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视达系列电锁
威视达系列电锁产品：
威视达系列电锁产品： 电磁力锁、
电磁力锁、电插锁、
电插锁、电锁扣、
电锁扣、电控锁

随着社会的进步、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自身的安全性要求也越来越高。作为与
智能建筑门禁及楼宇对讲配套的电锁产品，也因其安全性、科技性、时尚性而为越来越多
的人们所采用。
针对市场上的需求，Honeywell 新近推出了 VISTA系列电锁产品：电磁力锁、电插
锁、电锁扣、电机锁。各类产品款式新颖美观、性能安全可靠。产品经过了严格的测试，
通过了欧盟CE认证及中国公安部MA型检测试，符合国际标准；
从安全防范的角度考量， Honeywell以其在安全防护领域一贯的严谨态度、极高性价
比的高品质产品、安全防护的高可靠性，使用户尽情享受智能科技带来的高品质生活，同
时为您的防护安全保驾护航。

市场机会
适用于智能楼宇、医院、银行、工厂、写字楼、发电厂、地铁、机关、企事业单位、学
校、智能化小区、邮电、紧急出口、公共场所等需要门禁管制的各种场合。

产品分类
锁系列

电磁力锁
CALEM - xxx
电插锁
CALDB - xxx
电锁扣
CALES - xxx

电控锁
CALEC - xxx

型号

描述

CALEM-180S

180Kg 单门磁力锁附信号输出

CALEM-180DS

180Kg 双门磁力锁附信号输出

CALEM-280LED

280Kg 单门磁力锁附信号输出

CALEM-280DLED

280Kg 双门磁力锁附信号输出

CALEM-350LED

350Kg 单门磁力锁附信号输出

CALEM-350DLED

350Kg 双门磁力锁附信号输出

CALDB-100

标准型磁感应式电插锁，附延时功能（NC 断电开锁）

CALES-130NO

标准式电锁扣（NO 断电上锁）

CALES-130NC

标准式电锁扣（NC 断电开门）

CALES-131NO

短面板欧美式电锁扣 (NO 断电上锁)

CALES-131NC

短面板欧美式电锁扣 （NC 断电开门）

CALES-132NO

长面板欧美式电锁扣 （NO 断电上锁）

CALES-132NC

长面板欧美式电锁扣 （NC 断电开门）

CALEC-101

电控锁（单头）

CALEC-102

静音锁

产品规格

电锁产品规格_
电锁产品规格_电磁力锁
180 Kg 单门磁力锁单门磁力锁-附信号输出
CALEMCALEM-180S

锁体尺寸：182*41.4*20.5 mm (长*宽*高)
承受拉力：180 Kg （350 Lbs）
输入电压：12V 或 24V
工作电流：12V/300mA； 24V/150mA
专业装置：内置突波吸收器
适用范围：木门、玻璃门、金属门、防火门
安全类型：断电开门
信号侦测：门状态侦测信号输出
产品质量：1.2 Kg

180 Kg 双门磁力锁双门磁力锁-附信号输出
CALEMCALEM-180DS

锁体尺寸：364*41.4*20.5 mm (长*宽*高)
承受拉力：180 Kg*2 （350 Lbs*2）
输入电压：12V 或 24V
工作电流：12V/300mA*2 ； 24V/150mA*2
专业装置：内置突波吸收器
适用范围：木门、玻璃门、金属门、防火门
安全类型：断电开门
信号侦测：门状态侦测信号输出
产品质量：2.4 Kg

280 Kg 单门磁力锁单门磁力锁-附信号输出
CALEMCALEM-280 (LED)

锁体尺寸：250*48.5*25 mm (长*宽*高)
承受拉力：280 Kg （600 Lbs）
输入电压：12V 或 24V
工作电流：12V/500mA； 24V/250mA
专业装置：内置突波吸收器
信号侦测：门状态侦测信号输出
适用范围：木门、玻璃门、金属门、防火门
安全类型：断电开门
产品质量：2 Kg

280 Kg 双门磁力锁双门磁力锁-附信号输出
CALEMCALEM-280D (LED)

锁体尺寸：500*48.5*25 mm (长*宽*高)
承受拉力：280 Kg *2 （600 Lbs*2）
输入电压：12V 或 24V
工作电流：12V/500mA*2； 24V/250mA*2
专业装置：内置突波吸收器
信号侦测：门状态侦测信号输出
适用范围：木门、玻璃门、金属门、防火门
安全类型：断电开门
产品质量：4 Kg

350 Kg 单门磁力锁单门磁力锁-附信号输出
CALEMCALEM-350 (LED)

锁体尺寸：285*55*27.5 mm (长*宽*高)
承受拉力：350 Kg （770 Lbs）
输入电压：12V 或 24V
工作电流：12V/480mA； 24V/240mA
专业装置：内置突波吸收器
信号侦测：门状态侦测信号输出
适用范围：木门、玻璃门、金属门、防火门
安全类型：断电开门

产品质量
产品质量：2.5
Kg
专为商场
专为商场、小区金属门、实木门设计的中型磁力锁

350 Kg 双门磁力锁双门磁力锁-附信号输出
CALEDCALED-350D (LED)

锁体尺寸
锁体尺寸：570*55*27.5
mm (长*宽*高)
承受拉力
承受拉力：350
Kg *2（770 Lbs*2）
输入电压
输入电压：12V
或 24V
工作电流
工作电流：12V/480mA*2；
24V/240mA*2
专业装置
专业装置：内置突波吸收器
信号侦测
信号侦测：门状态侦测信号输出
适用范围
适用范围：木门、玻璃门、金属门、防火门
安全类型
安全类型：断电开门
产品质量
产品质量：5
Kg
专为商场
专为商场、小区金属门、实木门设计的中型磁力锁

电锁规格_
电锁规格_电插锁
标准型磁感应式电插锁标准型磁感应式电插锁-附延时
CALDBCALDB-100

锁体尺寸
锁体尺寸：205*35*40
mm (长*宽*高)
输入电压
输入电压：12VDC
启动电流
启动电流：900
mA （瞬间）
工作电流
工作电流：110
mA
延时功能
延时功能；0、3、6、9秒
适用范围
适用范围：木门、玻璃门、金属门、防火门
安全类型
安全类型：断电自动开锁
产品质量
产品质量：0.7
Kg
超低功耗
超低功耗、低温工作带门侦测信号输出

电锁规格_
电锁规格_电锁扣
标准式电锁扣
CALES--130NO
CALES
CALESCALES-130NC

锁体尺寸
锁体尺寸：150*39.5*28
mm (长*宽*高)
输入电压
输入电压：DC
12V
工作电流
工作电流：CALES-130NO
450 mA
CALES-130NC 200 mA
适用范围
适用范围：木门、金属门
产品质量
产品质量：0.4
Kg
NO 断电上锁；NC断电开门

欧美式短面板电锁扣
CALES--131NO
CALES
CALESCALES-131NC

锁体尺寸
锁体尺寸：160*25*28
mm (长*宽*高)
输入电压
输入电压：DC
12V
工作电流
工作电流：CALES-131NO
450 mA
CALES-131NC 200 mA
适用范围
适用范围：木门、金属门
产品质量
产品质量：0.3
Kg
NO 断电上锁；NC断电开门

欧美式长面板电锁扣

锁体尺寸
锁体尺寸：250*25*28
mm (长*宽*高)

CALESCALES-132NO
CALESCALES-132NC

输入电压
输入电压：DC
12V
工作电流
工作电流：CALES-132NO
450 mA
CALES-132NC 200 mA
适用范围
适用范围：木门、金属门
产品质量
产品质量：0.4
Kg
NO 断电上锁；NC断电开门

产品规格_
产品规格_电控锁
电控锁_
电控锁_单头
CALECCALEC-101

锁体尺寸
锁体尺寸：130*105*39
mm (长*宽*厚)
工作电压范围
工作电压范围：DC9V-18V
标准电压
标准电压：DC12V
最大电流
最大电流：330mA
待机电流
待机电流：10mA

静音锁
CALECCALEC-102

锁体尺寸
锁体尺寸：128*105*39
mm (长*宽*厚)
工作电压范围
工作电压范围：DC9V-18V
标准电压
标准电压：DC12V
最大电流
最大电流：330mA
待机电流
待机电流：10mA
磁感应最大距离
磁感应最大距离：10mm
上锁延时
上锁延时0.5S

开锁延时为0.5S

产品规格_
产品规格_电锁支架

电磁力锁产品支架规格
L型磁力锁专用支架
外形尺寸
外形尺寸：长170
* 宽40 * 厚29 (mm)

----> CALEM-180L-S

外形尺寸
外形尺寸：长250
* 宽47 * 厚28 (mm)

----> CALEM-280L

外形尺寸
外形尺寸：长285
* 宽54 * 厚31 (mm)

----> CALEM-350L

开门方式
开门方式：外开式木门、金属门、窄框门
产品重量
产品重量：0.14Kg/0.27Kg/0.33Kg
高强度铝合金制造
高强度铝合金制造，坚固耐用。

Z型磁力锁专用支架
外形尺寸
外形尺寸：长170
* 宽40 * 厚29 (mm)

----> CALEM-180Z-S

外形尺寸
外形尺寸：长250
* 宽47 * 厚28 (mm)

----> CALEM-280Z

外形尺寸
外形尺寸：长285
* 宽54 * 厚31 (mm)

----> CALEM-350Z

开门方式
开门方式：内开式木门、金属门、窄框门
产品重量
产品重量：0.38Kg/0.72Kg/0.81Kg
高强度铝合金制造
高强度铝合金制造，坚固耐用。

U型磁力锁专用支架
外形尺寸：长130 * 宽40 * 厚28 (mm)

----> CALEM-180U

外形尺寸：长180 * 宽40 * 厚28 (mm)

----> CALEM-280U

适用型号：180Kg/280Kg磁力锁系列
适用门式：无框玻璃门专用
开门方式：可推可拉
玻璃厚度：8～15mm
产品重量：0.25Kg/0.32Kg
高强度铝合金制造，坚固耐用。

U型磁力锁专用支架
外形尺寸：长185 * 宽45 * 厚23 (mm)

----> CALEM-350U

适用型号：350Kg磁力锁系列
适用门式：无框玻璃门专用
开门方式：可推可拉
玻璃厚度：8～15mm
产品重量：0.47Kg
高强度铝合金制造，坚固耐用。

吸板安装槽架
外形尺寸：长183 * 宽45 * 厚17 (mm)
适用材料：高强铝合金，表面喷沙
适用门型：金属门、木门、消防门等
适用电锁：280Kg系列磁力锁
外壳处理：阳极硬化电镀处理
产品重量：0.33Kg

电插锁产品支架规格
内开式窄框门电插锁专用支架
适用型号：CALDB-500
适用门式：内开式窄框门专用
开门方式：180度双向开门
玻璃厚度：10-15mm
产品重量：0.6Kg
铝合金制作，更适合安装、更坚固耐用

玻璃门电插锁专用支架
适用型号：CALDB-600
适用门式：下无框架玻璃门专用
开门方式：180度双向开门
玻璃厚度：10-15mm
产品重量：0.3Kg
不锈钢制作，更适合安装、更坚固耐用

----> CALEM-280I

下无框玻璃门电插锁专用支架
适用型号：CALDB-602
适用门式：下无框架玻璃门专用
开门方式：180度双向开门
玻璃厚度：10-15mm
产品重量：0.3Kg
铝合金制作，更适合安装、更坚固耐用

上下无框架玻璃门电插锁专用支架
适用型号：CALDB-700
规格尺寸：长205 * 宽58 *高46 （mm）
适用门式：上下无框架玻璃门专用
开门方式：180度双向开门
玻璃厚度：10-15mm
产品重量：1.3Kg
不锈钢制作，更适合门缝要求，更坚固耐用

订货型号 （电锁）
电锁）
CALEM-180S

180Kg单门磁力锁附信号输出

CALEM-180DS

180Kg 双门磁力锁附信号输出

CALEM-280LED

280Kg 单门磁力锁附信号输出

CALEM-280DLED

280Kg 双门磁力锁附信号输出

CALEM-350LED

350Kg 单门磁力锁附信号输出

CALEM-350DLED

350Kg 双门磁力锁附信号输出

CALDB-100

标准型磁感应式电插锁，附延时功能（NC断电开锁）

CALES-130NO

标准式电锁扣（NO断电上锁）

CALES-130NC

标准式电锁扣（NC断电开门）

CALES-131NO

短面板欧美式电锁扣 (NO断电上锁)

CALES-131NC

短面板欧美式电锁扣 （NC断电开门）

CALES-132NO

长面板欧美式电锁扣 （NO断电上锁）

CALES-132NC

长面板欧美式电锁扣 （NC断电开门）

CALEC-101

电控锁（单头）

CALEC-102

静音锁

订货型号（
订货型号（电锁支架）
电锁支架）
磁力锁支架
CALEM-180U

玻璃门U 型磁力锁专用支架,180Kg

CALEM-280U

玻璃门U 型磁力锁专用支架,280Kg

CALEM-350U

玻璃门U 型磁力锁专用支架,350Kg

CALEM-280I

280KG吸板专用槽架

CALEM-180Z-S

Z 型磁力锁专用多功能支架,180kg

CALEM-280Z

Z 型磁力锁专用多功能支架,280Kg

CALEM-350ZL

Z 型磁力锁专用多功能支架,350Kg

CALEM-180L-S

L 型磁力锁专用多功能支架,180Kg

CALEM-280L

L 型磁力锁专用多功能支架,280Kg

CALEM-350L

L 型磁力锁专用多功能支架,350Kg

电插锁支架
CALDB-500

内开式窄框门电插锁专用支架

CALDB-600

下无框玻璃门电插锁专用支架（不绣钢）

CALDB-602

下无框玻璃门电插锁专用支架（铝合金）

CALDB-700

上下无框玻璃门专用支架（不锈钢）

更多产品信息:
更多产品信息:

China Customer Service Hotline

Tel: (86) 400 8800 330

Security China

Tel:(86) 755-3398 4966

Security Asia

Tel: (852) 2439 2989

Honeywell Security Group
Automation & Control Solutions
Honeywell International Inc.
www.cn.security.honeywe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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