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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米讓生活更簡單美好， 現在就開啟家的全新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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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 FIBARO ?
Fibaro 是歐洲第一無線智慧家庭系統，透過 Z-Wave 技術，

可提供非侵入性、無須重新佈線的安裝方式，來實現智慧家庭。

您可以透過行動裝置隨時控制 Fibaro 系統，人性化的操作介面，

讓您隨心所欲的控制家中設備與氛圍，創造家庭互動無限的可能。



6 7

Fibaro 公司成立於波蘭，以先進的無線技術及創新的研發思維，引領產品設計，一舉躍昇歐洲第一大無線

智慧家庭品牌。系列產品的高質感外觀與歐洲在地製造生產，使品質與外型兼具，更為市場公認最好的智

慧家庭解決方案。

歐洲第一無線品牌、百大企業

Fibaro 銷售已涵蓋全歐洲，並持續銷售到全世界，目前已超過 88 個國家。

行銷全球超越 88國

知名媒體報導、參展、獎項

Best Gadget of 2012
2014 歐洲

100 強企業

CEDIA 2014CES 2015

國際論壇設計 (iF)

2014 iF Design Awards Winners

CeBIT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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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

想要每天早晨充滿活力的起床嗎？

試想當您醒來，外面的陽光微微照進房裡，刷牙

洗臉後，咖啡已為您煮好，智慧家庭為您打理生

活大小事，只需要開心準備一天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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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後，可透過行動裝置一鍵關閉屋內所有燈光及

電源，即便忘記此事，Fibaro 也能感測無人在家而

自動關閉電源。

當您外出後，系統感應家中一段時間都沒有人員活

動，可以主動提醒您是否需要啟動防盜系統，透過

遠端也可以協助您守護家。

系統會自動啟動咖啡機為您煮好一杯熱咖啡，同

時，微波爐內的早餐正在幫您加熱，馬上就能享受

早餐。

起身後，系統感應到你的動態，自動為您開啟走廊

的燈。另外，通過調光燈，您可以做細緻的燈光控

制，來節省更多的能源與電費。

系統能以百分比方式，精確控制電動窗簾位置，是

市場上唯一能如此控制窗簾的系統。

如晨醒時，系統可為您開啟窗簾 50%，讓陽光灑

入房裡。

環境感測器可以判斷您是否起床，來啟動對應的早晨情境模式。也可以依照您設定的時間啟動，用最舒適

的方式喚醒您一天的開始。

起床，啟動早晨情境

自動開啟窗簾

自動開啟燈光

為您準備一杯咖啡

外出後啟動防盜

一鍵控制所有電源

您常因為聽到鬧鐘的聲音而感到早晨很煩悶嗎？

讓系統為您自動啟動音響，用您喜愛的音樂做為一

天的開始。

自動播放喜歡的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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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時

上班時常會一顆心懸著，擔心家中的狀況嗎？

透過環境感應器，您可以依據個人生活作息，設計自動化的行動。

例如透過辦公室的環境感應器與主機，遠端結合家中主機，系統可得知

您人是否身處於辦公室，進而判斷是否需關閉家中設備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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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起手機，就能隨時觀看家中畫面，孩子與長輩出入，也能傳送照片到您手機。

系統可兼容大多數網路攝影機，能擷取圖片、調整攝影機角度，讓您隨時可以一覽家中的情況，

確保家人平安。

透過手機，隨時關心家人

當您外出時，家中如有任何異常狀況，家人可以立即按壓牆面緊急

壓扣，就能通知在外地的您。

異常時緊急壓扣通知

感應器可以擔任守護家中安全的系統，當任何非預期的人闖入空間，系統可以第一時間偵測，

發出警報、閃爍燈光並同時通知家中成員或自家警衛，緊密的保護您家。

系統自動偵測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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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返家

工作累了一天，回到家中，系統自動為您啟動回家的情境，

迎接您回家，卸下一天的疲累。

您甚至可以提早告知 Fibaro 系統：我快到家了。

他會為您準備好燈光、熱水、空調、音樂，

讓您回家不必再進行這些瑣碎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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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將為您自動開啟屋內的燈光，如：客廳開啟 100% 亮度，廚房及房間開啟 50% 亮度，

並且開啟窗簾、因應天氣狀況啟動冷氣或暖氣、啟動除溼機、微波爐，讓您一回到家就舒

適放鬆的感覺。

自動調節舒適環境

當您回到家中，系統可啟動陽台、院子或車庫的監視器與警報系統，以防車子被不肖人士偷竊，

或附近有可疑人士。讓您放心在家中享受家庭生活。

啟動防盜監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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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影音娛樂時

想放鬆時，系統配合場景輕易變換氛圍，給您無限的驚喜！

試想當您想看電影享受視聽娛樂時，透過環境控制，就可以

變換如身處劇院般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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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情境或排程，系統可為您啟動視聽設備，如電視、音響、投影機 ... 等。例如您習慣晚間 7 點收看新聞，

系統自動為您轉向新聞台。當您要看電影享受休閒時光時，系統能自動調整室內燈光亮度，打造如身處劇

院般的感受！

影音控制系統

結合 LED 燈光控制器，家中的 LED 燈欲調整任何顏色，都可以隨時改變。

例如當與伴侶共進晚餐，或洗熱水澡後的放鬆感，燈光顏色可以讓情緒更為融入。

LED燈光效果情境

系統能整合紅外線遙控器，因此您可以把電視、DVD 播放機、冷氣

機 ... 等，整合到系統中，透過手機便能控制這些設備，也因此可以

管控家中小孩收看電視節目，不必擔心當他們脫離您視線時，看太

久的電視，更可以收起桌上各式各樣的遙控器囉！

整合各遙控器於一手

想閱讀時，調節燈光、關掉音樂，讓您可以在如圖書館般的寧

靜氛圍中享受閱讀。

寧靜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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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時

當家人進入睡眠狀態時，系統將為您把整個家中也轉為睡眠模式，替您關閉各種電源、燈光，

並同時為您加強安全性的設備啟動，例如煙霧感測、防盜器、監視器，讓您安心無虞的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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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測器會感應人體進入睡眠狀態，再自動為您關上燈光、音樂，並在您整個睡眠過程中，因應溫度

的變化，調整房內的冷氣、暖氣，讓您不必擔心過冷過熱，導致感冒，守護您與家人的健康！

睡眠模式

您知道嗎？有些材料燃燒時不產生煙霧，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決定加入溫度感應器至煙霧感測器中，例如，

當煙量不足，但溫度已達 54 度 C 以上或急劇的變化時會引發警報。

您也可決定在發生火災時，系統應採取何種動作。例如：打開百葉窗、啟動照明照亮安全逃生路線。這些

也可以利用行動裝置隨時演練災難發生時的行動。

預防火災

常常半夜起床走動、如廁時，還要自己開燈嗎？系統可設定在夜晚期間．感應到人體活動時，

自動開啟走道微微的燈光，讓您半夜起床不再摸黑，也更安心。

夜間智慧照明

當全家都進入睡眠時，系統自動啟動防盜，讓您更安心睡眠，一旦有緊急狀況發生或歹徒闖

入時，系統可發出警鈴並通知全家人。

夜間防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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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出遊時

當您外出旅遊或出差，長時間不在家時，系統會為您看守家中的狀況，

在外地也可以隨時透過行動裝置觀看家中情形。

為了預防小偷，甚至可以模擬有人在家活動，防止竊賊觀察後行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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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您是自行或與朋友外出遠門，也可以隨時觀看家

人的動態，如家中的長輩或小孩，當他們有任何狀況，

系統會第一時間告知。讓您在外地能更放心。

自己一人旅行，關心家人

透過行動裝置，就能隨時觀看家中各出入口與屋內的畫面，當系統感測到異常時，

也能立即傳送照片到您手機。

常常出差在外地嗎？系統為您照顧好家中狀況，不必

再因為公事而忽略了對家庭的關心，透過手機仍可以

隨時了解動態、並能為家人準備好您平常會為他們做

的事，例如：擔心天氣變化，系統可自動因應天氣調

整冷氣、暖氣溫度。

出差公事，系統為您照顧家人
如果全家人都不在家，最擔心的便是有小偷闖入，透過系統，您可以模擬有人在家活動，在特地時間內自

動開啟燈光、電視，讓覬覦的小偷不敢進入。

模擬有人在家

隨時掌握家中狀況

當家裡發生漏水現象，會立刻通知，也可以搭配止水閥

在漏水第一時間自動關水。

感測漏水，緊急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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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FIBARO，如此簡單！

動態感測器－

可感測人體動態、周遭溫度、亮度及震

動狀態。

配置 FIBARO，您會有的裝置：

1. Fibaro 主機

2. 感測器 :

　動態感測器 / 水滴感測器 / 煙霧感測器 / 門窗感測器

3. 控制器 :

　迴路控制 / 調光控制 / 窗簾控制 / LED 控制 / 紅外線控制

這些裝置體積輕巧、安裝便利，配置無負擔！

門窗感測器－

保護家人安全，不明人士打開窗戶，

立刻發訊至您的手機。

調光控制器－

門窗開啟時，燈光自動閃爍，並可控制

亮度。

窗簾控制器－

可自動開關並調整窗簾、百葉窗的開啟

程度。

搭配無線網路攝影機－

當有人闖入時，立即主動傳送照片至您

的手機。

搭配無線音響－

配合情境設定，系統可自動播放喜愛的

音樂。

Fibaro 主機－

為系統無線、自動化的控制核心，兼具

外型與強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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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拖曳來控制家庭設備，更能掌握精準度，調節細微亮度變化，節省更多能源！

自由的呈現家的資訊

燈光、窗簾、情境 ... 等各項控制，一鍵就能瀏覽與管理。

明顯的首頁鍵，可輕易回到主畫面，操作容易上手。

透過電腦、手機、平板，都可以控制系統，讓您隨心所欲配置你的家。

支援各行動裝置

可自由設定那些常用項目要放在首頁，

操作更快速便捷。

操作彈性、多以拖拉或微調鍵來設定，圖像化的介面感覺更生動親近。

人性化操作介面

家庭各角落畫面隨時瀏覽，各感測器有感測到任何事件也都隨時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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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圖所示接線。將電源線連接到電源和將網路線連接到 LAN 插孔。

在連接電源線後，Home Center 2 便可以工作了。預設 Home Center 2 會從您的 DHCP 伺服器下載IP地址。

輕鬆簡單的完成裝設－主機

增加感測器，只需要在介面上按下新增裝置，再

按感測器的 B 按鈕 3 下（如右圖），就連線完成！

輕鬆簡單的完成裝設－感測器

您需要做的就是從牆面拆開原有的開關面板，斷開總電源後，將迴路與電源線抽出，接上 Fibaro 控制器，

然後再將面板與控制器連結，蓋子再蓋回去，就完成囉！若您不擅長，也不必擔心，我們也提供專人到府

安裝的服務。

輕鬆簡單的完成裝設－控制器

系統採用無線及模組化設計，模組化產品體積小，裝設快速容易，

因此無須破壞裝潢，即便是裝潢好的空間也可以配置，打破傳統需要佈線的做法！

快捷簡易的安裝方式，裝潢好的房子也沒問題！

從一個區域開始也沒有問題。

無線系統的自由擴充性，讓您可隨時調整或

更改控制區域，如果您一開始只配置家中幾

個區域，後來格局改變要調整或擴充，都可

以依據需求重新設定，這是 FIBARO 更勝於

其他品牌的一大優點！

擴充或變換區域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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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你的生活習慣備份在硬碟，在

需要時還原系統，

永遠不用擔心遺失重要內容！

聰明系統備份機制

領先的無線系統，實現主機與感應、控制元件之間流暢穩定的控制品質。

先進穩定的無線技術

系統採用英特爾Atom 1.6GHz處理器，由於它的速度，Home Center 2 比起其他的 Z - Wave 主機快得許多，  

Z - Wave 的網路通信顯著提高，用戶發送的命令能快速地達成。

快速的訊息處理

我們致力設計精品等級的產品，

Home Center 2 由堅固的鋁合金打造，質感極佳 !

相信當你一看到時就極為喜愛 !

重視產品外觀與質感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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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baro 可與多種您原先的家庭設備結合，例如視聽音響、攝影機、防盜器、電器設備 ... 等，透過 Wi-Fi 串

起家中各種設備，並已有許多與知名品牌合作的精采案例。未來將持續與各大品牌合作，讓智慧家庭質感

更加提升，體驗卻更加深刻！

與知名硬體品牌結合

專業用戶可透過程式語言撰寫更細微的功能。

支援進階玩家使用 Lua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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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BARO 歐洲第一無線智慧家庭系統 - 你心動了嗎

專人為您規劃智慧家庭

完善的服務內容

設備安裝服務 裝設完成設備加入系統

系統設定服務

1. 作業系統與 App 安裝

2. 無線網路環境設定

3. 控制系統設定

到府服務教學

1. 界面操作教學

2. 基礎功能設定與情境編輯

3. 系統維護教學

諮詢規劃服務

1. 到府評估現場環境

2. 功能與使用咨詢

3. 配合您的室內裝潢設計規劃

客製化情境功能服務 了解需求制定情境



歐 洲 第 一 品 牌

經銷資訊：

更多資訊 : www.flh.com.tw

費米智慧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