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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產品樣式與顏色皆以實品為準

�M�i�f�a�r�e讀卡機

產品尺寸�(�m�m�)

1 2 3

4 5 6

7 8 9

* 0 #

80

120

18

120

IS-A202M
�M�i�f�a�r�e觸控式讀卡機

觸控式按鍵� �/� 鍵盤背光功能。

提供唯根介面，可支援一進一出功能。

提供�T�T�L串列通訊輸出，可整合周邊裝置及樓層控制。

使用人數：�6�,�0�0�0人；進出記錄：�1�0�,�0�0�0筆。

管理模式：工程模式、管理者模式。

管制模式：讀卡即可、讀卡或密碼、讀卡加密碼。

內建萬年曆及防破壞開關。

具有門位監視輸入，提供開門逾時、強行進入之警報功能。

具有多組輸出：電鎖、警報、警戒、反脅迫、數位繼電器訊號。

提供�9組自動開門時段。

鍵盤可自行設定自動鎖住時間�1�~�9�9秒，防止外人嘗試以密碼開門。

搭配軟體，提供門禁、考勤、薪資、圖控功能。

三色�L�E�D及聲響辨識功能。

紅外線遙控輸入� �(選購�)。

時間同步卡功能� �(選購�)。

蜂鳴器可調整音量。

新增環境調效功能，可調整在金屬介質環境下架設的感應品質。

擁有防拷驗證功能，杜絕濫意拷貝卡片。

�M�i�f�a�r�e顯示型讀卡機

觸控式按鍵� �/� 鍵盤背光� �/� 通訊及鍵盤上鎖圖示。

提供唯根介面，可支援一進一出功能。

提供�T�T�L串列通訊輸出，可整合週邊裝置及樓層控制。

內建�1�3�.�5�6�M�H�z讀卡功能。

使用人數：�6�,�0�0�0人；進出記錄：�1�0�,�0�0�0筆。

管理模式：工程模式、管理者模式。

管制模式：讀卡即可、讀卡或密碼、讀卡加密碼、� 主從卡驗證、�A�B卡驗證。

內建萬年曆及防破壞開關。

具有門位監視輸入，提供開門逾時、強行進入之警報功能。

提供�9組自動開門時段。

鍵盤可設定自動上鎖，防止外人嘗試以密碼開門。

搭配軟體，提供門禁、考勤、薪資、圖控功能。

雙色�L�E�D及聲響辨識功能。

紅外線遙控輸入� �(選購�)。

語言選擇�(中�\英�)、蜂鳴器音量調整。

IS-A203M

使用人數：�6�,�0�0�0人；進出記錄：�1�0�,�0�0�0筆。

管理模式：工程模式、管理者模式。

管制模式：讀卡即可。

內建萬年曆及防破壞開關。

具有門位監視輸入，提供開門逾時、強行進入之警報功能。

提供�9組自動開門時段。

可提供門鈴按鈕�(選購�)。

搭配軟體，提供門禁、考勤、薪資、圖控功能。

三色�L�E�D及聲響辨識功能。

紅外線遙控輸入� �(選購�)。

時間同步卡功能� �(選購�)。

蜂鳴器可調整音量。

新增環境調效功能，可調整在金屬介質環境下架設的感應品質。

擁有防拷驗證功能，杜絕濫意拷貝卡片。

新增無效卡警報輸出。

可輸入保全主機狀態燈號。

IS-A201M
�M�i�f�a�r�e感應讀卡機�(另選門鈴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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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產品樣式與顏色皆以實品為準

門把式電子感應門鎖

�-� 面板、把手鋼拉絲電鍍防腐銹處理

�-� 鎖匣通過美國�U�L及�A�N�S�I認證

�-� 門鎖通過台灣�C�N�S�6�0�A防火認證

�-� 滑蓋設計，附有隱藏式標準美規備用機械鑰匙

�-� 當電池電力不足時，會有燈號及響聲提前告知

�-� 卡片與密碼使用人數可達到�9�0組

�-� 與�M�i�f�a�r�e卡片及悠遊卡相容

WFE-WEL-3600
感應式門鎖/霧銀

感應式可與市售悠遊卡或�M�i�f�a�r�e格式

保全讀卡系統相容，享受一卡通的便利性

�-� 三種開門方式�(感應卡、觸控密碼、機械鑰匙�)

�-� 面板、把手鋼拉絲電鍍防腐銹處理

�-� 鎖匣通過美國�U�L及�A�N�S�I認證

�-� 門鎖通過台灣�C�N�S�6�0�A防火認證

�-� 滑蓋設計，附有隱藏式標準美規備用機械鑰匙

�-� 當電池無電力時，可由外部以�9�V電池暫時供電開門

�-� 卡片與悠遊卡及公車卡相容，享受一卡通便利

�-� 使用者可自行設定密碼或以母卡來增加或刪除卡片

�-� 與�M�i�f�a�r�e卡片及悠遊卡相容

WFE-WEL-3700
感應式門鎖/霧銀

採用�M�i�f�a�r�e感應卡片、密碼偵測開門動作。

可與市售悠遊卡或�M�i�f�a�r�e格式保全讀卡系統相容，享受一卡通的便利性。

觸控式密碼可隨時增加或更改密碼，讓您享有更安新便利的優質生活。

�-� 四種開門方式� �(指紋辨識、感應卡、觸控密碼、機械鑰匙�)

�-� �3�D指紋模組，辨識精準，有效防偽

�-� 面板、把手純銅鍛造，防腐銹處理

�-� 鎖匣通過美國�U�L及�A�N�S�I認證

�-� 門鎖通過台灣�C�N�S�6�0�A防火認證

�-� 卡片與密碼使用人數可達到�9�0組

�-� 指紋使用人數可達到�2�0組

�-� 與�M�i�f�a�r�e卡片及悠遊卡相容� 

WFE-WEL-3900
四合一感應式門鎖

具備指紋辨識、密碼觸控、卡片感應以及機械鑰匙四種開門方式。

專利的指紋把手設計，符合人性使用習慣。

�3�D指紋辨識模組，更有效提升辨識精準度及防偽能力。

語音提示開關門狀態及門鎖設定導引，讓操作更加容易，

帶給您安全又便利的居家生活。

�-� 面板、把手純銅鍛造，真空離子鍍膜�(�P�V�D�)

�-� 門鎖被破壞打開，會立即發出警報聲響

�-� 三種開門方式�(感應卡、觸控密碼、機械鑰匙�)

�-� 開關門及電力不足時，會有語音告知「門已打開」

、「門以上鎖」、「請更換電池」提示

�-� 語音可選擇大、小、無聲三種模式

�-� 鎖匣通過美國�U�L及�A�N�S�I認證

�-� 門鎖通過台灣�C�N�S�6�0�A防火認證

�-� 卡片與密碼使用人數可達到�9�0組

�-� 與�M�i�f�a�r�e卡片及悠遊卡相容

WFE-WEL-3800
感應式門鎖

針對大樓居家飯店式管理、商務辦公室人員差勤、

飯店商旅住房管理�.�.�.提供各種完整解決方案。

門把式電子感應門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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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鎖具

IS-CP2408i
多功能授信控制主機

迴路數量� �1�0�/�2�4迴路偵測點�.�8顆繼電器輸出。

具實體繼電器提供緊急求救�/防盜輸入點以及警報輸出點。

可自行定義每區迴路�N�C�/�N�O。

警報時按下面板上的復歸鍵可取消警報。

警報觸發時，面板上對應的迴路指示燈閃動，同時移報輸出。

提供外接喇叭及麥克風接點，可即時廣播及發報提醒。

提供�R�S�-�4�8�5通訊可與警報系統軟體連接。

CE-5101
消防連動控制器

具移報輸出，可連接至警報系統。

具實體繼電器提供緊急求救�/防盜輸入點以及警報輸出點。

警報輸出點可調整�N�C�/�N�O。

警報時按下面板上的復歸鍵可取消警報。

警報觸發時，面板上對應的迴路指示燈閃動，同時移報輸出。

警報可連接閃光警報喇叭或是其他警報裝置，並輸出語音內容。

提供�R�S�-�4�8�5通訊可與警報系統軟體連接。

EB-2501M/LD

EB-2501HB

斷電開門陽極鎖

‧� 磁簧定位偵測

‧� 門扇定位後即自動上鎖

‧� 附燈號顯示

外型尺寸�(�m�m�)�:� �2�0�0�(�L�)� �X� �3�5�(�W�)� �X� �2�6�.�5�(�H�)

吸附鐵板�(�m�m�)�:� �1�0�2�.�6�(�L�)� �X� �2�5�.�4�(�W�)� �X� �2�(�H�)

鎖體尺寸�:� �1�5�0�(�L�)� �x� � �2�5�.�4�(�W�)� �x� �3�3�(�H�)

適無框玻璃門�:� 需�U型夾及外掛盒�(選配�)� 

陽極鎖外掛盒

外型盒�L尺寸�(�m�m�)�:� �2�1�0�(�L�)� �x� �4�4�.�4�(�W�)� �x� �4�6�(�H�)

外型盒�S尺寸�(�m�m�)�:� �1�1�0�.�5�(�L�)�x�4�4�.�4�(�W�)�x�4�6�(�H�)選購配件

‧� 內建突波吸收器�,� 附雙色�L�E�D

‧� 鋁槽經陽極處理� 

‧� 可調式邊板�,� 更容易將磁力鎖調整到適當位置

‧� 無殘磁

IS-0600M
�6�0�0�P磁力鎖�(� 附�L�E�D�/鎖訊號� �)

拉力�:� 約�6�0�0磅

外型尺寸�:� �2�5�0�(�L�)�x�4�7�.�2�(�W�)�x�2�6�.�5�(�D�)� �m�m

磁鐵面板�:� �1�8�5�(�L�)�x�3�8�(�W�)�x�1�2�.�5�(�T�)� �m�m

特殊鋅電鍍表面處理�(包括磁鐵與鐵板�)

�6�0�0�P磁力鎖�Z�L支架�/長孔型
IS-L0600MZL

�L尺寸�(�m�m�)�:� �2�5�0�(�L�)� �x� �4�8�(�W�)� �x� �3�0�(�H�)� �x� �5�(厚�)

�Z尺寸�(�m�m�)�:� �1�9�0�(�L�)�x�5�0�(�W�)�x�1�0�0�(�H�)� �x�5�(厚�)
選購配件

防盜保全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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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系統開發

門禁考勤軟體 工地人員管理軟體

飯店管理系統

以線路為主，每組線路皆為獨立線路，可同時間在多組線路收集資料，將可大幅的提升資料收集的速度。

可結合海康�D�V�R，在刷卡時擷取即時影像。

以部門為主，可依據不同部門或不同員工，限制使用者能操作資料的範圍與權限。

可以選擇某一部門或某一人員觀看特定期間的進出記錄或考勤狀況，且可將報表匯出�E�X�C�E�L、�W�O�R�D或�P�D�F檔。

人員識別輔助：進出感應時人員照片顯示與即時資訊。

進出紀錄顯示：時間�/位置�/卡號�/進出人員�/承包商�/進出方向�/狀況。

日曆式飯店前台操作畫面�,直覺的操作體驗。

獨特的客房時間軸�,客房銷售狀況一目了然。

客房使用狀態�(如�:插卡、勿擾、清潔�)�,可直接於主畫面顯示。

結合門禁及停車場管理機制�,並提供員工考勤管理工時計算功能。

整合房客識別機制�,可替代早餐券及公設使用驗證。

可配合客製化報表符合營運需求。

預留多店管理架構�,並提供更佳整合接口。

創價系統科技有限公司
�4�0�2�5�5� 台中市南區忠明南路�7�5�9巷�2�0號

�T�E�L�:� �0�4�-�2�2�6�0�0�7�2�0
�F�A�X�:� �0�4�-�2�2�6�0�7�6�5�1

索雅數位科技有限公司
�8�0�7�4�3�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二路�2�7�7號

�T�E�L�:� �0�7�-�3�2�3�8�7�8�0
�F�A�X�:� �0�7�-�3�2�3�9�1�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