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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介绍



成都明烨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明烨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致力于智能酒店领域研究的创新型科技公
司。公司运用互联网、云计算以及最先进的物联网通讯技术，自主研发和生产以软件技
术为核心，硬件设备为支撑的智能酒店全面解决方案，为打造智能酒店提供一站式服务
。

       公司拥有一批专业的研发人才和管理人才，团队核心成员来自于知名互联网企业以
及国内资深酒店集团，在数据平台领域、酒店信息化建设以及酒店管理方面有着数十年
的行业经验。

      我们秉承“客人为本、化繁为简，以数据智能带动酒店智能化”的产品设计理念，
追求经济效益是酒店的运营宗旨之一，创造优质高效的工作环境是酒店管理的核心，一
个成熟的酒店客房管理控制系统代表着一种科学的管理方式，已被越来越多的工程设计
人员和酒店管理人员人士所熟悉和重视。针对不同的酒店，提供最专业、最适合的解决
方案，并以“优质、贴心、快速、高效”的服务理念全心全意为酒店提供技术支持和售
后服务，助力酒店“智能”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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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定的产品质量

 数十种创新功能

  丰富的产品系列

  15年研发经验

  数百家酒店成功案例

  完善的服务团队

我们团队有哪些优势



关于 • 技术支持与服务保障

自主研发、生产，一站式服务

前期提供免费方案设计，图纸优化

技术人员现场技术指导，避免返工

设有售后服务中心，维修速度快

24个月免费质保，终身包维修

随时随地技术指导，免费系统升级

•
•
•
•
•
•



2产品应用



客控系统是将房间内主要电器设备通过客房主机（RCU）集中控

制管理起来，并与管理电脑实时通讯。酒店服务人员可以全方位

、全天候掌握房间状态，调控房间设备运行模式和参数，变被动

控制为主动控制，从而使客房管理由经验管理真正进入到科学管

理。

功能介绍



 

  

 

 

简单型客控布局图

门铃显示

浴室面板

右床头灯

左床头灯



标准型RCU智能酒店客房控制系统

标准房型
 



豪华版RCU智能酒店客房控制系统

豪华房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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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功能



序号 智能管控设备 功能描述

1 灯光

1. 房间灯光可手动单独控制，也可按迎宾、会客、电视、阅读和睡眠五种场景模式进行智能控制；

2. 设有12路灯光开闭、2路可调灯光；

3. 廊灯为房内应急照明灯光，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廊灯将自动开启。

2 身份识别开关 插入或拔出房卡，接通或延时20分钟断开房间电源，并有房号设别和人员身份设别功能。

3 空调

1. 设有五种自动运行模式：迎宾模式、有人模式、无人模式、睡眠模式和待租模式；

2. 客人手动优先原则；

3. 温度模式记忆功能。

4 电动窗帘
1、将房卡插入或拔出身份识别开关，电动窗帘将自动打开或自动关闭；

2、夜间模式下插入或拔出房卡，电动窗合帘不动作，维持原来状态。

5 服务请求 至多可设置8种服务请求：请清理、请勿扰、退房、请稍候等

6 SOS紧急呼叫 当房间处于SOS紧急呼叫状态时，预设的门锁和廊灯等将自动开启

7 语音音响
1、支持独立连接语音音响，不需要进行云控制；

2、独立连接语音音响，有线或无线选择，速度块、可定制唤醒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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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智能管控设备 功能描述

8 可视猫眼

1. 访客触摸门铃按钮，猫眼自动启动并显示访客视频，40秒钟自动关闭（需要硬件支持）；

2. 可将访客视频切换至电视机播放；

3. 按下触摸开关可主动观察门口景象；

9 五合一电子门显 不仅能够显示请清理、请勿扰、请稍候、有无人和房号的信息，还设有门铃开关；

10 人体感应开关 人来灯亮，人走灯灭；

11 卫生间排气扇 可通过人体感应开光联动控制或系统设置成间隙自动运行；

12 卫生间调音开关 用于调节房间电视的音量；

13 背景音响 每个房间均设置独立的背景音响，客人插卡取电后音响自动播放背景音乐；

14 联网型感应卡保险箱
1. 只有关箱卡才能开箱；

2. 非法开箱实时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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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优势

支持微信控制

清晨醒来，在床上就可以打开

窗帘看日出、海景

灯光、窗帘、空调、电视机、

音乐等，都可以微信一键控制

睡觉前忘记关灯，不用下床就

可以用手机一键关闭所有灯光

寒冷的冬天，可以在被窝里直

接用手机调节舒适的温度

想听音乐了，想看电视了，手

机一键播放，服务一键预约



体验优势
各种灯光场景模式

明亮模式

灯光全部打开，窗帘开启

睡眠模式

关闭电视机，关闭全部灯光

，保留卫生间灯光微光状态

浪漫模式

灯光颜色变换，

光线柔和绚丽，音响播放浪漫音乐

明亮模式

灯光全部打开，窗帘徐徐开启

柔和模式（TV）

灯光亮度变换，

光线柔和绚丽，播放电视

阅读模式

关闭电视机，关闭其他灯光，打开阅读灯，

调节到设置好的最佳阅读亮度

睡眠模式

关闭电视机，关闭全部灯光，

只保留床沿夜灯灯带微光状态



系统拓扑图



3入住体验



宾客体验 —— 开启房门 
Open the Door

开启房门廊灯自动亮起



入住启动“欢迎模式 Welcome Mode”（语音、灯光、电视等）

受控插座供电

门铃面板显示客房状态

宾客体验 —— 插卡或无卡取电 
Insert the Card for Power



宾客体验 —— 场景模式
Room Visitors

影院场景

会客场景

读书场景读书场景读书场景工作场景



宾客体验 —— 睡眠模式
Sleep Mode

睡眠模式

关闭电视，窗帘，灯光
启动新风、空调自动调节功能



宾客体验 —— 夜起模式
Night Wake Up Mode

自动感应 Sensor Technology，开启微亮的灯光

夜起模式



宾客体验 —— 晨起
Morning Wake Up Mode

晨起模式

优美的音乐，窗帘，灯光开启



宾客体验 —— 紧急求助
Emergency Situation

客人触动紧急求助功能，前台管理软件会通过
语音及图形的方式通过服务人员

房间

1003

紧急求助



宾客体验 —— 朋友到访
Room Visitors

朋友到访，电视画面显示访客画面，背景音乐提示！



宾客体验 —— 退房
Check Out

提前退房

提前通知客房检查，免去等待时间



4产品介绍



序号 产品 功能描述

1 客控主机 实现客房所有智能设备联动的“智慧大脑”

2 开关面板 智能控制设备开关状态，实现一键开关，一键控制场景的功能

3 调光调色面板 调节灯光明暗程度，调节灯光颜色，营造不同氛围

4 插卡取电面板 与门锁、门磁联动，实现开门自动取电；与探头联动，识别无人自动断电

5 窗帘控制器 实现微信控制窗帘的开或关；与其他设备联动，实现场景控制

6 空调控制器 实现微信控制窗帘的开或关；与其他设备联动，实现场景控制；与探头联动，实现智慧节能

7 微信门锁 实现微信开门，远程开锁

8 门磁 实时记录开关门状态，数据自动上传至后台管理系统

9 红外转发器 实现设备远程或本地控制，对设备数据进行采集、分析、储存

10 红外探头
自动检测客房状态，识别有人或无人；与报警器联动，实现异常状态下触发报警系统的功能；
与其他设备联动，智慧节能

11 智能电表、智能水阀 房间用电量、用水量在每个客人退房时自动上传，统计每个客人入住期间的用电量、用水量，绿色环保

12 背景音乐 客房背景音乐，可微信控制

附 硬件产品列表



1、支持全自助、多功能、一站式服务的微信平台

2、与多家酒店设备产品整合成一套系统

3、CAN通讯协议——稳定性高、可靠性强、数据传输容量大、

速度快、维护便利、维护成本低、系统扩展性好

4、CAN-BUS防冲突总线技术——抗干扰性强、速度快、布线省

、安装方便

5、主机——稳定性高、故障率低，维修更换方便

6、“超强大脑”——处理能力强、功耗低，具有远程升级功能

7、单机语音——能独立和系统连接的语音音响，高科技的享受

8、配套多款开关面板——配套多款开关供您选择

系统特点



RCU酒店客房控制器

  标准式客控主机



RCU酒店客房控制器

            豪华版客控主机



RCU酒店客房控制器

            模块式客控主机



SK_KFZ01 客控主机
Ø  CAN-BUS总线控制自动仲裁；2个RS-485内部通讯总线
Ø  工作电压220V、工作电流<300mA；
Ø  2路PWM调光+7路DC12V开关指示灯+5路干接点弱电输出+1路干接点（门铃）
Ø  13路16A继电器+7路10A继电器+1路30A继电器输出能力；
Ø   开关量采集22路；

SK_KFM03 客控主机
Ø   CAN-BUS总线控制自动仲裁；2个RS-485内部通讯总线
Ø  工作电压AC220V、工作电流<300mA；
Ø  2路PWM调光+7路DC12V开关指示灯+5路干接点弱电输出+1路干接点（门铃）
Ø  20路16A继电器+1路30A继电器输出能力；
Ø  开关量采集26路；

SK_KFM05 模块式客控主机
Ø   CAN-BUS总线控制自动仲裁；2个RS-485内部通讯总线
Ø  工作电压DC12V、工作电流<300mA；（电源需另配）
Ø  2路PWM调光+7路DC12V开关指示灯+5路干接点弱电输出+1路干接点（门铃）
Ø  13路16A继电器+7路5A继电器+1路30A继电器输出能力；
Ø  开关量采集22路；

          客控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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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网型空调温控开关

旋钮式温控
（旋钮式）

按键式温控
（金属边框及面板）

通过温控开关按键可选择制热、制冷或通风工作模式，也可设定温度、调节风速、开关

时间等。温控器不直接控制风机，通过弱电控制强电，与强电隔离，彻底杜绝了使用者

的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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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连型语音音箱

主要功能：

Ø不用连接云端即可直接对房间电气设备进行控制；

Ø可定制唤醒词，可支持手动按钮唤醒；

Ø音箱不需要注册账号；

Ø支持有线或无线和系统连接；

Ø不需要通过网络转换，语音唤醒速度快；

Ø支持多达30种语音指令；

Ø支持通过语音对灯光场景控制；

Ø支持空调、背景音乐、电动窗帘开关控制；

Ø无需对接费，一个也能使用；

Ø音箱即插即用，使用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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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外智能模块

主要功能：

       红外智能模块是电视和空调等红外通信设备智能控制系统
，采用吸贴式设计，小巧轻便，自带学习功能，与主机通过
RS485通信。
 
       适配酒店挂立式、中央空调、电视和机顶盒等红外通信设
备，设备平均响应时间100ms以内，及时响应0延时。



开门记录 智慧节能

客房设备运行状态实时监管，可随时本地或

远程控制

自动识别开门身份，并开放相应设备使用权限

自动侦测客人状态，启动节能模式

设备监控

            客控中心监控系统



控制面板介绍

       金属拉丝面板开关

金属拉丝轻触面板
金属拉丝U型光圈面板

大板系列



控制面板介绍

       豪华金属拉丝面板开关

半岛系列面板 大板系列 半岛系列面板面板



             部分面板开关



             定制各种类型的门显



5经典工程案例



典型案例

     项目实施内容：

对公共走廊实现智能照明，配备有红外探测器和总线智能面板，

通过红外探测器感应实现人来灯光渐渐亮起，人走保持基本照明

功能；

对宴会厅的吊灯、射灯、筒灯进行智能控制，实现区域灯光及渐

亮渐暗调光效果，配置不同的场景模式，给不同的宴会带来美轮

美奂的灯光效果；

对酒店大堂采用光照度感应控制，实现自然光、调光在不同时段

的有机融合，既衬托了酒店的效果，又节约了能源。

对酒店193个房间进行控制空调、照明调光和开闭，实现客房控

制、空调控制，使服务智能化、设备现代化、环境人性化有机结

合。 2018年正式投入使用，2019年正式挂牌五星级酒店
。

柬埔寨西哈努克太子酒店
太子大酒店是太子地产(柬埔寨)集团有限公司下

属二级公司太子时代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旗下的第

一家五星级酒店。占地面积12000平方米，建筑

面积近29000平方米，坐落于柬埔寨西哈努克市

港区主干道；距离海岸线仅百步之遥，是一家集

旅游度假、食疗养生、娱乐休闲、激情演艺于一

体的豪华五星级旅游商务酒店。在这里，您可以

享受柬埔寨王国独一无二的东南亚风情。

柬埔寨西哈努克太子酒店



典型案例 上海嘉豪淮海国际豪生酒店

     项目实施内容：

Ø 对酒店160个房间进行控制空调、照明调光和开闭，实现客房控制、空调

控制，使服务智能化、设备现代化、环境人性化有机结合。

Ø 项目为改造项目 ，2018年全部系统更换完毕，投入使用,全部采
用模块式主机产品。

上海嘉豪淮海国际豪生酒店
       

       上海嘉豪淮海国际豪生酒店位于淮海中路和汾

阳路的交界口，既可以体验上海淮海路商业街的

繁华和便利，又能充分享受汾阳路的闹中取静。

          酒店拥有现代艺术设计独特的精致大堂和时

尚豪华的客房，房内宽敞舒适，完善独特的客房

设施，热情周到的体贴服务，满足您的需求。



典型案例 上海铭德大酒店

     项目实施内容：

Ø 对酒店288个房间进

行控制空调、照明调

光和开闭，实现客房

控制、空调控制，使

服务智能化、设备现

代化、环境人性化有

机结合。2016年正式

投入使用,2019年进

行功能升级。 

上海铭德大酒店
       上海铭德大酒店傲居人民广场商圈北侧，地处繁华商业中心的一处静谧之地。

　　酒店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人民广场、上海火车站、轻轨以及南北高架皆近在咫尺；

步行可至直达繁华娱乐购物中心的地铁3号线、4号线，以及8号线中兴路站、耀华路站世博园

区 入 口 ； 驱 车 可 快 捷 前 往 浦 东 国 际 机 场 、 虹 桥 国 际 机 场 。

　　酒店拥有装修精致、格调高雅的客房，内部设计更是豪华别致，呈现独特的艺术氛围。各

类房间均均配备宽带设施、独立的浴缸和淋浴房、大屏幕LCD择电视机、保险箱、VOD点播系统

及多功能枕供你选。豪华套房还配备办公用品，助你轻松处理商务事宜。



典型案例 成都欢朋希尔顿酒店宽窄巷子店

     项目实施内容：

Ø 对酒店207个房间进行控制空调、照明调光和开闭，实现客房控制、空调

控制，使服务智能化、设备现代化、环境人性化有机结合。2017年正式

投入使用。 
采用10.5寸全钢化玻璃控制面板，面板带背光显示，床头带手势感应；

定制款门显，每层楼每个房间都为不同样式的图画，把成都各著名景点

和建筑都表现的淋漓尽致。。

成都欢朋希尔顿酒店宽窄巷子店
          成都宽窄巷子希尔顿欢朋酒店地处成都骡马

市和沙湾核心商圈交汇处，毗邻成都沙湾国际会

展中心，是成都市区内距离宽窄巷子最近的一家

国际中端商务品牌酒店。酒店周边餐饮、娱乐生

活配套齐全。从酒店出发到达春熙路、武侯祠、

文殊院，青羊宫、熊猫基地、成都欢乐谷等成都

市区各景点均十分便利。





 柬埔寨西哈努克太子酒店
 成都建国饭店
上海铭德大酒店
上海嘉豪淮海国际豪生酒店
陕西汉中金宏大酒店 
成都大邑鑫河酒店
成都崇州中胜大酒店
成都双流广都国际酒店
成都上层名人酒店
成都天邑国际酒店
成都泰绅酒店
成都森楠艺术酒店
成都瑞河酒店
成都奥汀花园酒店
成都大邑塞尚庄园酒店
成都簇桥亿臣大酒店
成都安泰安蓉大酒店
成都世纪安泰酒店
成都锦客酒店
成都锦西花园酒店
成都银巢酒店
成都青城山上善栖酒店
成都川影宾馆
成都璟瑞金港湾大酒店
成都双流融投国际酒店
四川绵阳雅艺酒店
四川眉山岷江东湖饭店
四川乐山犍为新兴大酒店

成都宽窄巷子希尔顿欢鹏酒店
四川西昌名仁大酒店
四川西昌美丽阳光大酒店
四川西昌美丽山水酒店
四川西昌琼海宾馆
四川攀枝花米易岷山酒店
四川南充金鸿酒店
四川稻城日松贡布大酒店
四川万源尖峰大酒店
甘肃嘉峪关盛景假日酒店
鄂尔多斯康巴什地税接待酒店
贵州毕节创美大酒店
陕西西安雁塔维也纳大酒店
陕西渭南爱可思精品酒店
云南镇雄璟辉大酒店
成都双楠西岸酒店
成都郫都区华讯酒店
四川绵阳逸尚东方酒店
云南金平金运酒店
四川南部八尔湖度假酒店
四川马尔康晶金隆酒店
成都丰德万瑞中心奥克伍德华庭
四川广元堂皇酒店
四川九寨沟豪特嘉美酒店
西藏喜马拉雅大峡谷酒店
成都天府新区锦江酒店
四川绵阳长虹酒店
成都青白江斯维登途家酒店

成都世纪城电竞酒店
贵州习水县土城客栈
成都宽窄巷子鹪鹩人文酒店
成都都江堰逅舍酒店
成都平乐平沙落雁度假酒店
成都润邦酒店
成都凉山宾馆（原琼海花月酒店）
四川阿坝毕棚沟纳姆湖酒店
四川攀枝花米易合美壹家酒店
四川稻城亚丁丽思酒店
四川自贡巴登度假酒店
四川自贡森海温泉度假酒店
四川乐山犍为旭庆源大酒店
四川泸州西西里酒店
四川泸州红方格精致酒店
四川泸州揽江酒店
四川内江安岳东云园林酒店
四川南充仪陇亿德国际酒店
重庆合信石大酒店
陕西铜川盛禾大酒店
四川泸州西西里酒店
四川遂宁射洪绿然酒店
四川康定360酒店
四川雅安荥经鸽子花酒店
四川西昌柏樾酒店
成都都江堰馨竹熊猫客栈
鄂尔多斯同创酒店

项目总览表



谢谢聆听
 Thank for your listen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