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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琴的制作是为个人而专属创造的”。

著名制琴师Gregor Lange先生如是说。

品牌哲学

我们人类通过自身的行动来决定生命周期中的每一个瞬间。 德

国严谨的工作态度、精益求精的制造工艺以及对环境负责的环保

理念，使每件CARUS产品都是大自然反馈的礼物。生产过程中精

密机械与经验人员的配合，更使每件CARUS产品融入了工人的心

血。确保其独一无二的艺术价值和使用体验。CARUS产品从设

计、研发、生产更犹如人与自然奏出的的华美交响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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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价值的源泉

稳定技术与感官通信的共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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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US系列产品的手工加工自始
至终都是一个迷人的过程“。                                 

CARUS系列产品经理Mark Duffner
先生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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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精琢

每一件CARUS产品都以极高的热情和严格的细节把关精密加工而

成。我们认为，正是出于这种原因，使CARUS产品具有恒久的魅

力。高精度数控机床的每一步操作都在我们员工的监视之下。产品

的组装由受过良好训练的工人手工完成，每一件成品都要通过最严

苛的出厂质量测试。

一件非凡的艺术品。

将全部激情注入到CARUS通信产品的创作中，造就其卓越的品质和高贵的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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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队指挥和演奏家共同奉献一场精彩的音乐会。聆听其间，

带给您感官与心灵的愉悦与震撼。

使用CARUS，犹如创造并体验独特的乐曲。

CARUS犹如连接您入口与居室的桥梁。

CARUS专为贵宾倾心打造的上乘之作。 通信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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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雅设计 

永恒的美感、优质的材料、完美符合人体工程学的控制以及贴切

的功能是CARUS产品的焦点。 简洁的线条、朴素的布局和光滑的

表面符合CARUS浑然天成的设计理念。古典和现代的和谐使我们

能够为优质产品定制设计，巧妙地将设计师的灵感完全传递给使

用者。                                                                                                                                    

CARUS产品屡次获得国际重要设计奖项，如德国红点最佳产品设

计奖。

CARUS–美学与功能的二重奏

材料、设计与功能完美融合的通信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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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挂式

带10个功能键的非可视免提话机

台式安装

CAI1000  163 x 101 x 16 mm

CAI1010  156 x 101 x 160 mm

银色 (-0150)

古铜色 (-0151)

香槟色 (-0152)

黑色	(-0156)

扩展控制功能

网络接入

呼叫转移至移动电话

直接呼叫至移动电话

内部通信

状态显示

带20个功能键的非可视免提话机

CAI1200   163 x 285 x 16 mm

CAI1210   156 x 285 x 150 mm

3.5寸数字TFT显示屏可视免提
话机

带10个功能键3.5寸数字TFT显示
屏可视免提话机

3.5寸模拟TFT显示屏可视免提
话机

非可视免提话机

CAI1100   163 x 192 x 16 mm

CAI1110   156 x 192 x 150 mm

10.1寸内置楼宇对讲功能的触摸
屏IP电话

类型

型号	/	尺寸	(长	x	宽	x	高)

颜色

模式 CARUS ADAPTO CARUS ADAPTO CARUS ADAPTO CARUS ADAPTO CARUS ADAPTO CARUS ORIGO CARUS TAVOLA

CAI2100   163 x 192 x 16 mm

CAI2110   156 x 192 x 150 mm

CAI2200   163 x 284 x 16 mm

CAI2210   156 x 284 x 150 mm

CAI2000   185 x 100 x 21 mm

CAI2010   175 x 100 x 155 mm

CAI3000-IP
190 x 315 x 145 mm 

摄像头控制

IP / 安卓系统特色

功能

订单号码
举例:

CARUS ADAPTO	可视免提话机
香槟色台式安装方式

型号	-	颜色
CAI2210 - 0152

如果您外出，您也可以通过移动
电话实现楼宇通信的功能。

呼叫转移至移动电话 门禁控制

内置的密码锁和读卡器可以让您
的门口机更加智能化。

内部通信

使用CARUS产品，您可以实现对
居室、办公室、事务所的无缝连

接，更安全、更贴心。

您可以通过CARUS室内话机对不
同摄像头进行控制，使您的居室

处在安全监控之下。

摄像头控制

您可以通过CARUS室内话机对灯
光和百叶窗进行控制，实现近乎

无限拓展的智能家居功能。

扩展控制功能 状态显示

在您离开家门之前，通过CARUS
的扩展控制功能，可一览无余的

对居室再一步检查。

您可以将CARUS室内话机接入您
的固定电话网络，每个室内话机
会得到一个特定的电话号码。

直接呼叫至移动电话

您也可以通过电脑对实现楼宇通
信的功能。轻触鼠标，您的客人

就会走到面前。

网络接入

CARUS–经典室内话机 专属定制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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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泽如宝石一样璀璨  

CARUS.ADAPTO系列室内话机以其多角度平面的光泽让人印象深刻。其独

特的设计、卓越的处理工艺如一件艺术品立放在您的办公桌上，彰显其高

贵的气质。该室内话机可以提供通话、控制和显示等诸多实用功能。外壳

和按键都采用高品质金属材质（从整块铝中切割），配合德国精细的金属

机械技术加工而成。有四种颜色（银色、香槟色、古铜色和黑色）和壁挂

式可供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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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香槟色 银色古铜色

恒久的光芒
CARUS ADAPTO

非可视 / 可视室内话机

宝石般的光泽无不体现其出色的价值与品质。经久耐用，

无与伦比，	令人着迷，这就是CARUS产品的信条。



标准坐标   

如指南针一样，CARUS.ORIGO系列室内话机给您带来对设计与技术概念的

全新定位。作为一款功能强大的可视产品，CARUS.ORIGO其时尚的外观设

计和一流的视频通话功能带给每个人顶尖的使用体验。CARUS品牌所普遍

具备的金属材质，更为其披上尊贵的外衣。

可视室内话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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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的指针
CARUS ORIGO

黑色香槟色 银色古铜色

指南针通常作为指点方向坐标的仪器。这一理念与

CARUS产品完全一致，得益于它对不同方向信号的搜集

功能，给您带来最大的安全性与舒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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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绘画，有声有色的展现画家与观众的共鸣，正如

CARUS产品所强调的理念。

简约操作  

该IP电话基于德国最知名固定电话生产商-GIGASET公司最新IP电话技

术，将楼宇对讲功能实现完美接入。与CARUS ARGOS IP门口机完美

统一。从技术上讲，该产品拥有10,1寸触摸式显示屏和安卓4.3操作系

统，支持视频高清通话和视频会议。通过DECT无线技术可以实现无绳

高清音频和视频功能。该系列产品接口亦十分丰富，涵盖了如WLAN, 
DECT, HDMI, LAN和蓝牙等所有流行技术。该产品也可采用壁挂式安

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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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银色

轻触所有感官
CARUS TAVOLA
内置楼宇对讲功能的安卓触摸屏IP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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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绘画，有声有色的展现画家与观众的共鸣，正如

CARUS产品所强调的理念。

CARUS门口机是重要的一环。

高贵价值的展现	
通信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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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US-经典门口机   

CARUS门口机拥有舒适、安全并几乎适合任何建筑形

式的优点，是CARUS品牌坚韧、安靠特性的标签。

CARUS楼宇通信设备是任何高端建筑的天然伴侣。

CARUS-经典门口机	–	
自然界中细节体现的典范



CAE100X  240 x 150 x 27 mm

银色 (-0150)

黑色	(-0156)

呼叫转移至移动电话

直接呼叫至移动电话

内部通信

门禁控制

特色

非可视门口机类型

型号	/	尺寸	(长	x	宽	x	高)

颜色

模式 CARUS IRIS

网络接入

订单号码
举例:

CARUS IRIS	可视门口机
带3个银色呼叫按键	

型号	-	颜色
CAE2003 - 0150

功能

CAE200X  330 x 150 x 27 mm

可视门口机

CARUS IRIS CARUS ARGOS

可视门口机

180° 相机 IP65

22 23

CAE3000-IP  
343 x 192 x 13,5 mm 
(51 mm 	包含安装盒)	(表示嵌入
式安装盒)	

CARUS非常强调居室外的安全性。

极具特色的私有艺术臻品。

如果您外出，您也可以通过移动
电话实现楼宇通信的功能。

呼叫转移至移动电话 门禁控制

内置的密码锁和读卡器可以让您
的门口机更加智能化。

内部通信

使用CARUS产品，您可以实现对
居室、办公室、事务所的无缝连

接，更安全、更贴心。

您可以通过CARUS室内话机对不
同摄像头进行控制，使您的居室

处在安全监控之下。

摄像头控制

您可以通过CARUS室内话机对灯
光和百叶窗进行控制，实现近乎

无限拓展的智能家居功能。

扩展控制功能 状态显示

在您离开家门之前，通过CARUS
的扩展控制功能，可一览无余的

对居室再一步检查。

您可以将CARUS室内话机接入您
的固定电话网络，每个室内话机
会得到一个特定的电话号码。

直接呼叫至移动电话

您也可以通过电脑对实现楼宇通
信的功能。轻触鼠标，您的客人

就会走到面前。

网络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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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处的聚光灯    

如指南针一样，CARUS IRIS系列门口机可以将优雅的设计带到您的门前。

作为一款全新的精品门口机，IRIS提供了日常楼宇安全控制的全部功能。

壁挂式外壳由整块金属切割而成。出色的设计内涵、出色的表面处理技术

以及一流音视频传输技术，为IRIS打上佳品的标签。该门口机有四种颜色

和非可视/可视两种模式可供选择。

黑色银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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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您体验艺术般楼宇通信的美妙瞬间	。

180°全角度非可视/可视门口机

广角	&	雅致	
CARUS I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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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贵华美 

CARUS ARGOS作为一款高端门口机非常适合于任何高端住宅或CARUS 
ARGOS 作为一款高端门口机非常适合于任何高端住宅或商用写字楼。过

5.7寸液晶显示屏，可以进行直观简单的触摸屏操作。该门口机通过100° 

高清摄像头和两百万像素CMOS传感器，实现视频的录制功能。由于集成

了RFID阅读器和密码锁，CARUS ARGOS 也拥有门禁控制功能。根据不同

客户的需求，产品外壳和显示屏也可专属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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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银色

浑然天成
CARUS ARGOS

自然语言非可视/可视门口机

如大自然赐予的礼物，其精妙的外观就在您的身边。



CARUS是德国TCS公司旗下高端品牌，源自黑森
林的技术设计精粹。

联系我们 

德国总部

CARUS CONCEPTS 

Designmanufaktur Adelheid
Adelheid 41 | 78098 Triberg 
Germany

电话: +49 7722 - 91 77 22
传真: +49 7722 - 91 77 18

网址: www.carus-concepts.com
E-Mail: info@carus-concepts.com

中国上海 

特思智能楼宇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娄山关路85号东方国际大厦A座1510室
电话: +86 21 62097101 
传真: +86 21 62097553

E-Mail: info@tcs-germany.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