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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谁，我们在做什么？ 

     技术领先者技术领先者
我们拥有领先全球的技术，为计算机信号的延长和
切换提供灵活且安全性高的KVM解决方案。我们的
技术实现了计算机访问并让合作变得更简单。

     未来的技术未来的技术
我们模块化的解决方案面向未来，可确保高度的投资
安全性。通过数百种灵活的模块可以个性化配置不同
价位的KVM系统。可借助最新的功能以及接口标准
简单而经济地提升现有安装。

     德国制造德国制造
在博登湖畔的上托依林根市，我们潜心研发并制造
高端特殊解决方案，公司历史已超过35年。我们的
产品经ISO认证并屡获殊荣，出色的生产品质适用
于长期运行，安全性高且使用方便。

     全球市场占有率全球市场占有率
除了位于博登湖的总部之外，我们和新泽西州的
IHSE USA、新加坡的IHSE ASIA等子公司以及全球
的分销合作伙伴共同建立起一个全天候提供支持
的密集型全球网络。来自影视、专业视听、电子
竞技、航运、机场、控制中心和国家机构等领域
的国际知名企业都信赖IHSE解决方案。其中很多
企业都对环境安全有着极高要求。

     IP连通性 IP连通性
我们的系统可实现不受场地限制的IP访问，同时还
能确保绝对的系统安全。我们借助特殊技术将IP协
议与安全核心矩阵隔离开来。该系统既灵活又适
于安全要求极高的安装，对IP网络的要求则保持在
尽可能低的水平。无需复杂的IGMP多播配置和高
带宽。



KVM是什么？

KVM代表Keyboard-Video-Mouse，也就是工作场所
中常用的键盘、显示器和鼠标等输入输出设备。

我们的高安全性系统解决方案延长了计算机和周边设备
（键盘、显示器、鼠标）之间的间隔距离，从而让工作
更舒适、更有效。我们提供适用于各类市场的KVM产
品，可切换、分享、延长和转换计算机信号（包括音
频、USB和SDI信号）并适用于VR／AR应用程序。根据
需求和应用的不同，可通过Cat X、光纤或混合布线来
弥补远距离。 

KVM可为企业带来哪些优势？

KVM可改善工作场所

 � 计算机转移  
 不再受场地的限制以及噪音和热量的影响。

 � 减少不必要的输入设备  
 通过一套键盘／鼠标可操控多台计算机和显示屏。

 � 访问更简便 
 可轻松地访问大量连接的资源。

KVM可提高IT安全性

 � 访问控制 
 　控制访问权限，可规定哪些用户有权调用哪些工具。

 � 限制硬件访问 
 防止数据被盗、避免恶意软件的注入。

 � 避免外人访问 
 KVM系统可隔离不安全的IP传输，可防止各种形式的 
 未授权访问以及高频辐射信号检测。

KVM可节约成本

 � 由于存放在受保护且有空调的服务器机房中，可避免受到环境的影响（灰尘、污染、潮湿等等），从而
延长计算机和设备的使用寿命。借助模块化的KVM系统可以简便而经济地改型已有的安装。

 � 最大程度地节约昂贵的软件许可证  
 来自不同部门或工作站的用户可以错开时间访问同一计算机和工具。

 � 更有效地利用空间及技术资源　 
 通过按钮可以灵活地针对各项任务和应用程序重新配置工作站。 
 通过对相同内容的平行访问可实现不同空间的实时合作。 



我们的系统为什么是模块化的？

各个KVM模块可以按需进行组装。这样就可以根据项目不同而创建个性化定制系统。统一的模块尺
寸还便于装入外壳或服务器机房的机架机柜中。

而且模块化结构还保障了高度的投资安全性：如果增加了新的视频标准或是需要其它接口，可以轻松
简便地添置模块对系统进行补充。这就无需耗费时间和成本更换全套系统。 

KVM延长器KVM延长器
可让计算机和工作场地的间隔距离达到数百乃至
数千米。从而可以通过很简单的方式保护计算机
不受脏污、潮湿的侵害并防止无关人员动用。 

同时，操作人员也可从闷热和噪音中解放出来、
在更舒适宽敞的环境中投入工作，不再受大型设
备的限制。办公桌上只需要显示屏、键盘和鼠标
等周边设备。 

这一点对计算中心、医院、金融中心、录音棚等
场所以及轮船或机场控制台等场地极为有限的单
位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KVM矩阵切换器KVM矩阵切换器
实现对复杂计算机网络的控制。该切换器允许访
问、切换和共享连接的资源。每个相连的控制台
（包括键盘、鼠标、屏幕和其它周边设备）都可
以访问任何已连接的计算机。因此，不同用户可
以在各自的工作站实时访问同一计算机，从而经
济高效地共享昂贵的设备和软件许可证。

该系统支持所有8K甚至更高分辨率的视频格式以
及SDI和USB3.0。开关的功能非常广泛，例如多屏
幕控制以及AV信号和传输介质（Cat X和光纤）的
双向切换。 

安全的IP接口还可以通过浏览器或客户端提供不
受场地限制的无缝IP访问。核心矩阵完全与TCP/
IP网络隔离，从而实现最大安全性。

我们为您提供什么样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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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所有市场的通用解决方案

政府 / 国防

航空交通 / 机场

海上 / 近海

医疗 / 保健

虚拟现实

工业 / 企业

广播 / 后期制作

场地 / 娱乐

公用事业 / 运输

教育 / 培训

银行 / 金融



partnerscompany locations

总部及子公司

IHSE GmbH Asia Pacific Pte Ltd 
158 Kallang Way, #07-13A
Singapore 349245
Singapur

电话:  +65 (6841) 4707
info-apac@ihse.com
sales-apac@ihse.com

技术支持技术支持
电话:  +65 (6841) 4707 
techsupport-apac@ihse.com

办公时间办公时间: (UTC +8)
周一至周五: 9:00 - 8:00

IHSE GmbH 
Benzstrasse 1
88094 Oberteuringen
Deutschland

电话： +49 (7546) 9248 0
传真： +49 (7546) 9248 48
info@ihse.de

技术支持技术支持
电话： +49 (7546) 9248 43
techsupport@ihse.de
Skype：ihse.support

办公时间办公时间: (UTC +1)
周一至周四：  8:00 到 16:30
周五：   8:00 到 15:00

销售销售
电话：+49 (7546) 9248 42
sales@ihse.de

登记法院：弗莱堡地方法院, 
HRB 580617
增值税号： DE146965085
WEEE:   DE39900275
DUNS号：  31-801-4289

德国总部

您想了解我们的公司以及公司的产品、活动或合作伙伴？请随时联系我们。期待您的消息！

以色列Shoham

电话/传真：+972 (3) 9721853
移动电话： +972 (5) 44320768
info@ihse.com

以色列区域办事处

法国巴黎

电话： +33 (678) 478 822
info@ihse.com

法国区域办事处

IHSE USA LLC 
1 Corporate Drive, Suite F
Cranbury, NJ 08512
USA

电话： +1 (732) 738 8780
传真:  +1 (732) 631 0121
info@ihseusa.com

技术支持技术支持
电话： +1 (732) 738 8780
传真:  +1 (732) 631-0121
support@ihseusa.com

办公时间办公时间: (UTC -5)
周一至周五:    8:30 - 17:30

美国分公司 新加坡分公司

联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