体节能等特点。模块化选

择。是 Fidelio 认证公司。

URMET IS IN YOUR LIFE

业楼宇 / 酒店管理和安防的产品和系

统，此外还有能源管理，节能产品和

电信产品。在欧洲，欧蒙特是智慧社

区、商业楼宇 / 酒店管理和安防系统

的顶级供应商，拥有丰富的产品库。

产品涵盖可视对讲系统、智能家居、

商业楼宇 / 酒店管理、固网电话系统、

门禁系统、视频监控系统、防盗报警系

统和消防系统，为企业和家庭提供一整

套的高效可靠的集成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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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蒙特集团至 2015 年旗下拥有 60 多家公司，遍布全球 100 多个国家，拥有广泛完善的销售网络。集团下属

公司高度专业化，共同协作完成通讯、安防和自动化产品及系统的设计、研发、生产和服务，为用户提供高效可

靠的整体解决方案。无论是社区、酒店、大型工业及商业楼宇和机场等区域都可见到欧蒙特的身影，欧蒙特集团

以其高质量的产品和优质高效的服务享誉世界。

欧蒙特

欧蒙特

创新生活每一天

欧蒙特深圳销售和研发中心，

专注于向客户提供专业的技术、市

场和销售服务。我们拥有经验丰富

的销售和技术团队，向客户提供全

方位专业的支持和帮助，是欧蒙特

集团致力拓展亚洲和中东市场战略

的重要组成部分。

THE URMET GROUP URMET IS IN YOUR LIFE

欧蒙特创建于 1937 年意大利，

公司成立以来专注于智慧社区、商

业楼宇 / 酒店管理和安防的产品和

系统的设计、研发和销售。公司不

断进行行业技术研发，简化产品安

装，并提升产品在住宅和工业等领

域的性能。

欧蒙特电子（惠州）有限公司于

2003 年 4 月成立，拥有占地 1 万平方

米、总建筑面积达 1 万 2300 平方米的

自建工厂，并在深圳设有亚太区研发

中心、销售 / 市场及服务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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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师

We combine design and technology to result in design that are both beautiful and technologically perfect.

DESIG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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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分机 室内分机

门口机 门口机

X-Modo 7”

Sinthesi S2 Mikra Titanium Special

H-Modo 10” Modo 7”

IPerVOICE 对讲系统是适合大型社区，商务楼宇的通讯解决方案，整合了门禁，报警，

监控等功能。系统布设仅需一条网线，并且无限数量设备和距离扩展。

Hrb 对讲系统是适合别墅，小型应用的对讲通讯解决方案，产品设计美观，实施成

本低廉。

Titanium SpecialElekta Elekta Steel Elekta Steel Sinthesi SteelSinthesi S2 Mik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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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机 app

开关模块

调光模块 LED 调光执行器

1-10V 调光执行器 窗帘执行器

4 路通用输入模块 4 路 2 进制输入模块 移动和照度传感器

KNX/RS485 网关KNX/RS232 网关 KNX/IP 网关

红外发射器

H-Modo 智能终端 X-Modo 智能终端

H-Modo 智能终端 i-Modo 智能终端

8 路输入模块 1 路输出模块 2 路输出模块

4 路输出模块 调光模块 窗帘模块 恒温器

温度传感器 IPerHome 服务器 智能手机 app

能耗分析连接模块

X-Bus 智能系统是采用 KNX/EIB 技术的智能控制系统，广泛应用于智能家居、楼宇、医院、

场馆等场合的照明、音频 / 视频、遮阳、暖通空调、能源管理、安保等系统的自动化、远程监

视和控制，并实现智能终端（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操作和可视化集成。

IPerHOME 有线智能系统是采用CAN通讯技术的智能控制系统，采用自主设计的配置软件，

安装配置方便。系统配备服务器硬件后，无论何时何地，任何设备都可以自由控制。

X-Modo 智能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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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bus 管理软件

客房控制器

MAX 智能终端



房间外读卡器 房间内读卡器 客房控制器 恒温器

窗帘控制模块 8 路输入 / 输出模块 调光模块 香味散发器

GLT 酒店智能房控系统是采用 Lonworks 总线技术的楼宇自动控制

系统。整个系统覆盖软件管理平台，防盗，门禁控制，温度照明控制等

个模块，功能全面，适合高端酒店量裁定制应用。

Krystal touch 面板

路由器模块 中继器模块 门禁设备存储器模块 门禁模块

紧急拉环 Perseo 平台软件

Yokis 无线智能系统是采用 2.4G 频率的私有加密协议的双向通

讯系统，灵活易用无需布线。设备无需中继器，相互接力传输信号，

传输距离远。广泛应用于公寓、别墅等，提供长达五年质保。

无线调光模块

有线调光模块

MAX 智能终端

无线定时器 无线窗帘模块无线继电器

有线继电器

遥控开关

有线继电器 DIN 版

遥控开关 无线开关通用型发射器

有线窗帘模块定时器

H-Modo 智能终端 X-Modo 智能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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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案例

林风

杭州

兰庭国际

杭州

西溪风情

杭州

岸芷汀兰

深圳

依山郡

深圳

中信红树湾

深圳

大一山庄 别墅区

广州

新鸿基地产 . 天玺

中国香港

擎天半岛

中国香港

礼顿山

中国香港

环宇天下

中国澳门

古北国际花园

上海

古北赵巷别墅

上海

大华清水湾花园

上海

中信森林湖兰溪谷

东莞

西郊庄园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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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广场

中国香港

太古傲旋 OPUS

中国香港



Rome Marriott Park Hotel

罗马

Milan Marriott Hotel 

米兰

Sheraton Oran Hotel & Towers 

奥兰 阿尔及利亚

Hotel President 

罗马
World Tower 

悉尼

 VQ Skyline

Rhodes 澳洲

MY80

墨尔本

Green Square

墨尔本

国际案例

2012 伦敦奥运会奥运村

英国

德黑兰国际大厦

伊朗

Nh Hotels Bergamo

贝加莫

Hotel Ponte Sisto

罗马

Infinity

布里斯班

Q1

黄金海岸，澳洲

凯旋门

中国香港

君临天下

中国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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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san

南布里斯班

万宁神州半岛

海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