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能楼寓管理系统
Intelligent Building Manag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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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  |  灵活  |  强大

兼容 
GPON/光纤

MEET，是一个基于点对点结构的纯IP数字可视
对讲系统，高效、灵活且功能强大。

MEET，设备之间可以直接通讯，无需一台中控器
或服务器，避免整个系统瘫痪。

MEET，允许安装商根据不同的项目，自由分配IP
地址，灵活地控制整个网络。

MEET, 在门口主机、室内智能终端和管理机之
间传输高品质的通讯信号，高清视频和数字音频。

MEET， 拥有3个系列的门口主机、4个系列的室
内智能终端，以及1个系列的管理机。

MEET，还可以扩展集成门禁系统、报警系统、监
控系统和智能家居系统。

/ 视频监控

/ 智能家居系统

/ 远程控制

/ 第三方门禁系统（Wiegand 协议）

/ IC 刷卡门禁

/ 人脸识别

/ 电梯控制

/ 多门开锁

/ SOS 紧急呼叫

/ 管理中心

/ 呼叫和报警记录

/ 高清视频和数字音频

/ 同步通讯

/ 通过 MEET ME 应用程序实现呼叫转移

你可以在智能手机上接受呼叫。住户
仅需要安装一台室内智能终端，并在
手机上下载MEET ME应用程序，每个
住户可以连接8部手机。

使得不同的室内智能终端可以同时通讯成为
可能。

集成

安全

通讯

MEET
功能

Username

Password

AC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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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禁控制

人脸识别（可无接触激活）

密码开门

标准配置

用户在门口主机前，可以不触碰图标按钮激活
人脸识别开门，最大程度减少接触。通过人脸
识别开门，方便住户出入，提高安全性和舒适
性，最多可注册6000名住户。

通过密码开门，最多可注册8组开门密码。

刷卡开门
内置MIFARE感应读头，确保住宅安全。

可以使用IC卡。
可升级为
身份证感应读头。

用微信扫描门口主机显示的二维码即可自动开
门，注册并获得授权后方可使用。

二维码开门

MEET管理软件允许以最为直观的方式配置和
控制整个系统。根据不同的用户权限，自动开启
和禁用不同的功能。

功能 - 门禁、呼叫和报警记录

- 用户注册和注销

- 信息发布

- 系统配置

- 设备在线、离线检测

发卡器

MEET 
管理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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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人脸识别服务器

第三方门禁控制器

第三方门禁读卡器

预留HID等第三方读
卡器安装空间

RTSP 视频流

WIEGAND 输出

WIEGAND 输入

门禁控制
第三方集成

电梯控制

电梯，为您的安全而服务

业主，刷卡后电梯只能抵达业主所在
楼层，可以安全地回到家里。

访客，当业主接受呼叫并开门后，电
梯自动驶向访客所在楼层迎接，访客
只能抵达业主所在楼层。

业主和访客仅可以进入被授权的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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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

MEET门口主机可以通过IP发送H.264视
频流，将门口主机摄像头视频信号发送
到监控中心，用于监控或存储。

我们的技术允许室内智能终端启用一个
功能，显示安装在建筑中的任何IP摄像
机的视频。这个功能非常适合于监控花园，
车库或小区的公共区域。

此外，可以在室内智能终端通话的界面，
直接点击图标按钮，联动IP摄像机和开
锁继电器。

闭路电视集成

视频监控
最多可以连接8台摄像机

监控中心
硬盘录像机，视频监控软件

使用外部继电器开门
ref.1490

多门控制
ref.1491

门口主机呼叫住户

扩展功能

IP摄像机
1 2

通话过程中，切换摄像机视频

门铃联动摄像机功能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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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功能

室内智能终端

门口主机具有防拆报警、门未关报警、
暴力开门报警和火灾报警功能

MEET管理软件 MEET 管理机

三种模式可切换
睡眠在家 离家

门磁/窗磁

燃气

水浸

火灾

入侵

SOS

发生报警

弗曼科斯最新的安防技术，为您的家配备全
新的门禁系统，智能家居系统和布线技术。
BEON 是弗曼科斯凭借其在智能家居行业多
年的技术积累，由西班牙设计研发的智能家
居解决方案。
BEON 用户界面借鉴了欧洲品牌弗曼科斯的
经验和设计标准；直观、 通用、用户体验良好。
还可以与弗曼科斯MEET可视对讲系统完美
对接，在室内智能终端上控制智能家居系统。

MEET 室内智能终端可以连接智能家居系统。
强大的灵活性，满足不同项目需求。为您的客
户提供更多的选择。
BEON智能家居系统允许CAN总线系统和
ZIGBEE无线系统组合组网，或者各自单独组
网。
可以定制安装方式、布线方式、室内智能终端
和设备的外观等。专业、简洁，不同的产品系
列供您选择，为您营造自己的专属空间。

智能家居系统网关

WIT 室内智能终端
双网口设计

网络 网络

单元 住户

智能家居系统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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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智能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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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独一无二的空间

对于准备打造独特而且高雅空间的室内设计师和建筑师来说，WIT 是 FERMAX 带来的最为先进的室
内智能终端。

WIT 拥有独特的设计。金属边框搭配白色、黑色或金色的钢化玻璃，融合于不同的室内装修风格。90
度的直角设计，源自对美学的不断追求和西班牙的设计风格，精益求精，精致高雅，完美表现，这就是
WIT。WIT 10 寸室内智能终端可以墙面暗装，更直接地展现直线效果，顺应最新的极简欧洲设计潮流。

WIT 拥有独一无二的美学理念，更拥有创新的技术。WIT 设计了双网口，允许安装 APP，从而增加了
室内智能终端的附加值和功能性。

WIT 的边框、玻璃和屏幕背景颜色可以定制，满足每一种装修风格。

专为智能家居集成而设计
可以PoE 供电

7寸和10寸电容式触摸屏

8毫米厚度的金属边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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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和时尚所在

HI 是 FERMAX MEET 家族里最新的成员。它的革命性设计，适合流行、时尚的住宅。

HI 的屏幕背景可以定制为多种颜色。有了HI ，你也可以选择 FERMAX 版权的铃音，体验你独特的品味，
营造你专属的空间。如果你不想听到任何音铃声，只需按下“免打扰”按钮，任何来电将只点亮屏幕而
无振铃声。

归功于 MEET 系统，HI 预装了 8 继电器远程控制 APP 和 4 场景控制 APP。

HI 为 7 寸屏，有白色和黑色可选。

遇见最为时尚的室内智能终端

7寸电容式触摸屏
银色的金属装饰边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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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和安全

7寸和10寸
电容式触摸屏

MIO 是城市和现代住宅的象征符号，紧凑而多功能的设计，完美匹配科技住宅。

MIO 内置 8 个防区，通过报警模块扩展到 16 个防区，可以连接窗磁、门磁、红外、烟感、煤气、水浸，紧
急报警等。MIO 可以设置在家、睡眠和离家三种报警模式，每种模式可以自定义防区数量。

MIO 的 7 寸室内智能终端和 10 寸室内智能终端均可提供多种颜色：白色、银色、黑色和金色。

强大的IP技术，打造安全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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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对讲系统中的精华

NEO 是一款基于 Linux 技术的高品质室内智能终端。可以与门口主机、管理机和其它室内智能终端
进行呼叫，免提通话，数字音频和高清视频。

独特的斜面边框设计，成就了市场上友好用户体验的室内智能终端。 纯白室内智能终端是弗曼科斯产品
中最简约的一款。

NEO 是可视对讲系统中的精华。易于使用，值得信赖。适用于各类项目。

7 寸电容式触摸屏，白色和黑色可选。

全数字、可靠，适合各类住宅

7寸电容式
触摸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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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电梯控制

业主回家电梯授权

业主离家召梯

访客电梯授权

室内智能终端呼叫
WIT、HI、MIO和NEO室内智能终端均可以从以

下发送和接受呼叫：

-门口主机

-管理机

-其他住户

呼叫管理机
呼叫室内智能终端上所列的管理机。

呼叫记录
按下图标可以查看呼叫记录，最多可以显示64
张照片，照片可通过SD卡导出。

未接呼叫
对于每个未接呼叫，将自动拍摄一张照片。

监视门口主机
按下门口主机列表可以监视门口主机，如果你
愿意，可以直接通话。

免打扰
室内智能终端被呼叫时，免打扰功能可以使室
内智能终端在被呼叫时保持静音，仅仅点亮显
示屏。最长可以设置为8个小时，设置时间结束
后将自动返回到正常状态。LED指示灯将指示这
个状态是否已被启用。

信息发布
收到新的信息以后，LED指示灯将点亮。用户点
击列表可以阅读这些信息。

智能家居
对 于 WIT 室 内 智 能 终 端，安 装 了 智 能 家 居
APP 以后，用户可以在室内智能终端的触摸
屏上操作和控制智能家居系统。

远程控制继电器

对于 WIT, HI, MIO 可以连接继电器模块，在
室内智能终端上控制最多 8 个设备。

门铃功能

门铃按钮可以直接与室内智能终端连接。并
可自动启动摄像机图像。

铃音设置

不同呼叫来源可以设置不同的铃音。FERMAX
拥有所有铃音的版权。

屏幕设置
在用户菜单中选择屏幕背景色、音量大小和
按键音。

紧急警报
紧急状况下，紧急报警信号可以发送到管理
机和管理软件。

报警（如果已安装 )
- 在家模式：24 小时防区，比如烟感、煤气等
- 睡眠模式：24 小时防区 + 周边防区
- 离家模式：所有防区（门磁、窗磁、红外等）

只需轻点屏幕图标即可方便地设置报警模
式。如果需要，你也可以输入胁迫密码进行撤
防，管理机和管理软件将收到报警信号，而室
内智能终端保持正常。另外，也可以通过在门
口主机上刷卡的方式自动切换到在家模式。

室内智能终端功能

包括WIT / HI / MIO / NEO

WIT，HI，MIO和NEO所展现的，不
仅仅是出色的外观设计，更是住
宅通讯专用的最为友好的用户界
面设计。

使用MEET ME APP实现呼叫转移

MEET系统可以在智能手机上接受呼叫，仅仅需
要在你的住宅里安装一台MEET室内智能终端。

下载安装MEET ME 应用程序, 一个住户最多可以
设置8台智能手机。

因为不需要其它额外的设备，安装极其简单，只
需要将MEET IP 网络与INTERNET连接。这么简
单归功于MEET ME 的云功能。

Username

Password

ACCEPT

呼叫转移
meet.fermax.com

Username:

Password:

4310081
EDC3147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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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口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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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功能：

- 防拆报警              - 暴力开门报警

- 门未关报警          - 火警

门禁控制功能：

-密码开门      -微信开门

-人脸识别      -感应卡开门     -访客动态码开门

Marine 门口主机通过 IK09 防冲击防护等级测试，安全保障。

拥有4种报警功能，为您打造安全住宅。

Marine内置了MIFARE感应读卡器，可以通过韦根协议连接第三方读卡器读取感应卡的信息或者连
接第三方控制器。

Marine是由西班牙工艺打造，由3mm厚不锈钢面板，经过拉丝处
理制成的防破坏门口主机。
运用最先进的技术打造，具有良好的耐腐蚀性能。
防潮、防冻，即使在恶劣气候环境下仍然耐受。

4.3寸 TFT 彩屏，超大角度摄像头（水平128,垂直70，对角145度）。
直观的机械按键，带有背光。支持一键直呼功能。 

Marine门口主机可以实现墙面暗装，顺应欧洲极简设计潮流。

有12种语言可选，支持盲文。

完美抵御极端环境
防破坏，高品质不锈钢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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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见倾心的门口主机

对于正在寻求欧洲风范的高端项目的开发商和系统集成

商来说，KIN是市场上最为精致高雅的门口主机。

门口主机8mm厚度的金属面板，经过拉丝氧化处理，西班

牙工艺打造。对于追求独特的项目和要求至高的客户来

说，KIN是FERMAX的旗舰门口主机。

KIN具有香槟金和深灰银，隐藏式的侧边扬声器，均得益

于精益求精的设计和70年的可视对讲丰富经验。

PoE 可以PoE供电

KIN，精致典雅，人机交互，令人怦然心动

更多的界面，更多的功能，更为友好的用户体验

KIN拥有一块10寸的电容触摸屏，成就了市场上最具友好用户体验的门口主机。

直观的界面，10种语言，最为简易的操作方式。

当用户接近门口主机时，感应器就自动激活门口主机，简单易懂的图标，可以毫不费力地浏览整个屏幕，KIN带给

你更为流畅的体验。  

门禁控制功能
-密码开门      

-微信开门

-人脸识别

-感应卡开门

-访客动态码开门

-数字键盘拨号呼叫

-数字加字母键盘拨号呼叫

-直按式呼叫

-单户按键呼叫

-通讯录呼叫

呼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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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O是金属和钢化玻璃的完美结合，遵循当前材料
和设计的趋势，可选择触摸按键和机械按键。MILO
是一款功能强大的门口主机，内置感应读头，也可以
集成第三方门禁控制器。

功能强大，适合每一个项目

MILO以安全而著称，包括四种报警功能：

- 防拆报警

-暴力开门报警

-门未关报警

-火警

MILO 感应读头

MILO单户
可视门口主机

MILO内置了MIFARE感应读卡器，以增强建筑物的安全性。

MILO可以通过韦根协议连接第三方读卡器读取感应卡的信
息或者连接第三方控制器。

感应卡开门

MILO提供触摸按键和机械按键，满足不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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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ET 梯控协议模块

MEET 信号输出模块 -10 线

单户门口主机

单元入口

8 防区报警

KIN门口主机和WIT、HI和NEO可视室内智能终端可以DC12V或PoE供电，其它设备DC12V供
电。

RS-485

IP 摄像机

RS-485

MEET 信号输出模
块 -2 线

车辆道闸

 
系统示意图 技术规格

网球场

*从UTP切换到FO需要转换器。

接线
超5类网线
光纤*
报警
电梯

门禁读卡器

主入口

游泳池

管理软件

管理机

连接到管理机的
IP 摄像机

协议
MEET，是一个基于点对点结构的纯IP数字可视对讲系统，
高效、灵活且功能强大。MEET的安装和维护均很方便，并
可自由分配IP地址，灵活控制整个网络。

MEET，离散式结构允许每个设备可以单独设置，无需一台
中控器或服务器，通讯更加可靠。

MEET，适用市场上标准的交换机，也兼容GPON光纤网络。

图标式的用户界面

MEET, 对每个功能设计了通用图标，方便不同文化和年龄
层次的用户使用。从设计之初，MEET就关注直观的界面和
友好的用户体验。

布线  超5类网线
非PoE设备需要2芯电源线

住户数量： 每个小区最多9899户

单元门口主机数量： 每单元最多99台

单元数量：  最多999单元

管理机数量： 最多99台主管理机，每台主管理机可连
接最多5台副管理机

最长传输距离： 无限制

同时双向通信： 是

室内智能终端设置： IP地址，单元号/房号

扩音器中的语音合成器： 有

服务器： 不需要

技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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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ET拥有40多个型号的室内智能终端，以满足不

同项目的需求。WIT室内智能终端可以适应不同的

室内设计风格，为你的用户提供量身定制的解决方

案。WIT拥有不同的颜色，7寸和10寸可选，不同级别

的功能设置。

MEET可视对讲系统，可以连接智能家居系统，为你

的项目带来更大的增值和与众不同效果。

WIT 
最为高雅的室内智能终端，专为你的项目提供更多选择。

FERMAX  历史

FERMAX，由Fernando Maestre先生创建于1949年；

经过7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西班牙可视对讲和智能家居行业的第一品牌；

目前为全球70多个国家的市场提供产品和解决方案。

1995年，FERMAX进入中国市场；

为中国的客户和合作伙伴提供最优质的产品，这些产品均具精美的设计，友好的用户

体验，西班牙的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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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OUND
THE WORLD

经过7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西班牙可视对讲和智能家居行业的第一品牌。

目前为全球70多个国家的市场提供产品和解决方案。

全球有数百万人使用并且喜欢我们的产品。



38

弗曼科斯，与合作伙伴携手共进。

弗曼科斯跨越国界，开拓市场，横跨五大洲。我们经历了不同的文化体验，使我们的对讲系统更

满足安保、通信和生活的各种需求。

弗曼科斯的产品是全球标志性建筑的关键组成部分，守护着世界上最重要的地方，你的家。

弗曼科斯专注于智能家居和智能楼寓管理系统的研发和生产，品牌在世界享有领先地位。所有

这些产品都出自弗曼科斯享誉世界的欧洲设计。拥有世界尖端技术、经过实地测试，采用最耐

磨的材料，设计优化简洁且优雅。

1995年，弗曼科斯进入中国市场。在中国这个极具吸引力的市场，不断的创新，成为弗曼科斯

整体竞争力的优势来源。自1995年以来，弗曼科斯一直为中国标志性的建筑项目提供产品。

弗曼科斯可视对讲楼宇访客系统，入口控制系统和内部通讯系统

的销售与服务。证明完成审核并满足ISO 9001: 2015标准的要求。

证书自2021年起生效。

The Palm Jumeirah I 迪拜 思南公馆 I 上海

Reflections I 新加坡 凯德双桥 I 广州

Le Nouvel KLCC I 马来西亚 协鑫中心/嘉润广场 I 苏州One 57 I 美国 保利融信大国璟 I 杭州

Etihad Towers I 阿布扎比 嘉里海碧台 I 秦皇岛

Victory 5 I 俄罗斯 保利中央公园 I 北京

Ikebana I 西班牙 协信中心 I 重庆Eureka Tower I 澳大利亚 万科千林山居 I 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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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34200366

灏斯科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Housy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o., LTD.

上海市闵行区顾戴路2988号赢嘉广场A座7楼E室 
Rm. E, Floor 7, Building A, Yingjia Plaza, No. 2988, Gudai Rd., Shanghai

sales@fermax.com.cn

中国区销售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