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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场景

高端大型社区

高端别墅群

高端商用楼宇



主要模块Main Modules

室内分机

门口机

H-Modo 10” i-Modo 7”

Titanium SpecialElekta Elekta Steel Elekta Steel Sinthesi SteelSinthesi S2 Mikra

CX-Modo 7”MAX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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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中心平台软件
-  管理所有通讯信息

- 为不同的用户群提供通话服务

- 可与任何的终端设备连接：

    如无线电话，耳机

管理中心电话机
- 管理中心电话机为一台强大的桌面电

话，带有 LAN 和 PSTN 接口。可以实现

系统内双向呼叫、拨打网络 VOIP 电话、

普通固话和授权开门功能

电梯控制
- 呼叫电梯到达指定楼层

门禁
- 记录所有的出入信息并保存

- 识别用户所用钥匙和访问密码

- 反潜回功能可防止多名用户在短时间

    内使用同样的钥匙进出

室内通话
- 与其他用户之间无限制的对讲呼叫：

    通过可触室内分机，每个公寓都可以

    呼叫任何的其他终端

视频监控功能
- 监控摄像机可无限拓展数量

- 个人用户可直接在公寓内分机上查看授

权摄像机

可视对讲
- 具有留言留影、呼叫转移到手

机、电子地图、自我诊断功能。

入侵报警
- 一旦发生入侵警报，警报立即被转发上

   传至管理处，以及时采取措施

- 报警输出将被激活（警笛或照明灯），

   可准确定位警报发生位置

主要功能Main Functions

智能家居控制
- 通过室内分机的接口实现灯光、百叶

窗、电器、手机等更有特色的控制功能

呼叫转移
- 当用户不在家时，访客的呼叫可以

立即转移到用户的智能手机上

留影留言
- 访客的呼叫视频记录可以保留到系统

内，供用户在室内分机上查看



IperVoice 系统是大型社区的理想选择，提供无限的扩展，包括：
- 延伸和距离

- 楼栋数量

- 管理平台的数量

- 用户的数量

- 同时呼叫的数量（室内和室外）

功能

很多功能可以集成到系统内，而且不需要增加额外的线缆。所有的功能可以通过室内机操

作完成。社区管理处升级为管理中心，控制功能包括：

- 视频监控

- 管理平台软件

- 门禁管理

- 电梯控制

系统简介System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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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结构图Diagram



用户需要什么？

- 在大型社区应用中，能够提供用户高度的自动化功能和增强的楼宇控制是关键的竞争优势。

IperVoice 提供产品差异性的高级功能，这些整合到对讲系统里的高级功能有两个优点，简化的控制

操作和不限数量安装在公共区域和室内的管理模块。

用户可以得到什么？

- 使用 IperVoice 系统，工程商可以提供给用户高科技产品，网线连接简化了安装时间和成本，所有

的连接都使用相同的网线，POE 技术实现分配系统电源。简化而不繁琐，网线连接适合各类安装需求，

无论系统通讯还是功能集成。

系统简介System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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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结构图Diagram



1717/31  室内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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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有线，无线智能家居扩展

电梯控制

文字聊天功能

户与户对讲

CCTV 监控

自动应答视频录制

 1024*600 7 寸电容屏

RJ45

POE

 208x134x19mm

技术参数    PARAMETERS

显示屏

连接线

供电方式

尺寸

全双工音频

200 万前置摄像头

Wi-Fi  和 Bluetooth 连接

内置 Mifare 感应读卡器 ( 用于场

景，指示，日志记录功能 )

micro SD 卡拓展

自定义铃声

呼叫管理中心

信息广播

电子相框功能

应用程序拓展（天气、

新闻、社区缴费系统）



1711/1  室内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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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odo 独特的设计可以融

入于各种建筑和装饰风格中；

现代简洁的设计风格满足了

各类用户的需求。

10 寸的高清显示屏给您更完美的视觉体

验， H-Modo 的触屏用户界面可以让你

更直观更轻松的使用，例如电话通话、

安全防护、智能家居、电梯控制等功能。

1024*600 10 寸

RJ45

本地电源

255*195*25mm

技术参数    PARAMETERS

显示屏

连接线

供电方式

尺寸

嵌入式安装的 H-Modo 是目

前市场上最薄的一款分机：仅

5.5 毫米齐平安装。



1709/11  室内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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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PARAMETERS

显示屏

连接线

供电方式

尺寸

800*480 7 寸

RJ45

本地电源

210*136*21mm

CX-Modo 独特的设计可以融

入于各种建筑和装饰风格中；

现代简洁的设计风格满足了

各类用户的需求。

7 寸的高清显示屏保证了完美的视觉体验， 通过 CX-Modo 的触屏用户界

面可以实现电梯灯控制，可视对讲，留影留言，呼叫转移到手机等功能。



Elekta Steel 是一款功能性强大的门口机，正面外壳采用

防爆钢，面板上具有绿色背光的金属按键；数字键盘操

作方便，外观精致。 Elekta Steel 机身线条优美， 纯锻

钢设计保证了其很好的防暴性和坚固性。

- 防爆不锈钢面板 

-3.5 寸彩色显示屏

- 中文语言菜单支持

- 电子地图

- 按键提示音

- 开门状态监测

- 语音视频留言录制

- 挟持报警功能

- 残疾人辅助支持

- 彩色摄像头带 LED 光照补偿技术

- 感应钥匙读卡器

-IK09 抗冲击等级，IP45 防水等级

1039/18 门口机

PVD 金色

1039/18O

PVD 黑色

1039/18F

PVD 古铜色

1039/18B

19/20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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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9/18 门口机定制

高雅是个性和优雅的平衡。在高档社区，Elekta Steel 定制版是理想的门口机选择。

Elekta Steel 不锈钢长方型和金色圆弧型版本为意大利定制产品，满足了高端客户

对产品品质和气质的需求。面板采用顶级材料 , 经过抗腐蚀和抗氧化处理，坚固

耐用。多种颜色工艺可选。

PTFA8905SA PTFA8952LO



Elekta 门口机采用 TCP/IP 通信协议，软

触摸数字键盘，高光优质材料且集成了视

频监控摄像头。Elekta 除了一般的门口机

功能外还集成了特色功能，如住户姓名目

录，显示访问路径地图

- 玻璃面板，触摸感应按钮

-3.5 寸彩色显示屏

- 中文语言菜单支持

- 电子地图

- 按键提示音

- 开门状态监测

- 语音视频留言录制

- 挟持报警功能

- 残疾人辅助支持

- 彩色摄像头带 LED 光照补偿技术

- 感应钥匙读卡器

1039/13 门口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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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9/71 别墅门口机

Mikra 是一款专为单户型设计的门口机，锌合金材质，哑光表面处理。这种耐候性强的材

质使得 Mikra 极度坚固耐用。Mikra 既可壁挂式安装，也可嵌入式安装。小尺寸的设计使

其非常适合安装在 10CM 的宽板上。Mikra 通过防碰撞等级 IK07 检测，坚固耐用。

主要特点：

         锌合金外壳

         室外防护等级 IP44

         紧凑型设计，内置摄像头

         壁挂式 / 嵌入式安装

         白色 LED 背景灯（色彩可定制）

         尺寸（185x99x20 mm）

         抗机械冲击等级 IK07



别墅门口机定制

Mikra Exigo门口机设计的每处细节都散发着高雅和品位。面板材质使用顶级材料：亮面铜，

缎面铜，镀铬铜，炮铜灰铜，缎面古铜，云母铁铜。Mikra Exigo 门口机让客户更加个性化，

彰显独特品味。Mikra Exigo门口机支持1户使用。材料经过PVD抗腐蚀处理和抗氧化处理，

经久耐用。安装需配合 1145/52 底盒。

主要特点：

        IP44 防护等级

        紧凑型设计，内置摄像头 

         白色 LED 背景灯（色彩可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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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面金色

1783/1L

缎面金色

1783/1S

亮面灰色

1722/11SA

云母灰色

1722/11VM



别墅门口机定制

主要特点：

         3 毫米厚度面板

         一体化面板设计

         抗氧化处理

         光面和抛光面板可选

         可以定制尺寸、形状、雕刻

         PVD 镀膜技术，五种颜色可选

TITANIUM SPECIAL 产品线为意大利定制化产品，满足了市场和客户在相同产

品上的高品质和气质的需求，最大化的迎合客户。



主要特点：

        铝合金机身

        可调视角的彩色摄像头

        功能模块组合设计

        使用绿色背光的标签

        简化的布线安装

        可选配防护罩，免受雨水和反射光

Sinthesi S2 是 Sinthesi 系列升级版的模块化门口机 , 其设计新颖、品质精 良 , 简约的外

观和突出的性能足以给人留下完美印象。

Sinthesi S2 面板采用铝合金材质 , 独特、个性十足而且更加精致 , 彩色摄像头和 新的模

块能够实现更多功能。

别墅门口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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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墅门口机

主要特点：

不锈钢机身，嵌入式按键

兼容原有嵌入式底箱

配置 120 大角度摄像头

组合独立功能模块

适用于：

阻止人为破坏

升级旧版系统

提升安全性和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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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thesi Steel PVD 定制版，是一个全新的 , 坚固的，优雅的的别墅门口

机系列。

更漂亮：标准抛光钢表面 PVD 镀膜工艺，亮面金色、古铜色、黑色。抗

氧化、抗腐蚀的物理沉积镀膜工艺 PVD 保持了原有的镜面光感。

更强韧：由于面板采用钢材料，Sinthesi Steel 可以抵抗破坏、冲击和飞

溅的液体。嵌入式的按键设计可以防破坏；广角彩色摄像头增加了视野

提升了安全性。

高阶设计：一款耐用，防破坏的门口机也如此漂亮，多亏了独特的设计

和现代感的白色背光。



55/56

Management Functions     管理功能

门禁管理

视频监控

无效呼叫的视频记录

从室内分机查看授权的的摄像机

从管理中心软件查看监控视频

支持任意数量的摄像机

门禁控制

进出事件记录

支持任意数量的刷卡器

电子地图

社区闸门打开后，门口机将显示路线指示。

根据被访问用户所处的位置不同，显示对应

的路线。



管理中心软件

通过基于 Windows 系统的电脑和 WINCE 平台的蓝

牙装置来编程。

设备可以用蓝牙来编程， 通过电脑， 平板或是电话

上的软件可以修改参数。

编程工具

IperVoice管理中心软件可以安装在任意Windows电脑上，

可以通过一个易用的图形界面软件来管理系统的所有功能

包括报警信息。

除此之外，管理中心软件还有基本功能，如：接收呼叫，

转移呼叫，呼叫记录管理等。



呼叫转移功能

当访客呼叫公寓无人应答的时候，可以将来访人员的呼叫视频转

移到主人的智能手机上显示。

User Functions    用户功能

这一功能让用户查看来访客人在门口机的视频留言，和管理中

心推送的信息。管理中心发送的信息可以选择发送到单独用户，

一栋用户或者全部用户。

留影留言及信息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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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话功能

用户可以使用室内分机来呼叫室内固话或手机，这项功能可以

使室内分机转化为一个智能电话。同时用户还可以通过电话本

功能直接访问个人联系列表。

让用户在家里呼叫电梯，这一功能为您节省了宝贵的时间。离

家前， 您只需关上房门，无需漫长的等待，一切变的更加简单。

电梯控制



Intrusion Alarm   防盗报警

用户可以应用门磁、紧急按钮和红外探测器在 IperVoice 系统内，拓

展了对讲系统的功能。用户可以用 H-Modo、X-Modo 室内分机一键

布撤防。系统可以设定 10 个或客户定制报警类型 , 并且可以选择警情

本地报警响应或上报到管理平台。

此功能需配合输入输出模块使用。

在编程阶段 , 图标区可以根据用户需要定制不同的名字（卧室，厨房，

或客厅）。

屏幕会显示我们报警线路以及存储最后一次的报警信息。报警线路可根

据用户定制。

10 路防区   6 个分区

4 路输出    24 小时全天防护

入侵报警

火警报警

燃气报警

水浸报警

紧急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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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输出模块
882/80D 是 DIN 的输入输出模块，不

仅可以实现防盗报警功能，还可以实现

窗帘、家电等智能家居控制。

参数
输入：10 路干接点

输出：4 路继电器

连接：HRB 总线

额定功率 <250V( 单个通道）

供电：230VAC 50Hz

Home Automation   智能家居控制

882/80D 



882/81 调光模块 882/32 网关

参数：
输出：4 路

输入：4 路

额定功率：300W/VA

最大负载：270mW

短路保护

安装方式： DIN

连接：HRB 总线

供电：230V AC 50Hz

882/81 模块是 DIN 轨道安装的调光模块，具有

4 路信道输出、4 路本地输入、100 个调光等级

和 2 个用于总线的 RJ45 接口。

HRB/RS485 网关

882/32 模块是 DIN 导轨安装方式的协议转换

网关，用于连接调光和输入输出模块

882/32

882/81

Home Automation   智能家居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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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9/1

1039/41

4501/5

1039/44

1039/45

1039/34

1039/20

1039/50

1039/56

1039/69

IperVoice 服务器

管理中心软件

VoIP 电话

8 口 POE 交换机

6 口 POE 交换机

4 用户分配器

模块电源

IP/CAT5 网关

蓝牙编程器

IperVoice 视频服务器 

管理和控制核心 , 内嵌 Web Server
服务器可实现系统编程、配置和控制
操作。

通过个人电脑和专用软件执行管理机
功能。

基于 IP 网络的电话机 , 可以另连接传
统电话线 PSTN 

配备 8 个端口，4 个口为 POE 供
电，可用于 100Mbps 高速以太网和
10Mbps 以太网。

配备 6 个端口，4 个口为 POE 供
电，可用于 100Mbps 高速以太网和
10Mbps 以太网。

与楼道总线连接并可分配多达 4 个楼
道。1 个输入端口用于总线输入 ,4 个
RJ45 输出端口用于分配楼道输出

IP/CAT5 网关在街道侧和楼道间起到
接口作用 

配置软件与设备之间的接口硬件 , 与
WINCE 手机蓝牙相连 , 带数据线 

支持 4 个模拟摄像头，并可在可视室内
机或管理员交换机上显示截取的图像。

产品型号                          名称                                              描述  

Material List    系统清单

1039/1

1039/41

4501/5

1039/44

1039/45

1039/34

1039/20

1039/50

1039/56

1039/69

楼道电源装置，配备两个输入和输出总
线，用 RJ45 连接器。LED 灯和微调器，
用于均衡视频信号。DIN 路轨安装（10
个模块）。



1039/80

882/80B

882/80D

882/81

1711/1

1709/11

1717/31

1039/13

1039/18

专用解码器 

输入输出模块

输入输出模块

调光模块

H-Modo 室内分机

CX-Modo 室内分机

MAX 室内分机

Elekta 门口机

Elekta  Steel 门口机

白色 ,10 寸彩色液晶 , 触摸屏 ,10 路防
区显示 ,40 路输出 ,16 路输入 , 双立体
声扬声器 

白色 ,7 寸彩色液晶 , 触摸屏 , 双立体
声扬声器 

白色 ,7 寸彩色液晶 , 电容触摸屏 , 双
立体声扬声器 ，应用程序可扩展

3.5 寸彩色屏 , 玻璃触摸按键，彩色
摄像头带 LED 光照补偿技术 , 广角镜
头 , 音频模块和感应钥匙读卡器 , 防
护等级 IP42 

防爆钢面板 ,3.5 寸彩色屏 , 彩色摄像
头带 LED 光照补偿技术 , 音频模块和
感应钥匙读卡器 

产品型号                          名称                                              描述  

Material List    系统清单

1039/13

1039/18

882/81

1711/1

1709/11

用于在 IperVoice 系统中采用双极继电
器激活两个电力负荷。该继电器可在双
稳或定时单稳模式下操作。

嵌入式，10 路输入 ,4 路输出 ,4 个继电
器和 3 个总线的 RJ45 接口 

DIN 式，10 路输入 ,4 路输出 ,4 个继电
器和 3 个总线的 RJ45 接口 

4 路信道输出 ,4 路本地输入 ,100 个调
光等级和 2 个用于总线的 RJ45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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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具体产品而定

1039/71

视具体产品而定

1039/88

1158/43

1039/31

882/32

视具体产品而定 

UF-010-012B

Sinthesi S2 别墅门口机

Mikra 别墅门口机

Mikra-Exigo 别墅门口机

门禁刷卡器

金属内嵌式盒

别墅扩展器

HRB/RS485 网关

Sinthesi Steel 别墅门口机

ID 感应卡

模块化设计 ,CCD 彩色摄像头 , 以
太网供电 , 两个呼叫按钮 , 电流消耗
140 mA-180 mA,IP42 防护等级 , 可
管理 2 个扩展模块 

锌合金材质 , 哑光处理 , 防护等级
IP44, 微型麦克风和扬声器 , 白色
LED 背景灯 , 背光呼叫按钮 

定制款，PVD 抗氧化技术处理 ,LED
背光灯 

125kHz 感应式钥匙读取器 ,
具有门厅按钮（出口开关）输入 ,
开门触点输入 ,POE

产品型号                          名称                                              描述  

1039/88

3 模块 , 用于 1039/18

用于连接别墅门口机

用于协议转换

不锈钢，嵌入式按钮

用于门禁

1039/80

882/80B

882/80D 

1039/71

Sinthesi S2

Mikra-exigo

1039/37

1071/51

电梯接口模块   用于控制电梯

H-Modo 安装底盒  用于嵌入式安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