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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致力于

为全球高端酒店

打造优雅、

人性化

和技术领先的

客房管理系统 

总部位于新加坡和迪拜

研发和制造中心位于意大利

多个国家设立分公司或办事处

全球合作伙伴

客房控制和能源管理系统

全球高端酒店客户优选

酒店系统和人居科技

我们

产品

成就

获奖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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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合作标杆企业

世界各地区认可的供应商

遍布全球的项目案例



   在未来，
如何让您的酒店

更具有

竞争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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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舒适的客户体验

更灵活的定制设计
更优化的节能效果

更高效的系统管理

更具性价比的总成本

是的，

INTEREL 知道如何实现您的愿景，

我们深刻了解复杂的酒店利益模型，

我们的技术能让您在数字时代全方位提升管理和服务。

正如目前众多全球市场领先的公司与 INTEREL 的紧密合作。



自助式 Check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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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舒适的
客户体验

无缝入住
减少接触点
甚至
非接触式服务

在许多国家和行业技术支持下，酒店应该或已

经做好准备。

如图所示新加坡移民和检查站管理局和移民

部批准的数字身份验证。

自助式 check-in 的好处 :

减少大堂排队，避免大堂人群拥挤，
提高入住效率 + 移动端门卡，使其成
为一种无缝服务。

使 用 数 字 身 份 验 证， 从 而 得 到 客 人
更准确的信息。



个人化场景定制

1110

为客户提供个
体化定制场景，
提升入住体验

实时欢迎场景

节省能源和优化工作流程

房间周转效率更高

90% 以上占有率的

门锁品牌接入

INTEREL 控制系统与门禁系统集成，无需房卡：
无钥匙进入 - 无线集成，节省布线工程和有效防止黑客攻击

开门时反应更快

直接连接，网络故障时无风险，RCU 仍会打开房间电源

不需要门锁在线集线器 - 访问控制和内部连接的专用网络

无需刷卡 / 插卡，开门

即可触发欢迎模式

检 测 房 间 内 无 人 情 况

下开启节能模式

可 识 别 进 入 客 房 的 身

份，开启对应模式

INTEREL 在门锁和 RCU 之间具有房间级集成。

节省资本支出 -

无需在线网关，门锁服务
器等。

无 需 访 问 控 制 服 务 器 和
内 部 服 务 器 的 专 用 网 络，
大大节省投入成本。

客人或员工使用房卡

门锁使用可用的 GRMS 基础设施上线

网络端口

接入点

（每个接入点最多 4 个锁）

电缆和导管 1

12

2

3

3

被动项成本

活动项成本

配置和安装成本

门锁

客房级别

客房控制单元

INTEREL 
服务器

INTEREL 
网络 App

现场设备

服务器级别

服务器网络 App

门锁供应商

传统门锁网络架构的门锁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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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门锁解决方案
系统整合

系统优势
资本支出节省

门锁使用客控系统网络

门锁接入客控系统无需布线

无需门磁等感应器

基于 Zigbee 和 BLE 的物联网技术进行房间级集成

对客人和员工访问进行分类，即身份识别

进门 / 出门反馈和动作

实时门锁事件发送

服务器之间的实时信息交换

最具成本效益的网络门锁方式

门锁不需要共享远程集线器（一对一）

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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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优化的
节能效果

针对客房设施能耗

节能最高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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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房间设计方面更加简洁

提升设备运行效率

节省电缆布线成本以及人工成本

节省外部存在传感器的成本

运动传感器覆盖范围

侧视图

俯视图

配备内置状态传感器 - 无需房卡插槽 
（人体存在传感器覆盖率从 24% 增加到 77%）



EMS 客房能源管理系统

无 EMS 解决方案的独立房间

有 EMS 解决方案的独立房间

实际上，即使房间没有人住，空调系统也
在大部分时间都是开着的。

这是因为房间内没有用于管理暖通空调的
占用检测。

基于客人设置，房间消耗能源。

房间无人时的状况

房间有人时的状况

能源消耗

能源消耗

房间状态

房间状态

低

低

有人

有人

中

中

高

高

无人

无人

有 EMS 解决方案的独立房间

有 EMS 解决方案的独立房间

根据客人的移动情况，可以使用运动传感
器和门接触界面来监控客人的入住情况。

根据阳台门状态可将空调调整至节能模式，
以节省能源。

房间无人时的状况
恒温器设置为
节能模式

房间有人但阳台门打开时的状况

能源消耗

能源消耗

房间状态

房间状态

低

低

有人

有人

中

中

高

高

无人

无人

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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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效的
系统管理 酒店内的 INTEREL 走廊面板和

恒温面板均配有蓝牙天线，可与

房间内不同的设备进行无线通讯。

智能手机 门磁及窗磁 人体感应 房门锁 迷你吧

室内微定位

基于位置信息的营销和服务

可作为第三方传感器和物联网
设备服务的基础设施

支持 APP 解决方案

Iaas and SaaS

所收集到的数据将被发送到

“Hotel of ThingsTM ” 服务器 , 

进行分析并触发相应操作。

使用案例

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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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应用范例

靠近预警 超时干预

VIP模式公私通知

提醒推送 室内导航

儿童定位员工和资产跟踪

远程控制

提供了物联网基础设施的全覆盖
TM

Room 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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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2

6

3

7

4

8

通过 所实现的示范案例

了解清洁人员进入过哪
些房间

可了解 minibar 是否
需要补充

可追踪清洁人员 / 员工
的行走路线

资产追踪 （如：食品
托盘 / 手推车，等）

追 踪 清 洁 人 员 的 清 扫
时 间

自动化的节能

向距离最近的员工发送
服务请求

空气质量监测

客房托盘追踪

优势

使用过的客房服务托盘被放置于走廊时将会接
收到提醒。

客房托盘标签

提高清洁度 
酒店的走廊与公共区域

更高效的员工生产力 
确保一流的酒店服务

省时 
取回用过的客房托盘

实时托盘 
状态提醒

库存追踪

优势

实时追踪以提高
员工效率。

集成于

可视化的资产利用率

App & 硬件

省时 
迅速确定资产位置

瞬时盘库 
高效

省钱 
可根据数据分析做出准确的库存决策

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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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色设计
尊贵质感

玻璃面板非常抗刮擦，历

经千万次清洁工作，也依

然晶莹如初。

不言而喻的图案标识，意

味着不同的用户均能一目

了然获得信息，打破语言

障碍。

易洁
耐用

无障碍
识别高端智能

恒温面板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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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控面板、恒温面板、场景面板

床头实现无缝集成设计 内置夜灯

RAL Pantone 内任选颜色

内置 PIR 运动传感器

可内置 2 个插座

水平和垂直安装选项

插座可以安装在左侧
或右侧

可安装不同颜色的插
座类型（USB-A/C、
通用电源插座等）

避免在控制面板旁边
安装单独的插座

图标尺寸

触控面板完全客户定制

颜色

文字 / 语言

走廊面板

模式

背光

700 多种颜色可选

RAL Pantone 内任选颜色

支持多种语言

定制字体大小和样式
以符合品牌标准

能够根据家具、
固定装置和设备
定制标志或图案

每个按钮可以改变超过 6
种不同的颜色

不同的颜色可以加强客
人和酒店员工的互动

图标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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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触按键面板系列

S 系列
按键采用铝镁合金材料，经 CNC 精雕精工处理、精细喷砂氧化工艺；

按键字符采用高精度激光雕刻；

无边框、单边框可供选择，提供定制服务；

特定优选进口阿尔卑斯品牌轻触开关，手感轻顺，声音轻柔，使用寿命达 10 万 + 次。

多色可选，多种组合，轻触复位，质感卓越，简洁大气，高端之选。

金属按键无边框

典雅金

注：色样仅供参考，以实物为准

宝石蓝 玫瑰金 摩登棕 绅士灰 太空银

塑料按键无边框

金属按键单边框

塑料按键单边框

金属按键单边框

金属按键无边框

SS-A Series

SS Series

SSF-A Series

SSF Series

SXF Series

SX Series

多姿多彩  随心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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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
A5-B Series

A5-L Series

K9X Series

轻触按键面板系列

轻触按键面板系列 阳台门触点

红外控制器 播种机湿度传感器

空气湿度传感器 淋浴水温传感器

INTEREL
温控面板

BLE 托盘标签

门窗磁 浴室天花板
运动传感器

表面安装式
安全触点

地毯下地板
 传感器（水）

床边运动
传感器

轻触按键面板系列



EMS / GRMS

为什么选择
INTEREL RCU ？

安装 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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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房管理系统

在线客房灯光、窗帘、温度控制，并提供集成
服务，以提高客人体验和员工效率

INTEREL 客房管理单元 RCU 是一款功能强大的可编程逻辑控
制器，支持与 INTEREL 客房设备和扩展模块的总线通信，并支
持与其他 RCU 单元的 TCP/IP 通信，以实现对房间管理系统的
集中监控。

RCU能够集中实时监控和报告房间状态以及所有连接的设备 / 器具

支持服务人员管理，最大限度地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

对所有房间功能进行集中控制和配置

除访问控制管理外，集中管理空调设定、季节性调整和时间逻辑

控制逻辑原理是可编程的，不会引起硬件变化

通过环形总线设备简化布线

RCU 可安装固定在 RMS 外壳
内 的 Din 导 轨 上。RMS 外 壳
可 以 放 置 在 假 天 花 板 上 方 的 房
间 入 口 处， 带 有 永 久 性 检 修 面
板， 或 者 可 以 平 齐 安 装 在 房 间
配 电 箱 旁 边 的 墙 上。 由 于 每 个
面 板 的 安 装 都 是 相 同 的， 因 此
最 好 准 备 一 个 样 板， 以 便 每 一
位 技 术 人 员 在 每 个 房 间 进 行 安
装时使用。

调试包括设置 RCU 的地址和
配置其他参数，如房间号。它
还包括通过 TCP/IP 或串行配
置所需的程序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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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布局 在线监控管理
用户管理

不同人员，不同的访问权限

房间状态

设备

温度调节

客户要求

监控和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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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TV 集成APP 集成口

语音识别

请求管理接口PMS 接口



总部 
新加坡 – Logistics, Finance, R&D 
米兰 – R&D, Production, & QC 
迪拜 – Global Distribution 
阿姆斯特丹 – Legal rights and IP

销售分公司 / 办事处 
米兰生产
跨国合作伙伴
有 INTEREL 项目的国家

审图号：GS(2016)1664 号

41

案例参考

供应高端酒店客户，精品案例遍布全球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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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位置 房间数

阿布扎比艾尔瓦赫达千禧大酒店 阿联酋 850

马斯喀特千禧国际酒店 阿曼 326

美娜塔布克酒店 沙特阿拉伯 300

阿兰高尔夫千禧度假村 阿联酋 287

苏莱曼尼亚千禧大酒店 伊拉克 254

千禧湾景酒店 阿联酋 251

富查伊拉高尔夫千禧度假村 阿联酋 240

巴瓦酒店 
萨阿德千禧大酒店 
巴瓦国敦酒店

卡塔尔 230

吉赞千禧大酒店 沙特阿拉伯 202

海尔千禧大酒店 沙特阿拉伯 200

全景千禧大酒店 阿曼 183

安曼千禧大酒店 约旦 178

库尔德斯坦千禧大酒店 伊拉克 126

巴拉纳国敦酒店 伊拉克 78

巴沙公寓 阿联酋 141

巴沙德雅千禧酒店及公寓 阿联酋 408

千禧商业湾中庭大厦 阿联酋 342

国王主楼 新加坡 141

吉达千禧大酒店 吉达港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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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位置 房间数

万豪侯爵酒店 阿联酋 1620

JW 万豪马斯喀特会议中心 阿曼 317

威斯汀大酒店 约旦 300

圣瑞吉斯安曼 约旦 240

万豪 DQ 沙特阿拉伯 220

棕榈岛朱美拉雅乐轩酒店 阿联酋 208

喜达屋阿曼那拉国际酒店 约旦 200

阿兰雅乐轩酒店 阿联酋 177

珀斯雅乐轩酒店 澳大利亚 227

珀斯威斯汀酒店 澳大利亚 368

埃里温亚历山大豪华精选酒店 亚美尼亚 114

第比利希梅特奇宫殿喜来登大酒店 乔治亚州 220

元素酒店 阿联酋 335

吉达万豪酒店 沙特阿拉伯 292

威斯汀阿纳海姆酒店 美国 618

项目 位置 房间数

棕榈塔酒店及住宅 阿联酋 291

格兰岱尔住宅 美国 147

多伦多 W 酒店 加拿大 260

万豪庭院 波兰 134

万豪 Moxy 酒店 波兰 121

万豪港区酒店 康士比 200

万豪万怡酒店 朱拜勒 247

市中心万豪酒店 迪拜 250

丽思卡尔顿酒店 安曼 230

乐梅尔迪恩米娜赛亚赫海滩度假村 迪拜 317

万豪墨西卡利酒店 墨西哥 138

艾美酒店 新加坡 150

万豪霍巴特酒店 澳大利亚 150

斯普利特万怡酒店 中南美洲 193

加达夫旅馆 阿联酋 134

项目 位置 房间数

洲际湾中心酒店 阿联酋 328

马斯喀特皇冠假日酒店会议中心 阿曼 296

开罗假日酒店 开罗 171

阿德莱德皇冠假日酒店 澳大利亚 326

马斯喀特洲际酒店 阿曼 200

波多黎各洲际酒店 波多黎各 380

墨尔本 VOCO 酒店 澳大利亚 252

开罗马迪假日酒店 埃及 177

洲际珍珠天大套房 斯里兰卡 106

洲际珍珠 斯里兰卡 350

皇冠假日酒店 沙特阿拉伯 235

斯泰布里奇旅馆贸易中心 阿联酋 360

斯泰布里奇酒店传媒城 阿联酋 225

达尔艾那姆酒店 沙特阿拉伯 670

项目 位置 房间数

巴厘岛康莱德酒店 印尼 382

华尔道夫酒店 , 迪拜国际金融中心 阿联酋 275

哥打 . 基纳巴鲁希尔顿酒店 马来西亚 305

拉斯维加斯世界度假村 美国 1734

斋浦尔逸林希尔顿酒店 印度 151

哈伊马角逸林希尔顿住宅 阿联酋 200

希尔顿家庭酒店 阿联酋 546

项目 位置 房间数

马尔萨马拉兹凯宾斯基酒店 卡塔尔 281

阿拉木图凯宾斯基大酒店 哈萨克斯坦 181

凯宾斯基里加大酒店 拉脱维亚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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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位置 房间数

派拉蒙地产 阿联酋 824

大道地标酒店 阿联酋 720

美拉斯蓝水发展酒店 阿联酋 690

迪拜湾马萨阿尔夫 阿联酋 350

迪拜市中心阿德里斯酒店 阿联酋 223

艾拉酒店 阿联酋 220

索尔米利亚酒店 阿联酋 167

火烈鸟酒店 阿联酋 167

巴瓦地巴艾拉酒店 阿联酋 90

迪拜尼斯马皇家酒店 阿联酋 471

蒙哥马利酒店 阿联酋 22

利雅得 NOBU 酒店 沙特阿拉伯 155

瓦纳酒店 阿联酋 143

朱美拉利雅得瑞雅国际酒店 沙特阿拉伯 113

埃玛尔经济城市酒店 沙特阿拉伯 170

拉希德·阿萨某酒店 沙特阿拉伯 260

拉希德塔霍巴 沙特阿拉伯 373

利雅得因图尔酒店 沙特阿拉伯 92

吉达的维维安达别墅度假村 沙特阿拉伯 45

利雅得最佳西方酒店 沙特阿拉伯 143

项目 位置 房间数

安纳塔拉贝尔艾德度假村 阿曼 136

卡塔尔 ZULAL 海滩度假胜地 卡塔尔 182

卡塔尔阿尔萨德酒店公寓 -1B+G+3 卡塔尔 74

狐狸山 卡塔尔 60

STIENBERGER 酒店 卡塔尔 209

卡塔尔珍珠塔 卡塔尔 480

LAGOONA 广场 巴林 88

唯一 & 巴林 巴林 175

尼沙特酒店 巴基斯坦 74

卡丽迪公寓 阿联酋 311

科伦坡下一家酒店 斯里兰卡 170

温德姆华美达安可酒店 阿曼 164

曼库尔酒店公寓 - 温德姆 阿联酋 136

墨尔本提尔的公寓 澳大利亚 86

艾迪娜布里斯班酒店 澳大利亚 224

艾迪娜 CALILE 酒店 澳大利亚 178

红宝石冲浪者天堂 澳大利亚 243

布里斯班商场 澳大利亚 147

马尼拉冈田酒店 菲律宾 1200

探索海岸度假酒店 菲律宾 305

项目 位置 房间数

东京王子酒店 日本 250

新加坡大商店 新加坡 37

曼谷 JAMJUREE2 酒店 泰国 34

拉斯维加斯世界度假村 美国 1798

阿姆斯特丹大仓酒店 荷兰 35

伊丽莎白 PRINCESSIN ELIZABETH 酒店 德国 141

斯泰根贝格尔酒店 托斯卡尼 209

塞舌尔海湾码头酒店 塞舌尔 20

罗科·福特爱丁堡巴尔莫勒尔酒店 苏格兰 74

罗科洛克福特查尔斯酒店 德国 311

大仓阿姆斯特丹酒店 荷兰 170

伊丽莎白 PRINCESSIN ELIZABETH 酒店 德国 164

贝维德雷酒店 意大利 136

钻石酒店 意大利 86

欧洲酒店 意大利 224

华美达酒店 意大利 178

城市酒店 意大利 243

多梅尼基诺酒店 意大利 147

克拉科夫酒店 波兰 1200

SBERBANK 公寓酒店 俄罗斯 305

项目 位置 房间数

玛贝拉湾酒店及度假村 阿联酋 470

诺富特吉赞酒店 沙特阿拉伯 200

雅高美爵酒店 阿联酋 200

卡梅利亚瑞士酒店 俄罗斯 205

拜伦元素饭店 澳大利亚 113

费尔蒙特维多利亚女皇酒店 加拿大 493

弗罗茨瓦夫桥酒店 - 美憬阁酒店 波兰 184

美居酒店酒店公寓 阿联酋 408

MAJILIS 美居酒店 卡塔尔 252

卡兰莫凡彼酒店 沙特阿拉伯 243

德伊勒滨水区开发工程 阿联酋 189

利雅得美居酒店 利雅得 130

索菲特 2 号阿尔贝克塔 多哈 426

利雅得索菲特酒店 利雅得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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