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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羅仕拿 About ROSSLARE
關於羅仕拿
羅仕拿安防產品是羅仕拿企業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專門從事生產和銷售高品質的安防
產品，其辦公室和合作夥伴遍佈全球各地。自 1980 成立以來，羅仕拿一直採用最新的
技術，致力於生產適合企業、住宅及公共機構方面的產品和系統。羅仕拿有三類
技術，致力於生產適合企業、住宅及公共機構方面的產品和系統。羅仕拿有三類主要
產品，門禁控制、防盜報警和巡更系統。
羅仕拿享有國際聲譽，擁有最高水準的產品品質和客戶服務
享有國際聲譽，擁有最高水準的產品品質和客戶服務(獲得
獲得 ISO9001:2000 和
ISO14001:2004 認證)，提供全球最好的產品及服務，包括：世界一流的產品設計及專業
，提供全球最好的產品及服務，包括：世界一流的產品設計及專業
的客戶服務，同時中國自主生產的設備具有可購性和高品質性，方便了客戶
的客戶服務，同時中國自主生產的設備具有可購性和高品質性，方便了客戶要求。與
此同時，羅仕拿一直本著不斷完善產品的宗旨，已成為一家一站式服務點及滿足世界
一直本著不斷完善產品的宗旨，已成為一家一站式服務點及滿足世界
範圍內的安防需求的企業。
About ROSSLARE
Rosslare Security Products, a division of Rosslare Enterprises Ltd. manufactures and
markets high-quality
quality security products through its worldwide offices and channel partners.
Since its inception in 1980, Rosslare implements the latest technologies for its corporate,
residential, and institutionall products and systems. Their vast products range includes;
access control systems and keypads, hardwire and wireless intrusion systems, guard patrol
management systems and applications software.
Rosslare takes pride in its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holding itself to the highest standards of
quality and customer service (ISO 9001:2008, ISO 14001:2004). With Rosslare, the clients
receive the best of all worlds; world-class
world class product engineering and design and
an world-wide
professional customer service, while benefiting from the quality and affordability of a
self-owned
owned manufacturing facility. Our three main product lines – Access Control, Intrusion
Detection and Guard Patrol, together with their ever growing product
product range have turned
Rosslare Security into a one-stop
stop-shop for wide-scale security needs.

產品規格價錢及其供應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All specifications, price and availability subject
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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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輝香港代理證書 Certificate of Authorization

產品規格價錢及其供應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All specifications, price and availability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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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網型多門控制器 Network Controller

這是一種可擴展的控制台系列，功能齊全、易於快速安裝。該面板是一款單門聯網控制器，最多可控制2046
個門。結合了 RS-232、RS-485 與 TCP/IP 通訊連結以及網路基礎設施上不可用的PSTN技術。這些系統靈
活性強，適用於絕大多數應用程式；包括用不同可程式設計動作所擴展的門禁訪問組，支持所有事件，分組那
些未通過返回的選項，以及如第一人延遲、互鎖裝置等有用的控制功能。

產品編號

產品型號及描述

29-02-0115

AC-115 小巧聯網型的門禁控制器







29-02-0215

AC-215可擴展的聯網型門禁控制器







29-02-0225

2400 個用戶及 2000 個事件記錄
支援兩個 Wiegand 26 位元讀卡器（密碼/密碼+感應卡/感應卡）
讀卡器有斷線監測功能，主機前蓋防撬監測功能
可連線使用或作獨立單門密碼控制器，不需連接電腦
能製作報表(出入/報警/用戶)，以便翻查異常紀錄(配合電腦/軟件)
後備電池可維持實時時鐘達十年
多達5000使用者存取權限
支援 3 種控制器：密碼，密碼+感應卡，或感應卡讀卡器
支援單門（入/出）和雙門（入/出，入/入，出/出）配置
斷電後實時時鐘保持時間長達2個星期
5000 FIFO（先進先出）的歷史事件日誌
一個7AH SLA備用電池的空間

AC-225IP內建TCP/IP模組的高級聯網型的門禁控制器







多達30,000使用者存取權限，支援4092扇門
20,000 個事件記錄
全智慧邏輯互連輸入輸出，讀卡器
斷電後實時時鐘保持時間長達2個星期
通過 MD – IO84 IO 擴展板，增加 8 個輸入，4 輸出
配合 MD-D02 擴展模組，可額外增加連接 2 個讀卡器，4 組輸入
/輸出

價目 (HK$)
歡迎查詢

存倉

歡迎查詢

現貨

歡迎查詢

現貨

現貨

歡迎垂詢會員及工程項目優惠價

產品規格價錢及其供應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All specifications, price and availability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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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安全性的可轉換型讀卡器/控制器 Convertible
and Secured Readers / Controllers

此系列產品可充當讀卡器，也可作為安全控制器使用，管理500個用戶。當連線到智慧電源（PS-x15T或
PS-x25T），這些產品將自動轉換為獨立的安全控制器。當連接到控制器（如AC-215或AC-115等）上時，則
將充當具備各種功能特性的讀卡器。此系列包括很多產品，如防暴型、室外、鍵盤與感應、僅鍵盤、智慧背光、
全點和密封式以及許多其他整合特點。

產品編號

產品型號及描述

29-02-2064

AYC-Q64B 密碼/感應讀卡器/控制器







29-02-5065

AYC-E65BG超薄壓電式密碼和感應讀卡器/控制器








29-07-0055

可轉換的讀卡器/控制器
支持4-8位PIN 碼和125KHz EM感應卡
管理500個使用者
設計美觀，適合室內和室外全天候使用
2個三色LED，內置蜂鳴器
支援Ｗiegand 26位元或Clock & Data 數據規格
可轉換的讀卡器/控制器
支持4-8位PIN 碼和125KHz EM感應卡
管理500個使用者
金屬薄身設計，適合室內和室外全天候使用
2個三色LED，內置蜂鳴器
背光鍵盤
支援Ｗiegand 26位元或Clock & Data 數據規格

AYC-E55 超薄壓電式密碼和感應讀卡器/控制器







可轉換的讀卡器/控制器
支持4-8位PIN 碼和125KHz EM感應卡
管理500個使用者
金屬薄身設計，適合室內和室外全天候使用
2個三色LED，內置蜂鳴器
支援Ｗiegand 26位元或Clock & Data 數據規格

價目 (HK$)
歡迎查詢

存倉

歡迎查詢

現貨

歡迎查詢

現貨

現貨

歡迎垂詢會員及工程項目優惠價

產品規格價錢及其供應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All specifications, price and availability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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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獨立型控制器 Standalone Controllers

羅仕拿的控制器使用高品質材料製成，創新的製程，以確保更高的可靠性和適合長時間使用。所有的控制器擁
有 500 個使用者容量和可選 4，5，6，或 4-8 位 的密碼長度。大多數產品都是完全密封，能在長期間惡劣的
天氣環境下保護元件。

產品編號

產品型號及描述

29-02-0042

AC-Q42H 防暴型密碼/感應獨立控制器






29-02-0044






29-02-0076






29-02-1042

內置發熱裝置防止鍵盤結冰(-20℃)







現貨

歡迎查詢

現貨

歡迎查詢

現貨

高靈敏度金屬製壓電式感應按鈕
最多 8 位元密碼，多次輸入錯誤後系統會鎖上
可管理 500 個用戶資料
高強度的防 UV,防暴,防水金屬殼 (IP68)
可設定門鎖釋放、報警器和警報的延時長度
可設定 4-8 位密碼長度
需與 PC-25T 及 25LT 智能電源供應器配合使用

AC-Q42HB 防暴背光型密碼/感應獨立控制器


歡迎查詢

現貨

內置 125KHz RFID 讀卡器
可儲存 500 個使用者的密碼/讀卡資料
防暴金屬外殼

AC-Q74 Hi-Secure 獨立安全型的 PIN/感應控制器


存倉

內置 125KHz RFID 讀卡器
可儲存 500 個使用者的密碼/讀卡資料
可設定 3 種不同保安級別
防暴金屬外殼

AC-Q44 防暴型壓感式密碼/感應獨立控制器(IP65)


價目 (HK$)
歡迎查詢

內置 125KHz RFID 讀卡器
可儲存 500 個使用者的密碼/讀卡資料
可設定 3 種不同保安級別
防暴金屬外殼
藍色背光鍵盤
內置發熱裝置防止鍵盤結冰(-20℃)

歡迎垂詢會員及工程項目優惠價

產品規格價錢及其供應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All specifications, price and availability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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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獨立型控制器 Standalone Controllers

產品編號

產品型號及描述

價目 (HK$)

存倉

29-02-1044

AC-F44 室外背光型密碼/感應獨立控制器

歡迎查詢

現貨

歡迎查詢

現貨

歡迎查詢

現貨

歡迎查詢

現貨






29-02-2032

AC-B32 室內密碼/感應獨立控制器






29-07-0041

500 個使用者，支援密碼/讀卡通行方式
125KHz, ASK 型 RFID 感應, Wiegand 26 位元 (選擇模式)
配合 BL-D40 使用時，可增加鈴聲、鐘報、警音和頻閃功能
輔助繼電器輸出
內置蜂鳴器

AC-Q41H 防暴型密碼獨立控制器






29-07-0043

內置讀卡器
500 個使用者，支援密碼/讀卡通行方式
IP65 防水防紫外光外殼
最多 8 位元密碼，多次輸入錯誤時，系統會鎖上

500 個使用者，支援密碼通行
光滑美觀外形設計，防暴外形結構
3 種使用者安全等級，允許特殊的密碼設置
可移動接線端子方便安裝接線
內置發熱裝置防止鍵盤結冰(-20℃)

AC-T43 防暴型壓感式密碼獨立控制器






500 個使用者，支援密碼/讀卡通行方式
美觀流暢的外型設計，防暴防水金屬外殼 (IP65)
最多 8 位元密碼，多次輸入錯誤時，系統會鎖上
可程式設計警報時刻（和 BL-D40 使用）
3A Form C Relay

歡迎垂詢會員及工程項目優惠價

產品規格價錢及其供應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All specifications, price and availability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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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獨立型控制器 Standalone Controllers

產品編號

產品型號及描述

價目 (HK$)

存倉

29-07-2041

AC-Q41SB 防暴微薄型背光密碼獨立控制器

歡迎查詢

現貨

歡迎查詢

現貨

歡迎查詢

現貨

歡迎查詢

現貨

歡迎查詢

現貨







29-07-1073











容納 500 個用戶
內置抗干擾二極體（IN4004）
輔助繼電器輸出
外殼防撬偵測

AC-F43 室外背光型密碼獨立控制器




29-07-9043

可管理 500 個用戶
高強度的防暴防水金屬殼 (IP68)
壓感式鍵盤
可設定門鎖釋放、報警器和警報延時時間
簡便的使用者管理和密碼查詢功能
需與 PC-25T 及 25LT 智能電源供應器配合使用

AC-B31 室內密碼獨立控制器


29-07-2043

內置發熱裝置防止鍵盤結冰(-20℃)

AC-T73 獨立安全型的密碼控制器


29-07-2031

500 個使用者，支援密碼通行
薄身光滑美觀外形設計，防暴外形結構
3 種使用者安全等級，允許特殊的密碼設置
最多 8 位元密碼，多次輸入錯誤時，系統會鎖上

容納 500 個用戶
一體式的鍵盤密碼輸入
IP65 防水、防紫外線

AC-S43 防暴豎框型壓感式密碼獨立控制器






500 個使用者，支援密碼通行
薄身光滑美觀外形設計，防暴外形結構
高靈敏壓感式金屬按鍵
3 種使用者安全等級，允許特殊的密碼設置
3A Form C Relay

歡迎垂詢會員及工程項目優惠價

產品規格價錢及其供應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All specifications, price and availability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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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卡器 PIN & Prox Reader

Rosslare 的讀卡器是由高品質的材料以及革新的製造技術程式製作而成的。因此，該款產品具有品質好、可
靠性高以及經久耐用的特點。適合行業標準的 Wiegand 26 位 和其他輸出要求，並支持多種格式輸出以及全
點式和密封式的功能。同時，還具有保護內部元件長期使用的外觀設計以及適應惡劣天氣環境的特性。

產品編號

產品型號及描述

價目 (HK$)

存倉

29-02-0012

AY-KR12B Proximity Reader (Small Box)

歡迎查詢

現貨

歡迎查詢

現貨

歡迎查詢

現貨

歡迎查詢

現貨






29-02-0019

AY-D19M 帶有鈴聲按鈕的室內密碼感應式讀卡器






29-02-0023

Wiegand 26 位格式輸出
讀卡距離：100 毫米(3.94 英寸)
適合 US 封裝標準
4 線端子接線柱，高亮 LED 顯示燈
室內使用，易於安裝

AY-L23C 室外長距離型 RF 射頻讀卡器 (433MHz)







29-02-0025

Wiegand 26 位格式輸出
良好的 RFID 讀卡距離，可達 80 mm (3.15″)
內接 60 cm (23.6″)遮罩數據線
IP65 防水等級，適合室內室外使用

優越的射頻性能- AM 或西歐/北歐使用的 ASK)
時尚、細長的外觀設計，內置天線
含光學牆式和外殼式防撬開關保護，包含防撬開關輸出信號
60cm (23.6 in) 6 芯介面線
射頻靈敏度 : -107 dBm
超低功耗

AY-M25 Mifare®智能感應式讀卡器







歡迎垂詢會員及工程項目優惠價

基於 ISO-14443A 協議，相容 Mifare®卡
最大讀卡距離可達 65mm (2.55″)
多格式輸出，包括 Wiegand 26 位
可選的 LED 指示燈控制或蜂鳴器控制功能
光學背面防撬開關探測技術
可全天候使用

產品規格價錢及其供應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All specifications, price and availability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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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卡器 PIN & Prox Reader

產品編號

產品型號及描述

29-02-0064

AY-Q64 防暴型 3x4 密碼/感應讀卡器






29-02-0065

AY-Q65 防暴型壓感式 3x4 密碼/感應讀卡器





29-02-0066

先進的輕接觸壓電式技術







六位元，紅色，7 段 LED 顯示





歡迎查詢

現貨

歡迎查詢

現貨

歡迎查詢

現貨

歡迎查詢

現貨

時間顯示

多種日期格式顯示
可更改鍵盤資料傳送格式
堅硬的防紫外線、防水外殼(IP65)
內置 125kHz ASK 類 EM RFID 讀卡器

AY-HR12B 感應讀卡器


存倉

讀卡距離可達 50 mm (1.97 in)
具有防水、防暴外殼 (IP65)
內置蜂鳴器，鍵盤操作時發出柔和提示音

AY-F66 室外時間/日期 LED 指示燈顯示型密碼/感應讀卡器


29-02-1012

支援 4 位元到 8 位元的密碼、RFID 感應卡及標籤識別
全天候操作(IP65)
內置 2 個三色 LED 及蜂鳴器
門鈴功能（”*”鍵，與羅仕拿控制器共同使用時）
可選 Wiegand 26 位或 Clock & Data 輸出格式

價目 (HK$)

Wiegand 26 位格式輸出
良好的 RFID 讀卡距離，可達 120 mm (4.72″)
RF 制式：125KHz ASK
IP65 防水等級，適合室內室外使用

歡迎垂詢會員及工程項目優惠價

產品規格價錢及其供應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All specifications, price and availability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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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卡器 PIN & Prox Reader

產品編號

產品型號及描述

29-02-2012

AY-JR12B 感應讀卡器





29-02-3012

AY-Q12 防暴型 Wiegand 26 位感應讀卡器






29-02-4012

Wiegand 26 位輸出格式
高安全性設計，環氧樹脂封裝，全密封金屬外殼
良好的 RFID 讀卡性能，距離可達 65mm (2.5″)
射頻制式：ASK/125 kHz。
IP65 防水等級，適合室內外使用。

AY-MR12B 感應讀卡器





29-02-6012

Wiegand 26 位格式輸出
良好的 RFID 讀卡距離，可達 120 mm (4.72″)
RF 制式：125KHz ASK
IP65 防水等級，適合室內室外使用

Wiegand 26 位格式輸出
良好的 RFID 讀卡距離，可達 100 mm (3.94″)
RF 制式：125KHz ASK
IP65 防水等級，適合室內室外使用

AY-V12 感應讀卡器







歡迎垂詢會員及工程項目優惠價

Wiegand 26 位格式輸出
良好的 RFID 讀卡距離，可達 228 mm (9″)
RF 制式：125KHz ASK
IP65 防水等級，適合室內室外使用
相容標準的 EM 格式感應卡及標牌
堅固防紫外光塑料外殼

產品規格價錢及其供應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價目 (HK$)

存倉

歡迎查詢

現貨

歡迎查詢

現貨

歡迎查詢

現貨

歡迎查詢

All specifications, price and availability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現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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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卡器 PIN & Prox Reader

產品編號

產品型號及描述

29-02-6335

AY-Q6350 防暴 Mifare®智慧感應式鍵盤讀卡器







29-02-6350

AY-W6350B Mifare®智慧感應式鍵盤讀卡器







29-03-0011

符合 ISO-14443A (Milfare®)規格，相容 Mifare®智能卡
最大讀卡距離可達 70mm (2.8″)。
完全支持標準 Wiegand 26 位格式及其它格式輸出
讀卡+密碼操作模式。
防 UV 堅硬外殼



存倉

歡迎查詢

現貨

歡迎查詢

現貨

歡迎查詢

現貨

背光鍵盤

AT-R11C ISO 125KHz 唯讀感應卡


29-03-0014

防水、防暴功能，適用於室外惡劣環境
符合 ISO-14443A（Mifare®）規格
最大讀卡距離可達 45mm (1.8″)
藍色背光鍵盤
8 種可設定的密碼讀卡資料輸出格式
門鈴功能，應用於羅仕拿控制器時，“*”鍵用於門鈴按鍵

價目 (HK$)

ID連結
壓印的Wiegand和Clock & Data格式ID和位置碼

AT-R14C 蛤殼式 125KHz 唯讀感應卡



ID連結
壓印的Wiegand和Clock & Data格式ID和位置碼

歡迎垂詢會員及工程項目優惠價

產品規格價錢及其供應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All specifications, price and availability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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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禁系統配件 Access Control Accessories
產品編號

產品型號及描述

29-08-0008

MD-08 Wiegand 26-Bit to RS232 智慧讀卡器程式設計介面


29-08-0014

MD-14 RS-232 至 RS-485 轉換器



29-08-0032

RS-485 轉RS-232 轉換線
支援 AC-115, AC-215, AC-225

MD-N32AA TCP/IP 至 RS-232 閘道(AC-215 使用)







29-08-0215

Wiegand 26 位 轉 RS-232 轉換器

通用型 RS-232 到 TCP/IP 轉換器
支援 DHCP 動態 IP 位址
+12VDC 電源輸入介面
1200bps 至 230.4Kbps 的 RS-232
RS-232 至 TCP/IP 雙向轉換
12V 壁掛式電源適配器

AS-525 M1 時間與考勤軟體 AC-215/225/525









歡迎垂詢會員及工程項目優惠價

尖端開發平臺，相容微軟 Windows
提供 MS SQL Server Express2005 安裝包
軟體安全保護，先進的報警處理常式
系統操作員許可權
多段時區，國家法定節假日進入和與 MS Outlook 同步
完全控制輸入,輸出與事件，並整合其他安防系統和提供電
梯控制功能
相容 AC-215，AC-225，AC-525 和相關的擴展模組

產品規格價錢及其供應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價目 (HK$)
歡迎查詢

存倉

歡迎查詢

現貨

歡迎查詢

現貨

歡迎查詢

現貨

現貨

All specifications, price and availability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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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禁系統配件 Access Control Accessories

產品編號

產品型號及描述

29-09-0016

EX-16E0 模擬壓感式 REX 開關 (IP65, w/Timer)






29-09-0040

BL-D40 小巧型的獨立控制器的鈴聲/閃光設備





29-09-5015

1-9分鐘警報時間
根據控制器事件發出門鈴、鐘聲和警報聲
LED 指示燈
12-24V DC 輸入

PS-A25T 智慧安全型的雙繼電器( For AC-x7x)








29-09-6015

高級觸摸式壓電開關
防水、防塵、防油及防其他化學溶劑。
電路密封裝配，防暴
不銹鋼安裝板及固態按鈕
直接安裝到單個接線開關盒，適合標準的美式制箱

2 路電源輸出，供電給控制器及電鎖，良好的隔離功能
使用羅仕那產品時，支援門鈴功能（按“*”鍵）
數位元通信方式傳輸鍵盤信號，防止干擾及破壞，鍵盤線斷
時會產生報警
內置後備電池充電電路，可接 12V 後備電池。
AC 斷開時自動切換到後備電池供電。
輔助輸入用於門磁或其它輔助輸入裝置

PS-C25T 智慧安全型的雙繼電器電源 (For AC-x7x)








歡迎垂詢會員及工程項目優惠價

內置 ID 晶片採集器，登記和記錄位置、事件和使用者標籤
資料
彈簧支撐接觸，便於 GC-01 對接
內置 GC-01 的 1800mAh 鋰離子電池的 AC-DC 適配器和
充電器
耐用、防塵、防水
超亮的電池 LED 紅綠狀態指示燈

價目 (HK$)
歡迎查詢

存倉

歡迎查詢

現貨

歡迎查詢

現貨

歡迎查詢

現貨

產品規格價錢及其供應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All specifications, price and availability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現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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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ool 巡更系統 DigiTool Guard Patrol System

產品編號

產品型號及描述

30-21-0000

GCK-01 DigiTool 巡更系統套裝


基本巡更



G







30-21-0001






內置 360 LED ，振動電機及蜂鳴器指示，提高 iButton 可
讀取性
通過振動、視覺和蜂鳴聲的方式提示電量低和存儲已滿
內置高容量的 1800mAh 可再充鋰離子電池
經久耐用、防水(通過 IP-65 級別測試)
9600 波特的上傳/下載速度
o

GC-02 充電座






30-21-0003

C-01巡更棒
GC-02巡更棒基座
GA-02位置鈕儲存包
GA-5 9芯數據傳輸線
GA-01位置鈕 x 12
內含說明書及DigiTool Reports LiteTM for PC

GC-01 DigiTool 資料採集讀卡器


30-21-0002

系統套件

支撐接觸，便於 GC-01 對接
內置 GC-01 的 1800mAh 鋰離子電池的 AC-DC 適配器和
快速充電器
含有 AC-DC 牆式變壓器
耐用、防塵、防水







歡迎垂詢會員及工程項目優惠價

存倉

歡迎查詢

現貨

歡迎查詢

現貨

歡迎查詢

現貨

現貨

彈簧

GC-03 數據和充電基站


價目 (HK$)
歡迎查詢

內置 ID 晶片採集器，登記和記錄位置、事件和使用者標籤
資料
彈簧支撐接觸，便於 GC-01 對接
內置 GC-01 的 1800mAh 鋰離子電池的 AC-DC 適配器和
充電器
耐用、防塵、防水
超亮的電池 LED 紅綠狀態指示燈

產品規格價錢及其供應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All specifications, price and availability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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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ool 巡更系統 DigiTool Guard Patrol System

產品編號

產品型號及描述

30-21-0005

GC-50 遠端存儲/通訊器







30-21-0011








30-21-0016

連 10 個事件 iButtons

10 種不同事件
超輕和堅固設計，易攜帶
耐磨損皮革

GA-06 GC-01 讀卡器皮套


歡迎查詢

現貨

歡迎查詢

現貨

歡迎查詢

現貨

現貨

天

12 種 16 進制加 4 位元數字碼，出原廠程式設計 16 位元組
ID 使代碼
兩卡具有同一代碼的機會率僅 1/300 億
持久，耐用，完全防水（防水等級 IP-68)
不易複製或篡改的密封內置 ID

GA-02 事件夾


存倉

回

GA-01B 位置標籤


30-21-0012

電通訊功能(可啟用或禁用)
多種呼叫計畫選項
內置即時日曆/時鐘，配備了後備電池，可以運作 14
內置蜂鳴器，2 個雙色 LED ，驗證視覺可見清晰度
RJ-11 電話入/出插頭
設計新穎、小巧，最低佈線要求，節省桌面空間

價目 (HK$)
歡迎查詢

美觀耐用

歡迎垂詢會員及工程項目優惠價

產品規格價錢及其供應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All specifications, price and availability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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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ool 巡 更 系 統 軟 件 DigiTool Guard Patrol
System - Software

DigiTool 呼叫中心(DCC)軟體





完全適合從控制台郵件報告和分析
快速易執行——全網路或單機獨立使用
多資料傳輸方式——支援RS232，PSTN撥號，局域和廣域網路
易增加事件和位置鈕

產品編號

產品型號及描述

30-21-0021



Level 1 GS-02



支援最多 8 個站, 32 個讀卡器,20 用戶端和 8 個 PC 操作員



Level 2 GS-02



支援最多16個站, 64個讀卡器, 32個用戶端和16個PC操作員



Level 3 GS-02



支援最多32個站, 96個讀卡器, 48個用戶端和32個PC操作員

30-21-0022

30-21-0023

歡迎垂詢會員及工程項目優惠價

價目 (HK$)
歡迎查詢

存倉

歡迎查詢

現貨

歡迎查詢

現貨

產品規格價錢及其供應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All specifications, price and availability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現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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