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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久集团有限公司创立于1984年，坐落于隐溪河畔。经过董事长姚金明、总裁姚春良父

子两代人38年的艰苦拼搏，公司立足于智能锁具的研发、生产、销售。主要产品有搭扣

锁、挂锁、机柜锁、防盗锁等。公司同时提供基于智能锁具的应用及服务。产品涵盖智慧

物流、工业智能、通讯行业、电力行业等。

公司拥有国内柜锁行业完善、强大的检测设备；建立了可靠的品保体系，更拥有一支专

业的研发技术团队，长期致力于智能锁的研发。所有产品均经过严格的信赖性测试，且

通过CE、RED等多项认证，公司通过IOS9000认证,生产为全环保车间符合RoSH标准，

同时拥有UL认证的目击实验室。公司已拥有广大的用户群体，并成为华为、中兴、顺丰

等公司的供应商。

长期以来生久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质量求生存，以管理求效益，不断完善内部管

理机制，增强企业竞争能力。

生久人肩负“创造客户价值，成就员工未来”的使命，以创新和服务求生存，励精图治，为

实现“建百年生久，创世界品牌”的愿景而努力拼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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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及专利02 AUTHENTICATION AND PA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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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通信
Communications

电力电气
Electric Power

智慧城市
Winsdom city

数据中心
Intelligent Apartment

快递柜
Express Cabinet

物流运输
Logistics

应用行业03 APPLICATION  INDUSTRY

磁感应电子电柜门锁及启闭方法
发明专利证书

双锁芯电子锁及其开启方法
发明专利证书

点触式转舌电子锁
发明专利证书

智能锁闭及多极化弹子锁芯
发明专利证书

铁塔柜门电子锁
发明专利证书

空转结构电子锁
发明专利证书

点触式转舌电子锁
发明专利证书

蓝牙智能挂锁
发明专利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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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温恒湿寿命试验机 洛氏硬度显微硬度计高低温湿热交变试验箱

群脉冲发生器

耐压测试仪

盐雾试验箱 砂尘试验箱 防水试验箱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X荧光直读光谱仪

频谱分析仪

静电放电发生器

快速温变箱

雷击浪涌发生器
实验室依CNAS-CL01:2018（ISO/IEC 17025:2017）的要求建立管理体系实验
室，以“科学公正、准确高效、服务至上、持续改进”为质量方针，规范工作流程。
已通过了UL目击实验室认可，TUV目击实验室认可。
实验室作为独立部门，保障了检测公正性

UL认证证书

TUV认证证书

实验设备04 EXPERIMENTAL INSTALLATION

场地2000平方米 五大类检测



电子锁系列产品05 ELECTRONIC LOCK SERIES

DS915

序号 品号 名称 说明
1 2159150006 蓝牙电子钥匙

开锁方式 蓝牙授权
主要材料 外壳：ABS

装饰圈：ZZnAL4Y
钥匙头：SUS304

技术参数 工作电压：DC3.7V
充电电压：DC5V
工作电流： ≤ 0.5A
防护等级：IP44
产品重量：0.072kg
工作温度：-20 ~ +60℃

接口定义 充电接口： Micro USB
蓝牙版本：BLE4.0

说         明 1、蓝牙通信协议请向技术部门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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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孔尺寸

DS705-2M-19

序号 品号 名称 说明
1 DS705Z3AE06002 圆柱锁 塑料防尘盖
2 DS705Z3AE06003 圆柱锁 锌合金防尘盖

开锁方式 电子钥匙授权开锁
主要材料 基座：锌合金

锁芯： SUS304
技术参数 工作电压： DC3.3~4.2V  

工作电流： ≤0.5A
工作温度：-20~65°C
防护等级：IP54
止口高度：H = 28 (标准)

接口定义 单点锁芯
说         明 1、与DS915蓝牙电子钥匙配套使用

2、电子钥匙插入锁芯，无权限开锁时锁芯空转

DS712-7-1A
开锁方式 电子钥匙授权开锁、应急开锁（机械钥匙）
主要材料 基座：锌合金

手柄：锌合金
压板：Q235

技术参数 锁芯电压：DC3.7V
锁芯电流： ≤ 0.5A
工作温度：-20~65°C
防护等级：IP65

接口定义 单点锁芯
说         明 1、机械锁芯出厂时有封闭贴膜，在电子锁芯失效无法开锁时，撕掉封闭

贴膜，使用机械钥匙将三角箭头标记朝上，再用电子钥匙旋转电子锁芯
可开锁
2、锁芯自带复位功能，关锁时直接把手柄压入基座内

机械锁芯解锁示意图开孔尺寸产品尺寸

序号 品号 名称 说明
1 DS712Z2B722006 机柜锁 双锁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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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712-9B

序号 品号 名称 说明
1 DS712Z2B010052 DS712-9 机械锁芯
2 DS712Z2B000002 DS712-9B 电子锁芯

开锁方式 上电开锁、应急开锁（电子钥匙）
主要材料 基座：锌合金

手柄：锌合金
钢栓：不锈钢

技术参数 工作电压：DC4~5.5V
工作电流： ≤ 0.2A
供电时间：< 15S
工作温度：-20~65°C
防护等级：IP55（正面）

接口定义 见表定义
说         明 1、手柄打开，灰线和橙线导通；手柄关闭，灰线和橙线断开

2、通过调节垫片数量改变止口高度

名称 颜色 说明

GND 黄色 地
NC 灰色 预留
NC 白色 预留

VCC 红色 开锁信号，接收控制盒指令；高电
平开锁（功率）

BUZZER_IN 蓝色 蜂鸣器，接收控制盒指令；高电平
蜂鸣器响（功率）

ACT_OUT 黑色 激活，锁具输出；正常悬空，按下时
与地短路

LED_IN 橙色 锁面板LED控制信号，接收控制盒
指令；高电平灯亮（绿色）

HANDLE_OUT 绿色 手柄信号，锁具输出；手柄合上时
与地短路，手柄打开信号悬空

DS712-D
开锁方式 远程开锁、应急开锁（机械钥匙）
主要材料 基座、手柄：锌合金

钢栓、压板： Q235
技术参数 工作电压：DC3.7~5V

工作电流： ≤ 0.3A
手柄承受扭力： ≤ 30N.m
工作温度：-40~60°C
防护等级：IP55

接口定义 类型：SM-7P
黄线：远程开锁+
白线：远程开锁-
红线： +5V（LED灯）

灰线：唤醒信号输出
橙线：手柄信号输出
黑线：GND 

说         明 1、唤醒按钮按压后输出给控制器，控制器给锁供电进行开锁

序号 品号 名称 说明
1 DS712Z2B723050 机柜锁

开孔尺寸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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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834-6
开锁方式 RS485开锁、应急开锁（电子钥匙）
主要材料 基座：锌合金

手柄：锌合金
连杆： SUS304

技术参数 工作电压：DC12V±1V 
工作电流： ≤ 0.3A
工作温度：-20~65°C
防护等级：IP65

接口定义 类型：PH2.54（公端）
红线：VCC
黑线：GND
白线：RS485+
黄线：RS485-
灰线：中断信号

说         明 1、接到开锁指令 20 秒后，会自动切断电磁阀
供电；在开锁结束后 20 秒内均无法再次开锁

序号 品号 名称 说明
1 DS834Z2EE06053 浮装锁

开孔尺寸产品尺寸

DS864-8-7A/7C

序号 品号 名称 说明
1 DS864Z2E723089 DS864-8-7A 4芯线、机械钥匙
2 DS864Z2E723110 DS864-8-7A 6芯线、机械钥匙
3 DS864Z2E723061 DS864-8-7C 6芯线、电子钥匙
4 DS864Z2E723005 DS864-8-7A-P 4芯线、机械钥匙、带挂臂

开锁方式 远程开锁、应急开锁（机械钥匙/电子钥匙）
主要材料 基座：锌合金

手柄：锌合金
钢栓： SUS304

技术参数 工作电压：DC12V 
工作电流： ≤ 0.3A
工作温度：-40~65°C
防护等级：IP65

接口定义 类型：散线
红线：VCC
黑线：GND
白线：状态输出线
黄线：状态输出线

说         明 1、以上接口是4芯线的定义，6芯线的定义另见规格书

开孔尺寸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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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864-8-7F-1
开锁方式 远程开锁、应急开锁（电子钥匙）
主要材料 基座：锌合金

手柄：锌合金
钢栓： Q235

技术参数 工作电压：DC5V 
工作电流： ≤ 0.3A
工作温度：-20~60°C
防护等级：IP65(正面)

接口定义 类型：散线
红色：VCC
黑色：GND
灰色：手柄信号输出正     
橙色：手柄信号输出负

说         明 1、手柄打开，灰线和橙线导通；手柄关闭，灰线和橙线断开
2、适合多种孔位安装

开孔尺寸产品尺寸

序号 品号 名称 说明
1 DS864A2E723050 浮装锁 机械锁芯
2 DS864Z2EE06016 浮装锁 电子锁芯

DS864-8-7F-3
开锁方式 远程开锁、应急开锁（机械钥匙/电子钥匙）
主要材料 基座：铝合金

手柄：锌合金
钢栓： Q235

技术参数 工作电压：DC5V 
工作电流： ≤ 0.2A
工作温度：-20~65°C
防护等级：IP55（正反面）

接口定义 类型：散线
红线：LED控制线
灰线：手柄状态输出端（共地）
蓝线：电机控制+
白线：唤醒开关输出端（共地）

黄线：空
绿线：电机控制-
橙线：蜂鸣器
黑线：GND

说         明 1、手柄打开，灰线和橙线导通；手柄关闭，灰线和橙线断开
2、适合多种孔位安装

开孔尺寸产品尺寸

序号 品号 名称 说明
1 DS864Z2E000057 浮装锁 机械锁芯
2 DS864A2EE06055 浮装锁 电子锁芯

蓝色： 蜂鸣器
绿色：OTG+; 
白色：复位信号输出负
黄色：复位信号输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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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864-8-8A
开锁方式 远程开锁、应急开锁（机械钥匙）
主要材料 基座：锌合金

手柄：锌合金
钢栓： SUS304

技术参数 工作电压：DC12V 
工作电流： ≤ 0.3A
工作温度：-40~65°C
防护等级：IP65

接口定义 类型：散线
红线：VCC
黑线：GND
灰线：机械钥匙受控线12V+
橙线：机械钥匙受控线GND

蓝线：远程开锁信号
绿线：远程开锁信号
白线：开关状态输出信号线
黄线：开关状态输出信号线

说         明 1、控制器设定通电时间不超过25秒
2、只有在锁芯受控线断电时，方可以使用机械钥匙进行开启

序号 品号 名称 说明
1 DS864Z2E000016 机柜锁 锁芯受控

开孔尺寸产品尺寸

DS867-5B

序号 品号 名称 说明
1 DS867Z1EE03004 机柜锁 黄灰
2 DS867Z1AE03006 机柜锁 黑淡光

开锁方式 刷卡开锁（IC卡）、RS485开锁、
应急开锁（机械钥匙）

主要材料 基座：锌合金
手柄：锌合金

技术参数 工作电压：DC12V 
工作电流： ≤ 0.3A
工作温度：-10~70°C
防护等级：IP50

接口定义 类型：RJ45水晶头
1线(黑)：GND
5线(红)：VCC
7线(黄)： 485-
8线(白)： 485+

说         明 1、IC卡工作频率13.56MHz，符合ISO 14443 TYPE-A标准

开孔尺寸

RJ45水晶头线序意图

产品尺寸

安装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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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899
开锁方式 刷卡开锁（IC卡）、RS485开锁

应急开锁（机械钥匙）
主要材料 基座：锌合金

手柄：锌合金
钢栓： SUS304

技术参数 工作电压：DC12V 
工作电流： ≤ 0.25A
工作温度：-20~65°C
防护等级：IP65
锁芯：欧标锁芯

接口定义 类型：RJ45水晶头
1线(白)：485+
2线(黄)：485-
3线(红)： 12V+
8线(黑)： -GND

说         明 1、IC卡工作频率13.56MHz，符合ISO 14443 TYPE-A标准

开锁方式 刷卡开锁（IC卡）、RS485开锁
应急开锁（机械钥匙、电子锁芯）

主要材料 基座：锌合金
手柄：锌合金
钢栓： SUS304

技术参数 工作电压：DC12V 
工作电流： ≤ 0.3A
工作温度：-40~65°C
防护等级：IP65

接口定义 类型：RJ45水晶头
1线(红)：VCC
2线(黑)：GND
5线(黄)： 485-
6线(白)： 485+

说         明 1、IC卡工作频率13.56MHz，符合ISO 14443 TYPE-A标准

DS899-1A刷卡锁

开孔尺寸产品尺寸 开孔尺寸产品尺寸

序号 品号 名称 说明
1 DS899Z2EE03001 机柜锁 常规协议
2 DS899Z2EE03076 机柜锁 modbus协议

序号 品号 名称 说明
1 DS899Z2E723001 DS899-1A 常规协议
2 DS899Z2E723026

锁芯类型
机械锁芯
机械锁芯DS899-1A modbus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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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体安装尺寸

锁扣尺寸

DS635-4E

序号 品号 名称 说明
1 DS635F2A000057 搭扣锁

开锁方式 上电开锁、应急开锁
主要材料 锁壳： Q235，电泳黑
技术参数 锁扣承载力：≥ 600N

负重开锁：≥200N
工作电压：DC4.0 ~ 5.5V
工作电流： ≤ 0.5A
中性盐雾：48H
工作温度：-20~70°C
执行机构：电机

接口定义 类型：XH2.54-2Y
红线：VCC
黑线：GND
黄线：状态输出线
绿线：状态输出线

说         明 1、锁开时两状态线开路，锁关时两状态线短路

DS899-1A蓝牙锁
开锁方式 蓝牙开锁、远程开锁（DO接口或RS485）

应急开锁（机械钥匙或电子钥匙）
主要材料 基座：锌合金

手柄：锌合金
钢栓： SUS304

技术参数 工作电压：DC12V 
工作电流： ≤ 0.25A
工作温度：-40~65°C
防护等级：IP65

接口定义 类型：散线
1线(红)：VCC
2线(黑)：GND
3线(灰)：DO接口

4线(橙)：触发脚 
7线(白)：手柄开关信号输出 
8线(黄)：手柄开关信号输出 

说         明 1、蓝牙标准BLE4.0
2、支持RS485时接口按具体规格书定义

序号 品号 名称 锁芯类型
1 DS899Z2E000012 DS899-1A 机械锁芯
2 DS899Z2E000013 DS899-1A 电子锁芯
3 DS899Z2E723025 DS899-1A-1 机械锁芯

说明
常规蓝牙协议+干接点信号
常规蓝牙协议+干接点信号
常规蓝牙协议+Modbus协议

开孔尺寸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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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应急开锁方式的安装

DS635-6

序号 品号 名称 说明
1 DS635F1B000051 搭扣锁 支持级联

开锁方式 RS485开锁、应急开锁
主要材料 锁舌：不锈钢

固定扣：不锈钢
锁壳： Q235

技术参数 工作电压：DC9~16V
工作电流： ≤ 0.1A
锁舌承载力：≥ 1500N
通信接口：RS485
工作温度：-10 ~ 55°C

接口定义 类型：RJ45母座
1线：RS485+
2线：RS485-
3线： +12VDC

4线： RS485+
5线： RS485-
8线： GND

说         明 1、可与机械锁配合使用
2、顶针可选配

DS635-9D

序号 品号 名称 说明
1 DS635F2I000063 搭扣锁 XHS2.54-4PIN

2 DS635F2I000064 搭扣锁 SM2.54-2A
SM2.54-2Y

开锁方式 上电开锁、应急开锁
主要材料 锁壳： Q235，电泳黑
技术参数 锁扣承载力：≥ 600N

负重开锁：≥100N
工作电压： DC12±1V  
工作电流： ≤2.5A
中性盐雾：48H
工作温度：-20~70°C
执行机构：电磁阀

接口定义 红线：VCC
黑线：GND
蓝线： NC 端
白线： COM 端

说         明 1、锁关时白蓝线短路， 锁开时白蓝线开路
2、顶针可选配 

锁体安装尺寸

锁扣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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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918-1B
开锁方式 蓝牙开锁
主要材料 锁壳： SUS304

锁钩： SUS304
技术参数 工作电压：DC3.0V 

工作电流：≤100mA（平均）
休眠电流：＜1uA
工作温度：-30~60°C
锁钩直径：9.5mm
防护等级：IP65
中性盐雾： 240H
锁梁拉力： ≥ 5000N
使用寿命： ≥ 11000
挂锁重量： 0.6kg

接口定义 应急供电：Type-C（DC5.0V）
说         明 1、蓝牙标准BLE5.0

2、锁具使用一次性电池，不可更换
3、锁钩可分离
4、锁具平时休眠，按钮激活

锁壳上可进行激光打标

销 售 受 限

DS918-2A
开锁方式 蓝牙开锁
主要材料 罩壳： TPU

固定座：锌合金
下盖：锌合金
锁钩： SUS304

技术参数 工作电压：DC3.6V 
工作电流：≤0.1A
休眠电流：＜1uA
工作温度：-20~60°C
锁钩直径：7mm
防护等级：IP67
锁梁拉力： ≥ 1200N
使用寿命： ≥ 20000次
挂锁重量： 0.27kg

说         明 1、蓝牙标准BLE4.0
2、使用一次性锂电池，不可更换
3、锁具平时休眠，按钮激活
4、锁体颜色默认冷灰色，批量可以定制

序号 品号 名称 说明
1 DS918Z2A000050 蓝牙挂锁

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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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782

序号 品号 名称 说明
1 DS782F3G000001 电磁锁 XH2.54-Y
2 DS782F3G000002 电磁锁 1.5米线、RJ45

开锁方式 远程开锁、应急开锁（机械钥匙）
主要材料 基座：Q235(镀镍）

锁芯：锌合金（镀铬）
技术参数 工作电压：DC12V

工作电流： ≤ 0.7A
工作温度：-20~60°C
防护等级：IP5X

接口定义 类型：XH2.54-Y或RJ45
红线： VCC
黑线：GND 

说         明 1、电子锁不能长时间通电，通电时间请勿超过30秒

产品尺寸

DZGS1-A-1A （无源，无需电池，免维修）
开锁方式 电子钥匙授权开锁
主要材料 基座：锌合金

锁钩：SUS304
防尘盖：PP
锁芯：SUS304

技术参数 工作电压： DC3.3~4.2V 
工作电流： ≤0.5A
工作温度：-40~70°C
防护等级：IP55
锁钩直径：10mm
锁梁拉力： ≥ 300N

接口定义 单点锁芯
说         明 1、与DS915蓝牙电子钥匙配套使用

2、电子钥匙插入锁芯，无权限开锁时锁芯空转

序号 品号 名称 说明
1 DSGS1Z2B000051 无源挂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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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919

序号 品号 名称 说明
1 DS919A2E000050 电子锁体

2 销售受限 机械锁体

开锁方式 电子锁体为正常开锁（可单独使用）、机械锁体为应急开锁
主要材料 基座：铝合金
技术参数 工作电压：DC4.2 ~ 6.5V

工作电流： ≤ 0.5A
齿条行程：40mm
工作温度：-10~60°C
防护等级：IP65

接口定义

电子锁体

机械锁体

类型：
红线：激活信号
橙色：GND
蓝色：电机开锁到位信号
绿色：齿条到位信号

灰色：电机上锁到位信号
白色：齿条到位信号
黄色：电机正（上锁）
黑色： GND

说         明 1、关锁状态下，灰色和黑色导通
2、开锁状态下，蓝色和黑色导通

电子锁体尺寸

机械锁体尺寸 机械锁体钥匙

DS982-4C
开锁方式 远程开锁、应急开锁（机械钥匙）
主要材料 面板：锌合金（亮光铬）

手柄：锌合金（亮光铬）
固定座：锌合金

技术参数 工作电压：DC12V 
工作电流：≤40mA
工作温度：-20~65°C
防护等级：IP65

说         明 1、开锁，指示灯为绿色，关锁，指示灯为红色

接口定义 类型：散线
红线：远程开锁控制端
黑线：远程开锁控制端

产品尺寸 开孔尺寸

销 售 受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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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Z636-D NB锁控平台应用产品
开锁方式 远程开锁
主要材料 基座：铝合金

面板：铝合金
锁舌：锌合金

技术参数 工作电压：DC12V 
工作电流：≤2A
工作温度：-10~55°C
防护等级：IP41
锁具寿命：50000

接口定义 类型：San2.0-8P
红线：VCC
黑线：GND
橙色：开锁信号输入线

绿色：门磁状态信号线NO
黄色：门磁状态信号线COM
蓝色：锁舌状态信号线NO
白色：锁舌侦测信号线COM

说         明 1、开锁信号输入线短接GND时开锁

产品尺寸 锁板尺寸

序号 品号 名称 说明
1 DS636A2B000055 电插锁

NB智能锁控平台是针对NB控制器及配套的电子锁、蓝牙电子钥匙

的管理平台。平台可对控制器、锁具、蓝牙钥匙、人员等进行管理；可

对开锁权限进行流程管控，包括开锁权限的申请、审核、开锁记录保

存等功能。

开锁方式
NBIot开锁、蓝牙开锁、电子钥匙开锁
使用环境
工作温度-20℃～60℃；防护等级：IP65
工作电源
控制器使用一次性电池（DC6V），独立电池仓，可更换电池
扩展功能
支持温湿度采集、水侵报警、箱体倾斜震动报警等功能扩展

序号 品号 名称 说明
1 KZ950N05002 DS950控制器 NB+蓝牙

2 DS864A2EE06055 DS864-8-7F-3电子锁 电子锁芯

3 2159150006 DS915电子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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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以太网技术和CAN技术相结合，打造IDC刷卡锁控系统系列产品，

包括网络控制器、节点控制器、刷卡锁等。可在锁上直接刷卡开锁，

操作便捷。锁具开关状态可实时上传至监控中心。

序号 品号 名称 说明
1 KZWK2F05002 DZWK002网络控制器

2 KZJD1N06003 DZJD002-2节点控制器

3 DS899Z2EE03135 DS899电子锁 常规协议

连接方式
每个网络控制器最多可接32个节点控制器（逐个串联连接），每个节点控制
器接同一个机柜的前后门2把刷卡锁（DS899）

远程开锁
在锁上进行刷卡，IC卡号上传至集控系统，集控系统根据验证IC卡人员的权
限进行远程开锁

锁状态监控
锁的开关状态会通过网络控制器主动上报给集控系统，管理人员可实时了
解每把锁的开关状态

工作电源
网络控制器外接220V AC，每个节点控制器外接一个220V转12V的电源适
配器

通过将以太网和CAN总线相结合，成功打造了IDC锁控系统系列产

品，包括网络控制器、节点控制器、电子锁、门磁检测开关等。网络控

制器通过TCP网络与数据中心集控系统连接，对机柜门锁的状态进

行实时监测及远程开锁。

连接方式
每个网络控制器最多可接32个节点控制器（逐个串联连接），每个节点控制
器接同一个机柜的前后门2把锁，门磁检测开关通过锁接入节点控制器

远程开锁
集控系统与网络控制器通过TCP协议通信，下发开锁指令，管理员可在监
控中心进行远程开锁

锁状态监控
门、锁的开关状态会通过网络控制器主动上报给集控系统，管理人员可实
时了解每个机柜的状态

工作电源
网络控制器外接220V AC，节点控制器和电子锁的电源由网络控制器通过
连接线提供，无需另外提供电源

序号 品号 名称 说明
1 KZWK1F05001 DZWK001网络控制器

2 KZWK2F05001 DZWK001-W网络控制器 WIFI功能

3 KZJD1N06002 DZJD001-2节点控制器

4 DS818N00140052 DS818-1电子锁

IDC锁控系统刷卡锁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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