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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斯特市 LWL 文化艺术博物馆
“展览室主要采用严谨的直角设计。各个展览
室按照展示内容的时间顺序相连，并且将老建
筑融入其中。在参观展览时，不同的比例形成
了富于变化的空间序列。”

柏林 CITYCUBE
“建筑基座周身被玻璃覆盖。庞大的建筑物
主体看似悬浮于空中。从周围环境中跳脱出
来，极其醒目，与周边的拥挤喧嚣形成鲜明
的对比。”

柏林 CITYCUBE
“建筑物内部分为两个主楼层，面积均在 6000 
平方米左右：底层最多可分割为 8 个会议厅，
分别能够容纳 400 至 3000 人。顶层则是宽敞
的无支柱大厅，可用作会场、展览、活动或提
供餐饮服务。”

布伦瑞克莱辛高中
“空间的布置同样影响着外立面：新旧建筑交
错辉映。错落有致、凹凸相间，时而连接，时
而断开。建筑师巧妙地用低调、朴素的材料淡
化了这种视觉冲击。”



克里斯托弗·霍曼 托马斯·J·霍曼 马丁·J·霍曼 
合伙人（承担个人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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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通人眼里，似乎很多事情都是理所当然的。 
例如，我们可以充分利用感官 – 我们可以自由活动、
观察和倾听。但遗憾的是，在我们的周围仍有一部
分人无法做到这一点。他们以另一种方式在空间内
活动。有时建筑物会给他们带来不便。在过去的很
长一段时间里，很少有人注意到他们的需求。但今
天，无障碍设施在建筑物中已非常重要。通过本期
《门户》杂志，我们将了解建筑师 Ursula Fuss 如
何感知自己的建筑世界。一次事故导致 Ursula Fuss 
开始了轮椅生涯，正基于此“无障碍通行”成为了她
最热衷的主题。接下来我们将向您介绍三个建筑工
程：首先是作为 ICC 国际会议中心替代者的柏林 
CityCube 展馆。展馆由 Code Unique 建筑事务所设
计，灵活的空间利用是其与前辈的最大不同之处。
其次是由 Staab 建筑事务所设计的明斯特 LWL 文
化艺术博物馆。最后我们将为您介绍布伦瑞克莱辛
高中的新礼堂。无障碍设施专家 Michael Müller 对
三个项目进行了审验。Michael Müller 的鉴定书位
于项目介绍之后。此外，我们还就“城市无障碍设施
是否能够适应建筑业的快速发展”这一问题采访了毕
尔巴鄂建筑设计师 Bernd Nitsch。年轻的荷兰设计
师 Theun Govers 将艺术和建筑完美融合。他在画作
中巧妙地运用了透视与空间， 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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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定位建筑
人们通常认为，DIN 标准已经对无障碍设施进行了详尽的规定。从法律角度，
这些规定仅是建议。政府可以将遵守这些建议纳入建筑法规中。但这样就
足够了吗？事实并非如此。对于如何才能让建筑物真正实现无障碍，建筑师 
Ursula Fuss 给出了自己的诠释 - 她自身也因为一次事故而开始轮椅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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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定位建筑 —— 个性、普遍、实用、无障碍”或者“
通往幸福的捷径”，这些是我在演讲中常常提到的。听
众们的反应如出一辙：无障碍与幸福之间有何联系？
试问：为什么无障碍与幸福之间不能有关联？它关系
到我们对环境的感知，关系到我们如何在环境中移
动。如果能够给人带来乐趣，那么无障碍绝对与幸福
有关！

面向所有人的无障碍设施
人与人的区别不但在于自我感知，同样也体现在外部
感知上。换言之：别人对我们的感受，同样决定了我
们对自己的感受。这样就会产生不同的自我意识。建
筑环境以及建筑物对此有着巨大影响。今天，人们已
经意识到，享受无障碍环境便利性的不仅是残障人
士，还有例如推着婴儿车的父母等。但大多数时候，
无障碍设施仍视为专用于老年人、残障人士以及需要
帮助的人。这是因为人们对于个体发展的不同能力缺
乏认知。我更愿意将其称为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技能
包”。个人技能的培养受到很多条件或需求的限制，以
及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一些人会成为音乐家，另
一些人会成为数学家，还有一些人成为服务提供者。
如果某个人没有培养出视觉能力，那么他就是我们今
天所说的“盲人”。但事实上，他的能力包中还有很多
可以培养的其它技能：听觉、触觉和温度感知。他能
够利用这些技能在建筑环境中辨别方向。而视力正常
的人却做不到这一点，因为我们的眼睛会成为阻碍。
这种“障碍”其实是技能丰富性的体现，让社会更具有
多样性、更加有趣。我们应该尽量感知这些多样化的
能力，并从中学到新的东西。比如，随着医疗技术的
不断发展，人类在很多情况下都能够最大程度地实现
自主生活。早产儿得以存活、事故受伤者能够很快得
到照料并幸存。医疗护理则能让我们的寿命比数百年
前延长许多。为什么？因为我们对现况不断探究，不
断重新审视。只有这样人类才能不断前进。建筑物的
潜力同样在此：深入探究标准化的流程和日常情况，
根据需要做出改进。作为建筑师，我们应该考虑空间
对于使用者的影响。至少对于个人自我意识来说，其
他人在建筑空间中的感知同样不可忽视。设计在其中
具有重要意义。举例而言：使用无障碍升降平台对于

所有参与者来说都不是舒适的选择。在使用者看来，
自己像是被置于托盘上抬起，不情愿地成为了展示
品。而从旁观者的角度出发，由于感觉到使用者是需
要帮助的对象，因此也无法置身事外。

感性的解决方案
楼层间的转移从技术层面已无问题，但使用者的自我
意识被削弱，社会参与感也受到了影响。升降平台始
终是最坏的方案，且绝不能称作建筑艺术上的解决途
径！太过陡峭的坡道难免会让人感到费力，并且会下
意识地做出反应：“天哪，手臂怎么受得了。这太困
难了！”但如果坡度非常利于移动，则会给人带来正面
的体验。“无障碍”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但我对它并无
特别的喜爱之情。如果能够“平等”地设计建造，应该
会更好。即，设计出能让所有使用者平等使用的建筑
物。无论年长还是年幼，无论是否灵活， 亦或无论用
哪一种感官来进行空间定位。在目前设计的大多数解
决方案中，我（和很多其他未达到平均水平的人）都
被当作特例对待。在我的家乡法兰克福转上一圈，很
快就能发现真正平等的建筑与最符合政府期待的建筑
之间的差异。有一点很容易证实：优秀的建筑物体现
着平等精神，但某些知名建筑却未做到。从外观上来
说，理查德·迈耶博物馆不仅是当代艺术的标杆， 同时
看起来似乎所有人都能平等利用。但差距从入口处就
开始显现。为何使用旋转门？对我来说简直是无法逾
越的障碍。而作为替代的外开门同样不是好方案。因
为这些替代方案同样无法让我与其他人一样进入建筑
物。它们让我成为例外。人们可能会说，在这个建筑
物催生的时代，无障碍设施尚未得到关注。然而这种
解决方案直到现在仍然非常普遍。

DIN 标准
我发现，人们总认为通过无门槛入口、升降机和残障
人士厕所就能实现无障碍通行。在我作为顾问参与的
众多建筑竞赛中，都有且只有这种方案建议。迈耶作
品中的坡道令人影响深刻 – 它让人们感觉，每个参
观者都能以相同的方式轻松进入博物馆。但是：坡道
的倾斜度过大。即使是精力充沛的轮椅使用者也需要
耗费很大的力气。因此就只能采用升降机这一选择。 

重新定位建筑

尽管轮椅使用者在法兰克福德国建筑博物馆内能够通过坡道到达楼梯
平台，但没有自动控制装置的双开门却成为了他们的障碍。（前一页）
坡道不应只是帮助轮椅使用者克服高度差异的便捷路径。但法兰克福
应用艺术博物馆中的坡道显然过于陡峭。（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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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定位建筑

在很多地方，这样的小台阶仍然存在。对于坐在轮椅上的人来说， 
这些小台阶可能是无法逾越的障碍。

图片：Christina Dragoi，德国斯图加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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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虽然让整个建筑不再有障碍， 但同时也让我作为一
个轮椅使用者被孤立，因为我被迫进入一个除了我之
外没有其它人使用的系统。“行人请靠左，残障人士
请靠右” —— 这样的选择看似非常周到。人们没理由
认为德国人不乐于助人，尤其是手工艺博物馆的员工
们。只要在门前短暂停留，或是在台阶前稍加犹豫，
立刻就会有友好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带着关切的
神情，但也让我感觉到自己的不同。但是这种感受是
负面的 – 无论是我还是其它旁观者。

顺其自然
另一个例子是由 Rüdiger Kramm 教授设计的法兰克
福采尔长廊购物中心 (Zeilgalerie)。通过将购物街延
伸至这个八层建筑物内，只需要一条坡道就能够到达
所有楼层。人们可以使用电梯或坡道到达顶层。上行
时所有人都使用电梯，下行时都使用坡道。轮椅使用
者在这里有一个明显的优势：采尔长廊对他们来说就
像是滑雪者的 U 型滑道。从最上方到最下方，使用轮
椅始终比走路快。采尔长廊以非常自然的方式让所有
人都能平等使用。采尔长廊的建筑品质并非来自于无
障碍性，但却是一种真正通过建筑艺术实现的使用方
案。它是一个整体。它证明了平等且优秀的建筑是可
以实现的。我们作为建筑师应该深入研究不同使用者
的灵活性。我们必须设计出让空间可以被感知并且让
所有人都感觉有趣、愉悦的利用方案。必须可以形成
并且促进沟通。各种条例和标准的贡献有限， 我们必
须在建筑方案中找到转化之法。当然这意味着要做很
多的工作。通过“新”的建筑元素，例如坡道或斜面来
打破建筑物的千篇一律，平等地考虑所有使用者，必
能获得人们的青睐。

作者：硕士工程师 Ursula Fuss
1959 年出生于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市。1981 年至 1985 年在威斯巴登
高等专业学院就读建筑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又进入法兰克福国立造
型艺术学院继续建筑学学业。1993 年，Ursula Fuss 因为一次事故而
瘫痪。之后，无障碍设计成为了她的重要主题 – 无论是在演讲中，还
是对于由她创立（1996 年）的独立建筑事务所 c.f. ARCHITEKTEN 
来说。除了自己的建筑项目之外，Ursula Fuss 还为其它建筑师和建
筑商提供规划建议。

www.con-fuss.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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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 CITYCUBE
据说柏林人始终无法对 ICC 国际会议中心产生好感。至少它的绰号“会议汽船”
或“波坦金战舰”并不动听。现在它也如愿关闭了。今后的会议将在由德累斯顿建
筑事务所 Code Unique 设计的 CityCube Berlin 举办 - 距离暂时停用的 ICC 仅
几步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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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会议中心 ICC 是柏林最富争议的建筑之一。这栋
落成于 1979 年的建筑出自柏林建筑师 Ralf Schüler 
和 Ursulina Schüler-Witte 之手，被认为是技术主义
的代表之作。会议中心的平面设计饱受评论家诟病：
在他们看来，只有大约 10% 的面积能够用作活动场
地，其余面积都是交通区或交易区，无法盈利。另
一方面，修葺这座建筑物需要花费约 2.4 亿欧元。
昂贵的费用也令业主德国柏林国际展览有限公司望
而 却 步 。 因 此 公 司 决 定 ， 将 展 览 中 心 斜 对 面 建 于 
1936 年且受到建筑文物保护的 Deutschlandhalle 体
育馆拆除，然后在原址上修建新的会议场所 —— 柏
林 CityCube。建筑设计方案出自德累斯顿建筑事
务所 Code Unique 之手。新的建筑物不仅用于举办
会议，还可拓展展馆的展览面积。从规划上来看，
建筑所在地确保了无论前往市中心还是前往展馆主
要入口，都有足够的入场空间。建筑师重点关注了
如何将不在同一高度的相邻建筑与广场区域连接。 
在 CityCube 和原有展馆之间形成一个新的平面。这个
平面包含了一部分新建筑。室外楼梯向下通往下沉式
广场，然后由此到达会议中心的主入口。建筑基座周
身被玻璃覆盖。庞大的建筑物主体看似悬浮于空中。
从周围环境中跳脱出来，极其醒目，与周边的拥挤喧

嚣形成鲜明的对比。建筑物的外立面由看似封闭的织
物层构成，但其后方是第二层功能性的建筑围护以及
必要的开口。建筑物内部分为两个主楼层，面积均在 
6000 平方米左右：底层最多可分割为 8 个会议厅，分
别能够容纳 400 至 3000 人。顶层则是宽敞的无支柱
大厅，可用作会场、展览、活动或提供餐饮服务。此
外还有 8 个带活动隔墙的会议室，分别可容纳 50 至 
300 人，以及 30 个办公室、套间和会面室。这些空间
均配备了与设计相融合、高度隔音的施库博门。

宽敞的室外楼梯用于平衡与展馆的高度差异。茂盛的绿植则作为点缀。
（前一页） 
主入口旁就是残障人士停车位。（右图）
CityCube 的顶层非常引人注目。它坐落于采用玻璃侧柱结构的底座之
上。而底层则由被薄方石预制构件覆盖的建筑主体围绕，连接至未处
于同一高度的展馆。（下图）

柏林 CITYC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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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区域的地面触觉标记将盲人引导至售票处和信息台。（左上）
带防火涂层的施库博隔音门通过颜色与周围的浅色环境形成对比。 
（右上）
底层空间虽无支柱，但可以通过活动隔墙分割为八个会议室。 
（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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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库博隔音门隐藏于墙壁中。（左图）
灰色的混凝土面、白色的石膏和无烟煤色施库博门 – 色彩搭配简捷
明快。休息室中的部分彩色椅背是其中的妆点。（右图）

柏林 CITYC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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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方向指引的引导系统位于混凝土墙面上的无烟煤色标牌上。门均采
用防火防烟门。（左上）
洗手间也沿用了这一配色方案：除了同样采用无烟煤色的洗手台之
外，铺设至天花板的砖石也是同系色调。T30/施库博洗手间门将空间
隔开。PU 护边经久耐用，能够保护门扇不受水、溶剂和化学物质的 
影响。（右上）
带逃生推杆的施库博平开式双扇防火门通往底层大厅。（左下图）
为了帮助视障人士找到卫生设施，地板上设置了相应的触觉标记。 
此外，还使用了带 PU 护边的 T30 / 湿区门。（右下图）

柏林 CITYC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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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Messedamm 26，柏林 14055，德国
业主：德国柏林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建筑师：CODE UNIQUE 建筑事务所，德累斯顿，德国
总建筑面积：43,016 m²
总使用面积：321,000 m³
造价：1.05 亿欧元
图片：安德烈·慕斯，柏林，德国

施库博产品：3、16 和 26 型单开和双开防火门，5 和 6 型防烟隔音
门（Rw,P = 42 dB），13 型隔音门（Rw,P = 37 dB） 50 型隔音门
（Rw,P = 48 dB），3 和 16 型实芯门，带折边门框的规格。3 型实芯
门和湿区门，洗手间门和 T30 / 带 PU 护边的洗手间门
霍曼产品：钢质包围门框，不锈钢门框

楼层平面图 ET02（上图）
楼层平面图 ZE01（中图）
剖面图（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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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斯特市 LWL 文化艺术博物馆
明斯特原国家博物馆扩建工程距今已有十余年。建筑方案以 Staab Architekten 
建筑事务所的设计为基础，并赢得了当地居民的好评。据说他们在开幕之前就
表达了自己对新建筑的看法并进行了评分。博物馆的评分排名在明斯特的新建
筑中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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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建筑无论从风格上还是从颜色上都形成鲜明对比。新建筑的外形
非常内敛，但却通过宽敞的窗口和走廊构成视线和路线上的联通， 
例如图中展示的位于大教堂广场的北部庭院。（前一页）
南面入口前的小型广场在夏季会因为室外餐饮而变得热闹非凡。 
（左下图）
参观者穿过广场之后会首先到达一个稍长的天井，然后才能进入门厅。
（右下图）

大 教 堂 广 场 以 及 四 周 林 立 的 小 型 历 史 建 筑 ， 能 为
城市赢得“风景如画”的美誉。但在明斯特却有着另
一 番 景 象 ： 沿 着 普 林 齐 帕 尔 集 市 广 场 前 行 ， 历 史
街区随处可见， 但大教堂广场周围却几乎都是宏
伟的战后建筑。只有 1906 年建成的新文艺复兴
风 格 “ 国 家 博 物 馆 ” 是 个 例 外 。 虽 然 这 栋 建 筑 已 在
上世纪七十年代进行了扩建， 但维护成本过高，
且早已不符合时代需求。2005 年，柏林 Staab 
Architekten 建筑事务所通过一份设计方案在竞争中
脱颖而出。该方案计划将这栋建筑的一部分拆除。 
在其原址上会诞生一个全新的建筑，博物馆的入口
将彻底改头换面，展览面积也从约 1800 平方米增加
至 7500 平方米。因拆除而产生的缺口则将新建筑与
大教堂广场的西南角相连。并非全部拆除。北部入口
的前端形成了一个稍长的三面封闭的广场。参观者可
以由此进入门厅并前往整个建筑物，包括老建筑。从
南面同样可以进入建筑物。对面并排的圣经博物馆和
圣艾吉迪大街在建筑物前部形成了一个小型广场。参
观者穿过天井后同样可以进入门厅。这一排庭院设立
了很多公共空间，例如咖啡店、书店、图书馆和活动
区域。展览室主要采用严谨的直角设计。各个展览室
按照展示内容的时间顺序相连，并且将老建筑融入其

中。在参观展览时，不同的比例形成了富于变化的空
间序列。施库博门将空间分割开来，并且在夜晚起到
防盗和防火的作用。然而在博物馆开放时间，这些部
分与房屋等高的凹室门却毫不起眼。博物馆目前共有 
51 个展览室。从中世纪古董到当代艺术品，应有尽
有。其藏品总数约为 3000 件。由于其展示的艺术品超
出了原本的范畴，因此在重新设计后，博物馆更名为“
艺术文化博物馆”。

明斯特 LWL 艺术文化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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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者从北面或是南面都可以抵达这个带屋顶的门厅。门厅是将建筑
物分割的四个庭院的一部分。大厅走廊提供了宽阔的的观察视角 —— 
既可以浏览建筑物内部，也可以眺望外部。（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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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斯特 LWL 艺术文化博物馆

博物馆拥有 51 个展览室。展览室的规模和比例各异，因此产生了引
人入胜的空间序列。照明天花板并不是空间唯一的光源。根据主题也
会使用射灯进行强调。照明方案出自 LICHT KUNST LICHT 之手。
艺术品：Thomas Ruff – Cassini (2009) © VG 图片艺术，Bonn 2015 
（墙壁上），Katinka Bock – Trostpfützen (2010)（地板上）。 
（上图）
施库博防盗门保护着这些珍贵的文稿。（右上）
在老建筑中同样使用了施库博门 —— 例如图中带视窗的防火/防盗门。
（左下图）
作为凹室门的施库博防火门会在发生火灾时自动关闭。夜晚则起到防
盗作用。（右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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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大教堂广场 10 号，明斯特 48143，德国
业主：威斯特法伦-利普区域协会 (LWL)，明斯特，德国
建筑师：Staab 建筑事务所，柏林，德国
图片：Michael Meschede，考丰根，德国
施库博产品：单开或双开 T30 防火/防烟和防盗门（RC 2 / RC 3）， 
16 和 26 型，部分规格为凹室门。3 型 T30 防火/防烟门， 
24 型带视窗的 T90 防火/防盗门，实木门框和折边门框 带实木门框

的 16 型防盗门 RC 3。3 型隔音门（Rw,P = 32 dB），5 型隔音门 
（Rw,P = 37 dB），16 和 26 型实芯门，1 型实芯门
霍曼产品：带折边的钢质包围门框，用于附加装备的 2 件式钢质门框

二楼平面图（上图）
底楼平面图（中图）
剖面图（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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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伦瑞克莱辛高中
德国的教育体系需要改善， 不仅是教学内容，同样也包括建筑。很多校舍都亟
待修缮。近年来已在该方面投入了很多资金， 前提是公共基金允许批准。布伦
瑞克莱辛高中同样是其中的受益者。这所高中曾经因其建筑状况而倍受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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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伦瑞克莱辛高中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德国就曾出现过“教育危机”
。2000 年年初，“PISA 冲击”再一次揭开了旧伤疤。简
言之：德国教育体系面临着重重困难，这种讨论早已
有之。问题是多方面的。破败的校舍就是其中之一，
尽管可能不是最主要的。布伦瑞克莱辛高中就面临着
如此境况。天花板漏水，墙壁剥落，食堂不堪重负。
这引起了媒体极大关注，学校一度评为德国北部最糟
糕的学校。如今，这栋落成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建筑
得到了大规模的修葺和扩建，总共花费近 1680 万欧
元。其核心当然要数由 Dohle+Lohse 建筑事务所设
计的新礼堂。礼堂总造价为 470 万欧元。它是原有建
筑旁的一个独立建筑，通过一条玻璃接缝与老建筑相
连。礼堂外部覆盖着一层尺寸各异的灰色抛光纤维水
泥板。虽然建筑师采用了与老建筑外立面相同的网格
主题，但却赋予礼堂另一种活力。空间的布置同样影
响着外立面：新旧建筑交错辉映。错落有致、凹凸相
间，时而连接，时而断开。建筑师巧妙地用低调、朴
素的材料淡化了这种视觉冲击。大面积的照明天花板
让建筑更显宁静。但在活动室中却是另一种氛围。建
筑师巧妙地利用直线条，同时让直接照明与间接照明
相辅相成。施库博门同样是设计方案中的重要元素：
其中一部分是位于混凝土墙开口前的大面积纯色木

板，象征着从一个空间到另一空间的通道。一些门非
常宏伟、厚重，而另一些则被特意缩小或隐藏，成为“
壁纸门” 建筑本身的用处非常广泛，建筑师认为：“建
筑物的很多区域都可以用于信息交换、临时活动和个
人展示等。” 活动室则能够容纳近 350 人。

尺寸各异的外立面板材肩负着外观造型的主要任务。（前一页）
此外，还须通过交错辉映的功能空间分割外立面。不同功能空间可以
通过外立面的凸出部分进行区分。建筑物的缺口则形成了一个外部平
台。（左下图）
穿过施库博双开防火门就可抵达礼堂。防火门配备了防火玻璃，人们
可以一窥建筑物的内部。（右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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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建筑物内部同样也可以感受到空间的相互交错：从门厅通往卫生
间的走廊采用特殊的凹凸设计和灯光设计，因此建筑师将其称为“灯和
空间构成的峡谷”。施库博门则是混凝土墙上的点睛之笔。（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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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伦瑞克莱辛高中

大厅可容纳约 350 人。座椅、施库博门与帷幔在色彩上互相协调。直
来直往的天花板造型以及直接照明与间接照明的交错为沉闷的房间带
来活力。（上图）
施库博防火防烟门的颜色还应用于卫生间区域的砖石上。（左下图）
除了从颜色上区别于混凝土墙之外， 一部分门还被设计为突出于墙面
的墙板。（中下图）
通往“后台”的门则是来自施库博的通高防火防烟门。（右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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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Heideblick 20，布伦瑞克 38110，德国
业主：布伦瑞克市高层建筑和 
设施管理部门，德国
建筑师：Dohle+Lohse 建筑事务所，布伦瑞克，德国
景观建筑师：Andreas Schmolke，迈讷，德国
完工：2015 年
图片：Michael Meschede，考丰根，德国

施库博产品：16 型单开防火防烟门，16 型实芯门，5 型隔音门，
带折边门框的规格，部分带等宽垂直和水平边框部件。带实木门框的 
26 型双开防火门，搭配 25V 型防火固定玻璃，额外的嵌板作为上部/
侧部组件

平面图（上图）
剖面图（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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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意见：无障碍通行
无障碍规划是一回事。但从残障人士的角度出发来利用建筑物，则是另一回事。
硕士工程师 Michael Müller 是无障碍建筑专家以及达姆施塔特应用技术大学的兼
职讲师。他应《门户》杂志的邀请参观了本期杂志中介绍的三座德国建筑，并从
残障人士的角度出发对其进行了实际分析。

门 – 标记 – 方向：莱辛高中使用了非常高效的上装闭
门器。其操作非常简便。LWL 博物馆的卫生间门完全
放弃使用闭门器。CityCube 则使用磁性门止。因此不
会出现绊倒的情况。DIN 18040-1 建议门把手的安装
高度应为 85 厘米。但大多数建筑法规却将这一规则束
之高阁。CityCube 的残障人士卫生间遵守了这一规定 
—— 传达出对轮椅使用者的友善。信息台也必须能够
无障碍地抵达。LWL 博物馆是这一方面的典范。标记
和箭头大而醒目。房间号标注在地板上，非常清晰。
物品说明位于墙壁上较低的地方，并且每个字母都至
少有 2 厘米高。展区部分的说明文字更是其两倍高
度。CityCube 的信息传达同样高效。通过定向系统可
以轻松找到入口、问询处、重要的使用元件以及卫生
间。符号、箭头和文本醒目地位于门的上方，并通过
墙刻作为补充。盲人导向系统利用混凝土导向板从外
部一直通往建筑物。建筑物内还铺设了镶嵌着塑料的
不锈钢指示器。这些指示器与大多数地板材料之间的
视觉对比明显。用手杖划过时，会发出悦耳的声音。

卫生间：DIN 18040-1 要求在每一个卫生设施中都必
须设置一个无障碍卫生间 —— 而技术建筑规定则通
常只要求有一个无障碍卫生间即可。LWL 博物馆的设

计者深谙缩短路径的重要性， 因此每一层都有一个残
障人士卫生间，CityCube 中的数量甚至更多。坐便器
与扶栏的正确高度是关系到残障人士卫生间是否便利
的决定性因素。标准规定，折叠辅助把手的高度应该
在坐便器上方 28 厘米处，而坐便器的高度则应该在 
46 - 48 厘米之间。LWL 博物馆的门厅卫生间中使
用了高度可调的坐便器 —— 可以满足每一个使用者
的需求。与莱辛高中一样，小便池也悬挂在两个不同
的高度。学校洗手台上的阀门会根据自动计时装置开
启。该卫生冲洗装置可以防止利用率较低的自来水管
道被细菌污染。同时还可以防止因为排水沟干燥而产
生的异味。此外，采用紧急按钮替代常见的紧急绳。
原因显而易见：紧急绳会妨碍打扫，常被高高束起且
无法实现相应的应用。便利之处：CityCube 和 LWL 
博物馆中都设置了换尿布台。当然，如果能够提供更
多的长椅会更好。如此，使用造瘘袋或患有多种残
疾的成年人也可以无障碍使用卫生间。更多信息参见  
www.toilette-fuer-alle.de。

主要作用：在莱辛高中，轮椅使用者同样可以使用礼
堂。内部和外部舞台都可以通过符合机械指令的升降
机设备到达。在观众区则可以通过灵活的座椅布置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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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为轮椅使用者开辟空间。博物馆中的展品必须易于
接近。在明斯特 LWL 博物馆中可以注意到，轮椅使用
者可以移动到展品下方或者至少可以非常靠近。即使
从较低的视角也可以清楚观察到展品。门厅和讲演厅
均配备了感应装置。这种技术可以帮助助听器和人工
耳蜗佩戴者获得声音信息。此外这里也为有听力、视
力、智力障碍的人士以及痴呆患者提供引导。

总结：无障碍通行对建筑文化的影响深远。但这些
措施通常比较零碎，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只有
残障人士卫生间远远不够， 还必须能够轻松找到并
到达。此外，并不只有轮椅使用者和行动不便的人士
需要无障碍设施。患有感觉障碍的人同样依赖于此 
—— 因此在对比设计、台阶安全或大型玻璃表面的标
记方面仍有很大的改进需求。无障碍防火门也常常被
忽视。这三个位于柏林、明斯特和布伦瑞克的建筑表
明，使用便捷的无障碍设施也可以作为高品质建筑艺
术的组成部分。如果能够在规划中更早、更平等地考
虑患者群体需求，会得到更好的体验效果。

LWL 艺术文化博物馆中的马桶高度可调。（上一页左图）
在 LWL 艺术文化博物馆中还可以注意到，文字的尺寸非常大并且位
于有利于轮椅使用者看到的高度。（上一页右图）
通过升降梯设备来克服前往布伦瑞克礼堂舞台的高度差。（左图）
盲道帮助视障人士辨别方位 – 例如柏林 CityCube。（右下图）
作者，硕士工程师 Michael Müller。（右上） 图

片
：

Ba
rb

ar
a 

D
ie

st
el

m
an

n



32

霍曼门业企业新闻

霍曼参与制订新的无障碍门条例
 
在公共建筑的规划中，避免建筑障
碍、让更多不同用户群体能够进入
和利用建筑，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
素。对于建筑师和规划师则意味着
必须注意各种要求。德国工程师协
会 (VDI) 在条例系列 VDI 6008“
无障碍居住空间”中发布了关于无障
碍的信息并给出了关于建筑实施的
详细规划提示。这个条例系列主要
面向建筑师和工程师，目标是对现
有的无障碍建筑标准进行补充。其
中说明了各种用于避免、拆除或减
少障碍的方法。2005 年，VDI 出
版了关于无障碍的首份文件。经过
修订后的这个指令系列今后将包括
七份文件，为无障碍居住空间的需
求和解决方法提出建议。文件 5“
门和大门”涉及关于门和大门的一
般要求，即：式样、几何尺寸、自
动化设备和功能。另一组成部分是

对产品的具体建议（基于不同的用
户群体）以及针对不同安装状况的
检查清单。文件 5 的条例草案预
计将于 2015 年年底出台。每一份
文件均由一个指导委员会规划和起
草。委员会成员包括名誉参与者和
独立参与者。VDI 也会咨询相关产
品制造商的专业意见。霍曼公司的 
Jörg Egener 也参与了文件 5 的
起草工作。作为霍曼建筑师顾问经
理，Jörg Egener 与建筑师和规划
师们紧密合作，帮助他们规划和实
现自己的建筑工程。为了将这些实
践经验应用于“门和大门”文件的制
订中，VDI 也将 Jörg Egener 聘为
指导委员会成员。

投资霍曼防火门 – 欧洲最先进的生
产系统之一

几乎所有欧洲公共建筑都必须满足
法定的防火要求。但在欧盟其它国
家，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规定。
欧洲统一的法规集、协调的产品规
范 EN 16034“窗、门和大门 —— 
具有防火和/或防烟特性”，将于明
年起代替国家规定。自 2015 年 
12 月 1 日起，原有国家标志还可
以继续使用三年。之后，CE 标志
将是唯一认可的标志系统。霍曼已
提前将钢质防火和防烟门的生产转
化为新的 OD 门产品系列。该系
列产品无需焊接，其采用门扇的整
面粘接复合结构。可显著提高稳定
性以及机械强度，从而确保更长的
使用寿命。此外，通过粘接还能形
成一个持久平整的表面，且可根据
需要使用所有 RAL 和特殊颜色的
高品质底漆。丰富的产品系列中还

包含带不同木纹饰面的饰面门。同
时加入了久经考验的薄折边和厚折
边门以及新的平开门规格。这意味
着 OD 钢制门产品系列可以满足要
求极为严苛的外观需求。OD 钢制
门的全新生产工艺促使萨尔州弗莱
森工厂对过去的生产设备进行了调
整。2010 年 10 月，7000 平方
米大型扩建工程启动。扩建部分除
了生产区域之外，还包括库房和物
流区。如今，扩建部分已经投入运
营一年之久。新的 OD 门生产车
间已成为欧洲最先进的钢制门生产
车间，且不久后还将进行第二次扩
建。预计自 2015 年 10 月起，第二
条 OD 生产线将替代原有生产线之
一，以满足整个欧洲对于高品质、
认证钢制门的不断增长的需求。下
一条 OD 生产线预计将于 2017 年 
1 月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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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建筑师合作伙伴奖 ——  
霍曼再次折桂

在 2014 年的建筑师合作伙伴奖评
选中，门类产品生产厂家霍曼蝉联“
门/大门”类别金奖。专业建筑杂志 
AIT 和 xia intelligente architektur 
在 1251 名德国建筑师和室内设计
师中进行了一次颇具影响力的市场
调查，并于 2014 年 12 月确定了
优胜者名单。这项调查没有任何赞
助。即，建筑师们无需从规定的选
项中选择，可以独立提名自己最喜
欢的品牌。建筑师顾问经理 Jörg 
Egener 作为霍曼的代表参加了颁
奖典礼。“能够再次当选最佳销售合
作伙伴，我们感到非常自豪。建筑
师合作伙伴奖对我们的服务做出了
公正客观的评价，让我们能够始终
清楚自己的位置所在。我们将不遗
余力的改善我们与建筑师之间的合

作 以我们的新版建筑师程序为例：
仅仅两个月，程序的订购和下载量
就达到了 200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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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库博企业新闻

施库博设计出“SmartDoor”

汉堡外阿尔斯特湖旁诞生了世界上
最智能化的建筑物。在线社区 Xing 
的创始人 Lars Hinrichs 携手来自
建筑和技术领域的知名合作伙伴共
同实施“Apartimentum”项目。施库
博与年轻的科技公司 1aim 一起设
计了公寓入户门。Apartimentum 
完全遵循“智能家居”理念。除了各
个组件的智能联网之外，每个机
械和技术方式都得到了智能化改
造。Apartimentum 的定位是作为
顶级管理人员和侨民的临时寓所，
应集酒店、自有房、租赁房以及寄
宿房等方案的优点于一身。除了
安装在门旁的监控摄像头、姓名
牌、门铃和对讲机等设备之外，施
库博还在门扇中集成了很多其它智
慧型功能：齐平的安全玻璃技术
面板与门登高。这种安全玻璃集
成于 27 扇施库博木质入户门中，

并且在门扇内部铺设有相应的电
缆。为了实现该结构，施库博研发
部门与 1aim 长期密切合作，终于
成功实现了首个合作项目。智能电
话与 SmartDoor 在开门时可通过 
NFC、RFID、LightAccess 或蓝牙
相互通信。甚至无需从口袋中取出
电话就可开门。按门铃时，摄像机
会将门外人员的影像立刻发送至智
能电话。扬声器和麦克风则用于与
门外人员对话。出现晃动或其它可
能预示着入室盗窃的迹象时，还会
在智能电话上触发警报。如此即可
对门外发生的所有事情了若指掌。
但公寓门内的情况则必须保持私
密。因此，门和技术面板均由罗森
海姆 PfB 根据 SD42 要求进行了
额外的隔音检验。在安全方面，施
库博 SmartDoor 考虑到了可能出
现的火灾或其他不速之客：防火、
防烟和防盗装置为租客们带来了安
全感。标准规格的 SmartDoor 内

部采用白色漆面，外部为哑光黑。
门的颜色和尺寸也可以根据需求进
行个性化定制。门型为平开型，因
此与门框形成了一个齐平的整体。
隐蔽式卷带专为 SmartDoor 而设
计，即使是在 55 毫米的门框宽度
上也可以实现内置电缆布线。

施库博扩建生产区域

施库博计划将安普芬生产基地的生
产区域扩大 17000 平方米。新的“4 
号车间”将使公司能够重新规划不断
增长的生产需求，提高未来生产效
率。“我们的生产部门在近二十年
来经历了历史性的增长。由于公司
发展势头迅猛，我们迫切需要扩增
新的结构以应对未来的需求”，总经
理 Jürgen Ruppel 如是说。这意味
着，生产、存储和装运将在四个车
间内重新布局，从而使流程更加高
效并经一步优化供货时间。今后，
新车间可将门扇的生产在空间上相
互贯通，门框生产和物流部门则分
别位于一个单独的车间内。此外还
将购买新的现代化设备，从而在技
术方面为未来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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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建筑师合作伙伴奖 – 
施库博荣获 
迄今为止最高奖项银奖

特种门制造商施库博在 2014 年建
筑师合作伙伴奖中荣获“门/大门”
类别销售专家银奖，其亦是迄今
为止施库博在该项评比中获得的
最高奖。专业建筑杂志 AIT 和 xia 
intelligente architektur 在 1251 名
德国建筑师和室内设计师中进行了
一次颇具影响力的市场调查，并于 
2014 年 12 月确定了优胜者名单。
调查问卷未设置任何答案选项，参
与调查问卷的建筑师可以任意提名
自己最喜欢的合作伙伴。德国销售
经理 Simone Sklaschus 代表施库
博接受颁奖：“近年来，为了优化我
们对建筑师提供的顾问服务，我们
付出了巨大努力。我们在德国设立
了 12 个销售代理机构，能够直接

在现场帮助建筑师，并且我们开发
了新的投标程序，让建筑师们能够
更快获得施库博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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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式：T30 铝合金防火门，用于外墙，具有建筑许可；规格：单开和双
开，可选配侧部组件和/或上亮；门料系统：铝；门扇厚度：80 mm；
安装深度：80 mm；最大尺寸：单开门 RAM 1300 x 2500 mm， 
双开门 RAM 2600 x 2500 mm；墙体：砖、混凝土、加气混凝土；
安装：螺丝固定，预埋件固定；应用：外墙；要求：T30 / EI2 30；
其它可选要求：RC 2/3 装置，逃生门，无障碍装置，隔音，隔热，
密封，防风，防水；附加设施：防火板，分格条；表面：漆面，阳极
氧化；其它样式：T30 / F30、T60/F60、用于室内的 T90 / F90 铝合
金防火和防烟组件；驱动操作：带触发机制的门驱动

霍曼门业详细资料
T30 铝合金防火门
单开和双开室外门

应用领域：T30 铝合金防火门是市场上鲜有具备一般建筑许可的外墙
门。这款通过 DIBt 检验的门分为单开和双开规格，可以选配侧部组
件和/或上亮。无论用于室外还是室内，霍曼铝合金防火管式框架结
构都能够实现外观上的统一，从而实现造型的协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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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领域：35N-A 型施库博室外门可用于带或不带屋顶的建筑入口
处，适用于非封闭式门廊、开放式购物中心或开放式停车场。室外门
可提供带有 T30 许可的版本。T30 规格用于例如与邻近建筑物距离
过近或者因逃生通道过长而需要外墙开口的情况。室外门在饰面和五
金件方面提供多样化的设计空间，此外还拥有丰富的附件产品可供选
择。除了室外门之外，施库博产品范围中还包含很多其它室外组件，
例如 F30 / F90 固定玻璃或旋转门扇规格。

产品：施库博室外门，型号 35N-A 门厚：70 mm
墙体：砖、混凝土、加气混凝土；门框：实木门框；特性：风压 B4，
水密性 3A，透气性 3，差异气候行为 3 (c) / 3 (d) / 2 (e)，应力组  
E (4)；功能：防火 T30，许可编号为 Z-6.21-2196，隔音性能  
Rw,P = 32 dB、37 dB、42 dB，防盗性能 RC 2、RC 3，VT 物件；
建筑尺寸：最大宽度 1500 mm × 最大高度 2375 mm；规格：单开
门，带双折边，可选配视窗。根据装备可实现无障碍。根据要求可提
供带上部组件、侧部组件的规格或防烟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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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库博详细资料
T30 木质室外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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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 毕尔巴鄂

图
片

：
Ai

to
r A

gu
irr

eg
ab

iri
a,

 F
lic

kr
 C

C
 B

Y-
N

C
-N

D
 2

.0

毕尔巴鄂不仅仅只有古根海姆博物馆。
那还有什么值得发掘的？
毕尔巴鄂从曾经的工业城市成功地转型为服务业城市。
这里干净舒适，汇聚了全球知名建筑师的建筑作品。如
果不曾见过 25 年前的毕尔巴鄂，就会很难理解这是一
项多么了不起的成就。除了古根海姆博物馆（左侧）所
在的新城区阿班多尔巴拉区之外，新城和改造后的旧城
同样值得探访。

您是否会把毕尔巴鄂归为无障碍城市？
考虑到地形原因（毕尔巴鄂位于纳尔温河（NERVION）
的河谷中，部分地势陡峭）和工业化历史造成的分散型
城市发展，至少在市中心地区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但陡峭的区域仍需要改善。

您最喜欢哪些建筑物？
我最喜欢的建筑物是诺曼·福斯特设计的地铁（右图）。
他的设计完美无瑕。在毕尔巴鄂找不出另一个建筑物能
够做到这一点：“Reduce to the max”。对于建筑类型
的“rethinking（重新思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其成
为全世界地铁站的典范。无障碍电梯通过中间层连接至
展台。彩色编码和地板纹理有助于人们辨别方位。

如果想要从琐碎的日常事务中脱身，您会去哪儿？
“大毕尔巴鄂”都市圈位于海边。在 Getxo 和 Alcorta 以及
附近的 Larrabasterra 或 Plentzia 等地区有很多滨海步
道。也可以选择乘坐缆车登上某座绿色的山丘，远离喧
嚣的城市。城市中还有一座美丽的 Doña Maria Casilda 
公园。古根海姆的展览也能让我暂时脱离世俗。

在哪里可以看到新锐年轻艺术家的作品？
毕尔巴鄂始终以设计之都自居，并入围“World Design 
Capital 2014（世界设计之都）”大奖。在并不十分发达
的圣弗朗西斯科和老毕尔巴鄂“冲突区域”，年轻的艺术
家们有很多创造空间。

毕尔巴鄂最具创意的文化活动是什么？
与散发着“古典美”的城市相比，例如圣塞瓦斯蒂安和潘
普洛纳，毕尔巴鄂的魅力更多地体现在它的狂野和独
特历史上。对于故乡具有强烈的自豪感会让人觉得任
性，但也因此诞生了很多创意活动。对我来说，Aste 
Nagusia 节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节日期间，各种狂欢节
队伍（西语：Comparsas）会在城市中搭建起无数临
时舞台（西语：txosnas），用一种无序但却亲近的方
式庆祝。从传统意义上来说，则必须提到短片电影节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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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eewald Thermenhotel

UDRST30 RC 2

SP-ANZ-Portal-35-Autoamtik-Schiebetüren-210x103-150715.indd   1 07.08.15   16:52

• 透明度与功能性的完美结合，打造明亮、通透的设计

• 新产品：针对具有防火或安全需求的 
 逃生或救援通道的组合解决方案

• 完整产品系列：无障碍、T30 防火/防盗、 
 逃生通道、个人保护和隔热装置

令人叹服的多样性：
自动推拉门系统

戏剧和现代舞节 (BAD)。

这座城市以怎样的方式影响着您的作品？
作为一个不但拥有自己的作品，还致力于通过专业导览
来介绍不同建筑物的建筑师来说，这个深受工业化历史
影响的城市的发展常常给予我灵感 – 创造力、坚持自我
以及强烈的洞察力以令人印象深刻方式让其焕发活力。
只有当各个阶层的政客们都保持一致行动并为同一目标
投入“人力”时，才能达到如此成就。决策者的相互配合
以及将共同目标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就我所知在全世
界的其它地方从未如此成功过。建筑物是成功的基石之
一，例如极具市场效应的古根海姆博物馆。

毕尔巴鄂今后将如何发展？
沿着河流的 10 公里长自行车道和绿色步道将毕尔巴鄂
内城与大海相连。但实现这个计划还需要数年时间，房
地产和金融危机影响了它的进展。在曾经的河岸工业区
上将会诞生新的住宅和工作区。我希望人们能够从错误
中汲取经验，保护尚未被破坏和清除的工业见证，以合
理的方式将其融入新的城市形象中。对于逐渐出现的新
建筑，我希望更多地关注专业建筑师的影响力，更少地
考虑纯粹的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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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师：Bernd Gunnar Nitsch
1973 年出生于埃尔朗根。他先是进入凯泽斯劳滕大学攻读建筑
学，然后又考入卡尔斯鲁厄工业应用技术大学。Bernd 于大学期间
前往西班牙，进入马德里高等建筑技术学院和塞维利亚美术学院。
之后成为不同事务所的兼职员工并来到了毕尔巴鄂。从 2006 年开
始，Bernd Gunnar Nitsch 除了自己的常规工作之外，还提供建筑导
览服务。他是建筑师导览协会的成员。

www.ga-bilbao.com



40

乔托、葛饰北斋、古斯塔夫·克林姆和瑞秋·怀特理
德 – 在荷兰年轻画家 Theun Govers 的作品中，
可以看到很多艺术家的影子。但他的风格明晰、充满
个性且非主流。在个性化空间逻辑的基础上，他让房
间散发出被遗弃的、甚至阴郁的感觉 – 与现实格格不
入。然而，这种充满排斥感的氛围却让观察者很难抽
离。Govers 作品中的房间大部分由独立的几何形状构
成：线、面、网格和失衡的透视法形成了一种令人不
快的、独特的建筑标本，自然而然地吸引观察者。剩
下的就是空旷的房间 – 偶尔也会出现日常用品，例如
床。Govers 作品的吸引力还产生于作为作品基础的材
料：他只在木头上作画。这种材料使他能够通过研磨
或添加和删除涂层为作品赋予直观的层次感。Govers 
有时候还会将自己的作品分解重构，并在这个基础上
创造新的作品。但 Govers 并不满足于此，他在很多
作品中都参考了现有的艺术品或艺术家。在其中一幅

画中可以看到古斯塔夫·克林姆作品《吻》的影子。
而在另一副画中则可以发现梵高的影响 – 例如这幅作
品：以最低的限度产生引起幽闭恐惧的空白。几何形
状、材料、层次、参考 – 以及观察者本身，这是一个
协调的整体，是 Govers 作品的张力所在。

建筑和艺术  
THEUN GOVERS

无题 – 2014 年，复合木材上的丙烯画和高光，63 × 53 cm，63 × 45 cm，63 × 51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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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Theun Govers
1976 年出生于荷兰埃因霍温
1996 至 1998 年在格罗宁根大学攻读艺术史。不久后，艺术实践
对他的吸引力远远超过了理论。因此，他于 2005 至 2010 期间在
位于海牙的皇家艺术学院学习了视觉艺术。毕业后不久就在自己的
荷兰家乡举办了个人作品展。此后，他的作品在瑞士和德国相继展
出。Theun Govers 居住和工作在海牙。

Jochen Hempel 画廊，Lindenstraße 35，柏林 10969，德国
www.jochenhempel.com

无题 – 2015，复合木材上的丙烯画和高光，31 × 18 cm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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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名消防员 —— 大多数建筑师曾在孩提时代许下这样
的愿望。而时隔多年，他们则以另一种身份为建筑物的设计
做出了贡献。对于那些获得消防站订单并且能够私下满足自
己儿时梦想的人来说，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但救援不只
是消防队的工作。急救医生拯救生命，山间救援队从险恶的
地区营救受伤人员，海上营救队救援遭遇海难的人们。但在
大多数工作时间内，他们都是在建筑物中等待紧急情况的召
唤。下一期《门户》杂志将介绍建筑艺术如何影响救援人员
的职业。

下一期《门户》杂志的主题：
救援

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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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rtaMatic 驱动装置用于舒适的无障碍住宅

•  HDO 200 驱动装置用于公共建筑物中的无障碍卫生通道

•  带创新 BiSecur 技术的各种远程控制元件 
（HDO 200 上可选装）

门驱动装置 HDO 200

门驱动装置 PortaMatic

《门户》杂志每四个月报道一次目前的建筑业状况和您所处
的大环境。如您喜欢，也可与您的某个项目一起出现在我们
的杂志上。如果您某个已完成的建筑中包含霍曼和施库博产
品，您可以把建筑规划书和具有说服力的照片做成一个短文
件邮寄给我们，请通过邮局或者电子邮箱：

编辑部
Lisa Modest，Verena Lambers（霍曼两合公司）

Architect´s Mind GmbH
斯图加特，德国
www.architectsmind.de

Dietmar Danner 博士
Daniel Najock
Christina Dragoi

印刷
印刷 & 传媒公司
Hans Gieselmann GmbH & Co. KG
Ackerstraße 54
DE-33649 比勒费尔德

杂志及其中的文章、图片均受版权保护。出版社和编辑部对未经约稿
投递的图片和稿件不承担任何责任。海因茨有限公司受霍曼两合公司
的委托对地址数据进行编辑。
德国印刷 – Imprimé en Allemagne

施库博特种门两合公司
Reinhold Fellner
Reinhold.Fellner@schoerghuber.de

施库博特种门两合公司
邮编 1323
DE-84536 Ampfing
Neuhaus 3
DE-84539 Ampfing
电话：+49 8636 503-0
传真：+49 8636 503-811
网址：www.schoerghuber.de

霍曼两合公司贸易公司
Verena Lambers
v.lambers.vkg@hoermann.de

霍曼门业与施库博的对话

版本说明

与霍曼或者施库博一起建造：
您在《门户》杂志中的项目

出版方
霍曼两合公司贸易公司
邮编 1261
DE-33792 Steinhagen
Upheider Weg 94–98
DE-33803 Steinhagen
电话：+49 5204 915-167
传真：+49 5204 915-341
网址：www.hoermann.com 新产品：门驱动装置

PortaMatic 和 HDO 200



施库博 SmartDoor – 全球最智能化的门，可采用智能电话开启和控制。

 这款门可采用蓝牙 LE、NFC、RFID 或新型“Lightpass”开启。
 访问权限可以在线发送、禁止或更改。
 内置摄像头和隐藏式麦克风实现了通过智能电话进行沟通。
 IP 技术可用于连接更多智能家居设备。
 SmartDoor 可配备防火、防烟、隔音和防盗功能。

期待您的垂询 – 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智能电话识别
通过智能电话远程开启

视频监控
最安全的验证

技术合作伙伴

尽情享受未来的智能生活吧！

Special doors

施库博 SmartDoor
创新与设计的完美融合

Special doo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