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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管家智慧城市产品及解决方案



出入安全，尽在掌握

公司简介

公司核心团队成员拥有超过15年的原件、硬件设计开发经验，在

互联网音视频通信、智能硬件、安防、人工智能方面有深厚的积

累；公司创立以来，已陆续推出业界领先的基于移动互联网的音

视频出入口控制系列产品及将解决方案，为万科、星河、彩生活、

上铺、微谷、有邻等多家房地产、互联网企业提供产品及服务，

为广州、四川福建等地提供基于可视对讲的新一代出租屋流动人

口管理服务。出入安全，尽在掌握，我们将持续聚焦在基于移动

互联网的音视频出入口控制产品及相关服务上，为客户提供全球

领先的高质量产品与服务。



产品列表

V610/V620大屏可视对讲门禁主机

H600可视对讲室内机

V500可视对讲主机

M100/M200门禁一体机

Q200手机蓝牙二维码门禁

BC100/TC100

ED100手机门禁读头

 EC500梯控控制器

蓝牙智能锁

智慧社区解决方案

可视对讲整体解决方案

互联网共享社区
长租公寓解决方案

云服务

智慧社区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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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云可视对讲，无论有无网络均可处理门口呼叫

大屏高清门口机，广告、城市社区安防首选

支持刷卡抓拍，身份证开门，公安联网，全面满足流动人口管理需求

手机APP远程开门、蓝牙开门、刷卡开门，联网、断网都能使用

低成本部署，可选室内机，大幅降低可视对讲升级成本

13.3寸、9寸、无屏可视对讲、9寸室内机，全系列产品

工作模式    手机可视对讲、手机蓝牙、智能卡、

             密码开门、远程开门

操作系统    Android 4.4

处理器       Cortex A9 4核

内存         DDR3 1GB

存储容量    8G，eMMC接口

显示屏      13寸/9寸

 摄像头       200W、日夜两用

音频         大功率双磁喇叭

视频          支持AVI/MP4/WMV/RM/RMVB

接口          OTG/耳机/麦克风/SIM/TF

网络连接    WiFi/RJ45/3G4G

门禁功能    手机蓝牙/WiFi/RFID/NFC/身份证/

             密码/临时密码开门

DC:5-36V    宽电压输入

产品功能    广告/公告播放、可视对讲、语音对

             讲、电话转接、手机开门、远程监

             看/开门

V610/V620大屏可视对讲门禁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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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610/V620大屏可视对讲门禁主机

产品规格



全屏多点触控操作，流畅体验

9寸IPS高清大屏

极速ARM 四核ARM CPU，流畅体验

远程开门、门口视频查看，确认后再开门，拒绝可疑人员

预留智能家居接口，可扩展报警、家电控制等多种应用

完美支持手机可视对讲智慧社区各种应用，社区公告、一公里

商圈完美接入

多种通信接口支持，适配多种家庭网络环境

极致工业设计，高端大气

严格品控，压力测试

H600可视对讲室内机

规格名称    H600室内分机

工作模式    室内分机

操作系统    Android 4.4

处理器       Cortex A9 4核

内存         DDR3 1GB

存储容量    8G，eMMC接口

显示屏       9寸

摄像头       30W

网络连接    WiFi/RJ45/3G4G

DC           5-36V  宽电压输入

5

H600可视对讲室内机

产品规格



支持刷卡抓拍，身份证开门

公安联网，全面满足流动人口管理需求

手机APP远程开门、蓝牙开门

刷卡开门，联网、断网都能使用

标配支持有线、无线WIFI通信，可选支持3G/4G通信

低成本部署，可选室内机，大幅降低可视对讲升级成本

工作模式         手 机可视对讲、手机蓝牙、智能卡、密码开门、远程开门
操作系统         Linux
摄像头           前 置200W、日夜两用
音频             大 功率喇叭
视频             支 持H.264
网络连接         WiFi/RJ45/3G/4G
门禁功能         手 机蓝牙/WiFi/RFID/NFC/身份证/密码/临时密码开门
DC:12v           宽电压输入
产品功能         可 视对讲、语音对讲、电话转接、手机开门、远程监控开门

V500可视对讲主机

V500可视对讲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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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规格



M100/M200门禁一体机

手机代替门禁卡，云端授权，一键开门、摇一摇开门、靠近开

门，极佳的开门体验

支持临时密码开门，轻松满足访客需求

兼容传统的刷卡开门、密码开门，提供全面的出入口解决方案

支持手机NFC刷卡开门

满足多种安装环境，独立一体机、嵌入式安装、替代出门开关

多种型号可选

规格名称          M100手机门禁一体机

工作模式          蓝牙4.0,密码/WiFi/

                   IC/ID可选配

蓝牙感应距离      <20米，随不同工作模

                   式可配置

蓝牙感应速度      <2秒

读卡频率          125KHz/13.56MHz

卡感应距离        <5cm

读卡速度          <0.2秒

密码               12键标准密码按键

临时密码          支持限时临时密码

开门记录          1000条

支持门数          单门，一路锁控输出

工作电压          DC5-16V

工作电流          <32mA

工作温度          -10-70°C

工作湿度          10-90%

LED                双色LED

蜂鸣器            支持

M100/M200门禁一体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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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规格



规格名称        Q200手机蓝牙二维码门禁
工作模式        蓝牙4.0、二维码开门、IC、
                 ID可选，WiFi开门可选
蓝牙感应距离   <20米
蓝牙感应速度   <2秒
WiFi感应距离   50米
WiFi开门时间   <1秒
支持门数        单门，一路锁控输出
                （蓝一体机版本支持）
工作电压        DC12V
工作电流        <200mA
工作温度        -10-70°C
工作湿度        10-90%
开关门次数      >20万
外形尺寸        86*86*32mm（L×W×H）

Q200手机蓝牙二维码门禁

业主直接摇一摇、一键开门

访客来访，扫描业主发送的二维码直接开门

兼容传统刷卡开门

支持纸质打印二维码及手机二维码扫描

可选支持CPU卡、M1卡、ID卡

支持Wiegand输出方式

支持脱机二维码验证

支持联网功能，可在线验证二维码有效性

高速扫描，极佳的用户体验

集成手机门禁应用，轻松应对互联网应用

Q200手机蓝牙二维码门禁

8

产品规格



BC100手机门禁控制器

手机代替门禁卡，云端授权，一键开门、摇一摇开门、靠近开门，极佳的

开门体验

嵌入式安装设计、精致小巧，可以嵌入已有的绝大多数设备使用

规格名称        BC100手机门禁控制器

工作模式        蓝牙4.0

蓝牙感应距离    <20米，随不同工作模式可配置

蓝牙感应速度    <2秒

支持门数        单门，一路锁控输出

工作电压        DC5-16V

工作电流        <32mA

工作温度        -10-70°C

工作湿度        10-90%

开关门次数      >20万

外形尺寸        60*35*14mm（ L×W×H）

TC100手机门禁触摸开关

手机代替门禁卡，云端授权，一键开门、摇一摇开门、靠近开门，极佳的

开门体验

触摸开门设计，可替代出门开关，传统门禁轻松支持手机开门

规格名称          T100手机门禁触摸开关

工作模式          单键触摸开关、蓝牙4.0开门，

                  WiFi开门可选

蓝牙感应距离     <20米

蓝牙感应速度     <2秒

WiFi感应距离     50米

WiFi开门时间     <1秒

支持门数          单门，一路锁控输出

工作电压          DC5-16V

工作电流          仅蓝牙：<32mA，蓝牙+WiFi：<200mA

工作温度          -10-70°C

工作湿度          10-90%

开关门次数        >20万

外形尺寸          86*86*32mm（L×W×H）

BC100/TC100

产品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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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100手机门禁梯控读头

业主手机一键呼梯，自动到达

完美集成传统刷卡梯控功能，支持梯控授权，刷卡呼梯等全部梯控功能

访客可选二维码扫描自动呼梯

规格名称        ED100手机门禁读头

工作模式        蓝牙4.0/IC卡

蓝牙感应距离    <10米，随不同工作模式可配置

蓝牙感应速度    <2秒

读卡频率         13.56MHz

卡感应距离      <5cm

读卡速度        <0.2秒

通信格式        Wiegand64

通信距离        100米

工作电压        DC12V

工作电流        <32mA

工作温度        -10-70°C

工作湿度        10-90%

LED              双色LED

蜂鸣器          支持

 ED100手机门禁梯控读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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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梯控控制器C500

一卡多梯功能——1个用户IC卡最多可以使用三部电梯

海量用户信息库——可支持高达10万张用户IC卡，每张卡的数据信息独立管理

卡片挂失功能——用户IC卡丢失后，可制作新卡，原丢失卡片失效

收费功能——分层计费、时段计费、按次计费可灵活设置，收费/不收费可切换

用户黑名单——指定用户被屏蔽后不可继续使用电梯，直到再次开放后才可使用

刷卡自动选层——刷卡后自动进行内选选层，无需手动按钮选层。

电梯运行管理——可以选择电梯的禁用时段和可用日期，无效时段或不可用时期

时，刷卡无效

刷卡记录读取——6500刷卡记录循环存储，数据断电可保持10年

消防功能——消防时，退出IC卡管理，电梯可自由选层

系统启/禁用控制——可通过刷卡或手动开关控制是否启用电梯IC卡管理

刷卡操作时间         <10ms

读卡距离              2-10cm

存储历史刷卡记录     最多20000条（循环存储）

平均无故障时间       >20000条

平均维修时间         <0.2小时

 EC500梯控控制器

产品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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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规格        BL300蓝牙智能锁

工作模式          蓝牙4.0/IC酒店锁功能

蓝牙感应距离      <10米，随不同工作模式可配置

蓝牙感应速度      <2秒

读卡频率          13.56MHz

卡感应距离        <5cm

读卡速度          <0.2秒

LED               双色LED

蜂鸣器            支持

开锁方式        手机开门、刷卡开门

工作电流          <32ma,

待机电流          <3ua

电源              4节5号干电池

后备电源          9V

工作温度          -10-70°C

工作湿度          -10-70°C

蓝牙智能锁

规格参数

手机APP一键开门

兼容传统的智能卡酒店锁功能，兼顾不使用手机的用户

采用全球领先的低功耗芯片，超低功耗设计

完美支持基于手机开门APP搭建互联网生态长租公寓、创客空间、

共享办公等应用

蓝牙智能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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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度提供了保障。

智慧社区解决方案

手机门禁摇一摇开门，做客户喜欢用的APP，高依耐性、高频度使用

以物联网技术为基础，互联网技术为应用，用基于云计算的可视对讲机门禁全面

构建互联网+社区

门口广告屏、Beacon，新的社区广告形成

全面联网的社区安防时代，住户在国外仍然可以处理来访请求。

以门禁、云可视对讲为基础全面构建新一代安防基础，通过广告、电商等增值服

务挖掘商机

智慧社区解决方案

    全球地产百强在其各自社区O2O布局上则不约而同的均采用了手机,门禁设备,

一方面直接对原有小区老旧门禁进行替换升级,将解决门禁损坏的后顾之忧,为业

主带来更便捷智能的开门体验提升小区智能化水平。

另外一方面,手机可视对讲门禁的全面普及,为其社区O2O的应用推广/用户黏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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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出租屋管理方案 大厦互联网出入口管理方案

身份证就是门禁卡
刷卡抓拍
可选防尾随抓拍
公安数据对接

手机就是门禁卡
访客二维码出入
按房号可视对讲开门

可视对讲整体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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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共享社区、长租公寓解决方案

目前在长租公寓、院校宿舍中，大多仍采用传统的IC卡管理，智果门管家智能门锁采
用全球领先的低功耗蓝牙技术实现门锁的移动互联网管理，支持手机、IC卡开门方式，
采用APP开门的方式简化公寓的管理，后台直接实现授权、缴费等一系列功能，还能实
时查看宿舍的开门情况，APP同时也是公寓内部互联网管理的入口，轻松对接各种一公里

互联网共享社区

长租公寓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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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的云管端音视频解决方案，集成云端音视频服务、可视对讲门
口机、室内机、手机端为统一平台
万级终端接入，负载均衡、高效分发、极速网络
提供对接服务，助力智慧社区

音视频云

广告云

云端广告管理，轻松管理广告终端
广告视频、图片轮播
负载均衡、断点续传多种策略确保广告内容下发

门禁云

互联网万级可视对讲设备统一管理，实时事件记录
海量存储支持，照片抓拍存储，多种循环存储策略支持
成熟的API对接服务，轻松拥有万级手机可视对讲门禁管理能力

广告云

门禁云

音视频云

智慧社区云

云服务

16



智慧社区APP

微信开门

支持公众号开发对接，为多种场景提供二维码开门体验

支持微信远程开门对接

智慧社区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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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支持一键开门，手机就是门禁卡

全功能云可视对讲，支持转手机、座机服务，只要有手机就能处理门口呼叫

支持访客功能、临时密码、二维码开门提供极佳的访客体验

全面的广告业务支持，支持互联网生态

支持一公里商圈接入，快速抢占互联网最后一公里

集成多种物业服务，快速升级传统物业管理，建立新一代基于互联网的社区管理



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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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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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社区管理系统

出入安全 尽在掌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