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裝磁力鎖 明裝磁力鎖支架安裝法

60kg  明裝磁力鎖

斷電開門 DC12V

型號 :  VL-60

12mm 玻璃門 U 型輔助架
型號 :  VL-MBK-U01

180kg 明裝磁力鎖

斷電開門 DC12V

型號 : VL-180 

Z+L 套裝輔助架
型號 : VL-180Z+L

12-15mm 玻璃門用
U 型輔助架

型號 : VL-MBK-U180

12-15mm 玻璃門用
U 型輔助架

型號 : VL-MBK-U02

280kg 明裝磁力鎖

斷電開門 DC12/24V

型號 : VL-280

Z+L 套裝輔助架
型號 : VL-280Z+L

350kg 明裝磁力鎖

斷電開門 DC12/24V

型號 : VL-350

Z+L 套裝輔助架
型號 : VL-350Z+L

500kg 明裝磁力鎖

斷電開門 DC12/24V

型號 : VL-500

Z+L 套裝輔助架
型號 : VL-500Z+L

180kg 暗裝磁力鎖

斷電開門 DC12V

型號 :VL-180F

暗裝磁力鎖

DC12V 雙掩門磁力鎖

斷電開門 180kg x 2

型號 : VL-180X2 

雙掩門磁力鎖

DC12V 雙掩門磁力鎖

斷電開門 280kg x 2

型號 : VL-280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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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水明裝磁力鎖

280kg 明裝防水磁力鎖

斷電開門 DC12V/24V

型號 :  VL-280SW

Z+L 套裝輔助架
型號 : VL-280SWZ+L

350kg 明裝防水磁力鎖

斷電開門 DC12V/24V

型號 :  VL-350SW

Z+L 套裝輔助架
型號 : VL-350SWZ+L

60kg  明裝磁力鎖

斷電開門 DC12V

型號 : VL-60-M

型號 :  VL-WK280+280F

無框玻璃門安裝支架 + 磁力鎖套裝

280Kg 磁力鎖 :DC12V / 1A  斷電開門 (Fail-sa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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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門磁力鎖

70kg  自動門磁力鎖

斷電開門 DC12V    0.17A 

型號 :CNB-213F 

門腳 , 抽屜 衣櫃磁力鎖

120kg  門腳磁力鎖

斷電開門 DC12V    0.11A 

型號 :  MC300-150

抽屜 衣櫃 磁力鎖

有電開門 DC12V  0.3A
Size:  40 x 35 x 20mm

型號 :  VL-7143

電插鎖 電鎖口

小型電插鎖 ( 冇框玻璃門專用 )

10-12mm 玻璃厚度適用
斷電開門 DC12V  1.2A

磁感閉合輸出 :  com no nc

型號 :  VL-150-2SLDL=148mm

小型電插鎖
DC12V  1.2A

磁感閉合輸出 :  com no nc
斷電開門 (Fail Safe)

   VL-150-1SLD           
有電開門 (Fail Secure)

  VL-150-1SLD-NC   

L=150mm

木門框電鎖口
DC12V  0.25A

可調教送電 & 斷電開門

型號 :  VL-ES-138

鋁門框電鎖口
DC12V  0.17A

斷電開門 (Fail Safe)
型號 :  VL-ST-125F
有電開門 (Fail Secure)
型號 :  VL-ST-125  

木門框電鎖口
DC12V  0.25A

斷電開門 (Fail Safe)

VL-ZC150AL-NC

木門框電鎖口
DC12V  0.25A

斷電開門 (Fail Safe)
型號 :  VL-ST-160F  
有電開門 (Fail Secure)
型號 :  VL-ST-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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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插鎖 (Fail-safe)
斷電開門 DC12V  1.0A
磁感閉合輸出 :  com nc

型號 :  VL-YB-100+

70kg  自動門磁力鎖

斷電開門 DC12V    0.21A 

型號 :P50/30/VC

玻璃門推口鎖
DC12V  0.2A

斷電開門 (Fail Safe)

型號 :  VL-ADX-150A
6-16mm 玻璃門

小型電插鎖 (Fail-safe)
斷電開門 DC12V  1.2A
磁感閉合輸出 :  com nc

型號 :  VL-ZM-170

小型電插鎖 (Fail-safe)
斷電開門 DC12V  1.0A
磁感閉合輸出 :  com no nc

型號 :  VL-KT-L613

28mm 窄面電插鎖 (Fail-safe)

斷電開門 DC12V  1.1A
磁感閉合輸出 :  com no nc

型號 :  VL-150

小型明裝電插鎖 (Fail-safe)

斷電開門 DC12V  1.2A
磁感閉合輸出 :  com no nc

型號 : VL-150M

剪力鎖

1200Kg  剪力鎖
斷電開門 DC12V  1.0A
磁感閉合輸出 :com no nc & led

型號 :  VL-SL-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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