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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中心

Nature 视界系列 / 超能面板 / 智慧网关 / 

超级碗 /  智慧魔镜



超能面板是一款多功能全屋智控面板，外观及界面均由获得德国红点奖和iF奖的设计

团队倾力打造。采用4英寸IPS超清多彩屏，可通过多点触控屏操控家中各类智能设

备，一键启动离家模式、睡眠模式、观影模式、用餐模式等不同的智慧场景，精准控制

窗帘的开合程度，调整灯光亮度与颜色，调节空调温度等。

同时这款面板可作为网关使用，添加其它智能家居设备实现全屋控制，也可作为智能

开关被添加到用户的全屋智能系统中，支持多种工作模式。

墙外面板：86*86*11mm          

整机尺寸：86*86*36mm         

屏幕规格：480*480P/720*720P

操作系统：Linux/Android          

供电方式：零火线100-240V AC          

无线通讯:Wi-Fi+CoSS/Wi-Fi+CoSS+蓝牙

无线传输距离：200m(开放场)          

最大负载:交流负载单路阻性负载500W，

感性、容性负载200W

超能面板/超能面板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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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英寸IPS超清多彩屏

多点触控

毫秒级响应

86开关无缝升级

智能场景控制

扁平化极简界面

安全用电

IPS



Nature视界重新定义了家庭场景下的全屋智能交互体验，既是智能家居的控制中心，又将可视对

讲、物业消息推送、周边O2O商业集于一身，助力地产实现业主运营和数字化转型。

智能家居交互中心

智能物业终端

10.25寸异形大屏

金属实体按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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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面板：342 (L)×122 (H)×16.3 (D)mm            入墙底盒：335 (L)×114 (H) ×70 (D)mm           屏幕规格：1920×720 pixels

操作系统：Android 5.1           中央处理器：四核ARM Cortex           RAM：2GB           供电方式：零火线100-240V AC

无线通讯：WiFi 802.11b/n/g、蓝牙           接口外设：RJ45网口、HDMI、USB

智慧中心PRO是智能设备联动的大脑，可连接500个智能设备、

实时反馈智能设备的状态、远程控制各种智能设备、执行多情

景智能联动。

强大内核 覆盖广阔 稳定可靠

智慧中心PRO（LS083WH）
智慧中心MINI既是网关也是报警器，Wi-Fi直联网络无需网线、

具备安防报警、智能门铃、远程控制、智能联动、AI管理等多种

功能。

无线安装 身材小巧 稳定可靠

大小：65.3*65.3*55mm

重量：85g 

颜色：象牙白

材质：ABS+PC/PC

最大功率：3W

无线距离：200m (开放场)

工作电压：100 ~ 240V AC

工作温度：-5 ~ 45°C

大小：110.8*110.8*28mm         

重量：120g                               

颜色：象牙白

传输协议：Zigbee, CoSS 433MHz

材质：ABS

功率：最大2.5W 

无线距离：400m（开放场）

工作湿度：5~90%

 工作温度：-5~45℃

输入电压：5V DC

全向红外 变色夜灯 手机充电

大小：128*128*53 mm 

重量：260g

颜色：象牙白

功率：≤1.3W

工作温度：-5-45°C 

工作湿度：5-90%

输入电压：5V DC

红外频率：38 k Hz 

智慧中心MINI（LS084WH）

超级碗可红外遥控家中的各种家电设备。强大码库，支持红外

信号学习，多角度发射。碗状造型可做桌面小收纳，还有1600万

色夜灯、USB充电口等贴心功能。

超级碗（LS136）

（LS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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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500*500*28mm            屏幕：13.3寸            分辨率：1920*1080            触摸：10点触控 TP            功率：12V 1.5A 18W

工作温度：0~40℃

控制终端

语音交互

上网冲浪

魔镜不仅可以实现全屋智能设备的一键操控，还可以播放新闻、视频、音乐，以及语音控制家里电

器，同时支持语音控制和体脂、皮脂的健康数据检测。

圆形魔镜（LS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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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镜不仅可以实现全屋智能设备的一键操控，还可以播放新

闻、视频、音乐，以及语音控制家里电器，同时支持语音控制和

体脂、皮脂的健康数据检测。

控制终端 语音交互 上网冲浪

方形魔镜10寸（LS120）

魔镜不仅可以实现全屋智能设备的一键操控，还可以播放新

闻、视频、音乐，以及语音控制家里电器，同时支持语音控制和

体脂、皮脂的健康数据检测。

控制终端 语音交互 上网冲浪

魔镜不仅可以实现全屋智能设备的一键操控，还可以播放新

闻、视频、音乐，以及语音控制家里电器，同时支持语音控制和

体脂、皮脂的健康数据检测。

控制终端 语音交互 上网冲浪

尺寸：500*800*20mm 

触控屏：10点触控电容屏

面板玻璃：进口（非导电）钻石级纳米镀膜玻璃。

颜色：黑色

材料/工艺：塑胶和钣金

屏幕：15.6寸

分辨率：1920*1080

尺寸：300*800*23mm 

触控屏：10点触控电容屏

面板玻璃：进口（非导电）钻石级纳米镀膜玻璃。

颜色：黑色

材料/工艺：塑胶和钣金

屏幕：10寸

分辨率：1920*1080

尺寸：600*800*28mm

触控屏：10点触控电容屏

面板玻璃：进口（非导电）钻石级纳米镀膜玻璃。

颜色：黑色

材料/工艺：塑胶和钣金

屏幕：23.6寸

分辨率：1920*1080

方形魔镜15.6寸（LS121）

方形魔镜23.6寸（LS122）



电气面板
辰星开关 / 恒星开关 / 玉开关 /  流光开关 / 

调光系列 / 极星开关 / 插座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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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

辰星开关是智能家居行业唯一从根本上解决单火不稳定的智能开关，采用电池供电，单节可用七

年，更换方便，从此单火环境不再有频闪、鬼火等现象。

单火救星

告别鬼火

业内唯一

多色可选

辰星开关（LS185）

尺寸：86*86*42mm            工作温度：-5~45℃            工作湿度：5~90%            静态功耗：＜1mW            待机时间：5年                    

无线距离：200m（开放场）            最大负载：交流负载单路阻性负载500W，感性、容性负载20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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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

恒星开关是智能家居行业唯一从根本上解决单火不稳定的智能开关，采用电池供电，单节可用七

年，更换方便，从此单火环境不再有频闪、鬼火等现象。

单火救星

告别鬼火

业内唯一

多色可选尺寸：86*86*39mm            工作温度：-5~45℃            工作湿度：5~90%            静态功耗：＜1mW            待机时间：5年                    

无线距离：200m（开放场）            最大负载：交流负载单路阻性负载500W，感性、容性负载200W

恒星开关（LS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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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系开关采用2.5D玻璃材质，手感观感俱佳，加厚玻璃带来厚重安全质感，光滑镜面使得触摸操控

流畅，3D震动马达带来精确操控反馈。

工作温度：-5~45℃            工作湿度：5~90%            静态功耗：小于1.5W            工作电压：90-240V AC

无线距离：200m（开放场）            最大负载：单路阻性负载500W，感性、容性负载200W

玉系开关（LS139）

玻璃

玉石质感

震动反馈

2.5D加厚玻璃

多色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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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

流光开关创新的将流线灯光融入开关本身，支持1600万种颜色渐变，方便用户通过颜色区分开和

关两种状态，如果介意光线，也可在app里选择关闭光效。

流线光效

双向反馈

微动按键

多色可选尺寸：86*86*36.5mm            流光颜色：1600万色            工作湿度：5~90%             工作温度：-5~45℃            工作电压:AC 220V 

无线距离：200M (开放场)            最大负载：单路阻性负载500W，感性、容性负载200W；

流光开关（LS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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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插座支持手机远程控制，定时控制，

自带开关控制按键。通过智慧中心还能

和其他设备形成智能联动、实现定时开

关等 功能。

智慧插座（LS002）
Wi-Fi插座支持手机远程控制，定时控

制，自带开关控制按键。接入智慧中心还

能实现定时开关、联动等功能。Wi-Fi通

信脱离智慧中心也可以独立工作。

大小：65*65*36mm 

重量：95g

颜色：象牙白

工作电压：100-240V AC

静态功耗：最大0.5W

最大负载：10A

工作湿度：5 ~ 90%

工作温度：-5 ~ 45°C

Wi-Fi插座（LS060） 
入墙插座支持电量计量、双向通信及手

机远程控制，自带开关控制按键。同时也

能和其他智慧设备形成智能联动。可以

的远程开启电器或是设置定时任务。

入墙插座（LS075EM）

身材小巧 随插随用 电量计量

大小：65*65*36mm 

重量：95g

颜色：象牙白

工作电压：100-240V AC

静态功耗：最大0.5W

最大负载：10A

工作模式：Wi-Fi

工作温度：-5 ~ 45°C

独立工作 随插随用 电量计量

大小：86*86*37.5mm 

重量：80g

颜色：象牙白

工作电压：220V AC

最大输入电流：10A

输出电压：220V AC

最大输出电流：10A

工作温度：0~40°C

手机遥控 定时开关 电量计量

可控硅调光 动态感应 语音控制

尺寸:120x70x47mm 

无线距离: 100M(开放场)

工作电压:AC 100-240V 50/60Hz 

工作湿度:5 ~ 90%

动态感应范围：7m/120°

工作温度:-5 ~ 45°C

日本枯山水设计理念，支持可控硅调光，将灯光控制与动态感

应、光照感应相结合，可通过检测动态与光照强度联动控制灯

具开关。

调光开关(LS174) 

单火救星 告别鬼火 灯光指示业内唯一 

尺寸:120*70*35mm  

静态功耗:<1mW

最大负载:交流负载单路阻性负载500W，感性、容性负载200W

工作湿度:5 ~ 90%

待机时间:5年

工作温度:-5 ~ 45°C

工作电压:AC 100-240V 50/60Hz

完美解决120单火智能开关的不稳定、鬼火频闪等问题， 传输

时间延迟低于100毫秒，电池可持续使用5年以上， 是120开关

的终极单火智能方案。

极星开关(LS213)



传感器系列

多功能动态感应器 / 多功能门禁感应器 /  燃气感应器 /  

烟雾感应器 / 水浸感应器 / 环境感应器 /  甲醛感应器 / 

CO2感应器 / PM2.5感应器 / 人体存在感应器/ 

一氧化碳感应器 / 智能声光报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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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浸感应器可监测家中用水安全，一旦出现漏水、积水等现象，

通过App向用户发送警报消息，采取措施避免家中财产损失。

水浸感应器（LS064WH）
多功能环境感应器可实时监测室内温度、湿度、光照度，配有可

视液晶屏直观显示数值。配合智慧中心可与其他智能设备实现

多种智能联动功能。

大小：38.4*38.4*16.2mm 

重量：24g

颜色：象牙白

材质：ABS+PC

电池型号：CR2450 

无线距离：100m (开放场)

工作湿度：5 ~ 90% 

工作温度：-5 ~ 45°C 

尺寸：50x72x20mm 

材质：ABS+PC

电池型号：CR2450

报警时功耗：<30mA

静态功耗：<10uA

安装方式：壁挂

发射功率：≤10dB

无线距离：200米(开放场)

实时监测 远程报警 智能联动

尺寸：71*71*32mm 

重量：55g

颜色：象牙白 

材质：ABS 

工作功耗：130mW 

工作电压：DC 5V 

无线距离：200m(开放场) 

工作湿度：5~90% 

工作温度：0~45°C 

尺寸：71*71*32mm 

重量：55g

颜色：象牙白 

材质：ABS 

工作功耗：100mW 

工作电压：DC 5V 

无线距离：200m(开放场) 

工作湿度：5~90% 

工作温度：0~45°C 

多功能环境感应器（LS063WH）

甲醛感应器可实时监测家中甲醛浓度，当浓度过高时可远程报

警，提示用户采取措施，还能联动新风系统、空气净化器等设备。

甲醛感应器（LS087WH）

实时监测 远程报警 智能联动

CO2感应器可实时监测家中二氧化碳浓度，当浓度过高时可远

程报警，提示用户采取措施，还能联动新风系统等设备。

CO2感应器（LS182WH）

精确检测 实时通知 联动物业 小巧体积 直观显示 超长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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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动态感应器可以监测可控区域内是否有人，配合智慧中

心设置智能联动，实现自动开灯等功能。感应触发时间可调，贴

合用户使用习惯。

多功能动态感应器（LS062WH）
多功能门禁感应器可感应门窗开合，配合智慧中心实现智能联

动。面板是一个自定义开关，可一键设置智能情景。感应器还配

有撞击警报功能，守护家庭。

大小：38.4*38.4*22.4mm

重量：20g

颜色：象牙白

材质：ABS+PC

电池型号：CR2450  

无线距离：100m (开放场) 

工作湿度：5 ~ 90%

工作温度：-5 ~ 45°C

大小：38.4*38.4*14.6mm 

重量：20g

颜色：象牙白

材质：ABS+PC

电池型号：CR2450  

无线距离：100m (开放场) 

工作湿度：5 ~ 90%

工作温度：-5 ~ 45°C

精确检测 高音报警 联动物业

尺寸：71*71*32mm

重量:55g

材质:ABS

工作功耗：450mW

工作电压：DC 5V

报警声压：＞80dB

工作湿度：5~90%

工作温度：-5~45℃

无线距离：200m（开放场）

多功能门禁感应器（LS058WH）

燃气感应器可实时监家中用气安全，支持天然气、液化石油气、

城市煤气等气体，感应准确率高，自带报警喇叭，还能实现远程

推送、智能联动等功能。

燃气感应器（LS086WH）

精确检测 高音报警 联动物业

尺寸：60*60*49.2mm

工作湿度：5~95%

工作温度：-10~50℃

工作电压：DC 3V

报警声压：＞85dB/3m；

通讯距离：≤100m（开放场）

烟雾感应器实时监测烟雾浓度，一有火灾，立刻报警，自带高音

报警喇叭，支持实时APP推送警报以及联动物业，第一时间排

除险情。

烟雾感应器（LS145）

感知灵敏 撞门报警 超长待机 一键情景 防撞警报 超长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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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感应器可实时监测家中PM2.5浓度，配有液晶显示直观读

取数值，可远程报警，提示用户采取措施，还能联动新风系统、空

气净化器等设备。

尺寸：96*96*38mm

工作湿度：5~95%

工作温度：-10~50℃

工作电压：100-240V AC

显示方式：OLED

PM2.5范围：0.01-5.00mg/m3；

PM2.5感应器（LS342）

实时监测 直观显示 远程报警

雷达感应器可精确测量一定范围区域内是否有人体存在，感知

程度可以细腻到检测发丝的轻微摇动，主要用于需要精确测量

人体是否存在的场景。

工作湿度：5~90% 工作温度：0~45°C 工作电压：DC 5V 

雷达感应器（LS189）

发丝级检测 触发联动 检测人体

一氧化碳感应器实时监测一氧化碳浓度，当浓度过高时，可通过

手机App远程推送，自带高分贝报警，同时可联动新风系统、空

气净化器等设备。

尺寸：60*60*49.2mm    

工作温度：-10~50°C

工作湿度：最大95%RH     

报警声压：85dB/1m

工作电压：DC 3V

一氧化碳感应器（LS357）

实时监测 声音报警 远程提醒

当室内发生报警时，智能声光报警器会发出高分贝的声音和闪

光报警，及时有效地将报警信息直观地传达给用户，以便用户及

时处理异常和危险事件。

尺寸：Φ80*32mm

工作湿度：≤95%RH

工作电压：DC3V

工作温度：-10 - 50°C

报警声压：95dB(1米处)

智能声光报警器 (LS359)

声光报警 即插即用 断电保护



无线类型：Wi-Fi

密码长度：6 ~ 12位

无线距离：200m(开放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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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门锁重新定义了智能门锁，补全传统门锁在图像信息传递

方面的缺失。实时可视对讲，多种开门方式，支持挟持报警、防

窥密码、安全模式等功能。

智能门锁（经典版）采取独立加密安全区域与新型的指纹采集设

备，多种开门方式，支持挟持报警、防窥密码、安全模式等功能。

尺寸：385*75*33mm

颜色：金

材质：锌合金

镜头：F2.5

夜视：可见光补光

拒真率：≦ 1%

拒真率：≦ 1%

密码长度：6 ~ 12位

尺寸：385*75*33mm

颜色：金

无线距离：200m(开放场)

材质：锌合金

智能门锁（经典版）（LS101GS）

可视对讲 远程开门 智能联动 加密指纹 多样开门 智能联动

智能魔镜是一面能读懂你心的智能镜子，内置摄像头、音箱和麦克风，可自动唤醒，语音控制，轻松

设置智能情景，还有丰富多彩的娱乐功能。

可视门锁

06www.ilifesmart.com控制中心

荣获iF设计大奖

可视门锁（LS099GS）



银 金 黑

金 棕

金 棕

金 棕

金 红古铜

红古铜

尺寸：424.6*74.6*41mm（不含把手）            颜色：红古铜色            材质：铝合金/锌合金            锁体可选：24*240/30*240mm

供电方式：5号电池4节（每天开门10次，约可使用1年）            通讯距离：200m（开放场）

尺寸：306.6*72.8*37mm（不含把手）            颜色：红古铜色            材质：铝合金/锌合金            锁体可选：24*240/30*240mm

供电方式：5号电池4节（每天开门10次，约可使用1年）            通讯距离：200m（开放场）

尺寸：304.6*76.6*35mm（不含把手）            颜色：红古铜色            材质：铝合金/锌合金            锁体可选：24*240/30*240mm

供电方式：5号电池4节（每天开门10次，约可使用1年）            通讯距离：200m（开放场）

尺寸：344*72*36mm（不含把手）            颜色：红古铜色            材质：铝合金/锌合金            锁体可选：24*240/30*240mm

供电方式：5号电池4节（每天开门10次，约可使用1年）            通讯距离：200m（开放场）

尺寸：304.6*76.6*35mm（不含把手）            颜色：红古铜色            材质：铝合金/锌合金            锁体可选：24*240/30*240mm

供电方式：5号电池4节（每天开门10次，约可使用1年）            通讯距离：200m（开放场）

尺寸：344*72*36mm（不含把手）            颜色：红古铜色            材质：铝合金/锌合金            锁体可选：24*240/30*240mm

供电方式：5号电池4节（每天开门10次，约可使用1年）            通讯距离：200m（开放场）

23www.ilifesmart.com安防门锁

耶鲁门锁支持指纹解锁、密码解锁、NFC卡解锁以及远程开门，同时支持和LifeSmar云起全屋智

能设备联动。

耶鲁门锁（Vulcan-F沃肯）

魔力镜面触摸屏 自动马达锁门 多种解锁方式 无缝智能联动

耶鲁门锁支持指纹解锁、密码解锁、NFC卡解锁以及远程开门，同时支持和LifeSmar云起全屋智

能设备联动。

智能触摸屏 全金属机身 多种解锁方式 无缝智能联动

耶鲁门锁支持指纹解锁、密码解锁、NFC卡解锁以及远程开门，同时支持和LifeSmar云起全屋智

能设备联动。

智能触摸屏 智能显示 多种解锁方式 无缝智能联动

耶鲁门锁支持指纹解锁、密码解锁、NFC卡解锁以及远程开门，同时支持和LifeSmar云起全屋智

能设备联动。

隐形式指纹模块 智能多向防盗锁 多种解锁方式 无缝智能联动

耶鲁门锁支持指纹解锁、密码解锁、NFC卡解锁以及远程开门，同时支持和LifeSmar云起全屋智

能设备联动。

智能触摸屏 智能多向防盗锁芯 多种解锁方式 无缝智能联动

耶鲁门锁支持指纹解锁、密码解锁、NFC卡解锁以及远程开门，同时支持和LifeSmar云起全屋智

能设备联动。

智能触摸屏 智能多向防盗锁芯 多种解锁方式 无缝智能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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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门锁（YDM4109）

耶鲁门锁（YDM4111）

耶鲁门锁（YDM4216）

耶鲁门锁（YDM7111）

耶鲁门锁（YDM7116）



黑

银红古铜 香槟金

红古铜 香槟金

尺寸：424.6*74.6*41mm（不含把手）            颜色：红古铜色/香槟金色            锁体可选：24*240/30*240mm

供电方式：5号电池4节（每天开门10次，约可使用1年）            通讯距离：200m（开放场）

尺寸:360*76*65.4mm(内壳) / 358.7*76*78.3mm(外壳)            颜色:红古铜色/香槟金色            锁体可选：24*240/30*240mm

供电方式：5号电池4节（每天开门10次，约可使用1年）            材质:铝合金/锌合金            通讯距离：200m（开放场）

尺寸：325.2*69.1*31.8mm（不含把手）            颜色：黑色            材质：铝合金/锌合金            锁体可选：24*240/30*240mm

供电方式：5号电池4节（每天开门10次，约可使用1年）            通讯距离：200m（开放场）

尺寸：186*72.8*14mm            颜色：镜面银色            材质：铝合金/锌合金            通讯距离：200m（开放场）

供电方式：5号电池4节（每天开门10次，约可使用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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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门锁支持指纹解锁、密码解锁、NFC卡解锁以及远程开门，同时支持和LifeSmar云起全屋智

能设备联动。

耶鲁门锁(Vulcan-FR沃肯)

魔力镜面触摸屏 自动马达锁门 多种解锁方式 无缝智能联动

耶鲁门锁支持指纹解锁、密码解锁、NFC卡解锁以及远程开门，同时支持和LifeSmar云起全屋智

能设备联动。

智能镜面触摸屏 超薄设计 多种解锁方式 无缝智能联动

耶鲁门锁支持指纹解锁、密码解锁、NFC卡解锁以及远程开门，同时支持和LifeSmar云起全屋智

能设备联动。

智能触摸屏 自动锁定锁芯 多种解锁方式 无缝智能联动

耶鲁门锁支持指纹解锁、密码解锁、NFC卡解锁以及远程开门，同时支持和LifeSmar云起全屋智

能设备联动。

智能触摸屏 智能显示 多种解锁方式 无缝智能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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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门锁(YMG40)

耶鲁门锁(YMF40)

耶鲁门锁(YDG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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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实现360°旋转的无线超高清摄像头，分体式独特设计。可以

实现远程监控，双向语音通话以及留言等功能。

FRAME 摄像头（LS053WH）
让您无论身在何处，都可以看到摄像头录制的画面。360°的转动云

台监测家中的各个角落，拥有双向通话功能可随时与家人交流。

大小：φ78.5*115mm 

可视角度：90°

颜色：象牙白

输入电压：5V DC 

分辨率：1080P

无线协议：Wi-Fi

工作湿度：5 - 90% 

工作温度：-5 - 45°C 

功耗：≤4W

主体尺寸：66*66*26mm

云台尺寸：66*27mm

通信协议：Wi-Fi（2.4GHz）

输入电压：5V

分辨率：1080P

电池电量：280mAh

工作温度：-5~45°C

工作湿度：5~90% RH

功率：< 3.5W

云眸室内摄像头（LS198）

实时监测 远程报警 智能联动 超清画质 智能跟拍 双向语音

高清广角镜头，实时监控屋外状况，异动拍摄并记入本地存储。

配备声光报警，可通过闪光与警报吓退可疑人员。

云视户外摄像头（LS179）

大小：68*68*182mm  

重量：375g 

工作湿度：5 - 90% 

可视角度：110° 

分辨率：1080P

工作温度：-5 - 45°C

无线协议：Wi-Fi

输入电流：1A

输入电压：12V DC

实时监测 远程报警 智能联动

安防摄像头

FRAME 摄像头 / 云眸室内摄像头 / 

云视户外摄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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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窗帘电机（开合帘）支持语音控制、APP控制、面板控制，支

持0～100%的开合比例自定义，同时能够做到手拉启动，遇阻

停止。

智能窗帘电机（卷帘）支持语音控制、APP控制、面板控制，支持

0～100%的开合比例自定义，同时配合其他智能家居实现一键

场景模式。

机身重量：1.3kg

额定扭矩：8N/m

供电方式：AC 220V/120V 工作环境：-5-45℃重量：1.3kg                               

额定扭矩：1.2Nm

打开/关闭速度：14cm/s

功率：13W

工作电压：100-240V

智能卷帘电机（WSER40Q-8/19）

安装简便 开合比例可控 遇阻即停 安装简便 开合比例可控 一键场景

可将传统窗帘电机接入LifeSmart智能家居系统，从而实现远

程操控、语音控制、智能联动、定时任务等功能。

智界窗帘控制器（LS178）

尺寸：135*32*23mm 

重量：55g(不含电池) 

电池型号：AA碱性电池2节 

材质：PC+ABS

无线距离：100m (开放场)

工作温度：-5~45°C 

通用对接 便捷安装 智慧赋能

窗帘系统

智能开合帘电机 / 智能卷帘电机 / 

智界窗帘控制器

智能窗帘电机（开合帘）（LS133WH）



玻璃A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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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帘控制器有ABS、玻璃、铝合金、金属等多种材质可选，根据灯光面板的设计风格实现无缝匹配。 多种材质可选

按键控制

方便老人/小孩

工作湿度：5~90%            工作温度：-5~45℃            静态功耗：小于1.5W            工作电压：100-240V AC

无线距离：400M （开放场）

窗帘控制面板（LS074）



暖通系统

多功能中央空调智控网关 / 多功能中央空调

线控器 / 风机盘管温控器 / 地暖温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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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暖温控器有ABS、玻璃、铝合金、金属等多种材质可选，支持水地暖和电地暖，通过app可以远程

设定地暖的开关和温度等，同时支持设定温度自动开启等功能。

多种材质可选

水/电地暖均适用

智能联动

尺         寸： 86*86*36.5mm           工作湿度： 5~90%           工作温度： -5~45℃           工作电压： AC 220V

无线距离： 100M (开放场)           最大负载： 单路阻性负载500W，感性、容性负载200W

地暖控制面板（LS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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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风控制面板有ABS、玻璃、铝合金、金属等多种材质可选，支持远程启停新风、风速调节、定时调

节等功能，同时支持联动co2感应器，自动开启新风通风换气。

多种材质可选

远程设置

智能联动

尺         寸： 86*86*36.5mm           工作湿度： 5~90%           工作温度： -5~45℃           工作电压： AC 220V

无线距离： 100M (开放场)           最大负载： 单路阻性负载500W，感性、容性负载200W

新风控制面板（LS132）

金属

玻璃

ABS

金属

玻璃

ABS



尺寸：87*54*31mm  

静态功率<0.5W

无线距离100m（开放场）           

工作电压DC12V

工作温度0~40℃           

工作湿度 20~85%

统一管理 分区控制 智能联动

中央空调线控器支持远程控制、语音控制、温度区间设置、定时开

关，支持后台集中管控，可设置智能联动，功能强大，安装简便。

中央空调线控器（LS184）

支持所有主流品牌 分区控制 智能联动

远程控温 分区管理 智能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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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机盘管温控器有ABS、玻璃、铝合金、金属等多种材质可选，实现风机盘管的app远程操控，支持

远程启停、模式选择、温度设定、风速调节等功能，还可联动家庭温度，实现自动启停，保证温度处

多种材质可选

智能调温

触发联动

尺         寸： 86*86*36.5mm           工作湿度： 5~90%           工作温度： -5~45℃           工作电压： AC 220V

无线距离： 100M (开放场)           最大负载： 单路阻性负载500W，感性、容性负载200W

风机盘管控制面板（LS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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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105*86*58mm 

无线通信协议：CoSS 

工作电压/电流：DC 12V 

无线距离：100m (开放场) 

接口：RJ45

功率：＜1.2W

无线工作频率：433MHz

工作温度：-20~85℃

工作湿度：20~85％

只需一个中央空调网关就可以控制家里所有的中央空调内机，

实现app控制、模式选择、温度设定、风速调节等功能，配合温度

传感器，实现室内温度的自动管理。支持品牌：大金、日立、东芝、

三菱电机、海信、海尔、松下、约克、三菱重工、美的、奥克斯、博

世、LG、格力等

中央空调智控网关（LS175）

尺寸: φ55*69mm   

工作电源: AA电池 x 2    

温度设置范围:5-35℃ 步进0.5℃ 

无线通信协议: CoSS

无线距离: 200m(开放场)  

工作温度: 0~45°C   

工作湿度: 5~90% 

自动精准控制每个房间的温度，配合手机APP远程控温，节约能

源，实现省钱、省电的全屋暖气控温方案。

暖气温控阀(LS197)

金属

玻璃

A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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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灯是一款支持形态随意拼接、颜色

随心变换的氛围灯。量子灯PLUS在量子

灯的基础上，增加对Apple HomeKit的

支持，同时还支持听音变色、自定义灯

效等全新智能玩法。

量子灯PLUS礼盒套装(LS167A7)
幻彩灯带可根据自己的喜好设置灯带

颜色、亮度，支持多种动态变色模式，联

动其他设备可以实现回家开灯，天黑自

动亮起等智能情景。

灯体：86*74.5*30.5mm

底座：201*201*15.3mm

颜色：象牙白

工作温度：-5~45℃

工作电压：DC 5V 2A

功耗：静态功耗0.3W/单灯

最大功耗＜5W

工作湿度：5~90％

大小：直径50*110mm

重量：78g

静态功耗：最大0.5W

灯头：E27

额定功率：6W

发光颜色：1600W色+白光

工作电压：100-240V AC

无线距离：200m(开放场) 

大小：直径50*110mm

重量：78g

静态功耗：最大0.3W

无线距离：20m(开放场)

蓝牙版本：4.0

发光颜色：1600W色+白光 

灯头：E27

工作频率：2.4GHz ISM 

幻彩灯带（LS065）

可根据自己的喜好设置色彩、亮度，可

实现定时开关，天黑自动亮起等智能情

景联动。

智能灯泡（LS024）
可根据自己的喜好设置色彩、亮度，连接

手机可随着音乐色彩跳跃，摇晃手机色

彩变幻，支持多个灯泡同时控制。

蓝牙灯泡（LS030UN）

1600万色 随意拼接 听音变色

1600万色 氛围神器 动态渐变 1600万色 氛围神器 动态渐变

尺寸：132.6*102.7*110.0mm

人体感应范围：10m/120°

无线距离：200m(开放场)

工作电压：AC 100-240V 

工作温度：-5 ~ 45°C

发光角度：15~120°

 功率：10W

防护等级：IP65

智能感应壁灯，具有红外感应、自定义光

束等功能，可实现人来即亮人走即灭的

效果。IP65防水可保障在户外正常工作。

门廊壁灯(LS181)

动态感应 光束调节 节能省电

尺寸:控制模块：46.5*30.5*28mm   灯带长度：2m

灯珠密度：30颗/米

工作电源：DC 5V 2A

功率：2米灯带最大功耗<10W

可自由定义灯带颜色、亮度等灯光效果，

支持听音变色、 语音控制、按键控制、

app远程遥控等多种控制方式，兼容

Apple HomeKit架构。

量子灯带(LS167S3)

1600万色 灯珠独立变色 听音变色

尺寸：2000*12*3.5mm

重量：260g

发光颜色：1600万色+白光

灯珠密度：60颗/米

功耗：最大12W/米 

工作电源：24V

无线距离：200m (开放场) 

工作温度：-5 ~ 45°C

工作湿度：5 ~ 90% 

工作温度：-5 ~ 45°C

通信协议：Wi-Fi

1600万色 氛围神器 动态渐变

氛围灯光



适用于5.1音响系统，也可独立工作，小巧紧凑，音效清澈纯净，耐潮湿环境，适合任何空间，搭配

智慧中心，联动其他智能产品，可实现回家后自动播放音乐等更多功能。

SONOS Play:1 /SONOS Play:5/SONOS Playbar

适用于5.1音响系统，需搭配sonos音箱工作，为任意一款sonos音箱增添极具震撼力的低音效果。

SONOS Sub 低音炮

SONOS Sub 低音炮

SONOS PlaybarSONOS Play:5

SONOS Play:1

动听音乐

APP操控

智能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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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分辨率：1024*600

内存：8G，最高拓展32G

外形尺寸：180*125*73mm

输入电压：100-240V AC

输出功率：60-120W

输出阻抗：8Ω

背景音乐主机（LS0P3C）
适用于背景音乐系统，需配合背景音乐主机使用，吸顶安装。

背景音乐喇叭（LS0S52G）

适用于背景音乐系统，多主机组网分区控制，4路音频输出，支

持低音炮，搭配智慧中心，联动其他智能产品，可实现晚上睡觉

关灯时自动播放睡眠音乐等更多功能。

动听音乐 APP操控 智能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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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Smart和多家语音控制平台达成合作，拥有行业内最全的

语音生态，完全支持包括Amazon Alexa、Apple HomeKit、

Google Home、小爱音响、Rokid、天猫精灵、出门问问、科大讯

飞、腾讯听听、京鱼座、DuerOS等智能语音控制入口。

语音交互系统

Amazon Echo

小爱音箱 小度在家

Intel ®  realsense

腾讯听听

出门问问

Rokid

Google Assistant天猫精灵

Apple HomePod

京鱼座

哈曼卡顿

 Apple Watch

iPad

小度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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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47*44*22mm         

无线距离：100m（开放场）

静态功耗：＜0.3W

工作电压：100-240V AC

工作温度：-5~45℃

工作湿度：5~90％

豪华用料 智慧赋能 智能联动

奇点开关模块PRO体积小、安装简便，适用于86 尺寸规格面板，

轻松实现传统开关的智能化升级。

奇点开关模块PRO（一、二、三路）（LS191）

通用开关可对接电动窗帘、开窗器、电动晾衣架、电磁阀等传统

设备，将其接入到LifeSmart智能家居系统，实现智能控制。

通用控制器（LS143）

随心开关支持家里随处贴放，实现一键控制场景触发。

尺寸：92.0*32.0*18.7mm

重量：29g

材质：ABS+PC

颜色：象牙白

工作温度：-5~45℃

工作湿度：5~90％

无线距离：100m (开放场)

待机功率：≤1W

一键报警 危险预防 方便老人/小孩

尺寸：38.4*38.4*14.6mm

电池型号：CR2450

材质：ABS+PC

无线距离：100M (开放场)

工作湿度：5~90% 

工作温度：-5~45℃

尺寸：38.4*38.4*14.6mm

电池型号：CR2450

材质：ABS+PC

无线距离：100M (开放场)

工作湿度：5~90% 

工作温度：-5~45℃

随心开关（LS069）

实现一键报警，关爱老人小孩，实时推送手机和物业，第一时间

排除危险。

紧急按钮（LS345）

通用对接 便捷安装 智慧赋能

随贴随用 一键场景 实用神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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