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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好開始體驗專屬自己的沉浸式智慧生活嗎？

奧創智慧家居新生活提案將帶來奧創系列產品介紹、各種情境操作與全屋智慧化方案。

豪宅級的智慧生活，你也可以輕鬆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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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ULTRON
奧創為紐加頓公司旗下的物聯網生態系名稱，一個以利他為初心的共享、共創生態系。致力於

將最新的人工智慧科技與人文結合，連結物與物、人與人、人與物、更串連了眾人所累積的智

慧，進而形成了真正的全新 AI 生態。並於 2020 年獲選為全球最佳的 50 家 AI 新創公司之一。

Why ULTRON
奧創，擁有世界領先的電信業者認可的專利 Mesh 網路技術與金融界同層級的加密技術，提供最佳

的網路體驗與智慧生活。奧創生態系中更有著強大的夥伴群，帶來各種智慧大小家電產品供您選

擇，智慧家居再也不是科技人專屬、更不是有錢人的特權。

透過奧創，更人性化更溫暖的全方位新智慧生活，你也可以擁有。

平台
雲端管理、網聯物快速部署平台

模組
軟硬整合的標準化聯網模組

生態
利他、共享、共創的物聯網生態系

▍Ultron 品牌簡介

CONNECT ALL THINGS 

各式感測器與家電串聯應用，提供完整智慧生活體驗。

奧創快速、安全的專利裝置佈建平台技術，

簡化智慧家電的連線程序，讓安裝使用更人性化。

▍聯絡我們
E-Mail：sales@wifigarden.com

官網：Wifigarden.com

Youtube 頻道：youtube.com/c/Wifig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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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現代生活的樣貌

改變空間的理由

無論是適合賓客享樂的舒適空間，或拒絕紛擾的放鬆角落，現代人喜歡依據自我風

格進行空間設計改造。除了從佈置著手之外，符合環境友善且合理的居住方式也是

我們應思考的主題之一，而這樣的生活風格，可以透過嶄新的科技實現，並融入屬

於自己的日常，更靠近理想的居住方式。

記得第一次看到《傑森一家》或《鋼鐵人》那悸動的心情嗎？一直以來，人們都夢

想著可以和房子的 AI 智慧管家直接溝通，各式卡通電影也都反映著大家對 AI 與智

慧家庭的期待，如今這一切理想近在眼前。奧創智慧並不是把各種科技硬塞入日常

生活，而是重新思考科技與人性的關聯，透過營造互動最自然的智慧空間，幫助打

造高品質好感生活。

智慧家居的發展現況：如何從家電控制到真正AI管家服務的實現

市面上大多數的智慧家居品牌僅能做到「家電控制」的程度。雖然在行銷上他們仍稱之為「智慧家

電」，但受眾對這種所謂的「智慧家居」仍具保留態度，畢竟人們對智慧家居最初的想像是人工智慧全

自動代管家居大小事。

在奧創的生態系當中，我們能真正提供物聯網設備之間的「串聯與群聚」，不只是讓用戶去對單一電器

進行個別的控制，而是將各個奧創賦能的產品及感測器集合起來，做到智慧家電的聯動。如溫濕度感測

器一旦認為該空間的溫濕度異常，冷氣或除濕機便會自動開啟，將室內環境調節到適宜的溫濕度後即自

動關閉。

群聚下一步即是「真正 AI 智能管家」的實現，入住奧創賦能的智慧家居一陣子後，您的家將越來越懂您

的生活習慣及行為模式，進而幫您處理生活大小事。只要回家，無需任何動作，家裡永遠是您想要的樣

子。奧創全面提供所有賦能產品及感測器金融等級的加密技術，無需擔心帳號或個人資訊的隱私問題。

奧創明白，一個有溫度、懂您的房子，才叫家。

不只是空間，智慧真正融入的是日常。

看似方便的智慧家電如果不是從用戶體驗的觀點出發，就失去了他的初衷。站在使用者的角度去想像真

正需要的機能，去蕪存菁，是我們一直以來的堅持。而在追求降低安裝與機能複雜性的過程中，智慧家

電也就回到了該有的樣子：融入日常，簡單明瞭，讓任何人都能憑直覺輕鬆操作。進一步帶給您真正的 

AI 智慧管家體驗：懂您真正想要與需要的，默默地幫您完成。

ULTRON, connect all things.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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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 AI 懂您的習慣，
才是真正的智慧家居。

▍奧創AI智慧家居

用科技理解人性，達到高品質生活
●  透過部署在家中的各式感測器與家電串聯應用，提供完整智慧生活體驗。搜集數據分析行為
    後形成真正的 AI 生態系，裝置之間互相聯動，無介面沉浸式的體驗，一切就像呼吸般自然。

●  全方位提供智慧空間運用，貼近您的日常，安防、起居、衛生、健康。
   搭配大數據分析行為模式及環境預警，提供智慧預警、智慧分析等服務。

●  記錄用戶行為模式，在最精確的時間應用各式家電，並自動開啟防盜系統等。
    減少用水、用電，安全亦無虞，真正實現綠建築之效益。

支援 Google 助理 / Google Home 應用程式
●  可由 Google Nest Mini 聲控，有效減少因共同接觸家電的傳染途徑。

●  通過 Google 助理 / Google Home 應用程式控制，
     自由設定屬於自己的生活日常。

●  搭配各式情境與媒體串流，讓智慧生活更豐富也更個人化。

融入日常，成為習慣
●  連網設定、家電控制、自訂情境等皆能憑直覺操作。安裝操作容易，不用重新學習各種
     複雜的使用方式才能享受智慧家居，而是智慧家居融入您原本的日常。

●  可自由選擇產品與感測器搭配，各種生活樣貌。相同的產品搭配也可應用在不同情境。

●   AI 學習您的行為模式後更能自動形成專屬智慧生活情境，無需任何設定或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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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改造靈感

無需任何動作，只要回家，家裡永遠是您習慣的那個樣子。

▖獨立生活空間：一個人住的日常
滿足基本使用需求，偶爾也能招待客人。無需操煩家中瑣事，剛下班的你只需盡情享受專屬自己的療癒空間即可。

▍奧創AI智慧家居

▖成家之後：打造全家人的美好生活
不再因為生活中的柴米油鹽磨去與所愛之人相伴的美好，智慧家居讓每天都維持最好的樣貌。

▖無障礙空間設計：銀髮樂活，友善生活
透過容易理解以及操作的貼心設計，給您最好的陪伴與照護，也讓在外打拼的家人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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臥室：Ultron Wifi、門窗感測器、溫濕度感測器、煙霧感測器、電燈開關、智慧插座、

             冷暖氣、空氣清淨機、智慧電動窗簾

客廳：Ultron Wifi、門窗感測器、溫濕度感測器、電燈開關、智慧插座、

             冷暖氣、空氣清淨機、智慧電動窗簾、智慧門鎖

            寵物篇  

「Hey，咪咪現在在臥室，室溫已超過28°C，

    要幫咪咪打開臥室冷氣嗎？」      「好的。」

出去上班卻惦記著家中的毛小孩嗎?有沒有跑出去？

捨不得毛小孩自己在悶熱或寒冷的房間裡等你回家，但怕開著電

器危險不安全，高額的電費又無法負擔。

Tips : 感測器聯動智慧家電，將寵物所在區域電器調節成適宜

溫濕度，隨時保持毛小孩舒適，也免擔心高額電費困擾。

推薦安裝： 門窗感測器、紅外線感測器、溫濕度感測器、

冷暖氣、空氣清淨機、寵物餵食器、攝影機、全熱交換器

廁所：電燈開關、溫濕度感測器、排風扇

廚房：Ultron Wifi、煙霧感測器、智慧插座、智慧抽油煙機、智慧電鍋、智慧電動窗簾

7:00 am  早安

窗簾輕輕地拉起，音響開始播放您的 Morning Vibe 歌單。

廚房咖啡機已準備好熱美式，迎接從容的早晨。

10:00 am 

「Hey，目前家裏似乎沒人，浴室電燈還開著，需要幫您關閉嗎？」

「好的。」

6:30 pm

熬過擁擠的通勤路程，回到那個永遠保持在室溫26°C、濕度55%的家。

電鍋已煮好熱呼呼的飯，浴缸也放滿40°C的熱水。

11:00 pm  晚安

客廳燈光開始柔和，窗簾緩緩放下。

臥室已調節成最適宜高品質睡眠的溫濕度，而在您入睡後，就算有電燈忘了關也都自動熄滅。

這就是生活的樣子，一個人，也能被照顧得無微不至。

▍獨立生活空間：一個人住的日常

＊黑色字為Made by Ultron之產品、藍綠字為奧創合作夥伴之產品
     請至產品列表 (29頁) 查看詳細型號與品牌。

場域規劃
POINT 搭配感測器與智慧家電串聯，生活體驗更加分！

POINT
躺到床上，不用再想客廳的燈是否忘了關，

門是否忘了鎖，奧創都幫您搞定，祝你有個好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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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家之後：打造全家人的美好生活

身為數位原住民(Digital Natives)的孩子們習慣「互動性」、「參與性」、「遊戲性」，

數位訊息可以很容易地佔據他們的注意力，因此如何正確使用電子用品，成為下一代教育

重要的一環。

就讓智慧家電引導孩子自然養成正確的使用習慣吧！

推薦安裝： 門窗感測器、紅外線感測器、溫濕度感測器、

冷暖氣、空氣清淨機、寵物餵食器、攝影機、全熱交換器、智慧電視

Tips 1 : 安全健康 - 讓您的家成為全時保母。感測器能確認兒童安全到家；使用聲控及

自動化家電，降低觸摸頻率，減少孩童生病傳染源。 

Tips 2 : 兒童模式(Parental control) - 兒童獨自在家時，危險電器即自動斷電、客廳

電視有限使用；閱讀時，智慧電燈自動進入保護眼睛模式，幫助父母輕鬆照應孩子。

POINT 幫您把關廚房用電用火安全。

POINT 
全家人出門後，掃地機器人自動開始清掃家中各個角落，
居家安全清潔一次搞定，成家後的生活不手忙腳亂！

場域規劃

臥室：Ultron Wifi、門窗感測器、溫濕度感測器、煙霧感測器、電燈開關、智慧插座、

             冷暖氣、空氣清淨機、智慧電動窗簾

客廳：Ultron Wifi、門窗感測器、溫濕度感測器、電燈開關、智慧插座、

             冷暖氣、空氣清淨機、智慧電動窗簾、智慧門鎖、掃地機器人

廁所：電燈開關、溫濕度感測器、CO感測器、排風扇

廚房：Ultron Wifi、煙霧感測器、CO感測器、智慧插座、

             智慧抽油煙機、智慧電鍋、智慧咖啡機、智慧電動窗簾

＊黑色字為Made by Ultron之產品、藍綠字為奧創合作夥伴之產品
     請至產品列表 (29頁) 查看詳細型號與品牌。

            親子篇

「Hey，孩子們已經安全回到家了，電視已啟動兒童模式，需要放洗澡水嗎？」

「好的。」

這就是生活的樣子，
無需擔心日常瑣事，只需專注陪伴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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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INT   浴室暖風機提供舒適安全的浴廁環境，達到自動乾
燥防滑、清潔衛生之目的； 感測器及警報器串聯以防意外發
生，掌握黃金救援時間。

▍無障礙空間設計：銀髮樂活，友善生活

在現代社會中，年長者及身心障礙者的生活需要被重新檢視，無障礙與可近性(Accessibily)成為建築空間設計

中重要議題之一。透過智慧科技在居住空間重新規劃，可支持年長者與身心障礙者的日常作息，保有獨立生活

的自主權，以安全與健康為導向，貫徹以人為本的設計理念。

POINT 1  
濕度多為一般人忽視的因子。老人對室內濕度的變化尤其敏感，胸悶、皮膚瘙癢或易感冒等症
狀都是由於長期的室內濕度環境不當引起的。最適宜的濕度應保持在50-70%。推薦以溫濕度
感測器搭配除濕機因應四季做出對策。

POINT 2 各式感測器維護居家安全（如門窗感測器、PIR感測器、CO感測器）。

場域規劃

臥室：Ultron Wifi、門窗感測器、溫濕度感測器、煙霧感測器、電燈開關、智慧插座、

             冷暖氣、空氣清淨機、全熱交換器、智慧電動窗簾

客廳：Ultron Wifi、門窗感測器、溫濕度感測器、電燈開關、智慧插座、

             冷暖氣、全熱交換器、空氣清淨機、智慧電動窗簾、智慧門鎖、掃地機器人

廁所：電燈開關、PIR感測器、溫濕度感測器、警報器、CO感測器、

             排風扇、恆溫水龍頭、智能馬桶、浴室暖風乾燥機

廚房：Ultron Wifi、煙霧感測器、CO感測器、智慧插座、

             智慧抽油煙機、智慧電鍋、智慧咖啡機、智慧電動窗簾

POINT  全熱交換器維持良好室內空氣，確保高品質
休息時間。感測器與夜燈聯動以防夜晚摸黑行走危險。

＊黑色字為Made by Ultron之產品、藍綠字為奧創合作夥伴之產品，請至產品列表 (29頁) 查看詳細型號與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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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裝潢基本組合：小地方大改變

智慧燈控
燈光是主導生活情境的關鍵，也是高品質生活的必備條件。

智慧燈控不只省電節能，亦搭配各種照明方案能營造不同的

生活氣氛，讓空間有更多可能。

智慧 WiFi 通斷器  

改裝原有電器輕鬆升級智慧家居，輕裝潢新法寶！

智慧插座

安插於傳統插座，接上家電一秒變智能，再也不擔心忘記開關家電！

智慧延長線

安插於傳統插座，每一個插孔都可以分別命名，分開控制哦！

智慧空間不離三樣基本系統：燈控、安防、照護。

▍奧創AI智慧家居

入門輕裝潢系列

智慧觸控開關

可WiFi遠端遙控且保留既有觸控開關電燈功能， 讓您

隨心隨處點亮生活每一刻！

智慧安防
時時守護您的家，各式感知技術與告警系統，讓家成為最安心的所在。

一旦感應門窗開啟或偵測到有人類活動立即通知，並整合大樓物管/保

全系統，即時守護您心愛的家。亦可幫您注意家中大小事如漏水、瓦

斯、煙霧、火災等等，一旦偵測到異常即立刻告警，亦可同時連動奧創

賦能智慧家居及時作動，如關閉水閥、啟用排風扇、遮斷瓦斯、拉開窗

簾等等，第一時間將損傷控制在最小。

智慧照護
將家裡佈置得更舒適，關鍵在於每個細節都不馬乎，各個角落

的傳感器及家電串聯起來，時時注意環境溫濕度、空氣品質變

化、以及家中人體活動狀態，讓您在外打拼時也能放心寶貝的

家人們。聲控與全自動智能家居更能減少手足觸碰，有效降低

家族群聚交互感染之可能。

居家安防感測系列

溫濕度感測器

監測空氣溫濕度，可以連動冷暖器、除濕加濕

機，永遠適溫、預防過度乾燥、因濕氣跌倒。

PIR 人體動作感測器

監測人體移動，可以連動警報器做使用。

門窗感測器

磁扣門窗開關感測，

為您監守紀錄門窗的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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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的基礎：強大的WiFi連線技術

Ultron Wifi 吸頂式 AP
●  功能強大，媲美商用等級訊號加強器

●  簡約設計，可吸頂或放置桌上。

●  完美覆蓋，智慧生活零死角。

Ultron Wifi 路由器
●  家用4G Wi-Fi路由器，SIM卡即插即用，易於安裝與使用。

●  享受可靠的Wi-Fi連線和有線局域網以太端口。

●  強大又穩定的Mesh WiFi，滿足您對網絡連線需求，同時為智慧家電準備好快速安全連線的平台。

●  獨創一按即連技術，幫助奧創智慧家電瞬間落地。

●  針對代裝服務設計帳號轉移功能，師傅代為安裝家電完畢後，一鍵即可將帳號管理權轉移給屋主，     

     不用擔心裝置及網絡隱私問題。

▍奧創AI智慧家居

Ultron Wifi 入牆式 AP
●  極簡美學，網通設備直接沒入牆中，搭配各式裝潢。

●  完美覆蓋，智慧生活零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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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裡實現有機生活面臨的挑戰：
室內植物到底需要多少陽光與水分？不想再被叫植栽殺手了！！
想來個小旅行，卻擔心自已心愛的盆栽沒人可以幫忙照顧？
為了烹飪和調酒備料而買了新鮮香草，興趣不在種植卻被迫需要學習相關知識。

奧創智慧感測器

使用簡單，搭載專利連線技術。

專業級各式傳感器（溫濕度、PH值、CO2濃度、光照感測器等）

與植栽照明及滴灌器連動或獨立分開使用。

奧創智慧照明、攝影機

智能調整植栽光照日輻射量、光譜及角度等，

植物生長速度（例如開花期等等）全由自己控制！

奧創智慧滴灌器

透過手機 APP 可遠端或自動調節土壤濕度。

透過奧創 AI 園丁，讓世界頂級的植栽專家來幫您。
無需任何心力即可享有最新鮮的香草，美麗的盆景也不再凋零。
隨心安排行程，回到家中植栽永遠還是元氣滿滿。
廚師、調酒師們僅需專注於餐點與調酒本身，隨時幫您備好料，無須花心思照顧，
只需盡情大展身手，滿足挑惕的味蕾。

奧創 AI 園丁即將於 5 月在募資平台上線，敬請期待！

▍奧創AI智慧家居

生存以上：
植栽療癒生活、新食感計畫

＊產品最終樣貌根據設計調整可能與圖片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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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創實力

支援 TaiSEIA 101智慧家庭物聯網通訊協定標準：
TaiSEIA 101 為經濟部能源局主導，工研院及台灣智慧能源產業協會攜手推動之智慧家

庭物聯網通訊協定標準，解決國內物聯網家居破碎化的問題。只要符合 TaiSEIA 101 的

家電產品，即可隨時加入奧創生態系，享有奧創一鍵全聯及加密技術支持，並進入群聚

及 AI 的智慧家居環境。

完整家居生態圈
通過奧創標準化模組協助硬體合作夥伴的模式，高度整合各式智慧家電及傳感器，支援 
Google Home 60 種以上家電種類控制。快速幫家電製造業者完成家電智慧化，並完整
奧創生態系中的家電種類。

技術力與整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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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 Wi-Fi/ 4G/ 5G/ Fix Broadband/ NB IoT等 
連線方式及 Google 邊緣運算：
奧創可讓客戶以最簡便安全的方式連結及管理全球各地的數百萬部裝置。提供 UEMP 
設備管理與連接管理平台。並結合 Google 的邊緣運算技術，加速物聯網設備間的溝
通速度，大大降低反應時間。

奧創 v.s. 他牌智慧家居方案

網絡環境基礎佈建

奧創智慧 X 米智慧家居 費 X 智慧家居

IoT 自築網狀網絡

連線方式

賦能裝置設定時間
(每戶平均擁有10個裝置為例）

賦能裝置安全性

IoT 裝置品牌

物聯網生態

●  完成初始連線，並具備
一鍵即連功能。
●  與全球領先網通、電信
大廠合作。

超過 20 種家電廠牌可供選
擇，支持超過 60 種家電種
類，提供各式傳感器搭配
使用，讓家更智慧。

真正串聯人、物、知識的
AIoT 生態系。

WiFi/ 4G/ 5G/ Fix 
Broadband

Google TLS CA, Secure 
Boot

5 分鐘內

O

超過 60 分鐘

X

X

僅能購買 X 米自有品牌。

●  無網絡建置或需額外購
買閘道器。
●  透過 App，逐一設定。
●  需使用 X 米自家App，
其他品牌家電需用各家 
App 控制。

Zigbee (需購買閘道器)/ 
WiFi

Ｘ米自我品牌的商業化
生態系。

超過 60 分鐘

X

X

僅能透過費 X 購買其整合之
品牌。

Z-Wave (需購買閘道器)

●  無網絡建置，需額外購買
閘道器及集控主機。
●  透過 App，逐一設定。
●  使用不同品牌產品需要安
裝各家 App，最後以費 X 
的 App 控制。

單純把不同品牌的方案兜
在一起，無生態系架構。

整合品牌（部分實例）合作廠商及品項陸續增加中。



智慧家電及各式感測器群聚串聯，產生多樣人性化智慧家居情境
進行基礎大數據分析與 AI Machine Learning，進而打造更豐富的場景聯動方式、更多元化、精緻化的增值服
務營運模式。除了家居以外，亦提供 UAEP、UBAP 等第三方系統對接 API 與各種不同企業解決方案。

UltronKEY 一按即連技術
奧創最重視用戶的體驗感受，在安裝連線全屋智慧裝置時，有別於他牌智慧家居
需要個別連線，必須不停重複連線步驟的方式，透過奧創獨有的UltronKEY技
術，設定智慧裝置有如Line加好友一樣簡單，只要一次掃描全部家電 QR code 並
為它們命名，一鍵按下就完成全部連線上網！大大節省了連線時間，真正實現人
們對智慧宅的一切想像！

App與聲控控制，自由選擇自己習慣的生活方式

●  Ultron Utility App 輕鬆打造您的智慧家居！

▍奧創實力

最人性化的情境與操作

PIR人體動作感測器與門窗感測器，為您偵測日常出入狀況。

當偵測全家人離家時，冷暖氣、電燈等電器自動關閉，掃地機器人出動
清掃；回家時，為您自動打開空調、空氣清淨機與您所到區域的電燈。

 ●  Google 助理 * / Google Home 應用程式

使用 Ultron Utility 快速完成各式奧創智慧裝置
安裝聯網，如智慧插座、智慧開關、窗簾機、
Ultron Wifi 等等。圖像化管理家中奧創智慧裝
置，一鍵更新 Wifi 配置，以及進階管理（如遠
端重啟裝置、遠端回復原廠設定、韌體更新
等），實現多樣化/多品牌智慧設備之間的群聚
與串聯。

奧創與 Google 助理的服務整合，直接使用您的 
Google 帳戶登入 Ultron Utility ，以連線與控
制奧創智慧裝置，更可以使用支援多國語言的 
Google 助理聲控奧創智慧家電。結合您愛用的 
Google 服務，串連更多智慧生活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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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場景示範：感測器的組合除了用於安防與居家照護，再搭配各式智慧家電如冷暖氣、空氣清淨機、掃地機器人等即可完成全自動的 AI 生活日常。
支援

助理

好的, 正在把客廳三盞燈打開

Ok Google, 打開客廳的燈

  * 需要網際網路連線。

  需事前從 Google Home 應用程式設定自訂插座名稱。

「Google」、「Google Nest Mini」是 Google LLC 的商標。



▍奧創實力

多領域智慧空間解決方案

●  建商、辦公大樓、會議中心、物業管理

節能省電、減少施工成本與建材、幫助建案獲得綠建築標章。

公共區域管理，物業管理系統整合。

Ultron Wifi, UltronSMART Switch直接包入設計規劃當中，

取得綠建築標章，增加代售物件價值。

●  花園、大樓造景、空中花園

奧創 AI 園丁，全自動智慧管理，減少人力與時間成本。

結合專家智庫，針對各式植物種類產生適合的照顧模式。

●  智慧酒窖、雪茄管理平台

視覺化數據呈現，提供業者增值服務。

AI 分析各式數據，提供消費者專屬的體驗。

●  飯店、包租代管、短租平台

預約訂房系統、門禁系統整合、

客房服務POS系統整合。

直接升級智慧環控系統，無需重整佈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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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列表

奧創 Wifi

奧創無線基地台(吸頂式)
● 帶UltronKEY專利連線技術

● 160 mm(D) x 160 mm(W) x 42 mm(H)

● 支援雙頻 WiFi 4/5

● WPA2-PSK安全加密機制

● 具Dual Gigabit Ethernet RJ45 連接埠

● POE 乙太網供電

奧創WiFi 4G 路由器
● 帶UltronKEY專利連線技術

● SIM卡即插即用

● 規格待新增

奧創無線基地台(入牆式)
● 帶UltronKEY專利連線技術

● 160 mm(D) x 160 mm(W) x 42 mm(H)

● 支援雙頻 WiFi 4/5

● WPA2-PSK安全加密機制

● 具Dual Gigabit Ethernet RJ45 連接埠

● POE 乙太網供電

奧創金鑰 UltronKey Button 
● 帶UltronKEY專利連線技術

● 用於無奧創WiFi環境設定奧創智慧裝置連網

● 47.5mm(D) x 47.5mm(W) x 18.5mm(H)

● 2.4及5GHz雙頻操作

● WPA-PSK/WPA2-PSK安全加密機制

● microUSB供電

奧創Wifi通斷器 
● 控制電線電源的開啟或斷電

● 91mm(D) x 43mm(W) x 25mm(H)

● 輸⼊/輸出電壓 AC 100-240V 50/60Hz

● 最大負載 10A

奧創智慧插座
● 控制插座電源的開啟或斷電

● 型號：UT-3701-A

● 72mm (W) × 57mm (L) × 42mm (H)

● 最大負載 10A

● 輸⼊電壓 AC 120V

奧創智慧插座
● 控制插座電源的開啟或斷電，與記錄使用電量

● 型號：UT-3702-A

● 76mm (W) × 40mm (L) × 33mm (H)

● 輸⼊/輸出電壓 AC 120V 60Hz

● 最大負載 15A

奧創智慧延長線
● 控制插座電源的開啟或斷電

● 65mm (W) × 335mm (L) × 30mm (H)

● 輸⼊電壓 AC 120V 50/60Hz

● 最大負載 10A，具過載保護

奧創觸控開關
● 控制開關電源的開啟或斷電

● 72mm(D) x 120mm(W) x 37.5mm(H)包含面板

● 輸⼊電壓 AC 110-240V 50/60Hz

● 阻燃 ABS V0級+鋼化玻璃面板

奧創 TaiSEIA 智能方塊
● 可以整合支援 TaiSEIA 協定的家電設備

● 47.5mm(D) x 47.5mm(W) x 18.5mm(H)

● 輸⼊電壓 DC 4.5-28V

奧創開關控制

奧創感測器

奧創門窗感測器
● 監測門窗開關閉

● 74 mm(D) x 28 mm(W) x 24 mm(H)

● AAA 電池 X 2 供電

溫濕度感測器
● 監測空氣溫濕度

● 58 mm(D) x 58 mm(W) x 48 mm(H)

● 監測範圍：-20-60℃/0-90%RH

● 電池或USB供電

人體動作感測器
● 紅外線監測人體動態

● 58 mm(D) x 58 mm(W) x 50 mm(H)

● 監測範圍：距離 5-8m / 角度 120°

● 電池或USB供電

警報器
● 發出警報聲與通知手機

● 58 mm(D) x 58 mm(W) x 48 mm(H)

● 監測範圍：距離 5-8m / 角度 120°

● 電池或USB供電

奧創合作夥伴產品

智慧窗簾馬達機
● sanhsin.com.tw

● 產品型號以杉信實業合作夥伴提供為主。

智慧摺疊循環扇 、循環淨化機、
清淨機、全熱交換器、暖風機
● alaska.com.tw

● 產品型號以阿拉斯加合作夥伴提供為主。

智慧電扇
● airmate.com.tw

● 產品型號以艾美特合作夥伴提供為主。

智慧衛浴設備
● hcg.com.tw

● 產品型號以和成合作夥伴提供為主。

智慧吊隱式除濕機
● medole.com.tw

● 產品型號以米多力合作夥伴提供為主。

智慧窗簾
● bintronic.com

● 產品型號以彬騰企業合作夥伴提供為主。

持續新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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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取自 TaiSEIA官網。

相容產品列表

支援 TaiSEIA

智慧空調
● sampo.com.tw

● 產品型號以聲寶官方提供為主。

變頻分離式一對一（冷暖、單冷）：AM-PC22DC1/AU-PC22DC1, AM-PC28DC1/AU-PC28DC1, AM-PC36DC1/ AU-PC36DC1, 

AM-PC41DC1/AU-PC41DC1, AM-PC72DC1/AU-PC72DC1, AM-PC22D1/AU-PC22D1, AM-PC28D1/AU-PC28D1, AM-PC36D1/AU-PC36D1, 

AM-PC41D1/AU-PC41D1, AM-PC72D1/AU-PC72D1, AM-PC50DC1/AU-PC50DC1, AM-PC63DC1/AU-PC63DC1, AM-PC50D1/AU-PC50D1, 

AM-PC63D1/AU-PC63D1, AM-PC80DC1/AU-PC80DC1, AM-PC80D1/AU-PC80D1

智慧冷氣機
● panasonic.com/tw

● 產品型號以Panasonic官方提供為主。

CS-QX22FA2/CS-QX22FHA2、CS-QX22FCA2、CS-QX28FA2/CS-QX28FHA2、CS-QX28FCA2、CS-QX36FA2/CS-QX36FHA2、

CS-QX36FCA2、CS-QX40FA2/CS-QX40FHA2、CS-QX40FCA2、CS-QX50FA2/CS-QX50FHA2、CS-QX50FCA2、

CS-QX63FA2/CS-QX63FHA2、CS-QX63FCA2、CS-QX71FA2/CS-QX71FHA2、CS-QX71FCA2、CS-QX80FA2/CS-QX80FHA2、

CS-QX80FCA2、CS-QX90FA2/CS-QX90FHA2、CS-QX90FCA2、CS-QX110FA2/CS-QX110FHA2、CS-QX110FCA2

CS-PX22FA2、CS-PX28FA2、CS-PX36FA2、CS-PX40FA2、CS-PX50FA2、CS-PX63FA2、CS-PX71FA2、CS-PX80FA2、

CS-PX90FA2、CS-PX110FA2、CS-PX130FA2、CS-PX22FDA2、CS-PX28FDA2、CS-PX22GDA2、CS-PX28GDA2

智慧冷氣機
● taiwan-hitachi.com.tw

● 產品型號以日立官方提供為主。

RAS-22NK、RAS-28NK、RAS-36NK、RAS-40NK、RAS-50NK、RAS-63NK、RAS-71NK、RAS-81NK、RAS-90NK、RAS-22JK、RAS-28JK、

RAS-36JK、RAS-40JK、RAS-50JK、RAS-63JK、RAS-71JK、RAS-81JK、RAS-90JK、RAS-22NK1、RAS-22JK1、RAS-28NK1、RAS-28JK1、

RAS-22NE、RAS-28NE

RAD-22NK、RAD-28NK、RAD-36 NK、RAD-40 NK、RAD-50NK、RAD-63NK、RAD-71NK、RAD-81NK、RAD-90NK、RAD-22JK、RAD-28JK、

RAD-36JK、RAD-40JK、RAD-50JK、RAD-63JK、RAD-71JK、RAD-81JK、RAD-90JK、RAD-22NK1、RAD-22JK1、RAD-28 NK1、RAD-28JK1、

RAD-80NX、RAD-90NX、RAD-80JX、RAD-90JX、RAD-80NX1、RAD-90NX1、RAD-80JX1、RAD-90JX1

RAS-80NX、RAS-90NX、RAS-110NX、RAS-80NX1、RAS-90NX1、RAS-110NX1、RAS-125NX1、RAS-80JX、RAS-90JX、RAS-110JX、RAS-80-

JX1、RAS-90JX1、RAS-110JX1、RAS-125JX1、CRS-80QWE、CRS-90QWE

RAD-110NX、RAD-110NX1、RAD-125NX1、RAD-140NX1、RAD-160NX1、RAD-110JX、RAD-110JX1、RAD-125JX1、RAD-140JX1、RAD-160JX1

RA-25NV、RA-28NV、RA-36NV、RA-40NV、RA-50NV、RA-61NV、RA-69NV、RA-25NV1、RA-28NV1、RA-36NV1、RA-25QV1、RA-28QV1、

RA-36QV1、RA-40QV1、RA-50QV1、RA-60QV1、RA-68QV1、RA-28QV、RA-36QV、RA-40QV、RA-50QV、RA-60QV、RA-68QV

RAS-22YK1、RAS-25YK1、RAS-28YK1、RAS-36YK1、RAS-40YK1、RAS-50YK1、RAS-63YK1、RAS-71YK1、RAS-22SK1、RAS-25SK1、

RAS-28SK1、RAS-36SK1、RAS-40SK1、RAS-50SK1、RAS-63SK1、RAS-71SK1、RAS-22HK1、RAS-28HK1、RAS-36HK1、RAS-40HK1、

RAS-50HK1、RAS-63HK1、RAS-71HK1、RAS-22QK1、RAS-28QK1、RAS-36QK1、RAS-40QK1、RAS-50QK1、RAS-63QK1、RAS-71QK1、

CRS-40KWE、CRS-50KWE

RAD-22YK1、RAD-25YK1、RAD-28YK1、RAD-36YK1、RAD-40YK1、RAD-50YK1、RAD-63YK1、RAD-71YK1、RAD-22SK1、RAD-25SK1、

RAD-28SK1、RAD-36SK1、RAD-40SK1、RAD-50SK1、RAD-63SK1、RAD-71SK1

RPI-22FC、RPI-28FT、RPI-36FR、RPI-45FM、RPI-50FF、RPI-56FN、RPI-63FS、RPI-71FE、RPI-80FL、RPI-90FK

智慧除濕機
● 產品型號以日立官方提供為主。

RD-200HS、RD-200HG、RD-240HS、RD-240HG、RD-280HS、RD-280HG、RD-320HS、RD-320HG、RD-360HS、RD-360HG

埋入式除溼機：RDI-360DX

智慧全熱交換機
● 產品型號以日立官方提供為主。

KPI-102Y、KPI-152Y、KPI-252Y、KPI-352Y、 KPI-502Y、 KPI-652Y、KPI-802Y、KPI-1002Y、 KPI-1502Y、KPI- 2002Y、KPI-152Z、KPI-252Z、

KPI-352Z、KPI-502Z、KPI- 652Z、KPI-802Z、 KPI-1002Z、KPI-1502Z、KPI-2002Z

智慧除濕機
● 產品型號以Panasonic官方提供為主。

F-Y24GX、F-Y28GX、F-Y32GX、F-Y36GX、F-Y45GX

智慧洗衣機
● 產品型號以Panasonic官方提供為主。

NA-V180HDH-S、NA-V180HDH-W、NA-V160HDH-S、NA-V160HDH-W

智慧燈具
● aifatechnology.com

● 產品型號以艾法科技官方提供為主。

i-Ctrl light、WiFilight1、WL01、WL02、WL03

智慧空調
● hotaidev.com.tw

● 產品型號以 DAIKIN 官方提供為主。

FTXV22SVLT/RXV22SVLT、FTXV28SVLT/RXV28SVLT、FTXV36SVLT/RXV36SVLT、FTXV41SVLT/RXV41SVLT、FTXV50SVLT/RXV50SVLT、

FTXV60SVLT/RXV60SVLT、FTXV71SVLT/RXV71SVLT、FTXV80SVLT/RXV80SVLT、FTXV90SVLT/RXV90SV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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