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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资格认证 
 

  

佛山市南海可得乐五金电子有限公司创立于2002年，注册资金超

150万，员工一百余名，是一家以密码锁的研发、制造、营销、

服务于一体的专业化现代企业。公司产品主要用于家居及办公场

所。十几年来，产品一直远销国外，特别是欧美地区，主要品牌

CODELOCKS是欧洲密码锁知名品牌。  

 

多年来的研发生产为可得乐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无论是研发技术

上，还是生产技术上，可得乐都拥有雄厚的实力。从机械密码锁

发展到电子密码锁，凭借先进的技术、卓越的品质以及敢为人先

得精神，可得乐已研发出全国领先的集指纹、密码、NFC一体的

手机密码门锁，并于2014年投入生产。  

 

可得乐本着“诚信、专业、创新“的生产精神和服务信念，决定

开创中国市场，打造中国市场专属的 LEONSPEC品牌，将最顶

尖的产品和服务带给中国消费者。 

2014年第十六届中国(广州)

国际建筑装饰博览会 

可得乐公司展厅实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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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乐公司为满足中国客户需求，创建 LEONSPEC品牌，并创立中文官方网站。本公司将持 

续开发新的产品，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如需了解本公司最新产品及资讯，可登录官方网站进行

了解咨询。 

官方网站：www.leonsp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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柜子锁 NEW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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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 change off door* 
Easy fit 
Code free option available 
Available in knob or lever han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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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锁 M5500-A  
技术说明 

 

 

 
 

 

  

电源                     8xAA 电池 
紧急外接电源  
本手机锁锁体设有紧急电源接口，接口位于锁体下

部。当手机锁电量耗尽时，可外接 9V 电池进行临

时启动。 
双开把手  
本手机锁把手可同时适用于左开或右开的门板上。 
 
锁体材质              锌合金 
按键材质              触摸屏 
前面板按键 
共 12 个键，包括“0-9”十个数字键及“*”“#”
两个功能键。 
后面板按键 
有一功能键，按键隐藏于后面板电池盖内。 
 
开锁方式  
5 种  手机/NFC 卡片/密码/指纹/钥匙 
*五种开锁方式并不是固定的，具体搭配可根据顾

客要求制造，但是手机/NFC 卡片/密码是固定搭配

的，可以取舍的有指纹及钥匙两种功能。 
*开锁手机需具有 NFC 功能，亦可于手机贴上 NFC
贴片。手机需安装本公司合作软件 Key Butler 后，

与锁体进行配对，方能正常使用。 
 
密码 
密码有两种类型，分别是主控密码和使用密码。 
主控密码长度为 8 位数字，使用密码长度为 6 位数

字。主控密码可用于锁体设置及开锁，而使用密码

仅能用于开锁。 
密码开锁方式  
1 唤醒触摸屏—2 输入使用密码/主控密码—3 按

“#”键—4 旋开把手开锁 
前面板触摸屏功能（都需要输入主控密码）  
1 添加 NFC 用户，包括 NFC 手机用户或 NFC 卡用

户 
2 删除 NFC 用户 
3 添加使用密码 
4 删除使用密码 
5 增加指纹用户 
6 静音功能 
7 常开功能 
8 删除所有用户 
 
后面板按键功能  
1 修改/设置主控密码 
2 恢复出厂设置 
3 添加主控手机 

 

 
NFC 手机 
手机在配对本锁前必须安装管理软件 Key Butler。该

软件可到 360 手机助手进行下载安装。 
NFC 手机与锁体配对后可分为管理者手机及使用者手

机，手机在使用前必须安装软件 Key Butler。同一个

锁体中，管理者手机同时间只能存在一个，而使用

者手机同时间则能存在多个。 
 
 管理者手机功能 
1.开锁。使用已配对好的手机开锁时，不需激活锁

体，不需打开手机软件，只需唤醒手机屏幕即可。 
2.新增锁具。即成功配对后，一台手机可成为多个手

机锁的管理者或使用者，开启或管理多个手机锁。 
3.新增使用者（IPA）。可经由管理者手机发出新增

信号，感应锁体后，需新增的用户手机也接触锁体

进行配对感应完成使用者新增。 
4.新增使用者（Beam）。可经由管理者手机发出新

增信号，与需新增的用户手机进行近距离感应（此

时管理者及新增用户都需开启手机蓝牙），新增配

对完成后，管理者需与锁体感应以便同步资料。 
5.限制访问权限。管理者可于新增使用者时设置使用

者的访问权限，亦可于管理使用者界面功能处进行

修改设置。管理权限有多种形式，包括“无限

制”、“仅限一次”、“以区间设定”。其中“以

区间设定”，即是限时开启，设置后，使用者将被

限制在一段设定的时间内开启锁体，期间可重复开

启。 
6. 管理锁具。作为管理者手机，此功能下，可查看

管理的锁具的使用者列表，同时可修改已进行配对

的手机锁的别称，此处的使用者列表中包括使用者

手机、密码用户、指纹用户及 NFC 卡用户。 
7.管理使用者。 此功能下，管理者可查看管理锁体

下的所有使用者，这里的使用者不仅仅包括使用者

手机，也包括指纹用户，NFC 卡用户及密码用户。 
8.删除使用者。进入管理锁具模块，选取管理的锁

具，于使用者列表选取指定的使用者并删除，此处

的使用者包括使用者手机、密码用户、指纹用户及

NFC 卡用户。 
9.查看记录。可于此模块下查看锁具的记录，内容显

示操作发生的时间、人名、事件。 
10.查看锁具电池电量。进入管理锁具模块，点选需

查看的已管理锁具，根据显示图案选择是否更换电

池，如三个月内未与锁具感应，电池电量将会为问

号。 
11.参数设定。可通过管理锁具模块设定受管理锁具

的参数，目前只提供静音开关设置。 
12.更新韧体。本公司会根据需要定期更新手机锁内

部韧体，由于锁体本身不能联网，下载最新韧体则

需要管理者手机完成，下载完成后与锁体进行感应

配对，即能更新锁体韧体，具体操作参看 Key Butler
软件使用说明。 
13.使用手册。使用手册即软件操作说明，点击后可

了解最新的操作讲解。 
 
 

 使用者手机功能 
1.开锁。使用已配对好的手机开锁时，不需激活

锁体，不需打开手机软件，只需唤醒手机屏幕即

可。 
2.新增锁具。即成功配对后，一台手机可成为多

个手机锁的管理者或使用者，开启或管理多个手

机锁。 
3.管理锁具。作为使用者手机，此功能下，手机

只能修改已进行配对的手机锁的别称，以方便区

分记忆，同时亦可观察列表中锁体的管理者、自

身权限及加入时间。 
4.使用手册。使用手册即软件操作说明，点击后

可了解最新的操作讲解。 
 
*若手机不具有 NFC 功能，可在手机机体贴上

NFC 贴，其使用如 NFC 卡片一样，不需安装软

件。 
*一部 NFC 手机可以是一个/多个锁体的单纯使

用者，也可以是一个/多个锁体的单纯管理者，

也可以同时集管理者和使用者功能与一身，但要

注意的是，一部 NFC 手机在其中一个已配对好

的锁体只能作为管理者或使用者。 
*一个手机锁可配对多个使用者手机，但只能配

对一个管理者手机。 
 
 
NFC 卡片（NFC 贴片） 
NFC 卡片即近距离感应卡，原理与普通公交卡一

样。还有 NFC 感应芯片和 NFC 贴片。NFC 卡片

适合没有手机的或者手机没有 NFC 功能的用户

使用，尤其适用与长者与小孩。顾客可以选择于

本公司购买 NFC 卡片，也可自行购买或使用已

有的近距离感应卡（如公交卡），但非于本公司

购买的产品，本公司将不保证其能正常使用。 
NFC 卡片开锁：将 NFC 卡片靠近锁体，当锁体

发出确认声后即能开锁。 
 
指纹 
用户将特定的手指与锁体进行配对后，即能通过

指纹开锁。任意手指也能进行配对，建议配对时

要清洗手指，保证指纹清晰。 
指纹开锁：将已配对的手指放于锁体指纹读取

窗，当锁体发出确认声后即能开锁。 
 
钥匙 
用户可选择锁体是否搭配锁胆。有钥匙的情况

下，不需其它任何方式即能开锁。 

 

NFC 卡片、贴

片、芯片 

77mm 

230 

mm 
82mm 

1 个管理者手机 

多个使用者：手机、密码、卡片、指纹、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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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体中，管理者手机同时间只能存在一个，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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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锁。使用已配对好的手机开锁时，不需激活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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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仅限一次”、“以区间设定”。其中“以

区间设定”，即是限时开启，设置后，使用者将被

限制在一段设定的时间内开启锁体，期间可重复开

启。 
6. 管理锁具。作为管理者手机，此功能下，可查看

管理的锁具的使用者列表，同时可修改已进行配对

的手机锁的别称，此处的使用者列表中包括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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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于使用者列表选取指定的使用者并删除，此处

的使用者包括使用者手机、密码用户、指纹用户及

NFC 卡用户。 
9.查看记录。可于此模块下查看锁具的记录，内容显

示操作发生的时间、人名、事件。 
10.查看锁具电池电量。进入管理锁具模块，点选需

查看的已管理锁具，根据显示图案选择是否更换电

池，如三个月内未与锁具感应，电池电量将会为问

号。 
11.参数设定。可通过管理锁具模块设定受管理锁具

的参数，目前只提供静音开关设置。 
12.更新韧体。本公司会根据需要定期更新手机锁内

部韧体，由于锁体本身不能联网，下载最新韧体则

需要管理者手机完成，下载完成后与锁体进行感应

配对，即能更新锁体韧体，具体操作参看 Key Butler
软件使用说明。 
13.使用手册。使用手册即软件操作说明，点击后可

了解最新的操作讲解。 
 
 

 使用者手机功能 
1.开锁。使用已配对好的手机开锁时，不需激活

锁体，不需打开手机软件，只需唤醒手机屏幕即

可。 
2.新增锁具。即成功配对后，一台手机可成为多

个手机锁的管理者或使用者，开启或管理多个手

机锁。 
3.管理锁具。作为使用者手机，此功能下，手机

只能修改已进行配对的手机锁的别称，以方便区

分记忆，同时亦可观察列表中锁体的管理者、自

身权限及加入时间。 
4.使用手册。使用手册即软件操作说明，点击后

可了解最新的操作讲解。 
 
*若手机不具有 NFC 功能，可在手机机体贴上

NFC 贴，其使用如 NFC 卡片一样，不需安装软

件。 
*一部 NFC 手机可以是一个/多个锁体的单纯使

用者，也可以是一个/多个锁体的单纯管理者，

也可以同时集管理者和使用者功能与一身，但要

注意的是，一部 NFC 手机在其中一个已配对好

的锁体只能作为管理者或使用者。 
*一个手机锁可配对多个使用者手机，但只能配

对一个管理者手机。 
 
 
NFC 卡片（NFC 贴片） 
NFC 卡片即近距离感应卡，原理与普通公交卡一

样。还有 NFC 感应芯片和 NFC 贴片。NFC 卡片

适合没有手机的或者手机没有 NFC 功能的用户

使用，尤其适用与长者与小孩。顾客可以选择于

本公司购买 NFC 卡片，也可自行购买或使用已

有的近距离感应卡（如公交卡），但非于本公司

购买的产品，本公司将不保证其能正常使用。 
NFC 卡片开锁：将 NFC 卡片靠近锁体，当锁体

发出确认声后即能开锁。 
 
指纹 
用户将特定的手指与锁体进行配对后，即能通过

指纹开锁。任意手指也能进行配对，建议配对时

要清洗手指，保证指纹清晰。 
指纹开锁：将已配对的手指放于锁体指纹读取

窗，当锁体发出确认声后即能开锁。 
 
钥匙 
用户可选择锁体是否搭配锁胆。有钥匙的情况

下，不需其它任何方式即能开锁。 

 

NFC 卡片、贴

片、芯片 

77mm 

230 

mm 
82mm 

1 个管理者手机 

多个使用者：手机、密码、卡片、指纹、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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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锁 4000  
技术说明 

 

 

  

电源                     4xAA 电池 
紧急外接电源  
本手机锁锁体设有紧急电源接口，接口位于锁体下

部。当手机锁电量耗尽时，可外接 9V 电池进行临

时启动。 
双开把手  
本手机锁把手可同时适用于左开或右开的门板上。 
 
锁体材质              锌合金 
按键材质             塑料按键 
前面板按键 
共 12 个键，包括“0-9”十个数字键及“*”“#”
两个功能键。 
后面板按键 
有一功能键，按键隐藏于后面板电池盖内。 
 
开锁方式  
4 种  手机/NFC 卡片/密码/ /钥匙 
*四种开锁方式并不是固定的，具体搭配可根据顾

客要求制造，但是手机/NFC 卡片/密码是固定搭配

的，可以取舍的有钥匙这种功能。 
*开锁手机需具有 NFC 功能，亦可于手机贴上 NFC
贴片。手机需安装本公司合作软件 Key Butler 后，

与锁体进行配对，方能正常使用。 
 
密码 
密码有两种类型，分别是主控密码和使用密码。 
主控密码长度为 8 位数字，使用密码长度为 6 位数

字。主控密码可用于锁体设置及开锁，而使用密码

仅能用于开锁。 
密码开锁方式  
1 输入使用密码/主控密码—2 按“#”键—3 旋开

把手开锁 
前面板按键功能（都需要输入主控密码）  
1 添加 NFC 用户，包括 NFC 手机用户或 NFC 卡用

户 
2 删除 NFC 用户 
3 添加使用密码 
4 删除使用密码 
5 静音功能 
6 常开功能 
7 删除所有用户 
 
后面板按键功能  
1 修改/设置主控密码 
2 恢复出厂设置 
3 添加主控手机 

 

 
NFC 手机 
手机在配对本锁前必须安装管理软件 Key Butler。该软

件可到 360 手机助手进行下载安装。 
NFC 手机与锁体配对后可分为管理者手机及使用者手

机，手机在使用前必须安装软件 Key Butler。同一个锁

体中，管理者手机同时间只能存在一个，而使用者手

机同时间则能存在多个。 
 
 管理者手机功能 
1.开锁。使用已配对好的手机开锁时，不需激活锁

体，不需打开手机软件，只需唤醒手机屏幕即可。 
2.新增锁具。即成功配对后，一台手机可成为多个手

机锁的管理者或使用者，开启或管理多个手机锁。 
3.新增使用者（IPA）。可经由管理者手机发出新增信

号，感应锁体后，需新增的用户手机也接触锁体进行

配对感应完成使用者新增。 
4.新增使用者（Beam）。可经由管理者手机发出新增

信号，与需新增的用户手机进行近距离感应（此时管

理者及新增用户都需开启手机蓝牙），新增配对完成

后，管理者需与锁体感应以便同步资料。 
5.限制访问权限。管理者可于新增使用者时设置使用

者的访问权限，亦可于管理使用者界面功能处进行修

改设置。管理权限有多种形式，包括“无限制”、

“仅限一次”、“以区间设定”。其中“以区间设

定”，即是限时开启，设置后，使用者将被限制在一

段设定的时间内开启锁体，期间可重复开启。 
6. 管理锁具。作为管理者手机，此功能下，可查看管

理的锁具的使用者列表，同时可修改已进行配对的手

机锁的别称，此处的使用者列表中包括使用者手机、

密码用户及 NFC 卡用户。 
7.管理使用者。 此功能下，管理者可查看管理锁体下

的所有使用者，这里的使用者不仅仅包括使用者手

机，也包括 NFC 卡用户及密码用户。 
8.删除使用者。进入管理锁具模块，选取管理的锁

具，于使用者列表选取指定的使用者并删除，此处的

使用者包括使用者手机、密码用户及 NFC 卡用户。 
9.查看记录。可于此模块下查看锁具的记录，内容显

示发生的时间、人名、事件。 
10.查看锁具电池电量。进入管理锁具模块，点选需查

看的已管理锁具，根据显示图案选择是否更换电池，

如三个月内未与锁具感应，电池电量将会为问号。 
11.参数设定。可通过管理锁具模块设定受管理锁具的

参数，目前只提供静音开关设置。 
12.更新韧体。本公司会根据需要定期更新手机锁内部

韧体，由于锁体本身不能联网，下载最新韧体则需要

管理者手机完成，下载完成后与锁体进行感应配对，

即能更新锁体韧体，具体操作参看 Key Butler 软件使

用说明。 
13.使用手册。使用手册即软件操作说明，点击后可了

解最新的操作讲解。 
 
 

 使用者手机功能 
1.开锁。使用已配对好的手机开锁时，不需激活

锁体，不需打开手机软件，只需唤醒手机屏幕即

可。 
2.新增锁具。即成功配对后，一台手机可成为多

个手机锁的管理者或使用者，开启或管理多个手

机锁。 
3.管理锁具。作为使用者手机，此功能下，手机

只能修改已进行配对的手机锁的别称，以方便区

分记忆，同时亦可观察列表中锁体的管理者、自

身权限及加入时间。 
4.使用手册。使用手册即软件操作说明，点击后

可了解最新的操作讲解。 
 
*若手机不具有 NFC 功能，可在手机机体贴上

NFC 贴，其使用如 NFC 卡片一样，不需安装软

件。 
*一部 NFC 手机可以是一个/多个锁体的单纯使

用者，也可以是一个/多个锁体的单纯管理者，

也可以同时集管理者和使用者功能与一身，但要

注意的是，一部 NFC 手机在其中一个已配对好

的锁体只能作为管理者或使用者。 
*一把手机锁可配对多个使用者手机，但只能配

对一个管理者手机。 
 
 
NFC 卡片（NFC 贴片） 
NFC 卡片即近距离感应卡，原理与普通公交卡一

样。还有 NFC 感应芯片和 NFC 贴片。NFC 卡片

适合没有手机的或者手机没有 NFC 功能的用户

使用，尤其适用与长者与小孩。顾客可以选择于

本公司购买 NFC 卡片，也可自行购买或使用已

有的近距离感应卡（如公交卡），但非于本公司

购买的产品，本公司将不保证其能正常使用。 
NFC 卡片开锁：将 NFC 卡片靠近锁体，当锁体

发出确认声后即能开锁。 
 
钥匙 
用户可选择锁体是否搭配锁胆。有钥匙的情况

下，不需其它任何方式即能开锁。 

 

NFC 卡片、贴

片、芯片 

1 个管理者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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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使用者：手机、密码、卡片、钥匙 



手机锁 4000  
技术说明 

 

 

  

电源                     4xAA 电池 
紧急外接电源  
本手机锁锁体设有紧急电源接口，接口位于锁体下

部。当手机锁电量耗尽时，可外接 9V 电池进行临

时启动。 
双开把手  
本手机锁把手可同时适用于左开或右开的门板上。 
 
锁体材质              锌合金 
按键材质             塑料按键 
前面板按键 
共 12 个键，包括“0-9”十个数字键及“*”“#”
两个功能键。 
后面板按键 
有一功能键，按键隐藏于后面板电池盖内。 
 
开锁方式  
4 种  手机/NFC 卡片/密码/ /钥匙 
*四种开锁方式并不是固定的，具体搭配可根据顾

客要求制造，但是手机/NFC 卡片/密码是固定搭配

的，可以取舍的有钥匙这种功能。 
*开锁手机需具有 NFC 功能，亦可于手机贴上 NFC
贴片。手机需安装本公司合作软件 Key Butler 后，

与锁体进行配对，方能正常使用。 
 
密码 
密码有两种类型，分别是主控密码和使用密码。 
主控密码长度为 8 位数字，使用密码长度为 6 位数

字。主控密码可用于锁体设置及开锁，而使用密码

仅能用于开锁。 
密码开锁方式  
1 输入使用密码/主控密码—2 按“#”键—3 旋开

把手开锁 
前面板按键功能（都需要输入主控密码）  
1 添加 NFC 用户，包括 NFC 手机用户或 NFC 卡用

户 
2 删除 NFC 用户 
3 添加使用密码 
4 删除使用密码 
5 静音功能 
6 常开功能 
7 删除所有用户 
 
后面板按键功能  
1 修改/设置主控密码 
2 恢复出厂设置 
3 添加主控手机 

 

 
NFC 手机 
手机在配对本锁前必须安装管理软件 Key Butler。该软

件可到 360 手机助手进行下载安装。 
NFC 手机与锁体配对后可分为管理者手机及使用者手

机，手机在使用前必须安装软件 Key Butler。同一个锁

体中，管理者手机同时间只能存在一个，而使用者手

机同时间则能存在多个。 
 
 管理者手机功能 
1.开锁。使用已配对好的手机开锁时，不需激活锁

体，不需打开手机软件，只需唤醒手机屏幕即可。 
2.新增锁具。即成功配对后，一台手机可成为多个手

机锁的管理者或使用者，开启或管理多个手机锁。 
3.新增使用者（IPA）。可经由管理者手机发出新增信

号，感应锁体后，需新增的用户手机也接触锁体进行

配对感应完成使用者新增。 
4.新增使用者（Beam）。可经由管理者手机发出新增

信号，与需新增的用户手机进行近距离感应（此时管

理者及新增用户都需开启手机蓝牙），新增配对完成

后，管理者需与锁体感应以便同步资料。 
5.限制访问权限。管理者可于新增使用者时设置使用

者的访问权限，亦可于管理使用者界面功能处进行修

改设置。管理权限有多种形式，包括“无限制”、

“仅限一次”、“以区间设定”。其中“以区间设

定”，即是限时开启，设置后，使用者将被限制在一

段设定的时间内开启锁体，期间可重复开启。 
6. 管理锁具。作为管理者手机，此功能下，可查看管

理的锁具的使用者列表，同时可修改已进行配对的手

机锁的别称，此处的使用者列表中包括使用者手机、

密码用户及 NFC 卡用户。 
7.管理使用者。 此功能下，管理者可查看管理锁体下

的所有使用者，这里的使用者不仅仅包括使用者手

机，也包括 NFC 卡用户及密码用户。 
8.删除使用者。进入管理锁具模块，选取管理的锁

具，于使用者列表选取指定的使用者并删除，此处的

使用者包括使用者手机、密码用户及 NFC 卡用户。 
9.查看记录。可于此模块下查看锁具的记录，内容显

示发生的时间、人名、事件。 
10.查看锁具电池电量。进入管理锁具模块，点选需查

看的已管理锁具，根据显示图案选择是否更换电池，

如三个月内未与锁具感应，电池电量将会为问号。 
11.参数设定。可通过管理锁具模块设定受管理锁具的

参数，目前只提供静音开关设置。 
12.更新韧体。本公司会根据需要定期更新手机锁内部

韧体，由于锁体本身不能联网，下载最新韧体则需要

管理者手机完成，下载完成后与锁体进行感应配对，

即能更新锁体韧体，具体操作参看 Key Butler 软件使

用说明。 
13.使用手册。使用手册即软件操作说明，点击后可了

解最新的操作讲解。 
 
 

 使用者手机功能 
1.开锁。使用已配对好的手机开锁时，不需激活

锁体，不需打开手机软件，只需唤醒手机屏幕即

可。 
2.新增锁具。即成功配对后，一台手机可成为多

个手机锁的管理者或使用者，开启或管理多个手

机锁。 
3.管理锁具。作为使用者手机，此功能下，手机

只能修改已进行配对的手机锁的别称，以方便区

分记忆，同时亦可观察列表中锁体的管理者、自

身权限及加入时间。 
4.使用手册。使用手册即软件操作说明，点击后

可了解最新的操作讲解。 
 
*若手机不具有 NFC 功能，可在手机机体贴上

NFC 贴，其使用如 NFC 卡片一样，不需安装软

件。 
*一部 NFC 手机可以是一个/多个锁体的单纯使

用者，也可以是一个/多个锁体的单纯管理者，

也可以同时集管理者和使用者功能与一身，但要

注意的是，一部 NFC 手机在其中一个已配对好

的锁体只能作为管理者或使用者。 
*一把手机锁可配对多个使用者手机，但只能配

对一个管理者手机。 
 
 
NFC 卡片（NFC 贴片） 
NFC 卡片即近距离感应卡，原理与普通公交卡一

样。还有 NFC 感应芯片和 NFC 贴片。NFC 卡片

适合没有手机的或者手机没有 NFC 功能的用户

使用，尤其适用与长者与小孩。顾客可以选择于

本公司购买 NFC 卡片，也可自行购买或使用已

有的近距离感应卡（如公交卡），但非于本公司

购买的产品，本公司将不保证其能正常使用。 
NFC 卡片开锁：将 NFC 卡片靠近锁体，当锁体

发出确认声后即能开锁。 
 
钥匙 
用户可选择锁体是否搭配锁胆。有钥匙的情况

下，不需其它任何方式即能开锁。 

 

NFC 卡片、贴

片、芯片 

1 个管理者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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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使用者：手机、密码、卡片、钥匙 



手机锁 RS-2000  
技术说明 

 

 

  

电源                           4xAA 电池 
紧急外接电源  
本手机锁锁体设有紧急电源接口，接口位于锁体下

部。当手机锁电量耗尽时，可外接 9V 电池进行临

时启动。 
双开把手 
本手机锁把手可同时适用于左开或右开的门板上。 
 
开锁方式 
3 种  手机/NFC 卡片/钥匙 
*三种开锁方式并不是固定的，具体搭配可根据顾

客要求制造，但是手机/NFC 卡片是固定搭配的，

可以取舍的为钥匙功能。 
*开锁手机需具有 NFC 功能，亦可于手机贴上 NFC
贴片。手机需安装本公司合作软件 Key Butler 后，

与锁体进行配对，方能正常使用。 
 
NFC 手机 
手机在配对本锁前必须安装管理软件 Key Butler。
该软件可到 360 手机助手进行下载安装。 
NFC 手机与锁体配对后可分为管理者手机及使用者

手机，手机在使用前必须安装软件 Key Butler。同

一个锁体中，管理者手机同时间只能存在一个，而

使用者手机同时间则能存在多个。 
 
 管理者手机功能 
1.开锁。使用已配对好的手机开锁时，不需激活锁

体，不需打开手机软件，只需唤醒手机屏幕即可。 
2.新增锁具。即成功配对后，一台手机可成为多个

手机锁的管理者或使用者，开启或管理多个手机

锁。 
3.新增使用者（IPA）。可经由管理者手机发出新

增信号，感应锁体后，需新增的用户手机也接触锁

体进行配对感应完成使用者新增。 
4.新增使用者（Beam）。可经由管理者手机发出

新增信号，与需新增的用户手机进行近距离感应

（此时管理者及新增用户都需开启手机蓝牙），新

增配对完成后，管理者需与锁体感应以便同步资

料。 
5.限制访问权限。管理者可于新增使用者时设置使

用者的访问权限，亦可于管理使用者界面功能处进

行修改设置。管理权限有多种形式，包括“无限

制”、“仅限一次”、“以区间设定”。其中“以

区间设定”，即是限时开启，设置后，使用者将被

限制在一段设定的时间内开启锁体，期间可重复开

启。 

6. 管理锁具。作为管理者手机，此功能下，可查看

管理的锁具的使用者列表，同时可修改已进行配对

的手机锁的别称，此处的使用者列表中包括使用者

手机和 NFC 卡用户。 
7.管理使用者。 此功能下，管理者可查看管理锁体

下的所有使用者，这里的使用者包括使用者手机和

NFC 卡用户。 
8.删除使用者。进入管理锁具模块，选取管理的锁

具，于使用者列表选取指定的使用者并删除，此处

的使用者包括使用者手机和 NFC 卡用户。 
9.查看记录。可于此模块下查看锁具的记录，内容

显示发生的时间、人名、事件。 
10.查看锁具电池电量。进入管理锁具模块，点选

需查看的已管理锁具，根据显示图案选择是否更换

电池，如三个月内未与锁具感应，电池电量将会为

问号。 
11.参数设定。可通过管理锁具模块设定受管理锁

具的参数，目前只提供静音开关设置。 
12.更新韧体。本公司会根据需要定期更新手机锁

内部韧体，由于锁体本身不能联网，下载最新韧体

则需要管理者手机完成，下载完成后与锁体进行感

应配对，即能更新锁体韧体，具体操作参看 Key 
Butler 软件使用说明。 
13.使用手册。使用手册即软件操作说明，点击后

可了解最新的操作讲解。 
 
 使用者手机功能 
1.开锁。使用已配对好的手机开锁时，不需激活锁

体，不需打开手机软件，只需唤醒手机屏幕即可。 
2.新增锁具。即成功配对后，一台手机可成为多个

手机锁的管理者或使用者，开启或管理多个手机

锁。 
3.管理锁具。作为使用者手机，此功能下，手机只

能修改已进行配对的手机锁的别称，以方便区分记

忆，同时亦可观察列表中锁体的管理者、自身权限

及加入时间。 
4.使用手册。使用手册即软件操作说明，点击后可

了解最新的操作讲解。 
 
*若手机不具有 NFC 功能，可在手机机体贴上 NFC
贴，其使用如 NFC 卡片一样，不需安装软件。 
*一部 NFC 手机可以是一个/多个锁体的单纯使用

者，也可以是一个/多个锁体的单纯管理者，也可

以同时集管理者和使用者功能与一身，但要注意的

是，一部 NFC 手机在其中一个已配对好的锁体只能

作为管理者或使用者。 
*一把手机锁可配对多个使用者手机，但只能配对

一个管理者手机。 

 

 

NFC 卡片（NFC 贴片） 
NFC 卡片即近距离感应卡，原理与普通公交卡一

样。还有 NFC 感应芯片和 NFC 贴片。NFC 卡片

适合没有手机的或者手机没有 NFC 功能的用户

使用，尤其适用与长者与小孩。顾客可以选择于

本公司购买 NFC 卡片，也可自行购买或使用已

有的近距离感应卡（如公交卡），但非于本公司

购买的产品，本公司将不保证其能正常使用。 
NFC 卡片开锁：将 NFC 卡片靠近锁体，当锁体

发出确认声后即能开锁。 
 
钥匙 
用户可选择锁体是否搭配锁胆。有钥匙的情况

下，不需其它任何方式即能开锁。 

NFC 卡片、贴

片、芯片 

1 个管理者手机 

多个使用者：手机、卡片、钥匙 

10 



手机锁 RS-2000  
技术说明 

 

 

  

电源                           4xAA 电池 
紧急外接电源  
本手机锁锁体设有紧急电源接口，接口位于锁体下

部。当手机锁电量耗尽时，可外接 9V 电池进行临

时启动。 
双开把手 
本手机锁把手可同时适用于左开或右开的门板上。 
 
开锁方式 
3 种  手机/NFC 卡片/钥匙 
*三种开锁方式并不是固定的，具体搭配可根据顾

客要求制造，但是手机/NFC 卡片是固定搭配的，

可以取舍的为钥匙功能。 
*开锁手机需具有 NFC 功能，亦可于手机贴上 NFC
贴片。手机需安装本公司合作软件 Key Butler 后，

与锁体进行配对，方能正常使用。 
 
NFC 手机 
手机在配对本锁前必须安装管理软件 Key Butler。
该软件可到 360 手机助手进行下载安装。 
NFC 手机与锁体配对后可分为管理者手机及使用者

手机，手机在使用前必须安装软件 Key Butler。同

一个锁体中，管理者手机同时间只能存在一个，而

使用者手机同时间则能存在多个。 
 
 管理者手机功能 
1.开锁。使用已配对好的手机开锁时，不需激活锁

体，不需打开手机软件，只需唤醒手机屏幕即可。 
2.新增锁具。即成功配对后，一台手机可成为多个

手机锁的管理者或使用者，开启或管理多个手机

锁。 
3.新增使用者（IPA）。可经由管理者手机发出新

增信号，感应锁体后，需新增的用户手机也接触锁

体进行配对感应完成使用者新增。 
4.新增使用者（Beam）。可经由管理者手机发出

新增信号，与需新增的用户手机进行近距离感应

（此时管理者及新增用户都需开启手机蓝牙），新

增配对完成后，管理者需与锁体感应以便同步资

料。 
5.限制访问权限。管理者可于新增使用者时设置使

用者的访问权限，亦可于管理使用者界面功能处进

行修改设置。管理权限有多种形式，包括“无限

制”、“仅限一次”、“以区间设定”。其中“以

区间设定”，即是限时开启，设置后，使用者将被

限制在一段设定的时间内开启锁体，期间可重复开

启。 

6. 管理锁具。作为管理者手机，此功能下，可查看

管理的锁具的使用者列表，同时可修改已进行配对

的手机锁的别称，此处的使用者列表中包括使用者

手机和 NFC 卡用户。 
7.管理使用者。 此功能下，管理者可查看管理锁体

下的所有使用者，这里的使用者包括使用者手机和

NFC 卡用户。 
8.删除使用者。进入管理锁具模块，选取管理的锁

具，于使用者列表选取指定的使用者并删除，此处

的使用者包括使用者手机和 NFC 卡用户。 
9.查看记录。可于此模块下查看锁具的记录，内容

显示发生的时间、人名、事件。 
10.查看锁具电池电量。进入管理锁具模块，点选

需查看的已管理锁具，根据显示图案选择是否更换

电池，如三个月内未与锁具感应，电池电量将会为

问号。 
11.参数设定。可通过管理锁具模块设定受管理锁

具的参数，目前只提供静音开关设置。 
12.更新韧体。本公司会根据需要定期更新手机锁

内部韧体，由于锁体本身不能联网，下载最新韧体

则需要管理者手机完成，下载完成后与锁体进行感

应配对，即能更新锁体韧体，具体操作参看 Key 
Butler 软件使用说明。 
13.使用手册。使用手册即软件操作说明，点击后

可了解最新的操作讲解。 
 
 使用者手机功能 
1.开锁。使用已配对好的手机开锁时，不需激活锁

体，不需打开手机软件，只需唤醒手机屏幕即可。 
2.新增锁具。即成功配对后，一台手机可成为多个

手机锁的管理者或使用者，开启或管理多个手机

锁。 
3.管理锁具。作为使用者手机，此功能下，手机只

能修改已进行配对的手机锁的别称，以方便区分记

忆，同时亦可观察列表中锁体的管理者、自身权限

及加入时间。 
4.使用手册。使用手册即软件操作说明，点击后可

了解最新的操作讲解。 
 
*若手机不具有 NFC 功能，可在手机机体贴上 NFC
贴，其使用如 NFC 卡片一样，不需安装软件。 
*一部 NFC 手机可以是一个/多个锁体的单纯使用

者，也可以是一个/多个锁体的单纯管理者，也可

以同时集管理者和使用者功能与一身，但要注意的

是，一部 NFC 手机在其中一个已配对好的锁体只能

作为管理者或使用者。 
*一把手机锁可配对多个使用者手机，但只能配对

一个管理者手机。 

 

 

NFC 卡片（NFC 贴片） 
NFC 卡片即近距离感应卡，原理与普通公交卡一

样。还有 NFC 感应芯片和 NFC 贴片。NFC 卡片

适合没有手机的或者手机没有 NFC 功能的用户

使用，尤其适用与长者与小孩。顾客可以选择于

本公司购买 NFC 卡片，也可自行购买或使用已

有的近距离感应卡（如公交卡），但非于本公司

购买的产品，本公司将不保证其能正常使用。 
NFC 卡片开锁：将 NFC 卡片靠近锁体，当锁体

发出确认声后即能开锁。 
 
钥匙 
用户可选择锁体是否搭配锁胆。有钥匙的情况

下，不需其它任何方式即能开锁。 

NFC 卡片、贴

片、芯片 

1 个管理者手机 

多个使用者：手机、卡片、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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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锁 PL-7000
技术说明 

 

  

电源                           4xAA 电池 
紧急外接电源  
本手机锁锁体设有紧急电源接口，接口位于锁体下

部。当手机锁电量耗尽时，可外接 9V 电池进行临

时启动。 
双开把手 
本手机锁把手可同时适用于左开或右开的门板上。 
 
开锁方式 
3 种  手机/NFC 卡片/钥匙 
*三种开锁方式并不是固定的，具体搭配可根据顾

客要求制造，但是手机/NFC 卡片是固定搭配的，

可以取舍的为钥匙功能。 
*开锁手机需具有 NFC 功能，亦可于手机贴上 NFC
贴片。手机需安装本公司合作软件 Key Butler 后，

与锁体进行配对，方能正常使用。 
 
NFC 手机 
手机在配对本锁前必须安装管理软件 Key Butler。
该软件可到 360 手机助手进行下载安装。 
NFC 手机与锁体配对后可分为管理者手机及使用者

手机，手机在使用前必须安装软件 Key Butler。同

一个锁体中，管理者手机同时间只能存在一个，而

使用者手机同时间则能存在多个。 
 
 管理者手机功能 
1.开锁。使用已配对好的手机开锁时，不需激活锁

体，不需打开手机软件，只需唤醒手机屏幕即可。 
2.新增锁具。即成功配对后，一台手机可成为多个

手机锁的管理者或使用者，开启或管理多个手机

锁。 
3.新增使用者（IPA）。可经由管理者手机发出新

增信号，感应锁体后，需新增的用户手机也接触锁

体进行配对感应完成使用者新增。 
4.新增使用者（Beam）。可经由管理者手机发出

新增信号，与需新增的用户手机进行近距离感应

（此时管理者及新增用户都需开启手机蓝牙），新

增配对完成后，管理者需与锁体感应以便同步资

料。 
5.限制访问权限。管理者可于新增使用者时设置使

用者的访问权限，亦可于管理使用者界面功能处进

行修改设置。管理权限有多种形式，包括“无限

制”、“仅限一次”、“以区间设定”。其中“以

区间设定”，即是限时开启，设置后，使用者将被

限制在一段设定的时间内开启锁体，期间可重复开

启。 

6. 管理锁具。作为管理者手机，此功能下，可查看

管理的锁具的使用者列表，同时可修改已进行配对

的手机锁的别称，此处的使用者列表中包括使用者

手机和 NFC 卡用户。 
7.管理使用者。 此功能下，管理者可查看管理锁体

下的所有使用者，这里的使用者包括使用者手机和

NFC 卡用户。 
8.删除使用者。进入管理锁具模块，选取管理的锁

具，于使用者列表选取指定的使用者并删除，此处

的使用者包括使用者手机和 NFC 卡用户。 
9.查看记录。可于此模块下查看锁具的记录，内容

显示发生的时间、人名、事件。 
10.查看锁具电池电量。进入管理锁具模块，点选

需查看的已管理锁具，根据显示图案选择是否更换

电池，如三个月内未与锁具感应，电池电量将会为

问号。 
11.参数设定。可通过管理锁具模块设定受管理锁

具的参数，目前只提供静音开关设置。 
12.更新韧体。本公司会根据需要定期更新手机锁

内部韧体，由于锁体本身不能联网，下载最新韧体

则需要管理者手机完成，下载完成后与锁体进行感

应配对，即能更新锁体韧体，具体操作参看 Key 
Butler 软件使用说明。 
13.使用手册。使用手册即软件操作说明，点击后

可了解最新的操作讲解。 
 
 使用者手机功能 
1.开锁。使用已配对好的手机开锁时，不需激活锁

体，不需打开手机软件，只需唤醒手机屏幕即可。 
2.新增锁具。即成功配对后，一台手机可成为多个

手机锁的管理者或使用者，开启或管理多个手机

锁。 
3.管理锁具。作为使用者手机，此功能下，手机只

能修改已进行配对的手机锁的别称，以方便区分记

忆，同时亦可观察列表中锁体的管理者、自身权限

及加入时间。 
4.使用手册。使用手册即软件操作说明，点击后可

了解最新的操作讲解。 
 
*若手机不具有 NFC 功能，可在手机机体贴上 NFC
贴，其使用如 NFC 卡片一样，不需安装软件。 
*一部 NFC 手机可以是一个/多个锁体的单纯使用

者，也可以是一个/多个锁体的单纯管理者，也可

以同时集管理者和使用者功能与一身，但要注意的

是，一部 NFC 手机在其中一个已配对好的锁体只能

作为管理者或使用者。 
*一把手机锁可配对多个使用者手机，但只能配对

一个管理者手机。 
 
 

 

 

NFC 卡片（NFC 贴片） 
NFC 卡片即近距离感应卡，原理与普通公交卡一

样。还有 NFC 感应芯片和 NFC 贴片。NFC 卡片

适合没有手机的或者手机没有 NFC 功能的用户

使用，尤其适用与长者与小孩。顾客可以选择于

本公司购买 NFC 卡片，也可自行购买或使用已

有的近距离感应卡（如公交卡），但非于本公司

购买的产品，本公司将不保证其能正常使用。 
NFC 卡片开锁：将 NFC 卡片靠近锁体，当锁体

发出确认声后即能开锁。 
 
钥匙 
用户可选择锁体是否搭配锁胆。有钥匙的情况

下，不需其它任何方式即能开锁。 

NFC 卡片、贴

片、芯片 

1 个管理者手机 

多个使用者：手机、卡片、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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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锁 PL-7000
技术说明 

 

  

电源                           4xAA 电池 
紧急外接电源  
本手机锁锁体设有紧急电源接口，接口位于锁体下

部。当手机锁电量耗尽时，可外接 9V 电池进行临

时启动。 
双开把手 
本手机锁把手可同时适用于左开或右开的门板上。 
 
开锁方式 
3 种  手机/NFC 卡片/钥匙 
*三种开锁方式并不是固定的，具体搭配可根据顾

客要求制造，但是手机/NFC 卡片是固定搭配的，

可以取舍的为钥匙功能。 
*开锁手机需具有 NFC 功能，亦可于手机贴上 NFC
贴片。手机需安装本公司合作软件 Key Butler 后，

与锁体进行配对，方能正常使用。 
 
NFC 手机 
手机在配对本锁前必须安装管理软件 Key Butler。
该软件可到 360 手机助手进行下载安装。 
NFC 手机与锁体配对后可分为管理者手机及使用者

手机，手机在使用前必须安装软件 Key Butler。同

一个锁体中，管理者手机同时间只能存在一个，而

使用者手机同时间则能存在多个。 
 
 管理者手机功能 
1.开锁。使用已配对好的手机开锁时，不需激活锁

体，不需打开手机软件，只需唤醒手机屏幕即可。 
2.新增锁具。即成功配对后，一台手机可成为多个

手机锁的管理者或使用者，开启或管理多个手机

锁。 
3.新增使用者（IPA）。可经由管理者手机发出新

增信号，感应锁体后，需新增的用户手机也接触锁

体进行配对感应完成使用者新增。 
4.新增使用者（Beam）。可经由管理者手机发出

新增信号，与需新增的用户手机进行近距离感应

（此时管理者及新增用户都需开启手机蓝牙），新

增配对完成后，管理者需与锁体感应以便同步资

料。 
5.限制访问权限。管理者可于新增使用者时设置使

用者的访问权限，亦可于管理使用者界面功能处进

行修改设置。管理权限有多种形式，包括“无限

制”、“仅限一次”、“以区间设定”。其中“以

区间设定”，即是限时开启，设置后，使用者将被

限制在一段设定的时间内开启锁体，期间可重复开

启。 

6. 管理锁具。作为管理者手机，此功能下，可查看

管理的锁具的使用者列表，同时可修改已进行配对

的手机锁的别称，此处的使用者列表中包括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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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C 卡片（NFC 贴片） 
NFC 卡片即近距离感应卡，原理与普通公交卡一

样。还有 NFC 感应芯片和 NFC 贴片。NFC 卡片

适合没有手机的或者手机没有 NFC 功能的用户

使用，尤其适用与长者与小孩。顾客可以选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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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的产品，本公司将不保证其能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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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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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不需其它任何方式即能开锁。 

NFC 卡片、贴

片、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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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使用者：手机、卡片、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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柜子锁  CL1000 
技术说明 

 

CL1000 

OPERATING INSTRUCTIONS 
Note: The Cabinet Lock has a 10 button keypad 
and a #. The # is used when programming and is 
found behind the handle. 

The lock has the following code levels: 
Master Code can: 
Open the lock 
Change the Master Code 
Set / Change / Delete the Sub-Master and User 
Code 
Select between repeated use and single use codes 
Restrict the lock time 

Sub-Master Code can: 
Open the lock 
Change the Sub-Master 
Set / Change / Delete the User Code 

User Code can: 
Open the lock 
Change the User Code 
A same code cannot be programmed into more 
than one level 

Technician Code can: 
Open the lock without erasing Use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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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锁体 
2  安装螺丝  x 2 
3  安装垫片  x 2 
4   安装螺帽  
5  拨片  x 2 
6  拨片安装螺丝 

• 电池  – 2 x 1.5V AAA 
• 胶垫  x 1 

 

 
  

使用说明 
*本柜子锁有 0-9 十个数字键及“#”键，“#”
键隐藏在旋钮后侧，需旋开旋钮才能使用。密

码设置需要使用“#”键。 
*不同层次的密码不能设置同一个密码组合。 
 
四层密码的功能说明 
主控密码功能 
1 开启柜子锁 
2 修改主控密码 
3 激活/修改/删除副控密码、使用密码及技术

员密码 
4 设置使用模式 
5 设置保持开锁时间 
副控密码功能 
1 开启柜子锁 
2 修改副控密码 
3 激活/修改/删除使用密码 
使用密码功能 
1 开启柜子锁 
2 修改使用密码 
技术员密码 
1 在未知使用者密码的情况下开启柜子锁，仅

在公共使用模式下使用 

电源                     2x1.5v AAA 电池 
运行                     可重复 15000 次开启 
低电量警示       电量不足时，锁体红色指示灯会

持续闪烁以作提示。当此警示灯出现时，锁体还

可以连续开启若干次，但必须尽快更换电池，以

便柜子锁正常运作。更换电池后，锁体会恢复到

出厂设置，请自行重新设定。 
紧急外接电源 
本柜子锁锁体设有紧急电源接口，接口位于锁体

上部两个指示灯上。当柜子锁电量耗尽时，可外

接 9V 电池进行临时启动，开启时需输入主控密

码。 
外部尺寸 
长度 136mm（5 3/8’’）x 宽度 32mm（1 1/4’’）x
深度 30mm（1 3/16’’） （从锁体底部到旋钮表

面） 
锁体材质              锌合金 
按键材质              双环氧涂层树脂按钮 
拨片安装孔         8mm（5/16’’）直径 
适用门板厚度 
CL1004-6mm（1/4’’）或以下 
CL1005-12mm（1/2’’）或以下 
标准配备             
CL1006-19mm（3/4’’）或以下 
CL1007-25mm（1’’）或以下 
表面处理              沙铬 
防护等级              
 IP54(在安装了配套的安装胶垫的情况下) 
*仅适合室内适用 
 

 

密码设置说明 
本柜子锁有四个层次的密码可供使用 
1 主控密码 
2 副控密码 
3 使用密码 
4 技术员密码 
本柜子锁提供两个默认出厂密码 
主控密码：11 33 55 77 
使用密码：22 44 
·安装完成后，请尽快修改主控密码及使用

者密码。 
·主控密码及副控密码必须设置为 8 位数。 
·使用者密码必须设置为 4 位数。 
·出厂默认保持开锁时间为 4 秒，使用者须

在输入正确密码后 4 秒内开启柜子锁，保持

开锁时间可根据需要进行修改。 
模式选择 
在重新设置密码前，请先选择与使用环境最

合适的模式。 
私人使用模式 
重要提示：此模式是出厂默认设置模式。此

模式最常使用于办公或家用场所的橱柜、展

柜、抽屉、衣柜。当柜子锁处于私人使用模

式时，同一个使用者密码可重复多次开启本

锁。 
公共使用模式 
此模式最常使用于公共场所，如购物中心、

沐足桑拿室或健身运动场所的公共贮物柜。

当柜子锁处于公共使用模式时，使用者存放

物品后可自行设置一个四位数的使用密码并

上锁，在取回贮存物品前，需输入使用时所

设置的使用密码，打开贮物柜并取出物品。

此时柜子锁自动清除使用密码并保持开启状

态，直至下一个使用者重新设置使用密码并

进行重复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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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 
*本柜子锁有 0-9 十个数字键及“#”键，“#”
键隐藏在旋钮后侧，需旋开旋钮才能使用。密

码设置需要使用“#”键。 
*不同层次的密码不能设置同一个密码组合。 
 
四层密码的功能说明 
主控密码功能 
1 开启柜子锁 
2 修改主控密码 
3 激活/修改/删除副控密码、使用密码及技术

员密码 
4 设置使用模式 
5 设置保持开锁时间 
副控密码功能 
1 开启柜子锁 
2 修改副控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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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使用模式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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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闪烁以作提示。当此警示灯出现时，锁体还

可以连续开启若干次，但必须尽快更换电池，以

便柜子锁正常运作。更换电池后，锁体会恢复到

出厂设置，请自行重新设定。 
紧急外接电源 
本柜子锁锁体设有紧急电源接口，接口位于锁体

上部两个指示灯上。当柜子锁电量耗尽时，可外

接 9V 电池进行临时启动，开启时需输入主控密

码。 
外部尺寸 
长度 136mm（5 3/8’’）x 宽度 32mm（1 1/4’’）x
深度 30mm（1 3/16’’） （从锁体底部到旋钮表

面） 
锁体材质              锌合金 
按键材质              双环氧涂层树脂按钮 
拨片安装孔         8mm（5/16’’）直径 
适用门板厚度 
CL1004-6mm（1/4’’）或以下 
CL1005-12mm（1/2’’）或以下 
标准配备             
CL1006-19mm（3/4’’）或以下 
CL1007-25mm（1’’）或以下 
表面处理              沙铬 
防护等级              
 IP54(在安装了配套的安装胶垫的情况下) 
*仅适合室内适用 
 

 

密码设置说明 
本柜子锁有四个层次的密码可供使用 
1 主控密码 
2 副控密码 
3 使用密码 
4 技术员密码 
本柜子锁提供两个默认出厂密码 
主控密码：11 33 55 77 
使用密码：22 44 
·安装完成后，请尽快修改主控密码及使用

者密码。 
·主控密码及副控密码必须设置为 8 位数。 
·使用者密码必须设置为 4 位数。 
·出厂默认保持开锁时间为 4 秒，使用者须

在输入正确密码后 4 秒内开启柜子锁，保持

开锁时间可根据需要进行修改。 
模式选择 
在重新设置密码前，请先选择与使用环境最

合适的模式。 
私人使用模式 
重要提示：此模式是出厂默认设置模式。此

模式最常使用于办公或家用场所的橱柜、展

柜、抽屉、衣柜。当柜子锁处于私人使用模

式时，同一个使用者密码可重复多次开启本

锁。 
公共使用模式 
此模式最常使用于公共场所，如购物中心、

沐足桑拿室或健身运动场所的公共贮物柜。

当柜子锁处于公共使用模式时，使用者存放

物品后可自行设置一个四位数的使用密码并

上锁，在取回贮存物品前，需输入使用时所

设置的使用密码，打开贮物柜并取出物品。

此时柜子锁自动清除使用密码并保持开启状

态，直至下一个使用者重新设置使用密码并

进行重复的操作。 



柜子锁  NEW1000 
技术说明 

 

18 

电源                     2x1.5v AAA 电池 
运行                     可重复 15000 次开启 
低电量警示       电量不足时，锁体红色指示灯会

持续闪烁以作提示。当此警示灯出现时，锁体还

可以连续开启若干次，但必须尽快更换电池，以

便柜子锁正常运作。更换电池后，锁体会恢复到

出厂设置，请自行重新设定。 
紧急外接电源 
本柜子锁锁体设有紧急电源接口，接口位于锁体

上部两个指示灯上。当柜子锁电量耗尽时，可外

接 9V 电池进行临时启动，开启时需输入主控密

码。 
外部尺寸 
长度 136mm（5 3/8’’）x 宽度 32mm（1 1/4’’）x
深度 30mm（1 3/16’’） （从锁体底部到旋钮表

面） 
锁体材质              锌合金 
按键材质              双环氧涂层树脂按钮 
拨片安装孔         8mm（5/16’’）直径 
适用门板厚度 
CL1004-6mm（1/4’’）或以下 
CL1005-12mm（1/2’’）或以下 
标准配备             
CL1006-19mm（3/4’’）或以下 
CL1007-25mm（1’’）或以下 
表面处理              沙铬 
防护等级              
 IP54(在安装了配套的安装胶垫的情况下) 
 
*仅适合室内适用 
 

 

密码设置说明 
本柜子锁有四个层次的密码可供使用 
1 主控密码 
2 副控密码 
3 使用密码 
4 技术员密码 
本柜子锁提供两个默认出厂密码 
主控密码：11 33 55 77 
使用密码：22 44 
·安装完成后，请尽快修改主控密码及使用

者密码。 
·主控密码及副控密码必须设置为 8 位数。 
·使用者密码必须设置为 4 位数。 
·出厂默认保持开锁时间为 4 秒，使用者须

在输入正确密码后 4 秒内开启柜子锁，保持

开锁时间可根据需要进行修改。 
 
模式选择 
在重新设置密码前，请先选择与使用环境最

合适的模式。 
私人使用模式 
重要提示：此模式是出厂默认设置模式。此

模式最常使用于办公或家用场所的橱柜、展

柜、抽屉、衣柜。当柜子锁处于私人使用模

式时，同一个使用者密码可重复多次开启本

锁。 
公共使用模式 
此模式最常使用于公共场所，如购物中心、

沐足桑拿室或健身运动场所的公共贮物柜。

当柜子锁处于公共使用模式时，使用者存放

物品后可自行设置一个四位数的使用密码并

上锁，在取回贮存物品前，需输入使用时所

设置的使用密码，打开贮物柜并取出物品。

此时柜子锁自动清除使用密码并保持开启状

态，直至下一个使用者重新设置使用密码并

进行重复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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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隐藏在旋钮后侧，需旋开旋钮才能使用。密

码设置需要使用“#”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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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层密码的功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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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密码 
4 设置使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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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开启柜子锁 
2 修改使用密码 
技术员密码 
1 在未知使用者密码的情况下开启柜子锁，仅

在公共使用模式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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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装螺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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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最常使用于办公或家用场所的橱柜、展

柜、抽屉、衣柜。当柜子锁处于私人使用模

式时，同一个使用者密码可重复多次开启本

锁。 
公共使用模式 
此模式最常使用于公共场所，如购物中心、

沐足桑拿室或健身运动场所的公共贮物柜。

当柜子锁处于公共使用模式时，使用者存放

物品后可自行设置一个四位数的使用密码并

上锁，在取回贮存物品前，需输入使用时所

设置的使用密码，打开贮物柜并取出物品。

此时柜子锁自动清除使用密码并保持开启状

态，直至下一个使用者重新设置使用密码并

进行重复的操作。 

使用说明 
*本柜子锁有 0-9 十个数字键及“#”键，“#”
键隐藏在旋钮后侧，需旋开旋钮才能使用。密

码设置需要使用“#”键。 
*不同层次的密码不能设置同一个密码组合。 
 
四层密码的功能说明 
主控密码功能 
1 开启柜子锁 
2 修改主控密码 
3 激活/修改/删除副控密码、使用密码及技术

员密码 
4 设置使用模式 
5 设置保持开锁时间 
副控密码功能 
1 开启柜子锁 
2 修改副控密码 
3 激活/修改/删除使用密码 
使用密码功能 
1 开启柜子锁 
2 修改使用密码 
技术员密码 
1 在未知使用者密码的情况下开启柜子锁，仅

在公共使用模式下使用 

1  锁体 
2  安装螺丝  x 2 
3  安装垫片  x 2 
4   安装螺帽  
5  拨片  x 2 
6  拨片安装螺丝 

• 电池  – 2 x 1.5V AAA 
• 胶垫  x 1 



重型柜子锁 CL1200 
技术说明 

CL1200 

Depth 38mm 
(11/2”) to top         
of handle 41mm (15/8”) 

3 
1  锁体 
2  安装胶垫  
3  安装螺丝  x 3 (1 备用件 )  
4  拨片转轴  x 4 
5  拨片  x 2 
6  拨片安装螺丝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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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                     2x1.5v AAA 电池 
运行                     可重复 50000 次开启 
低电量警示       电量不足时，锁体红色指示灯会

持续闪烁以作提示。当此警示灯出现时，锁体还

可以连续开启若干次，但必须尽快更换电池，以

便柜子锁正常运作。更换电池后，锁体会恢复到

出厂设置，请自行重新设定。 
紧急外接电源 
本柜子锁锁体设有紧急电源接口，接口位于锁体

下部。当柜子锁电量耗尽时，可外接 9V 电池进

行临时启动，开启时需输入主控密码。 
外部尺寸 
长度 141mm（5 3/8’’）x 宽度 41mm（1 5/8’’）x
深度 38mm（1 1/2’）（从锁体底部到旋钮表面） 
锁体材质              锌合金 
按键材质             不锈钢， 每个按键单独分开 
拨片安装孔         8mm（5/16’’）直径 
适用门板厚度 
CL1200 柜子锁可提供 4 种规格的转轴，可适合

6mm（1/4’’）到 25mm（1’’）之间的门板厚度或

更小 
表面处理              沙铬 
防护等级              
 IP54(在安装了配套的安装胶垫的情况下) 
延时自动开启功能   
本柜子锁可通过主控密码设置延时自动开启。此

功能下，柜子锁将会从延时自动开启功能生效开

始，在设置特定的小时数后自动开启，时数选择

可以是 2、4、6、8、12 小时后，此功能仅能在

公共模式下设置使用。 
 
*仅适合室内适用 
 

 

本柜子锁提供两个默认出厂密码 
主控密码：11 33 55 77 
使用密码：22 44 
·安装完成后，请尽快修改主控密码及使用

者密码。 
·主控密码及副控密码必须设置为 8 位数。 
·使用者密码必须设置为 4 位数。 
·出厂默认保持开锁时间为 4 秒，使用者须

在输入正确密码后 4 秒内开启柜子锁，保持

开锁时间可根据需要进行修改。 
 
模式选择 
在重新设置密码前，请先选择与使用环境最

合适的模式。 
私人使用模式 
重要提示：此模式是出厂默认设置模式。此

模式最常使用于办公或家用场所的橱柜、展

柜、抽屉、衣柜。当柜子锁处于私人使用模

式时，同一个使用者密码可重复多次开启本

锁。 
公共使用模式 
此模式最常使用于公共场所，如购物中心、

沐足桑拿室或健身运动场所的公共贮物柜。

当柜子锁处于公共使用模式时，使用者存放

物品后可自行设置一个四位数的使用密码并

上锁，在取回贮存物品前，需输入使用时所

设置的使用密码，打开贮物柜并取出物品。

此时柜子锁自动清除使用密码并保持开启状

态，直至下一个使用者重新设置使用密码并

进行重复的操作。 

密码设置说明 
本柜子锁有四个层次的密码可供使用 
1 主控密码 
2 副控密码 
3 使用密码 
4 技术员密码 

 

使用说明 
*本柜子锁有 0-9 十个数字键及标有

“CODELOCKS.COM”字样的键，

“CODELOCKS.COM”键隐藏在旋钮后侧，需旋开

旋钮才能使用。密码设置需要使用

“CODELOCKS.COM”键。 
*不同层次的密码不能设置同一个密码组合。 
 
四层密码的功能说明 
主控密码功能 
1 开启柜子锁 
2 修改主控密码 
3 激活/修改/删除副控密码、使用密码及技术员密

码 
4 设置使用模式 
5 设置保持开锁时间 
 
副控密码功能 
1 开启柜子锁 
2 修改副控密码 
3 激活/修改/删除使用密码 
 
使用密码功能 
1 开启柜子锁 
2 修改使用密码 
 
技术员密码 
1 在未知使用者密码的情况下开启柜子锁，仅在

公共使用模式下使用 



重型柜子锁 CL1200 
技术说明 

CL1200 

Depth 38mm 
(11/2”) to top         
of handle 41mm (15/8”) 

3 
1  锁体 
2  安装胶垫  
3  安装螺丝  x 3 (1 备用件 )  
4  拨片转轴  x 4 
5  拨片  x 2 
6  拨片安装螺丝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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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                     2x1.5v AAA 电池 
运行                     可重复 50000 次开启 
低电量警示       电量不足时，锁体红色指示灯会

持续闪烁以作提示。当此警示灯出现时，锁体还

可以连续开启若干次，但必须尽快更换电池，以

便柜子锁正常运作。更换电池后，锁体会恢复到

出厂设置，请自行重新设定。 
紧急外接电源 
本柜子锁锁体设有紧急电源接口，接口位于锁体

下部。当柜子锁电量耗尽时，可外接 9V 电池进

行临时启动，开启时需输入主控密码。 
外部尺寸 
长度 141mm（5 3/8’’）x 宽度 41mm（1 5/8’’）x
深度 38mm（1 1/2’）（从锁体底部到旋钮表面） 
锁体材质              锌合金 
按键材质             不锈钢， 每个按键单独分开 
拨片安装孔         8mm（5/16’’）直径 
适用门板厚度 
CL1200 柜子锁可提供 4 种规格的转轴，可适合

6mm（1/4’’）到 25mm（1’’）之间的门板厚度或

更小 
表面处理              沙铬 
防护等级              
 IP54(在安装了配套的安装胶垫的情况下) 
延时自动开启功能   
本柜子锁可通过主控密码设置延时自动开启。此

功能下，柜子锁将会从延时自动开启功能生效开

始，在设置特定的小时数后自动开启，时数选择

可以是 2、4、6、8、12 小时后，此功能仅能在

公共模式下设置使用。 
 
*仅适合室内适用 
 

 

本柜子锁提供两个默认出厂密码 
主控密码：11 33 55 77 
使用密码：22 44 
·安装完成后，请尽快修改主控密码及使用

者密码。 
·主控密码及副控密码必须设置为 8 位数。 
·使用者密码必须设置为 4 位数。 
·出厂默认保持开锁时间为 4 秒，使用者须

在输入正确密码后 4 秒内开启柜子锁，保持

开锁时间可根据需要进行修改。 
 
模式选择 
在重新设置密码前，请先选择与使用环境最

合适的模式。 
私人使用模式 
重要提示：此模式是出厂默认设置模式。此

模式最常使用于办公或家用场所的橱柜、展

柜、抽屉、衣柜。当柜子锁处于私人使用模

式时，同一个使用者密码可重复多次开启本

锁。 
公共使用模式 
此模式最常使用于公共场所，如购物中心、

沐足桑拿室或健身运动场所的公共贮物柜。

当柜子锁处于公共使用模式时，使用者存放

物品后可自行设置一个四位数的使用密码并

上锁，在取回贮存物品前，需输入使用时所

设置的使用密码，打开贮物柜并取出物品。

此时柜子锁自动清除使用密码并保持开启状

态，直至下一个使用者重新设置使用密码并

进行重复的操作。 

密码设置说明 
本柜子锁有四个层次的密码可供使用 
1 主控密码 
2 副控密码 
3 使用密码 
4 技术员密码 

 

使用说明 
*本柜子锁有 0-9 十个数字键及标有

“CODELOCKS.COM”字样的键，

“CODELOCKS.COM”键隐藏在旋钮后侧，需旋开

旋钮才能使用。密码设置需要使用

“CODELOCKS.COM”键。 
*不同层次的密码不能设置同一个密码组合。 
 
四层密码的功能说明 
主控密码功能 
1 开启柜子锁 
2 修改主控密码 
3 激活/修改/删除副控密码、使用密码及技术员密

码 
4 设置使用模式 
5 设置保持开锁时间 
 
副控密码功能 
1 开启柜子锁 
2 修改副控密码 
3 激活/修改/删除使用密码 
 
使用密码功能 
1 开启柜子锁 
2 修改使用密码 
 
技术员密码 
1 在未知使用者密码的情况下开启柜子锁，仅在

公共使用模式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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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                       2x 纽扣电池 
运行                       可重复开启 50000 次 
低电量警示  
电量不足时，锁体红色指示灯会持续闪烁以作

提示。当此警示灯出现时，锁体还可以连续开

启若干次，但必须尽快更换电池，以便柜子锁

正常运作。更换电池后，锁体密码会恢复到出

厂设置，请自行重新设定。 
紧急外接电源  
本柜子锁锁体设有紧急电源接口，接口位于上

部两个指示灯上。当柜子锁电量耗尽时，可外

接 9V 电池进行临时启动，开启时需输入主控密

码。 
 
锁体材质                锌合金 
按键材质                双环氧涂层树脂按钮 
 
拨片安装孔            8mm（5/16’’）直径 
适用门板厚度 
CL1500 柜子锁可提供 4 种规格的转轴，可适合

6mm（1/4’’）到 29mm（1’’）之间的门板厚度

或更小 
表面处理                 黑铬 
防护等级   
 IP54(在安装了配套的安装胶垫的情况下) 
延时自动开启功能  
 本柜子锁可通过主控密码设置延时自动开启。

此功能下，柜子锁将会从延时自动开启功能生

效开始，在设置特定的小时数后自动开启，时

数选择可以是 2、4、6、8、12 小时后，此功能

仅能在公共模式下设置使用。 
 
*仅适合室内适用 
 
密码设置说明 
本柜子锁有四个层次的密码可供使用 
1 主控密码 
2 副控密码 
3 使用密码 
4 技术员密码 

 

本柜子锁提供两个默认出厂密码 
主控密码：11 33 55 77 
使用密码：1234 
·安装完成后，请尽快修改主控密码及使用

者密码。 
·主控密码及副控密码必须设置为 8 位数。 
·使用者密码必须设置为 4 位数。 
·出厂默认保持开锁时间为 4 秒，使用者须

在输入正确密码后 4 秒内开启柜子锁，保持

开锁时间可根据需要进行修改。 
 
模式选择 
在重新设置密码前，请先选择与使用环境最

合适的模式。 
私人使用模式 
重要提示：此模式是出厂默认设置模式。此

模式最常使用于办公或家用场所的橱柜、展

柜、抽屉、衣柜。当柜子锁处于私人使用模

式时，同一个使用者密码可重复多次开启本

锁。 
公共使用模式 
此模式最常使用于公共场所，如购物中心、

沐足桑拿室或健身运动场所的公共贮物柜。

当柜子锁处于公共使用模式时，使用者存放

物品后可自行设置一个四位数的使用密码并

上锁，在取回贮存物品前，需输入使用时所

设置的使用密码，打开贮物柜并取出物品。

此时柜子锁自动清除使用密码并保持开启状

态，直至下一个使用者重新设置使用密码并

进行重复的操作。 
 

使用说明 
*本柜子锁有 0-9 十个数字键及“#”键，“#”键

隐藏在旋钮后侧，需旋开旋钮才能使用。密码设置

需要使用“#”键。 
*不同层次的密码不能设置同一个密码组合。 
 
四层密码的功能说明 
主控密码功能 
1 开启柜子锁 
2 修改主控密码 
3 激活/修改/删除副控密码、使用密码及技术员密

码 
4 设置使用模式 
5 设置保持开锁时间 
 
副控密码功能  
1 开启柜子锁 
2 修改副控密码 
3 激活/修改/删除使用密码 
 
使用密码功能  
1 开启柜子锁 
2 修改使用密码 
 
技术员密码 
1 在未知使用者密码的情况下开启柜子锁，仅在公

共使用模式下使用 
 

 

CL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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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                       2x 纽扣电池 
运行                       可重复开启 50000 次 
低电量警示  
电量不足时，锁体红色指示灯会持续闪烁以作

提示。当此警示灯出现时，锁体还可以连续开

启若干次，但必须尽快更换电池，以便柜子锁

正常运作。更换电池后，锁体密码会恢复到出

厂设置，请自行重新设定。 
紧急外接电源  
本柜子锁锁体设有紧急电源接口，接口位于上

部两个指示灯上。当柜子锁电量耗尽时，可外

接 9V 电池进行临时启动，开启时需输入主控密

码。 
 
锁体材质                锌合金 
按键材质                双环氧涂层树脂按钮 
 
拨片安装孔            8mm（5/16’’）直径 
适用门板厚度 
CL1500 柜子锁可提供 4 种规格的转轴，可适合

6mm（1/4’’）到 29mm（1’’）之间的门板厚度

或更小 
表面处理                 黑铬 
防护等级   
 IP54(在安装了配套的安装胶垫的情况下) 
延时自动开启功能  
 本柜子锁可通过主控密码设置延时自动开启。

此功能下，柜子锁将会从延时自动开启功能生

效开始，在设置特定的小时数后自动开启，时

数选择可以是 2、4、6、8、12 小时后，此功能

仅能在公共模式下设置使用。 
 
*仅适合室内适用 
 
密码设置说明 
本柜子锁有四个层次的密码可供使用 
1 主控密码 
2 副控密码 
3 使用密码 
4 技术员密码 

 

本柜子锁提供两个默认出厂密码 
主控密码：11 33 55 77 
使用密码：1234 
·安装完成后，请尽快修改主控密码及使用

者密码。 
·主控密码及副控密码必须设置为 8 位数。 
·使用者密码必须设置为 4 位数。 
·出厂默认保持开锁时间为 4 秒，使用者须

在输入正确密码后 4 秒内开启柜子锁，保持

开锁时间可根据需要进行修改。 
 
模式选择 
在重新设置密码前，请先选择与使用环境最

合适的模式。 
私人使用模式 
重要提示：此模式是出厂默认设置模式。此

模式最常使用于办公或家用场所的橱柜、展

柜、抽屉、衣柜。当柜子锁处于私人使用模

式时，同一个使用者密码可重复多次开启本

锁。 
公共使用模式 
此模式最常使用于公共场所，如购物中心、

沐足桑拿室或健身运动场所的公共贮物柜。

当柜子锁处于公共使用模式时，使用者存放

物品后可自行设置一个四位数的使用密码并

上锁，在取回贮存物品前，需输入使用时所

设置的使用密码，打开贮物柜并取出物品。

此时柜子锁自动清除使用密码并保持开启状

态，直至下一个使用者重新设置使用密码并

进行重复的操作。 
 

使用说明 
*本柜子锁有 0-9 十个数字键及“#”键，“#”键

隐藏在旋钮后侧，需旋开旋钮才能使用。密码设置

需要使用“#”键。 
*不同层次的密码不能设置同一个密码组合。 
 
四层密码的功能说明 
主控密码功能 
1 开启柜子锁 
2 修改主控密码 
3 激活/修改/删除副控密码、使用密码及技术员密

码 
4 设置使用模式 
5 设置保持开锁时间 
 
副控密码功能  
1 开启柜子锁 
2 修改副控密码 
3 激活/修改/删除使用密码 
 
使用密码功能  
1 开启柜子锁 
2 修改使用密码 
 
技术员密码 
1 在未知使用者密码的情况下开启柜子锁，仅在公

共使用模式下使用 
 

 

CL1500 



电子密码锁 CL2000  
技术说明 

功能设置指令 
01 -输入新的使用密码 
02 -冻结使用密码 
03 -恢复使用密码 
04 -冻结所有使用密码 
05 -恢复所有使用密码 

06 -设置保持开锁时长 
07 -设置一次性使用密码 
08 -设置常开模式 
09 -取消常开模式 
10 -更改主控密码 

11 -取消警报紧急开锁模式 
12 -删除所有使用密码 
13 -设置或更改副控密码 
14 -删除副控密码 
15 -开锁/上锁时 LED 灯状态设置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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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or: 62mm (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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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gask 

46mm (14/5”) x 
Front Depth off 

 
et – 
148mm 
 

 

 

CL2255 斜舌 
在输入正确密码后，外门旋钮才能扭动。关门

时，弹簧斜舌将自动上锁。 

 

CL2200 叠舌 
叠舌设置在内门锁体，用于上锁和开锁。 
当使用者于室外时，需同通过输入正确的密码

后，旋转密码锁把手进行开锁；但当使用者于

室内时，只需旋转内部的锁体把手即能开锁。  
配件包中将提供整套叠舌的各部分零件，其表

面处理仅为沙铬。 
 
 

远程控制系统 
REM1        本密码锁内部设有远程发布终

端，可使用有线远程系统控制门锁开启（此

系统需另行设置）。 
REM2        本密码锁内部设有远程警报发布

终端，可安装开关远程链接到锁体的警报系

统，激活系统功能，使密码锁保持开启 30
分钟。 
 
密码 
密码长度可以为 4、5、6 位数。 
本密码锁可同时储存 80 个使用密码。 
本密码锁可同时储存 10 个不同的一次性密

码。 
常开模式   
可在本锁上设置常开模式，设置后，不需要

输入密码也能正常开启密码锁。 
钥匙开锁   
本密码锁旋钮上装有钥匙插口，在不输入密

码的情况下可使用搭配的钥匙直接开锁。 
同号锁胆 
本锁可以根据客户的需要提供同号锁胆，一

把钥匙可开启多个锁胆。 
紧急外接电源 
本柜子锁锁体设有紧急电源接口，接口位于

锁体下部。当柜子锁电量耗尽而又没有钥匙

时，可外接 9V 电池进行临时启动，开启时

需输入主控密码。 
 
*本密码锁适用于室内及室外 

适用门板厚度      35mm-65mm（1 3/8’’-2 1/2’’） 
转轴规格               十字扁轴 
双开把手                
本密码锁旋钮可同时适用于左开或右开的门板

上。 
斜舌类型 
轻型不锈钢锁舌头带锁舌柱 
60mm（2 3/8’’）的锁舌需要在门侧挖直径为

25mm（1’’），深度为 82mm（3 1/4’’）的锁舌安

装孔。 
50mm（2’’）的锁舌需要在门侧挖直径为 25mm
（1’’），深度为 72mm（2 7/8’’）的锁舌安装

孔。 
70mm（2 3/4’’）的锁舌需要在门侧挖直径为

25mm（1’’），深度为 92mm（3 5/16’’）的锁舌

安装孔。 
扁轴套 
本锁将配套一个 8mm（5/16’’）的扁轴套以方

便十字扁轴安装到配套锁舌上。 
锁体材质                  锌合金 
按键材质                  不锈钢， 每个按键单独分开 
按键规格 
2 列 5 排 0-9 数字键及一个标有“CODELOCKS”
字样的功能键。 
运行                           可重复 80000 次开启 
电源                           2x1.5v AA 电池 
 
低电量警示 
电量不足时，锁体红色指示灯会持续闪烁以作

提示。当此警示灯出现时，锁体还可以连续开

启若干次，但必须尽快更换电池，以便密码锁

正常运作。更换电池后，锁体密码会恢复到出

厂设置，请自行重新设定。 
表面处理 
PVD，BS，K 金 

CL2210 方舌   
尺寸大小如 CL2255。锁体上锁时，锁

舌可伸长 25MM（1’’）。 

 



电子密码锁 CL2000  
技术说明 

功能设置指令 
01 -输入新的使用密码 
02 -冻结使用密码 
03 -恢复使用密码 
04 -冻结所有使用密码 
05 -恢复所有使用密码 

06 -设置保持开锁时长 
07 -设置一次性使用密码 
08 -设置常开模式 
09 -取消常开模式 
10 -更改主控密码 

11 -取消警报紧急开锁模式 
12 -删除所有使用密码 
13 -设置或更改副控密码 
14 -删除副控密码 
15 -开锁/上锁时 LED 灯状态设置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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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mm (14/5”)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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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 
148mm 
 

 

 

CL2255 斜舌 
在输入正确密码后，外门旋钮才能扭动。关门

时，弹簧斜舌将自动上锁。 

 

CL2200 叠舌 
叠舌设置在内门锁体，用于上锁和开锁。 
当使用者于室外时，需同通过输入正确的密码

后，旋转密码锁把手进行开锁；但当使用者于

室内时，只需旋转内部的锁体把手即能开锁。  
配件包中将提供整套叠舌的各部分零件，其表

面处理仅为沙铬。 
 
 

远程控制系统 
REM1        本密码锁内部设有远程发布终

端，可使用有线远程系统控制门锁开启（此

系统需另行设置）。 
REM2        本密码锁内部设有远程警报发布

终端，可安装开关远程链接到锁体的警报系

统，激活系统功能，使密码锁保持开启 30
分钟。 
 
密码 
密码长度可以为 4、5、6 位数。 
本密码锁可同时储存 80 个使用密码。 
本密码锁可同时储存 10 个不同的一次性密

码。 
常开模式   
可在本锁上设置常开模式，设置后，不需要

输入密码也能正常开启密码锁。 
钥匙开锁   
本密码锁旋钮上装有钥匙插口，在不输入密

码的情况下可使用搭配的钥匙直接开锁。 
同号锁胆 
本锁可以根据客户的需要提供同号锁胆，一

把钥匙可开启多个锁胆。 
紧急外接电源 
本柜子锁锁体设有紧急电源接口，接口位于

锁体下部。当柜子锁电量耗尽而又没有钥匙

时，可外接 9V 电池进行临时启动，开启时

需输入主控密码。 
 
*本密码锁适用于室内及室外 

适用门板厚度      35mm-65mm（1 3/8’’-2 1/2’’） 
转轴规格               十字扁轴 
双开把手                
本密码锁旋钮可同时适用于左开或右开的门板

上。 
斜舌类型 
轻型不锈钢锁舌头带锁舌柱 
60mm（2 3/8’’）的锁舌需要在门侧挖直径为

25mm（1’’），深度为 82mm（3 1/4’’）的锁舌安

装孔。 
50mm（2’’）的锁舌需要在门侧挖直径为 25mm
（1’’），深度为 72mm（2 7/8’’）的锁舌安装

孔。 
70mm（2 3/4’’）的锁舌需要在门侧挖直径为

25mm（1’’），深度为 92mm（3 5/16’’）的锁舌

安装孔。 
扁轴套 
本锁将配套一个 8mm（5/16’’）的扁轴套以方

便十字扁轴安装到配套锁舌上。 
锁体材质                  锌合金 
按键材质                  不锈钢， 每个按键单独分开 
按键规格 
2 列 5 排 0-9 数字键及一个标有“CODELOCKS”
字样的功能键。 
运行                           可重复 80000 次开启 
电源                           2x1.5v AA 电池 
 
低电量警示 
电量不足时，锁体红色指示灯会持续闪烁以作

提示。当此警示灯出现时，锁体还可以连续开

启若干次，但必须尽快更换电池，以便密码锁

正常运作。更换电池后，锁体密码会恢复到出

厂设置，请自行重新设定。 
表面处理 
PVD，BS，K 金 

CL2210 方舌   
尺寸大小如 CL2255。锁体上锁时，锁

舌可伸长 25M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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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设置指令 
01 -输入新的使用密码 
02 -冻结使用密码 
03 -恢复使用密码 
04 -冻结所有使用密码 
05 -恢复所有使用密码 

11 -取消警报紧急开锁模式 
12 -删除所有使用密码 
13 -设置或更改副控密码 
14 -删除副控密码 
15 -开锁/上锁时 LED 灯状态设置 

06 -设置保持开锁时长 
07 -设置一次性使用密码 
08 -设置常开模式 
09 -取消常开模式 
10 -更改主控密码 

 

远程控制系统 
REM1       本密码锁内部设有远程发布终端，可

使用有线远程系统控制门锁开启（此系统需另

行设置）。 
REM2       本密码锁内部设有远程警报发布终

端，可安装开关远程链接到锁体的警报系统，

激活系统功能，使密码锁保持开启 30 分钟。 
 
密码 
密码长度可以为 4、5、6 位数。 
本密码锁可同时储存 80 个使用密码。 
本密码锁可同时储存 10 个不同的一次性密码。 
常开模式  
 可在本锁上设置常开模式，设置后，不需要输

入密码也能正常开启密码锁。 
钥匙开锁   
本密码锁旋钮上装有钥匙插口，在不输入密码

的情况下可使用搭配的钥匙直接开锁。 
同号锁胆 
本锁可以根据客户的需要提供同号锁胆，一把

钥匙可开启多个锁胆。 
锁胆更换 
需从外门锁体更换，锁型规格为 5 珠。 
仓库功能 
无需输入密码的情况下，可使用钥匙便能直接

开启门锁，适合仓库使用。 
教室功能 
无需输入密码的情况下，不使用钥匙也能直接

开启门锁（此功能需要设置激活），适合教室

使用。 
电源                4x1.5v AA 电池 
紧急外接电源 
本柜子锁锁体设有紧急电源接口，接口位于锁

体下部。当柜子锁电量耗尽而又没有钥匙时，

可外接 9V 电池进行临时启动，开启时需输入

主控密码。 
 
*本密码锁适用于室内及室外 
 

CL4020  锁闸 
室外把手特性及钥匙功能如 4010 一致。在室外

不输入密码的情况下，只需钥匙即能开启门锁锁

闸的斜舌，而门锁的方舌只能通过钥匙进行开启

关闭。而在室内，斜舌和方舌都能通过内门的把

手及旋钮进行开启，无需钥匙及密码。 

 

适用门板厚度      35mm-65mm（1 3/8’’-2 1/2’’） 
转轴规格                
套有弹簧的 8mm（5/16’’）方轴 
锁体材质                锌合金 
双开把手               
本密码锁把手可同时适用于左开或右开的门板

上。 
斜舌类型（CL4010） 
中型不锈钢锁舌头带锁舌柱,8mm（5/16’’）中

心距。 
60mm（2 3/8’’）的锁舌需要在门侧挖直径为

25mm（1’’），深度为 82mm（3 1/4’’）的锁舌安

装孔。 
70mm（2 3/4’’）的锁舌需要在门侧挖直径为

25mm（1’’），深度为 92mm（3 5/16’’）的锁舌

安装孔。 
欧规锁闸类型（CL4020） 
欧规锁闸同时有斜舌和方舌，可同时控制斜舌

和方舌。其中，锁闸的方舌不能通过输入密码

进行开启，需通过锁匙进行开启。此款分开式

锁闸可通过门内的旋钮来同时开启斜舌和方

舌，以防止方舌突然损坏。 
按键规格 
2 列 5 排 0-9 数字键及一个标有“CODELOCKS”
字样的功能键。 
按键材质               不锈钢， 每个按键单独分开 
运行                        可重复 200000 次开启 
低电量警示 
电量不足时，锁体红色指示灯会持续闪烁以作

提示。当此警示灯出现时，锁体还可以连续开

启若干次，但必须尽快更换电池，以便密码锁

正常运作。 
表面处理 
PVD，BS，K 金 
 

CL4010 斜舌 
 即使在没有开锁的情况下，室外的把手可以自由

转动，并不会带动锁舌。在输入正确的密码后，

锁体蓝色指示灯会亮起，扭动把手即能开启门

锁。关上门，锁舌即能自动上锁。钥匙可以作为

管理者来开启门锁，因此，在不使用密码的情况

下，使用钥匙也能打开门锁，这就是有钥匙情况

下的常开功能。同时，常开功能也可以通过在锁

体输入主控密码进行设置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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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设置指令 
01 -输入新的使用密码 
02 -冻结使用密码 
03 -恢复使用密码 
04 -冻结所有使用密码 
05 -恢复所有使用密码 

11 -取消警报紧急开锁模式 
12 -删除所有使用密码 
13 -设置或更改副控密码 
14 -删除副控密码 
15 -开锁/上锁时 LED 灯状态设置 

06 -设置保持开锁时长 
07 -设置一次性使用密码 
08 -设置常开模式 
09 -取消常开模式 
10 -更改主控密码 

 

远程控制系统 
REM1       本密码锁内部设有远程发布终端，可

使用有线远程系统控制门锁开启（此系统需另

行设置）。 
REM2       本密码锁内部设有远程警报发布终

端，可安装开关远程链接到锁体的警报系统，

激活系统功能，使密码锁保持开启 30 分钟。 
 
密码 
密码长度可以为 4、5、6 位数。 
本密码锁可同时储存 80 个使用密码。 
本密码锁可同时储存 10 个不同的一次性密码。 
常开模式  
 可在本锁上设置常开模式，设置后，不需要输

入密码也能正常开启密码锁。 
钥匙开锁   
本密码锁旋钮上装有钥匙插口，在不输入密码

的情况下可使用搭配的钥匙直接开锁。 
同号锁胆 
本锁可以根据客户的需要提供同号锁胆，一把

钥匙可开启多个锁胆。 
锁胆更换 
需从外门锁体更换，锁型规格为 5 珠。 
仓库功能 
无需输入密码的情况下，可使用钥匙便能直接

开启门锁，适合仓库使用。 
教室功能 
无需输入密码的情况下，不使用钥匙也能直接

开启门锁（此功能需要设置激活），适合教室

使用。 
电源                4x1.5v AA 电池 
紧急外接电源 
本柜子锁锁体设有紧急电源接口，接口位于锁

体下部。当柜子锁电量耗尽而又没有钥匙时，

可外接 9V 电池进行临时启动，开启时需输入

主控密码。 
 
*本密码锁适用于室内及室外 
 

CL4020  锁闸 
室外把手特性及钥匙功能如 4010 一致。在室外

不输入密码的情况下，只需钥匙即能开启门锁锁

闸的斜舌，而门锁的方舌只能通过钥匙进行开启

关闭。而在室内，斜舌和方舌都能通过内门的把

手及旋钮进行开启，无需钥匙及密码。 

 

适用门板厚度      35mm-65mm（1 3/8’’-2 1/2’’） 
转轴规格                
套有弹簧的 8mm（5/16’’）方轴 
锁体材质                锌合金 
双开把手               
本密码锁把手可同时适用于左开或右开的门板

上。 
斜舌类型（CL4010） 
中型不锈钢锁舌头带锁舌柱,8mm（5/16’’）中

心距。 
60mm（2 3/8’’）的锁舌需要在门侧挖直径为

25mm（1’’），深度为 82mm（3 1/4’’）的锁舌安

装孔。 
70mm（2 3/4’’）的锁舌需要在门侧挖直径为

25mm（1’’），深度为 92mm（3 5/16’’）的锁舌

安装孔。 
欧规锁闸类型（CL4020） 
欧规锁闸同时有斜舌和方舌，可同时控制斜舌

和方舌。其中，锁闸的方舌不能通过输入密码

进行开启，需通过锁匙进行开启。此款分开式

锁闸可通过门内的旋钮来同时开启斜舌和方

舌，以防止方舌突然损坏。 
按键规格 
2 列 5 排 0-9 数字键及一个标有“CODELOCKS”
字样的功能键。 
按键材质               不锈钢， 每个按键单独分开 
运行                        可重复 200000 次开启 
低电量警示 
电量不足时，锁体红色指示灯会持续闪烁以作

提示。当此警示灯出现时，锁体还可以连续开

启若干次，但必须尽快更换电池，以便密码锁

正常运作。 
表面处理 
PVD，BS，K 金 
 

CL4010 斜舌 
 即使在没有开锁的情况下，室外的把手可以自由

转动，并不会带动锁舌。在输入正确的密码后，

锁体蓝色指示灯会亮起，扭动把手即能开启门

锁。关上门，锁舌即能自动上锁。钥匙可以作为

管理者来开启门锁，因此，在不使用密码的情况

下，使用钥匙也能打开门锁，这就是有钥匙情况

下的常开功能。同时，常开功能也可以通过在锁

体输入主控密码进行设置激活。 



玻璃门锁 CL4000GD  
技术说明 

CL4000GD 
45mm (13/4”) 

168mm 
(65/8”) 

159mm (61/4”) 

3.5mm  (1/8”) 16.5mm  (5/8”) 

挖孔图 145mm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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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设置保持开锁时长 
07 -设置一次性使用密码 
08 -设置常开模式 
09 -取消常开模式 
10 -更改主控密码 

功能设置指令 
01 -输入新的使用密码 
02 -冻结使用密码 
03 -恢复使用密码 
04 -冻结所有使用密码 
05 -恢复所有使用密码 

11 -取消警报紧急开锁模式 
12 -删除所有使用密码 
13 -设置或更改副控密码 
14 -删除副控密码 
15 -开锁/上锁时 LED 灯状态设置 

 

适用门板厚度       8mm-15mm（5/16’’- 10/16’’） 
转轴规格           
套有弹簧的 8mm（5/16’’）方轴 
锁体材质                 锌合金 
把手类型        
本密码锁把手可提供左开或者右开规格，预订

产品时需告知本公司。本锁仅适用于翻页式玻

璃门。 
锁舌规格（CL4000GD） 
中型不锈钢锁舌头，8mm（5/16’’）中心距。 
按键材质                 不锈钢， 每个按键单独分开 
运行                          可重复 140000 次开启 
按键规格 
2 列 5 排 0-9 数字键及一个标有“CODELOCKS”
字样的功能键。 
低电量警示 
电量不足时，锁体红色指示灯会持续闪烁以作

提示。当此警示灯出现时，锁体还可以连续开

启若干次，但必须尽快更换电池，以便密码锁

正常运作。 
表面处理 
PVD，BS 
 

密码 
密码长度可以为 4、5、6 位数。 
本密码锁可同时储存 80 个使用密码。 
本密码锁可同时储存 10 个不同的一次性密码。 
常开模式  可在本锁上设置常开模式，设置后，

不需要输入密码也能正常开启密码锁。 
钥匙开锁   
本密码锁旋钮上装有钥匙插口，在不输入密码

的情况下可使用搭配的钥匙直接开锁。 
同号锁胆 
本锁可以根据客户的需要提供同号锁胆，一把

钥匙可开启多个锁胆。 
锁胆更换 
需从外门锁体更换，锁型规格为 5 珠。 
仓库功能 
无需输入密码的情况下，可使用钥匙便能直接

开启门锁，适合仓库使用。 
教室功能 
无需输入密码的情况下，不使用钥匙也能直接

开启门锁（此功能需要设置激活），适合教室

使用。 
电源                   4x’N 电池 
 
*本密码锁仅适用于室内 
 

CL4000GD 电子密码玻璃门锁 
即使在没有开锁的情况下，室外的把手可以自由转

动，并不会带动锁舌。在输入正确的密码后，锁体

蓝色指示灯会亮起，扭动把手即能开启门锁。关上

门，锁舌即能上锁。钥匙可以作为管理者来开启门

锁，因此，在不适用密码的情况下，使用钥匙也能

打开门锁，这就是有钥匙情况下的常开功能。同

时，常开功能也可以通过在锁体输入主控密码进行

设置激活。 



玻璃门锁 CL4000GD  
技术说明 

CL4000GD 
45mm (13/4”) 

168mm 
(65/8”) 

159mm (61/4”) 

3.5mm  (1/8”) 16.5mm  (5/8”) 

挖孔图 145mm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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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设置保持开锁时长 
07 -设置一次性使用密码 
08 -设置常开模式 
09 -取消常开模式 
10 -更改主控密码 

功能设置指令 
01 -输入新的使用密码 
02 -冻结使用密码 
03 -恢复使用密码 
04 -冻结所有使用密码 
05 -恢复所有使用密码 

11 -取消警报紧急开锁模式 
12 -删除所有使用密码 
13 -设置或更改副控密码 
14 -删除副控密码 
15 -开锁/上锁时 LED 灯状态设置 

 

适用门板厚度       8mm-15mm（5/16’’- 10/16’’） 
转轴规格           
套有弹簧的 8mm（5/16’’）方轴 
锁体材质                 锌合金 
把手类型        
本密码锁把手可提供左开或者右开规格，预订

产品时需告知本公司。本锁仅适用于翻页式玻

璃门。 
锁舌规格（CL4000GD） 
中型不锈钢锁舌头，8mm（5/16’’）中心距。 
按键材质                 不锈钢， 每个按键单独分开 
运行                          可重复 140000 次开启 
按键规格 
2 列 5 排 0-9 数字键及一个标有“CODELOCKS”
字样的功能键。 
低电量警示 
电量不足时，锁体红色指示灯会持续闪烁以作

提示。当此警示灯出现时，锁体还可以连续开

启若干次，但必须尽快更换电池，以便密码锁

正常运作。 
表面处理 
PVD，BS 
 

密码 
密码长度可以为 4、5、6 位数。 
本密码锁可同时储存 80 个使用密码。 
本密码锁可同时储存 10 个不同的一次性密码。 
常开模式  可在本锁上设置常开模式，设置后，

不需要输入密码也能正常开启密码锁。 
钥匙开锁   
本密码锁旋钮上装有钥匙插口，在不输入密码

的情况下可使用搭配的钥匙直接开锁。 
同号锁胆 
本锁可以根据客户的需要提供同号锁胆，一把

钥匙可开启多个锁胆。 
锁胆更换 
需从外门锁体更换，锁型规格为 5 珠。 
仓库功能 
无需输入密码的情况下，可使用钥匙便能直接

开启门锁，适合仓库使用。 
教室功能 
无需输入密码的情况下，不使用钥匙也能直接

开启门锁（此功能需要设置激活），适合教室

使用。 
电源                   4x’N 电池 
 
*本密码锁仅适用于室内 
 

CL4000GD 电子密码玻璃门锁 
即使在没有开锁的情况下，室外的把手可以自由转

动，并不会带动锁舌。在输入正确的密码后，锁体

蓝色指示灯会亮起，扭动把手即能开启门锁。关上

门，锁舌即能上锁。钥匙可以作为管理者来开启门

锁，因此，在不适用密码的情况下，使用钥匙也能

打开门锁，这就是有钥匙情况下的常开功能。同

时，常开功能也可以通过在锁体输入主控密码进行

设置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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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密码锁 CL5000  
技术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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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设置保持开锁时长 
07 -设置一次性使用密码 
08 -设置常开模式 
09 -取消常开模式 
10 -更改主控密码 

功能设置指令 
01 -输入新的使用密码 
02 -冻结使用密码 
03 -恢复使用密码 
04 -冻结所有使用密码 
05 -恢复所有使用密码 

11 -取消警报紧急开锁模式 
12 -删除所有使用密码 
13 -设置或更改副控密码 
14 -删除副控密码 
15 -开锁/上锁时 LED 灯状态设置 

 

适用门板厚度     35mm-65mm（1 3/8’’-2 1/2’’） 
转轴规格            
套有弹簧的 8mm（5/16’’）方轴 
锁体材质              锌合金 
双开把手               
本密码锁把手可同时适用于左开或右开的门板

上。 
质量认证    
美国国家标准学会 A156.2/A156.25 2 级认证   
UL/UCL 防火等级 3 小时（在使用美规防火逃生

锁舌情况下） 
斜舌类型（CL5010） 
中型不锈钢锁舌头带锁舌柱,8mm（5/16’’）中

心距。 
60mm（2 3/8’’）的锁舌需要在门侧挖直径为

25mm（1’’），深度为 82mm（3 1/4’’）的锁舌

安装孔。 
70mm（2 3/4’’）的锁舌需要在门侧挖直径为

25mm（1’’），深度为 92mm（3 5/16’’）的锁舌

安装孔。 
欧规锁闸类型（CL5020） 
欧规锁闸同时有斜舌和方舌，可同时控制斜舌

和方舌。其中，锁闸的方舌不能通过输入密码

进行开启，需通过锁匙进行开启。此款分开式

锁闸可通过门内的旋钮来同时开启斜舌和方

舌，以防止方舌突然损坏。 
 
按键规格   
 3 列 4 排 0-9 数字键及标有“*”、“#”字样

的两个功能键。 
按键材质              不锈钢， 每个按键单独分开 
运行                       可重复 200000 次开启 
低电量警示 
电量不足时，锁体红色指示灯会持续闪烁以作

提示。当此警示灯出现时，锁体还可以连续开

启若干次，但必须尽快更换电池，以便密码锁

正常运作。 
表面处理 
PVD，BS，K 金 

远程控制系统 
REM1      本密码锁内部设有远程发布终端，可使

用有线远程系统控制门锁开启（此系统需另行设

置）。 
REM2      本密码锁内部设有远程警报发布终端，

可安装开关远程链接到锁体的警报系统，激活系

统功能，使密码锁保持开启 30 分钟。 
 
密码 
密码长度可以为 4、5、6 位数。 
本密码锁可同时储存 80 个使用密码。 
本密码锁可同时储存 10 个不同的一次性密码。 
常开模式   
可在本锁上设置常开模式，设置后，不需要输入

密码也能正常开启密码锁。 
钥匙开锁   
本密码锁旋钮上装有钥匙插口，在不输入密码的

情况下可使用搭配的钥匙直接开锁。 
同号锁胆 
本锁可以根据客户的需要提供同号锁胆，一把钥

匙可开启多个锁胆。 
锁胆更换 
需从外门锁体更换，锁型规格为 6 珠。 
仓库功能 
无需输入密码的情况下，可使用钥匙便能直接开

启门锁，适合仓库使用。 
教室功能 
无需输入密码的情况下，不使用钥匙也能直接开

启门锁（此功能需要设置激活），适合教室师使

用。 
电源              4x1.5v AA 电池 
 
*本密码锁适用于室内及室外 

CL5010 斜舌 
 即使在没有开锁的情况下，室外的把手可以自由

转动，并不会带动锁舌。在输入正确的密码后，

锁体蓝色指示灯会亮起，扭动把手即能开启门

锁。关上门，锁舌即能自动上锁。钥匙可以作为

管理者来开启门锁，因此，在不使用密码的情况

下，使用钥匙也能打开门锁，这就是有钥匙情况

下的常开功能。同时，常开功能也可以通过在锁

体输入主控密码进行设置激活。 
CL5010BB 双外门（仅适合于室内使用） 
CL5010BB 可提供内门外门都具有按键规格的密

码锁。此规格下，产品主件所提供的内外门都具

有密码按键，安装此规格密码锁后，无论使用者

是从室外进入还是室内离开，都需要输入密码进

行开锁。 
 

CL5020  锁闸 
室外把手特性及钥匙功能如 CL5010 一致。在室

外不输入密码的情况下，只需钥匙即能开启门锁

锁闸的斜舌，而门锁的方舌只能通过钥匙进行开

启关闭。而在室内，斜舌和方舌都能通过内门的

把手及旋钮进行开启，无需钥匙及密码。 

 

CL5010PK 美规防火逃生

锁舌 
本规格防火逃生锁可适

用于广泛的防火逃生设

备中，如需了解更多详

情请联系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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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设置保持开锁时长 
07 -设置一次性使用密码 
08 -设置常开模式 
09 -取消常开模式 
10 -更改主控密码 

功能设置指令 
01 -输入新的使用密码 
02 -冻结使用密码 
03 -恢复使用密码 
04 -冻结所有使用密码 
05 -恢复所有使用密码 

11 -取消警报紧急开锁模式 
12 -删除所有使用密码 
13 -设置或更改副控密码 
14 -删除副控密码 
15 -开锁/上锁时 LED 灯状态设置 

 

适用门板厚度     35mm-65mm（1 3/8’’-2 1/2’’） 
转轴规格            
套有弹簧的 8mm（5/16’’）方轴 
锁体材质              锌合金 
双开把手               
本密码锁把手可同时适用于左开或右开的门板

上。 
质量认证    
美国国家标准学会 A156.2/A156.25 2 级认证   
UL/UCL 防火等级 3 小时（在使用美规防火逃生

锁舌情况下） 
斜舌类型（CL5010） 
中型不锈钢锁舌头带锁舌柱,8mm（5/16’’）中

心距。 
60mm（2 3/8’’）的锁舌需要在门侧挖直径为

25mm（1’’），深度为 82mm（3 1/4’’）的锁舌

安装孔。 
70mm（2 3/4’’）的锁舌需要在门侧挖直径为

25mm（1’’），深度为 92mm（3 5/16’’）的锁舌

安装孔。 
欧规锁闸类型（CL5020） 
欧规锁闸同时有斜舌和方舌，可同时控制斜舌

和方舌。其中，锁闸的方舌不能通过输入密码

进行开启，需通过锁匙进行开启。此款分开式

锁闸可通过门内的旋钮来同时开启斜舌和方

舌，以防止方舌突然损坏。 
 
按键规格   
 3 列 4 排 0-9 数字键及标有“*”、“#”字样

的两个功能键。 
按键材质              不锈钢， 每个按键单独分开 
运行                       可重复 200000 次开启 
低电量警示 
电量不足时，锁体红色指示灯会持续闪烁以作

提示。当此警示灯出现时，锁体还可以连续开

启若干次，但必须尽快更换电池，以便密码锁

正常运作。 
表面处理 
PVD，BS，K 金 

远程控制系统 
REM1      本密码锁内部设有远程发布终端，可使

用有线远程系统控制门锁开启（此系统需另行设

置）。 
REM2      本密码锁内部设有远程警报发布终端，

可安装开关远程链接到锁体的警报系统，激活系

统功能，使密码锁保持开启 30 分钟。 
 
密码 
密码长度可以为 4、5、6 位数。 
本密码锁可同时储存 80 个使用密码。 
本密码锁可同时储存 10 个不同的一次性密码。 
常开模式   
可在本锁上设置常开模式，设置后，不需要输入

密码也能正常开启密码锁。 
钥匙开锁   
本密码锁旋钮上装有钥匙插口，在不输入密码的

情况下可使用搭配的钥匙直接开锁。 
同号锁胆 
本锁可以根据客户的需要提供同号锁胆，一把钥

匙可开启多个锁胆。 
锁胆更换 
需从外门锁体更换，锁型规格为 6 珠。 
仓库功能 
无需输入密码的情况下，可使用钥匙便能直接开

启门锁，适合仓库使用。 
教室功能 
无需输入密码的情况下，不使用钥匙也能直接开

启门锁（此功能需要设置激活），适合教室师使

用。 
电源              4x1.5v AA 电池 
 
*本密码锁适用于室内及室外 

CL5010 斜舌 
 即使在没有开锁的情况下，室外的把手可以自由

转动，并不会带动锁舌。在输入正确的密码后，

锁体蓝色指示灯会亮起，扭动把手即能开启门

锁。关上门，锁舌即能自动上锁。钥匙可以作为

管理者来开启门锁，因此，在不使用密码的情况

下，使用钥匙也能打开门锁，这就是有钥匙情况

下的常开功能。同时，常开功能也可以通过在锁

体输入主控密码进行设置激活。 
CL5010BB 双外门（仅适合于室内使用） 
CL5010BB 可提供内门外门都具有按键规格的密

码锁。此规格下，产品主件所提供的内外门都具

有密码按键，安装此规格密码锁后，无论使用者

是从室外进入还是室内离开，都需要输入密码进

行开锁。 
 

CL5020  锁闸 
室外把手特性及钥匙功能如 CL5010 一致。在室

外不输入密码的情况下，只需钥匙即能开启门锁

锁闸的斜舌，而门锁的方舌只能通过钥匙进行开

启关闭。而在室内，斜舌和方舌都能通过内门的

把手及旋钮进行开启，无需钥匙及密码。 

 

CL5010PK 美规防火逃生

锁舌 
本规格防火逃生锁可适

用于广泛的防火逃生设

备中，如需了解更多详

情请联系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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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设置保持开锁时长 
07 -设置一次性使用密码 
08 -设置常开模式 
09 -取消常开模式 
10 -更改主控密码 

功能设置指令 
01 -输入新的使用密码 
02 -冻结使用密码 
03 -恢复使用密码 
04 -冻结所有使用密码 
05 -恢复所有使用密码 

11 -取消警报紧急开锁模式 
12 -删除所有使用密码 
13 -设置或更改副控密码 
14 -删除副控密码 
15 -开锁/上锁时 LED 灯状态设置 

 

适用门板厚度           45mm-50mm（1 3/4’’-2’’） 
锁体材质                    锌合金 
双开把手 
本密码锁把手可同时适用于左开或右开的门板

上。 
质量认证 
美国国家标准学会 A156.2-2203/A156.25-2007  
1 级认证    
UL/UCL 防火等级 3 小时（在使用美规防火逃

生锁舌情况下） 
斜舌类型（CL6010） 
25mm（1’’）圆柱形锁舌，不锈钢锁舌头带锁

舌柱。 
70mm（2 3/4’’）的锁舌，需要在门侧挖直径为

25mm（1’’）的锁舌安装孔。 
按键规格  
3 列 4 排 0-9 数字键及标有“*”、“#”字样

的两个功能键。 
按键材质                 不锈钢， 每个按键单独分开 
运行                          可重复 200000 次开启 
低电量警示  
电量不足时，锁体红色指示灯会持续闪烁以作

提示。当此警示灯出现时，锁体还可以连续开

启若干次，但必须尽快更换电池，以便密码锁

正常运作。 
 
表面处理  
PVD，BS 

 

远程控制系统 
REM1       本密码锁内部设有远程发布终端，可使

用有线远程系统控制门锁开启（此系统需另行设

置）。 
REM2       本密码锁内部设有远程警报发布终端，

可安装开关远程链接到锁体的警报系统，激活系

统功能，使密码锁保持开启 30 分钟。 
 
密码 
密码长度可以为 4、5、6 位数。 
本密码锁可同时储存 80 个使用密码。 
本密码锁可同时储存 10 个不同的一次性密码。 
常开模式  
 可在本锁上设置常开模式，设置后，不需要输入

密码也能正常开启密码锁。 
钥匙开锁   
本密码锁旋钮上装有钥匙插口，在不输入密码的

情况下可使用搭配的钥匙直接开锁。 
同号锁胆 
本锁可以根据客户的需要提供同号锁胆，一把钥

匙可开启多个锁胆。 
锁胆更换 
需从外门锁体更换，锁型规格为 5 珠。 
电源                 4x1.5v AA 电池 
 
*本密码锁适用于室内及室外 

 

CL6010 斜舌 
即使在没有开锁的情况下，室外的把手可以自由

转动，并不会带动锁舌。在输入正确的密码后，

锁体蓝色指示灯会亮起，扭动把手即能开启门

锁。关上门，锁舌即能上锁。钥匙可以作为管理

者来开启门锁，因此，在不适用密码的情况下，

使用钥匙也能打开门锁，这就是有钥匙情况下的

常开功能。同时，常开功能也可以通过在锁体输

入主控密码进行设置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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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设置保持开锁时长 
07 -设置一次性使用密码 
08 -设置常开模式 
09 -取消常开模式 
10 -更改主控密码 

功能设置指令 
01 -输入新的使用密码 
02 -冻结使用密码 
03 -恢复使用密码 
04 -冻结所有使用密码 
05 -恢复所有使用密码 

11 -取消警报紧急开锁模式 
12 -删除所有使用密码 
13 -设置或更改副控密码 
14 -删除副控密码 
15 -开锁/上锁时 LED 灯状态设置 

 

适用门板厚度           45mm-50mm（1 3/4’’-2’’） 
锁体材质                    锌合金 
双开把手 
本密码锁把手可同时适用于左开或右开的门板

上。 
质量认证 
美国国家标准学会 A156.2-2203/A156.25-2007  
1 级认证    
UL/UCL 防火等级 3 小时（在使用美规防火逃

生锁舌情况下） 
斜舌类型（CL6010） 
25mm（1’’）圆柱形锁舌，不锈钢锁舌头带锁

舌柱。 
70mm（2 3/4’’）的锁舌，需要在门侧挖直径为

25mm（1’’）的锁舌安装孔。 
按键规格  
3 列 4 排 0-9 数字键及标有“*”、“#”字样

的两个功能键。 
按键材质                 不锈钢， 每个按键单独分开 
运行                          可重复 200000 次开启 
低电量警示  
电量不足时，锁体红色指示灯会持续闪烁以作

提示。当此警示灯出现时，锁体还可以连续开

启若干次，但必须尽快更换电池，以便密码锁

正常运作。 
 
表面处理  
PVD，BS 

 

远程控制系统 
REM1       本密码锁内部设有远程发布终端，可使

用有线远程系统控制门锁开启（此系统需另行设

置）。 
REM2       本密码锁内部设有远程警报发布终端，

可安装开关远程链接到锁体的警报系统，激活系

统功能，使密码锁保持开启 30 分钟。 
 
密码 
密码长度可以为 4、5、6 位数。 
本密码锁可同时储存 80 个使用密码。 
本密码锁可同时储存 10 个不同的一次性密码。 
常开模式  
 可在本锁上设置常开模式，设置后，不需要输入

密码也能正常开启密码锁。 
钥匙开锁   
本密码锁旋钮上装有钥匙插口，在不输入密码的

情况下可使用搭配的钥匙直接开锁。 
同号锁胆 
本锁可以根据客户的需要提供同号锁胆，一把钥

匙可开启多个锁胆。 
锁胆更换 
需从外门锁体更换，锁型规格为 5 珠。 
电源                 4x1.5v AA 电池 
 
*本密码锁适用于室内及室外 

 

CL6010 斜舌 
即使在没有开锁的情况下，室外的把手可以自由

转动，并不会带动锁舌。在输入正确的密码后，

锁体蓝色指示灯会亮起，扭动把手即能开启门

锁。关上门，锁舌即能上锁。钥匙可以作为管理

者来开启门锁，因此，在不适用密码的情况下，

使用钥匙也能打开门锁，这就是有钥匙情况下的

常开功能。同时，常开功能也可以通过在锁体输

入主控密码进行设置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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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门板厚度            35mm-65mm（1 3/8’’-2 1/2’’） 
转轴规格                    带塔形弹簧的转轴 
锁体材质                    锌合金 
双开把手 
本密码锁旋钮可同时适用于左开或右开的门板上。 
斜舌类型 
轻型不锈钢锁舌头带锁舌柱。 
60mm（2 3/8’’）的锁舌需要在门侧挖直径为 25mm
（1’’），深度为 82mm（3 1/4’’）的锁舌安装孔。 
50mm（2’’）的锁舌需要在门侧挖直径为 25mm
（1’’），深度为 72mm（2 7/8’’）的锁舌安装孔。 
70mm（2 3/4’’）的锁舌需要在门侧挖直径为 25mm
（1’’），深度为 92mm（3 5/16’’）的锁舌安装孔。 
按键规格  
共 14 个键，0-9 数字键，“X”、“Y”、“Z”字

母键及“C”复位键。 
按键材质                 不锈钢， 每个按键单独分开 
 
可设密码组合 
可设置 8191 个不排序的密码。 
可贮存密码数 
只允许单一密码使用。 
密码修改方法 
需要从门上卸下密码锁来进行操作。 
 
本密码锁配件包附带两个橡胶安装垫，安装时于内

外门套上橡胶安装垫可有效增加锁体与门板表面之

间的摩擦力，防止锁体移位，并阻隔锁体金属面与

门板表面的直接接触，更好地保护门板表面。 
 
表面处理 
沙铬，PVD，BS 

 

*本密码锁适用于室内及室外 

 

CL155 斜舌 
此规格锁体上设置了常开按钮，具有常开功能，

在此功能下，使用者不需输入密码便能开启门

锁。该功能可根据用户需要进行设置或不设置。 

 

CL190 双外门 
此规格下，产品主件所提供的内外门都具有密码

按键，安装此规格密码锁后，无论使用者是从室

外进入还是室内离开，都需要输入密码进行开

锁。此规格产品配件包将配斜舌。 

 

CL100 叠舌 
叠舌设置在内门锁体，用于上锁和开

锁。 
当使用者于室外时，需通过输入正确的

密码后，旋转密码锁把手进行开锁；但

当使用者于室内时，只需旋转内部的锁

体旋钮即能开锁。  
配件包中将提供整套叠舌的各部分零

件，其表面处理仅为沙铬。 

 

密码 
本公司所有的机械密码锁都会随机设置一个

以“C”作为开头的出厂密码（“C”键为密

码清除键），并附有初始密码标签。 
本公司机械密码锁的密码都是无序性的，如

密码为 1234 时，使用者可以任意顺序输入

1234 这四个按键即可，如 3421 也能顺利开

启门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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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门板厚度            35mm-65mm（1 3/8’’-2 1/2’’） 
转轴规格                    带塔形弹簧的转轴 
锁体材质                    锌合金 
双开把手 
本密码锁旋钮可同时适用于左开或右开的门板上。 
斜舌类型 
轻型不锈钢锁舌头带锁舌柱。 
60mm（2 3/8’’）的锁舌需要在门侧挖直径为 25mm
（1’’），深度为 82mm（3 1/4’’）的锁舌安装孔。 
50mm（2’’）的锁舌需要在门侧挖直径为 25mm
（1’’），深度为 72mm（2 7/8’’）的锁舌安装孔。 
70mm（2 3/4’’）的锁舌需要在门侧挖直径为 25mm
（1’’），深度为 92mm（3 5/16’’）的锁舌安装孔。 
按键规格  
共 14 个键，0-9 数字键，“X”、“Y”、“Z”字

母键及“C”复位键。 
按键材质                 不锈钢， 每个按键单独分开 
 
可设密码组合 
可设置 8191 个不排序的密码。 
可贮存密码数 
只允许单一密码使用。 
密码修改方法 
需要从门上卸下密码锁来进行操作。 
 
本密码锁配件包附带两个橡胶安装垫，安装时于内

外门套上橡胶安装垫可有效增加锁体与门板表面之

间的摩擦力，防止锁体移位，并阻隔锁体金属面与

门板表面的直接接触，更好地保护门板表面。 
 
表面处理 
沙铬，PVD，BS 

 

*本密码锁适用于室内及室外 

 

CL155 斜舌 
此规格锁体上设置了常开按钮，具有常开功能，

在此功能下，使用者不需输入密码便能开启门

锁。该功能可根据用户需要进行设置或不设置。 

 

CL190 双外门 
此规格下，产品主件所提供的内外门都具有密码

按键，安装此规格密码锁后，无论使用者是从室

外进入还是室内离开，都需要输入密码进行开

锁。此规格产品配件包将配斜舌。 

 

CL100 叠舌 
叠舌设置在内门锁体，用于上锁和开

锁。 
当使用者于室外时，需通过输入正确的

密码后，旋转密码锁把手进行开锁；但

当使用者于室内时，只需旋转内部的锁

体旋钮即能开锁。  
配件包中将提供整套叠舌的各部分零

件，其表面处理仅为沙铬。 

 

密码 
本公司所有的机械密码锁都会随机设置一个

以“C”作为开头的出厂密码（“C”键为密

码清除键），并附有初始密码标签。 
本公司机械密码锁的密码都是无序性的，如

密码为 1234 时，使用者可以任意顺序输入

1234 这四个按键即可，如 3421 也能顺利开

启门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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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门板厚度           35mm-65mm（1 3/8’’-2 1/2’’） 
转轴规格                    带塔形弹簧的转轴 
锁体材质                    锌合金 
双开把手 
本密码锁旋钮可同时适用于左开或右开的门板上。 
斜舌类型 
轻型不锈钢锁舌头带锁舌柱。 
60mm（2 3/8’’）的锁舌需要在门侧挖直径为 25mm
（1’’），深度为 82mm（3 1/4’’）的锁舌安装孔。 
50mm（2’’）的锁舌需要在门侧挖直径为 25mm
（1’’），深度为 72mm（2 7/8’’）的锁舌安装孔。 
70mm（2 3/4’’）的锁舌需要在门侧挖直径为 25mm
（1’’），深度为 92mm（3 5/16’’）的锁舌安装孔。 
按键规格  
共 14 个键，0-9 数字键，“X”、“Y”、“Z”字

母键及“C”复位键。 
按键材质                 不锈钢， 每个按键单独分开 
可设密码组合 
可设置 8191 个不排序的密码。 
可贮存密码数 
只允许单一密码使用。 
密码修改方法 
需要从门上卸下密码锁来进行操作。 
 
本密码锁配件包附带两个橡胶安装垫，安装时于内

外门套上橡胶安装垫可有效增加锁体与门板表面之

间的摩擦力，防止锁体移位，并阻隔锁体金属面与

门板表面的直接接触，更好地保护门板表面。 
 
表面处理 
PVD，SS，K 金 
 

*本密码锁适用于室内及室外 

CL210 方舌  
锁体尺寸与 CL255 一致，上锁后，锁

舌会从门沿伸出 25mm（1’’）。 

 

CL200 叠舌 
叠舌设置在内门锁体，用于上锁和开锁。 
当使用者于室外时，需通过输入正确的密

码后，旋转密码锁把手进行开锁；但当使

用者于室内时，只需旋转内部的锁体旋钮

即能开锁。  
配件包中将提供整套叠舌的各部分零件，

其表面处理仅为沙铬。 

CL255 斜舌 
此规格锁体上设置了常开按钮，具有常开功能，

在此功能下，使用者不需输入密码便能开启门

锁。该功能可根据用户需要进行设置或不设置。 
 

CL290 双外门 
此规格下，产品主件所提供的内外门都具有密码

按键，安装此规格密码锁后，无论使用者是从室

外进入还是室内离开，都需要输入密码进行开

锁。此规格产品配件包将配斜舌。 

 

钥匙开锁功能 
各种规格的 CL200 系列密码锁都可以提供钥匙开

锁功能，同时也可提供同号锁胆，一把钥匙适用

于多个钥匙孔，详情可向本公司了解。 

 

密码 
本公司所有的机械密码锁都会随机设置一个

以“C”作为开头的出厂密码（“C”键为密

码清除键），并附有初始密码标签。 
本公司机械密码锁的密码都是无序性的，如

密码为 1234 时，使用者可以任意顺序输入

1234 这四个按键即可，如 3421 也能顺利开

启门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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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门板厚度           35mm-65mm（1 3/8’’-2 1/2’’） 
转轴规格                    带塔形弹簧的转轴 
锁体材质                    锌合金 
双开把手 
本密码锁旋钮可同时适用于左开或右开的门板上。 
斜舌类型 
轻型不锈钢锁舌头带锁舌柱。 
60mm（2 3/8’’）的锁舌需要在门侧挖直径为 25mm
（1’’），深度为 82mm（3 1/4’’）的锁舌安装孔。 
50mm（2’’）的锁舌需要在门侧挖直径为 25mm
（1’’），深度为 72mm（2 7/8’’）的锁舌安装孔。 
70mm（2 3/4’’）的锁舌需要在门侧挖直径为 25mm
（1’’），深度为 92mm（3 5/16’’）的锁舌安装孔。 
按键规格  
共 14 个键，0-9 数字键，“X”、“Y”、“Z”字

母键及“C”复位键。 
按键材质                 不锈钢， 每个按键单独分开 
可设密码组合 
可设置 8191 个不排序的密码。 
可贮存密码数 
只允许单一密码使用。 
密码修改方法 
需要从门上卸下密码锁来进行操作。 
 
本密码锁配件包附带两个橡胶安装垫，安装时于内

外门套上橡胶安装垫可有效增加锁体与门板表面之

间的摩擦力，防止锁体移位，并阻隔锁体金属面与

门板表面的直接接触，更好地保护门板表面。 
 
表面处理 
PVD，SS，K 金 
 

*本密码锁适用于室内及室外 

CL210 方舌  
锁体尺寸与 CL255 一致，上锁后，锁

舌会从门沿伸出 25mm（1’’）。 

 

CL200 叠舌 
叠舌设置在内门锁体，用于上锁和开锁。 
当使用者于室外时，需通过输入正确的密

码后，旋转密码锁把手进行开锁；但当使

用者于室内时，只需旋转内部的锁体旋钮

即能开锁。  
配件包中将提供整套叠舌的各部分零件，

其表面处理仅为沙铬。 

CL255 斜舌 
此规格锁体上设置了常开按钮，具有常开功能，

在此功能下，使用者不需输入密码便能开启门

锁。该功能可根据用户需要进行设置或不设置。 
 

CL290 双外门 
此规格下，产品主件所提供的内外门都具有密码

按键，安装此规格密码锁后，无论使用者是从室

外进入还是室内离开，都需要输入密码进行开

锁。此规格产品配件包将配斜舌。 

 

钥匙开锁功能 
各种规格的 CL200 系列密码锁都可以提供钥匙开

锁功能，同时也可提供同号锁胆，一把钥匙适用

于多个钥匙孔，详情可向本公司了解。 

 

密码 
本公司所有的机械密码锁都会随机设置一个

以“C”作为开头的出厂密码（“C”键为密

码清除键），并附有初始密码标签。 
本公司机械密码锁的密码都是无序性的，如

密码为 1234 时，使用者可以任意顺序输入

1234 这四个按键即可，如 3421 也能顺利开

启门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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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门板厚度          35mm-65mm（1 3/8’’-2 1/2’’） 
转轴规格                   带塔形弹簧的转轴 
锁体材质                   锌合金 
双开把手 
本密码锁把手可同时适用于左开或右开的门板上。 
斜舌类型 
中型不锈钢锁舌头带锁舌柱，8mm（5/16’’）中心

距。 
60mm（2 3/8’’）的锁舌需要在门侧挖直径为 25mm
（1’’），深度为 82mm（3 1/4’’）的锁舌安装孔。 
70mm（2 3/4’’）的锁舌需要在门侧挖直径为 25mm
（1’’），深度为 92mm（3 5/16’’）的锁舌安装孔。 
欧规锁闸类型（CL420&CL425） 
欧规锁闸同时有斜舌和方舌，可同时控制斜舌和方

舌。其中，锁闸的方舌不能通过输入密码进行开

启，需通过锁匙进行开启。此款分开式锁闸可通过

门内的旋钮来同时开启斜舌和方舌，以防止方舌突

然损坏。欧规锁闸提供的是欧规锁芯，有两种锁芯

类型可供选择使用，每个锁胆配 3 把钥匙。 
CL405，CL415 及 CL425 都可设置常开功能。 
按键规格  
共 14 个键，0-9 数字键，“X”、“Y”、“Z”字

母键及“C”复位键。 
按键材质                 不锈钢， 每个按键单独分开 
 
可设密码组合 
可设置 8191 个不排序的密码。 
可贮存密码数 
只允许单一密码使用。 
密码修改方法 
需要从门上卸下密码锁来进行操作。 
 
表面处理 
PVD，SS，K 金 

 

*本密码锁适用于室内及室外 

本密码锁配件包附带两个橡胶安装

垫，安装时于内外门套上橡胶安装垫

可有效增加锁体与门板表面之间的摩

擦力，防止锁体移位，并阻隔锁体金

属面与门板表面的直接接触，更好地

保护门板表面。外门把手上安装了空

转件滑动离合器，在遇到强行转动时

可有效保护锁芯不被破坏。 

 

CL410 斜舌 
在输入正确的密码后，扭动门外把手即

能开启门锁。关上门，锁舌即能自动上

锁。 
 
CL415 斜舌 
密码开启方式与 CL410 一致，但此规格

锁体上设置了常开按钮，具有常开功

能，在此功能下，使用者不需输入密码

便能开启门锁。该功能可根据用户需要

进行设置或不设置。 
 

CL420 锁闸 
即使在没有开锁的情况下，室外的把手可以自由

转动，并不会带动锁舌。在输入正确的密码后，

扭动把手即能开启门锁斜舌。关上门，锁舌即能

自动上锁。在室外只有在输入密码的情况下，才

能开启门锁锁闸的斜舌，而门锁的方舌只能通过

钥匙进行开启关闭。而在室内，斜舌和方舌都能

通过内门的把手及旋钮进行开启，无需钥匙及密

码。 
 
CL425 锁闸 
锁闸的特性与操作和 CL420 一致，而 CL425 设有

常开按钮，在此功能下，使用者在室外不需通过

输入密码便能开启门锁斜舌，但如方舌仍上锁的

情况下，还需用钥匙开启下方方舌才能开门。 
 
 
 
 
 
 
 
 
 
双外门 
CL410 可提供双外门规格。此规格下，产品主件

所提供的内外门都具有密码按键，安装此规格密

码锁后，无论使用者是从室外进入还是室内离

开，都需要输入密码进行开锁。此规格产品仅提

供 SS 表面处理。 
 

CL400 仅提供内外门锁体，不带锁舌及其零配件 
没有插图 
可用于已有锁舌的门板上。 
 
CL405 仅提供内外门锁体，不带锁舌及其零配件 
没有插图 
设有常开按钮，可用于已有锁舌的门板上。 
 
注意 1：使用安装 CL400&CL405 时，已有锁舌的把

手转轴孔与下部安装孔之间的距离必须为 22mm
（7/8’’）。 
注意 2：请看 P49 注意事项。 
 

密码 
本公司所有的机械密码锁都会随机设置一个

以“C”作为开头的出厂密码（“C”键为密

码清除键），并附有初始密码标签。 
本公司机械密码锁的密码都是无序性的，如

密码为 1234 时，使用者可以任意顺序输入

1234 这四个按键即可，如 3421 也能顺利开

启门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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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门板厚度          35mm-65mm（1 3/8’’-2 1/2’’） 
转轴规格                   带塔形弹簧的转轴 
锁体材质                   锌合金 
双开把手 
本密码锁把手可同时适用于左开或右开的门板上。 
斜舌类型 
中型不锈钢锁舌头带锁舌柱，8mm（5/16’’）中心

距。 
60mm（2 3/8’’）的锁舌需要在门侧挖直径为 25mm
（1’’），深度为 82mm（3 1/4’’）的锁舌安装孔。 
70mm（2 3/4’’）的锁舌需要在门侧挖直径为 25mm
（1’’），深度为 92mm（3 5/16’’）的锁舌安装孔。 
欧规锁闸类型（CL420&CL425） 
欧规锁闸同时有斜舌和方舌，可同时控制斜舌和方

舌。其中，锁闸的方舌不能通过输入密码进行开

启，需通过锁匙进行开启。此款分开式锁闸可通过

门内的旋钮来同时开启斜舌和方舌，以防止方舌突

然损坏。欧规锁闸提供的是欧规锁芯，有两种锁芯

类型可供选择使用，每个锁胆配 3 把钥匙。 
CL405，CL415 及 CL425 都可设置常开功能。 
按键规格  
共 14 个键，0-9 数字键，“X”、“Y”、“Z”字

母键及“C”复位键。 
按键材质                 不锈钢， 每个按键单独分开 
 
可设密码组合 
可设置 8191 个不排序的密码。 
可贮存密码数 
只允许单一密码使用。 
密码修改方法 
需要从门上卸下密码锁来进行操作。 
 
表面处理 
PVD，SS，K 金 

 

*本密码锁适用于室内及室外 

本密码锁配件包附带两个橡胶安装

垫，安装时于内外门套上橡胶安装垫

可有效增加锁体与门板表面之间的摩

擦力，防止锁体移位，并阻隔锁体金

属面与门板表面的直接接触，更好地

保护门板表面。外门把手上安装了空

转件滑动离合器，在遇到强行转动时

可有效保护锁芯不被破坏。 

 

CL410 斜舌 
在输入正确的密码后，扭动门外把手即

能开启门锁。关上门，锁舌即能自动上

锁。 
 
CL415 斜舌 
密码开启方式与 CL410 一致，但此规格

锁体上设置了常开按钮，具有常开功

能，在此功能下，使用者不需输入密码

便能开启门锁。该功能可根据用户需要

进行设置或不设置。 
 

CL420 锁闸 
即使在没有开锁的情况下，室外的把手可以自由

转动，并不会带动锁舌。在输入正确的密码后，

扭动把手即能开启门锁斜舌。关上门，锁舌即能

自动上锁。在室外只有在输入密码的情况下，才

能开启门锁锁闸的斜舌，而门锁的方舌只能通过

钥匙进行开启关闭。而在室内，斜舌和方舌都能

通过内门的把手及旋钮进行开启，无需钥匙及密

码。 
 
CL425 锁闸 
锁闸的特性与操作和 CL420 一致，而 CL425 设有

常开按钮，在此功能下，使用者在室外不需通过

输入密码便能开启门锁斜舌，但如方舌仍上锁的

情况下，还需用钥匙开启下方方舌才能开门。 
 
 
 
 
 
 
 
 
 
双外门 
CL410 可提供双外门规格。此规格下，产品主件

所提供的内外门都具有密码按键，安装此规格密

码锁后，无论使用者是从室外进入还是室内离

开，都需要输入密码进行开锁。此规格产品仅提

供 SS 表面处理。 
 

CL400 仅提供内外门锁体，不带锁舌及其零配件 
没有插图 
可用于已有锁舌的门板上。 
 
CL405 仅提供内外门锁体，不带锁舌及其零配件 
没有插图 
设有常开按钮，可用于已有锁舌的门板上。 
 
注意 1：使用安装 CL400&CL405 时，已有锁舌的把

手转轴孔与下部安装孔之间的距离必须为 22mm
（7/8’’）。 
注意 2：请看 P49 注意事项。 
 

密码 
本公司所有的机械密码锁都会随机设置一个

以“C”作为开头的出厂密码（“C”键为密

码清除键），并附有初始密码标签。 
本公司机械密码锁的密码都是无序性的，如

密码为 1234 时，使用者可以任意顺序输入

1234 这四个按键即可，如 3421 也能顺利开

启门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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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格密码锁适用于铝门上。本款锁出厂不搭配锁

芯，但用户可自行搭配 Adams Rite 锁芯及 ANSI 插
芯锁。 
锁体材质               锌合金 
双开把手 
本密码锁把手可同时适用于左开或右开的门板上。 
按键规格  
共 14 个键，0-9 数字键，“X”、“Y”、“Z”字

母键及“C”复位键。 
按键材质                 不锈钢， 每个按键单独分开 
可设密码组合 
可设置 8191 个不排序的密码。 
可贮存密码数 
只允许单一密码使用。 
钥匙开锁   
本密码锁旋钮上装有钥匙插口，在不输入密码的情

况下可使用搭配的钥匙直接开锁。 
同号锁胆 
本锁可以根据客户的需要提供同号锁胆，一把钥匙

可开启多个锁胆。 
锁闸 
由于本款锁型出厂时不提供锁闸，客户可根据需要

于本公司订购锁闸，本公司可提供 38mm（1 1/2’’）
及 29mm（1 1/8’’）两种规格的匹配锁闸。 
表面处理 
PVD，SS 

 

CL0460L 
窄型密码锁搭配把手齿轮、带螺纹的锁胆及把

手。 
 
CL0465L 
窄型密码锁搭配常开按钮、把手齿轮、带螺纹的

锁胆及把手。 
 
CL0470L 
窄型密码锁搭配把手齿轮、欧规锁胆及把手。 
 
CL0475L 
窄型密码锁搭配常开按钮、把手齿轮、欧规锁胆

及把手。 
 
L：即长款把手，此为出厂标配。 
B：即球形旋钮，所以产品都能搭配安装球形旋

钮，可根据客户需求配备。 
 

*本密码锁适用于室内及室外 

密码 
本公司所有的机械密码锁都会随机设置一个

以“C”作为开头的出厂密码（“C”键为密

码清除键），并附有初始密码标签。如若需

在安装后更换密码，需要将锁体拆卸才能更

换。 
本公司机械密码锁的密码都是无序性的，如

密码为 1234 时，使用者可以任意顺序输入

1234 这四个按键即可，如 3421 也能顺利开

启门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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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格密码锁适用于铝门上。本款锁出厂不搭配锁

芯，但用户可自行搭配 Adams Rite 锁芯及 ANSI 插
芯锁。 
锁体材质               锌合金 
双开把手 
本密码锁把手可同时适用于左开或右开的门板上。 
按键规格  
共 14 个键，0-9 数字键，“X”、“Y”、“Z”字

母键及“C”复位键。 
按键材质                 不锈钢， 每个按键单独分开 
可设密码组合 
可设置 8191 个不排序的密码。 
可贮存密码数 
只允许单一密码使用。 
钥匙开锁   
本密码锁旋钮上装有钥匙插口，在不输入密码的情

况下可使用搭配的钥匙直接开锁。 
同号锁胆 
本锁可以根据客户的需要提供同号锁胆，一把钥匙

可开启多个锁胆。 
锁闸 
由于本款锁型出厂时不提供锁闸，客户可根据需要

于本公司订购锁闸，本公司可提供 38mm（1 1/2’’）
及 29mm（1 1/8’’）两种规格的匹配锁闸。 
表面处理 
PVD，SS 

 

CL0460L 
窄型密码锁搭配把手齿轮、带螺纹的锁胆及把

手。 
 
CL0465L 
窄型密码锁搭配常开按钮、把手齿轮、带螺纹的

锁胆及把手。 
 
CL0470L 
窄型密码锁搭配把手齿轮、欧规锁胆及把手。 
 
CL0475L 
窄型密码锁搭配常开按钮、把手齿轮、欧规锁胆

及把手。 
 
L：即长款把手，此为出厂标配。 
B：即球形旋钮，所以产品都能搭配安装球形旋

钮，可根据客户需求配备。 
 

*本密码锁适用于室内及室外 

密码 
本公司所有的机械密码锁都会随机设置一个

以“C”作为开头的出厂密码（“C”键为密

码清除键），并附有初始密码标签。如若需

在安装后更换密码，需要将锁体拆卸才能更

换。 
本公司机械密码锁的密码都是无序性的，如

密码为 1234 时，使用者可以任意顺序输入

1234 这四个按键即可，如 3421 也能顺利开

启门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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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nt depth off door: 78mm (31/12”) 

CL520 
CL525 

 

适用门板厚度         35mm-65mm（1 3/8’’-2 1/2’’） 
转轴规格                  扁轴及蝴蝶轴 
锁体材质                  锌合金 
双开把手 
本密码锁把手可同时适用于左开或右开的门板上。 
斜舌类型 
中型不锈钢锁舌头带锁舌柱，8mm（5/16’’）中心

距。 
60mm（2 3/8’’）的锁舌需要在门侧挖直径为 25mm
（1’’），深度为 82mm（3 1/4’’）的锁舌安装孔。 
70mm（2 3/4’’）的锁舌需要在门侧挖直径为 25mm
（1’’），深度为 92mm（3 5/16’’）的锁舌安装孔。 
欧规锁闸类型（CL520&CL525） 
欧规锁闸同时有斜舌和方舌，可同时控制斜舌和方

舌。其中，锁闸的方舌不能通过输入密码进行开

启，需通过锁匙进行开启。此款分开式锁闸可通过

门内的旋钮来同时开启斜舌和方舌，以防止方舌突

然损坏。欧规锁闸提供的是欧规锁芯，有两种锁芯

类型可供选择使用，每个锁胆配 3 把钥匙。 
CL505，CL515 及 CL525 都可设置常开功能。 
按键规格  
共 12 个键，0-9 数字键，“X”字母键及“C”复位

键。 
按键材质                 不锈钢， 每个按键单独分开 
 
可设密码组合 
可设置 8191 个不排序的密码。 
可贮存密码数 
只允许单一密码使用。 
密码修改方法 
需要从门上卸下密码锁来进行操作。 
 
表面处理 
PVD，SS，K 金 
 

本密码锁配件包附带两个橡胶安装

垫，安装时于内外门套上橡胶安装垫

可有效增加锁体与门板表面之间的摩

擦力，防止锁体移位，并阻隔锁体金

属面与门板表面的直接接触，更好地

保护门板表面。外门把手上安装了空

转件滑动离合器，在遇到强行转动时

可有效保护锁芯不被破坏。 

 

CL510 斜舌 
在输入正确的密码后，扭动门外把手

即能开启门锁。关上门，锁舌即能自

动上锁。 
 
CL515 斜舌 
密码开启方式与 CL510 一致，但此规

格锁体上设置了常开按钮，具有常开

功能，在此功能下，使用者不需输入

密码便能开启门锁。该功能可根据用

户需要进行设置或不设置。 

 

 
CL500PK 防火门锁 
没有插图 
仅提供锁体面板，同时提供可适配多种防火舌的

特殊的长转轴，转轴直径为 8mm（5/16’’），仅

提供 BS 表面处理。 
 

CL520 锁闸 
即使在没有开锁的情况下，室外的把手可以自由

转动，并不会带动锁舌。在输入正确的密码后，

扭动把手即能开启门锁斜舌。关上门，锁舌即能

自动上锁。在室外只有在输入密码的情况下，才

能开启门锁锁闸的斜舌，而门锁的方舌只能通过

钥匙进行开启关闭。而在室内，斜舌和方舌都能

通过内门的把手及旋钮进行开启，无需钥匙及密

码。 
 
CL525 锁闸 
锁闸的特性与操作和 CL520 一致，而 CL525 设有

常开按钮，在此功能下，使用者在室外不需通过

输入密码便能开启门锁斜舌，但如方舌仍上锁的

情况下，还需用钥匙开启下方方舌才能开门。 
 
双外门 
CL500/CL510/CL515 都可提供双外门规格。此规格

下，产品主件所提供的内外门都具有密码按键，

安装此规格密码锁后，无论使用者是从室外进入

还是室内离开，都需要输入密码进行开锁。此规

格产品仅提供 SS 表面处理。 

 

*本密码锁适用于室内及室外 

密码 
本公司所有的机械密码锁都会随机设置一个

以“C”作为开头的出厂密码（“C”键为密

码清除键），并附有初始密码标签。 
本公司机械密码锁的密码都是无序性的，如

密码为 1234 时，使用者可以任意顺序输入

1234 这四个按键即可，如 3421 也能顺利开

启门锁。 

 

CL500&CL505 仅内外门锁体，不带锁

舌及其零配件 
没有插图 
可用于已有锁舌的门板上。 
 
注意 1：使用安装 CL500&CL505 时，

门板需:已有锁舌的把手转轴孔与下

部安装孔之间的距离必须为 22mm
（7/8’’），或转轴孔的直径为 38mm 
（1 1/2’’）。 
注意 2：请看 P49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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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nt depth off door: 78mm (31/12”) 

CL520 
CL525 

 

适用门板厚度         35mm-65mm（1 3/8’’-2 1/2’’） 
转轴规格                  扁轴及蝴蝶轴 
锁体材质                  锌合金 
双开把手 
本密码锁把手可同时适用于左开或右开的门板上。 
斜舌类型 
中型不锈钢锁舌头带锁舌柱，8mm（5/16’’）中心

距。 
60mm（2 3/8’’）的锁舌需要在门侧挖直径为 25mm
（1’’），深度为 82mm（3 1/4’’）的锁舌安装孔。 
70mm（2 3/4’’）的锁舌需要在门侧挖直径为 25mm
（1’’），深度为 92mm（3 5/16’’）的锁舌安装孔。 
欧规锁闸类型（CL520&CL525） 
欧规锁闸同时有斜舌和方舌，可同时控制斜舌和方

舌。其中，锁闸的方舌不能通过输入密码进行开

启，需通过锁匙进行开启。此款分开式锁闸可通过

门内的旋钮来同时开启斜舌和方舌，以防止方舌突

然损坏。欧规锁闸提供的是欧规锁芯，有两种锁芯

类型可供选择使用，每个锁胆配 3 把钥匙。 
CL505，CL515 及 CL525 都可设置常开功能。 
按键规格  
共 12 个键，0-9 数字键，“X”字母键及“C”复位

键。 
按键材质                 不锈钢， 每个按键单独分开 
 
可设密码组合 
可设置 8191 个不排序的密码。 
可贮存密码数 
只允许单一密码使用。 
密码修改方法 
需要从门上卸下密码锁来进行操作。 
 
表面处理 
PVD，SS，K 金 
 

本密码锁配件包附带两个橡胶安装

垫，安装时于内外门套上橡胶安装垫

可有效增加锁体与门板表面之间的摩

擦力，防止锁体移位，并阻隔锁体金

属面与门板表面的直接接触，更好地

保护门板表面。外门把手上安装了空

转件滑动离合器，在遇到强行转动时

可有效保护锁芯不被破坏。 

 

CL510 斜舌 
在输入正确的密码后，扭动门外把手

即能开启门锁。关上门，锁舌即能自

动上锁。 
 
CL515 斜舌 
密码开启方式与 CL510 一致，但此规

格锁体上设置了常开按钮，具有常开

功能，在此功能下，使用者不需输入

密码便能开启门锁。该功能可根据用

户需要进行设置或不设置。 

 

 
CL500PK 防火门锁 
没有插图 
仅提供锁体面板，同时提供可适配多种防火舌的

特殊的长转轴，转轴直径为 8mm（5/16’’），仅

提供 BS 表面处理。 
 

CL520 锁闸 
即使在没有开锁的情况下，室外的把手可以自由

转动，并不会带动锁舌。在输入正确的密码后，

扭动把手即能开启门锁斜舌。关上门，锁舌即能

自动上锁。在室外只有在输入密码的情况下，才

能开启门锁锁闸的斜舌，而门锁的方舌只能通过

钥匙进行开启关闭。而在室内，斜舌和方舌都能

通过内门的把手及旋钮进行开启，无需钥匙及密

码。 
 
CL525 锁闸 
锁闸的特性与操作和 CL520 一致，而 CL525 设有

常开按钮，在此功能下，使用者在室外不需通过

输入密码便能开启门锁斜舌，但如方舌仍上锁的

情况下，还需用钥匙开启下方方舌才能开门。 
 
双外门 
CL500/CL510/CL515 都可提供双外门规格。此规格

下，产品主件所提供的内外门都具有密码按键，

安装此规格密码锁后，无论使用者是从室外进入

还是室内离开，都需要输入密码进行开锁。此规

格产品仅提供 SS 表面处理。 

 

*本密码锁适用于室内及室外 

密码 
本公司所有的机械密码锁都会随机设置一个

以“C”作为开头的出厂密码（“C”键为密

码清除键），并附有初始密码标签。 
本公司机械密码锁的密码都是无序性的，如

密码为 1234 时，使用者可以任意顺序输入

1234 这四个按键即可，如 3421 也能顺利开

启门锁。 

 

CL500&CL505 仅内外门锁体，不带锁

舌及其零配件 
没有插图 
可用于已有锁舌的门板上。 
 
注意 1：使用安装 CL500&CL505 时，

门板需:已有锁舌的把手转轴孔与下

部安装孔之间的距离必须为 22mm
（7/8’’），或转轴孔的直径为 38mm 
（1 1/2’’）。 
注意 2：请看 P49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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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门板厚度           35mm-65mm（1 3/8’’-2 1/2’’） 
转轴规格                    扁轴及蝴蝶轴 
锁体材质                    锌合金 
双开把手  
本密码锁把手可同时适用于左开或右开的门板上。 
质量认证 
美国国家标准学会 A156.2  2 级认证   
UL/UCL 防火等级 3 小时（在使用美规防火逃生锁舌

情况下） 
斜舌类型 
中型不锈钢锁舌头带锁舌柱，8mm（5/16’’）中心

距。 
60mm（2 3/8’’）的锁舌需要在门侧挖直径为 25mm
（1’’），深度为 82mm（3 1/4’’）的锁舌安装孔。 
70mm（2 3/4’’）的锁舌需要在门侧挖直径为 25mm
（1’’），深度为 92mm（3 5/16’’）的锁舌安装孔。 
欧规锁闸类型（CL620&CL625） 
欧规锁闸同时有斜舌和方舌，可同时控制斜舌和方

舌。其中，锁闸的方舌不能通过输入密码进行开

启，需通过锁匙进行开启。此款分开式锁闸可通过

门内的旋钮来同时开启斜舌和方舌，以防止方舌突

然损坏。欧规锁闸提供的是欧规锁芯，有两种锁芯

类型可供选择使用，每个锁胆配 3 把钥匙。 
CL605，CL615 及 CL625 都可设置常开功能。 
按键规格  
共 14 个键，0-9 数字键，“X”、“Y”、“Z”字

母键及“C”复位键。 
按键材质                 不锈钢， 每个按键单独分开 
 
可设密码组合 
可设置 8191 个不排序的密码。 
可贮存密码数 
只允许单一密码使用。 
密码修改方法 
无需卸下密码锁，用随产品提供的特殊钥匙于按键

上之间操作换码。如何换码详见如右方图。 
钥匙开锁   
本密码锁旋钮上装有钥匙插口，在不输入密码的情

况下可使用搭配的钥匙直接开锁。 
同号锁胆 
本锁可以根据客户的需要提供同号锁胆，一把钥匙

可开启多个锁胆。 
锁胆更换 
需从外门锁体更换，锁型规格为 6 珠。 
表面处理 
PVD，BS，K 金 
 

 

本密码锁配件包附带两个橡胶安装

垫，安装时于内外门套上橡胶安装

垫可有效增加锁体与门板表面之间

的摩擦力，防止锁体移位，并阻隔

锁体金属面与门板表面的直接接

触，更好地保护门板表面。外门把

手上安装了空转件滑动离合器，在

遇到强行转动时可有效保护锁芯不

被破坏。 
 

CL610 斜舌 
在输入正确的密码后，扭动门外把手即能开启门

锁。关上门，锁舌即能自动上锁。 
CL615 斜舌 
密码开启方式与 CL610 一致，但此规格锁体上设

置了常开按钮，具有常开功能，在此功能下，使

用者不需输入密码便能开启门锁。该功能可根据

用户需要进行设置或不设置。 
 

CL620 锁闸 
即使在没有开锁的情况下，室外的把手可以自由

转动，并不会带动锁舌。在输入正确的密码后，

扭动把手即能开启门锁斜舌。关上门，锁舌即能

自动上锁。在室外只有在输入密码的情况下，才

能开启门锁锁闸的斜舌，而门锁的方舌只能通过

钥匙进行开启关闭。而在室内，斜舌和方舌都能

通过内门的把手及旋钮进行开启，无需钥匙及密

码。 
 
CL625 锁闸 
锁闸的特性与操作和 CL620 一致，而 CL625 设有

常开按钮，在此功能下，使用者在室外不需通过

输入密码便能开启门锁斜舌，但如方舌仍上锁的

情况下，还需用钥匙开启下方方舌才能开门。 
 
双外门 
CL600/CL610/CL615 都可提供双外门规格。此规格

下，产品主件所提供的内外门都具有密码按键，

安装此规格密码锁后，无论使用者是从室外进入

还是室内离开，都需要输入密码进行开锁。此规

格产品仅提供 SS 表面处理。 
 

 

3 步快速换码 

1.钥匙像逆时针

方向旋转到极点 
2.选定好新的密

码，用特殊钥匙

选择新密码按键 

3.旋转钥匙并取

出 

CL600&CL605 仅内外门锁体，不带锁

舌及其零配件 
没有插图 
可用于已有锁舌的门板上 
 
注意 1：使用安装 CL600&CL605 时，

门板需:已有锁舌的把手转轴孔与下

部安装孔之间的距离必须为 22mm
（7/8’’），或转轴孔的直径为 38mm 
（1 1/2’’）。 
注意 2：请看 P49 注意事项。 
 
 
CL600PK 防火门锁 
没有插图 
仅提供锁体面板，同时提供可适配多

种防火舌的特殊的长转轴，转轴直径

为 8mm（5/16’’），仅提供 SS 表面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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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门板厚度           35mm-65mm（1 3/8’’-2 1/2’’） 
转轴规格                    扁轴及蝴蝶轴 
锁体材质                    锌合金 
双开把手  
本密码锁把手可同时适用于左开或右开的门板上。 
质量认证 
美国国家标准学会 A156.2  2 级认证   
UL/UCL 防火等级 3 小时（在使用美规防火逃生锁舌

情况下） 
斜舌类型 
中型不锈钢锁舌头带锁舌柱，8mm（5/16’’）中心

距。 
60mm（2 3/8’’）的锁舌需要在门侧挖直径为 25mm
（1’’），深度为 82mm（3 1/4’’）的锁舌安装孔。 
70mm（2 3/4’’）的锁舌需要在门侧挖直径为 25mm
（1’’），深度为 92mm（3 5/16’’）的锁舌安装孔。 
欧规锁闸类型（CL620&CL625） 
欧规锁闸同时有斜舌和方舌，可同时控制斜舌和方

舌。其中，锁闸的方舌不能通过输入密码进行开

启，需通过锁匙进行开启。此款分开式锁闸可通过

门内的旋钮来同时开启斜舌和方舌，以防止方舌突

然损坏。欧规锁闸提供的是欧规锁芯，有两种锁芯

类型可供选择使用，每个锁胆配 3 把钥匙。 
CL605，CL615 及 CL625 都可设置常开功能。 
按键规格  
共 14 个键，0-9 数字键，“X”、“Y”、“Z”字

母键及“C”复位键。 
按键材质                 不锈钢， 每个按键单独分开 
 
可设密码组合 
可设置 8191 个不排序的密码。 
可贮存密码数 
只允许单一密码使用。 
密码修改方法 
无需卸下密码锁，用随产品提供的特殊钥匙于按键

上之间操作换码。如何换码详见如右方图。 
钥匙开锁   
本密码锁旋钮上装有钥匙插口，在不输入密码的情

况下可使用搭配的钥匙直接开锁。 
同号锁胆 
本锁可以根据客户的需要提供同号锁胆，一把钥匙

可开启多个锁胆。 
锁胆更换 
需从外门锁体更换，锁型规格为 6 珠。 
表面处理 
PVD，BS，K 金 
 

 

本密码锁配件包附带两个橡胶安装

垫，安装时于内外门套上橡胶安装

垫可有效增加锁体与门板表面之间

的摩擦力，防止锁体移位，并阻隔

锁体金属面与门板表面的直接接

触，更好地保护门板表面。外门把

手上安装了空转件滑动离合器，在

遇到强行转动时可有效保护锁芯不

被破坏。 
 

CL610 斜舌 
在输入正确的密码后，扭动门外把手即能开启门

锁。关上门，锁舌即能自动上锁。 
CL615 斜舌 
密码开启方式与 CL610 一致，但此规格锁体上设

置了常开按钮，具有常开功能，在此功能下，使

用者不需输入密码便能开启门锁。该功能可根据

用户需要进行设置或不设置。 
 

CL620 锁闸 
即使在没有开锁的情况下，室外的把手可以自由

转动，并不会带动锁舌。在输入正确的密码后，

扭动把手即能开启门锁斜舌。关上门，锁舌即能

自动上锁。在室外只有在输入密码的情况下，才

能开启门锁锁闸的斜舌，而门锁的方舌只能通过

钥匙进行开启关闭。而在室内，斜舌和方舌都能

通过内门的把手及旋钮进行开启，无需钥匙及密

码。 
 
CL625 锁闸 
锁闸的特性与操作和 CL620 一致，而 CL625 设有

常开按钮，在此功能下，使用者在室外不需通过

输入密码便能开启门锁斜舌，但如方舌仍上锁的

情况下，还需用钥匙开启下方方舌才能开门。 
 
双外门 
CL600/CL610/CL615 都可提供双外门规格。此规格

下，产品主件所提供的内外门都具有密码按键，

安装此规格密码锁后，无论使用者是从室外进入

还是室内离开，都需要输入密码进行开锁。此规

格产品仅提供 SS 表面处理。 
 

 

3 步快速换码 

1.钥匙像逆时针

方向旋转到极点 
2.选定好新的密

码，用特殊钥匙

选择新密码按键 

3.旋转钥匙并取

出 

CL600&CL605 仅内外门锁体，不带锁

舌及其零配件 
没有插图 
可用于已有锁舌的门板上 
 
注意 1：使用安装 CL600&CL605 时，

门板需:已有锁舌的把手转轴孔与下

部安装孔之间的距离必须为 22mm
（7/8’’），或转轴孔的直径为 38mm 
（1 1/2’’）。 
注意 2：请看 P49 注意事项。 
 
 
CL600PK 防火门锁 
没有插图 
仅提供锁体面板，同时提供可适配多

种防火舌的特殊的长转轴，转轴直径

为 8mm（5/16’’），仅提供 SS 表面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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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乐公司 

佛山市南海可得乐五金电子有限公司 
 

电话：+86 0757 86601981 

传真：+86 0757 86601980 

电子邮箱： codelocks@188.com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大涡鲤鱼工业北区 
 

 

48 

 

*   宣传册中所有数据不确保完全准确，允许存在一定的误差。 
*   本宣传册最终解释权归佛山市南海可得乐五金电子有限公司所有。 

49 

 

 

注意事项 

用户在购买了本公司仅内外门锁体的产品，请确保本产品能与拥护原有的或自行购买的转轴及锁舌

相匹配，并能在安装后顺利运作，特别是锁舌转轴能有效地连接锁舌及本公司产品。因为某些规格

的锁舌弹簧硬度太大，与我司密码锁把手的转动力度不一致，在强行安装使用后，很可能会损坏密

码锁。 
 
同时，在使用时请确保密码已经重置或清空，否则在输入密码后，有可能出现不能扭动把手来开启

密码锁的现象。 
 
如需要更多的建议，可与本公司的研发部门联系。 
 
如产品是因错误的安装而产生损坏，本公司将不会提供免费维修。 

 



*   宣传册中所有数据不确保完全准确，允许存在一定的误差。 
*   本宣传册最终解释权归佛山市南海可得乐五金电子有限公司所有。 

49 

 

 

注意事项 

用户在购买了本公司仅内外门锁体的产品，请确保本产品能与拥护原有的或自行购买的转轴及锁舌

相匹配，并能在安装后顺利运作，特别是锁舌转轴能有效地连接锁舌及本公司产品。因为某些规格

的锁舌弹簧硬度太大，与我司密码锁把手的转动力度不一致，在强行安装使用后，很可能会损坏密

码锁。 
 
同时，在使用时请确保密码已经重置或清空，否则在输入密码后，有可能出现不能扭动把手来开启

密码锁的现象。 
 
如需要更多的建议，可与本公司的研发部门联系。 
 
如产品是因错误的安装而产生损坏，本公司将不会提供免费维修。 

 



 

佛山市南海可得乐五金电子有限公司 
 

电话：+86 0757 86601981 

传真：+86 0757 86601980 

电子邮箱： codelocks@188.com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大涡鲤鱼工业北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