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换锁芯 实现智能开锁
Smart way to open the doorOnly change lock Cyli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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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钟安装成功 / 不换锁体 / 不破坏门 / 可调节式锁芯
Smart way to open the doorOnly change lock Cylinder

办公室门（示例）

阳台平移门（示例）
www.we-loc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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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盗门（示例）

室内门（示例）

www.iSmartEy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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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开锁

微信开锁

刷卡开锁

AI 1 便捷版

遥控开锁

密码开锁

可调节锁芯

微锁公众号

适用场景/Applicable place：防盗门、室内门、推拉门、阳台门、办公室玻璃门、花园铁门
把手材料/Handel material： 不锈钢
高低温环境/Work temperature： -30℃～60℃
防水等级/Waterproof grade： IP44
耐按压次数/Pressing cycle times： >10万次
电池类型/Battery Type： 3*AAA7号电池

品牌/Brand： WE.LOCK

电池更换/Battery replacement： 可更换

安全级别/Security level： 顶级

机身尺寸（以4030为例）/Cylinder boby size (40-30)： 180MM*45MM*45MM

APP开锁/APP unlock： Y

进口引擎动力技术/Import engine technology： Y

微信开锁/Wechat unlock： Y

防偷窥密码功能（30位乱码）/Anti-peep password function (30 random garbled)： Y

刷卡开锁/Card unlock： Y

低电量提醒功能/Low battery reminder function： Y

密码开锁/Keypad unlock： Y

安防预警自动上锁功能/Security warning and automatic lock function： Y

添加遥控器数/Remoter nember： 8

后台管理系统/Backstage management system： Y

添加管理密码数（6-12位）/Admin PW No.( 6-12 digits)： 1

蓝牙开锁/Bluetooth unlock： 4.0BLE

添加用户密码数（6-12位）/User PW No.( 6-13 digits)： 9

开锁记录报表查询/Unlock Record Report ： Y

添加RFID卡数/RFID card No.： 20

感应开锁（蓝牙自动联接）/Induction unlock (Bluetooth auto )： Y

适用门厚/Applicable door thickness ： 50-150MM

远程授权开锁/Remote authorization unlock： Y

可联智能系统主机/Can connect intelligent system ： Y

支持平台/Support platform： IOS,Android，Wec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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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开锁

微信开锁

指纹开锁

AI 3 银行版

遥控开锁

可调节锁芯

微锁公众号

适用门厚/Applicable door thickness ： 50-150MM
把手材料/Handel material： 不锈钢
高低温环境/Work temperature： -30℃～60℃
防水等级/Waterproof grade： IP44
耐按压次数/Pressing cycle times： >10万次
进口银行级指纹技术/Imported bank - level fingerprint technology： Y
拒真率/Rejection rate： 0.010%

品牌/Brand： WE.LOCK

认假率/Recognition rate： 0.003%

安全级别/Security level： 顶级

电池类型/Battery Type： 3*AAA7号电池，可更换

APP开锁/APP unlock： Y

机身尺寸（以4030为例）/Cylinder boby size (40-30)： 180MM*45MM*45MM

微信开锁/Wechat unlock： Y

进口引擎动力技术/Import engine technology： Y

指纹开锁/Fingerprint unlock： Y

防偷窥密码功能（30位乱码）/Anti-peep password function (30 random garbled)： Y

遥控开锁/Remoter unlock： Y

低电量提醒功能/Low battery reminder function： Y

指纹管理员数/Administrator nember： 3

安防预警自动上锁功能/Security warning and automatic lock function： Y

添加指纹数/Fingerprints nember ： 999

OLED液晶显示/OLED liquid crystal display： Y

添加遥控器数/Remoter nember： 8

后台管理系统/Backstage management system： Y

可联智能系统主机/Can connect intelligent system ： Y

开锁记录报表查询/Unlock Record Report： Y

适用场景/Applicable place：防盗门、室内门、推拉门、阳台门、办公室玻璃门、花园铁门

支持平台/Support platform： IOS，Android，Wec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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