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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适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0 年创立

于美丽的黄浦江之滨，是一家专业从事各种建

筑自动化管理设备和系统的研发、设计、制造、

销售、安装和售后服务的高科技企业。

多年来，公司以现代化智能建筑为主线，依托

数十年的行业经验，围绕“安全、智能、节能”主

题，整合国内外各领域优秀技术和产品供应

商，目前是已成为全球唯一的开门机上市公司

意大利耐氏集团（Nice）华东地区总代理、全

球顶级自动门控供应商瑞士瑞可达（record）

华东地区一级经销商、英国著名通道管理系统

供应商英琥 (EVOLVE) 中国地区战略合作

伙伴。

强强联手的同时，公司积极投入自主研发，创

立并打造建筑自动化著名品牌 CViTec，竭力

为众多建筑提供覆盖各类人行通道、车辆管理

通道以及通风、遮阳控制相关的产品和解决方

案，致力于简化我们日常工作和生活，为人们

创造一个融合了建筑之美和科技之魅的安心

惬意的工作、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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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庭院门解决方案 / 平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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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FAB M-FAB L-FAB Big-FAB

≤2.3m，≤400Kg ≤3m，≤600Kg ≤4m，≤650Kg ≤5m，≤900Kg

WALKY HOPP HYKE HYPPO

≤1.8m，≤180Kg,
开启90°仅需7秒

≤2.4m，≤250Kg ≤3.5m，≤330Kg ≤3m，≤800Kg

HS
快速版

HS
快速版

新型隐藏式电机

WIGNO TOONA HydraSwing OLTRE
WG4000:  ≤2.5m，≤400Kg
WG500a0:  ≤3.5m，≤500Kg

TOONA4: ≤3m，≤500Kg
TOONA5: ≤4m，≤550Kg
TOONA7: ≤7m，≤1750Kg

≤12m，≤6804Kg
液压技术

≤1.8m，≤180Kg

曲臂式电机

直臂式电机

地埋式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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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KED系列
NKSL400 ≤ 400Kg
隐藏式安装

SLIGHT系列
SLH400  ≤400Kg

ROX系列
ROX600    ≤600Kg
ROX1000  ≤1000Kg

ROBUS系列
RB400    ≤400Kg
RB600    ≤600Kg
RB1000  ≤1000Kg

RUN系列
RUN1500 ≤1500Kg
RUN1800 ≤1800Kg
RUN2500 ≤2500Kg

TUB系列
TUB3500 ≤3500Kg

SlideDriver系列
SD200    ≤9072Kg
SD80      ≤3629Kg

ROBUS HS系列
RB250HS  ≤250Kg, 40cm/s
RB500HS  ≤500Kg, 44m/s

RUN HS系列
RUN400HS   ≤400Kg, 70cm/s
RUN1200HS ≤1200Kg, 37cm/s

SliderDriverVF系列
SD30VF ≤1361Kg, 50cm/s
SD50VF ≤2268Kg, 90cm/s

快速电机系列

电动庭院门解决方案 / 平移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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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iTec平开门电机

CViTec平移门电机

≤3.5m，≤800Kg

电动庭院门解决方案 / 适辉精品

地轮式电机
≤1.8m，≤300Kg
曲臂式电机

≤1.5m，≤180Kg
快速人行门

≤600Kg
CL系列平移门电机

≤1200Kg
CM系列平移门电机

≤1500Kg
CH系列平移门电机

≤3.5m，≤600Kg
直臂式电机

≤1.8m，≤200Kg
地埋式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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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艺门

铸铝门

铜门

铁艺门

实木门

不锈钢门

门体制作

铜本性温润，耐腐蚀，抗菌抗氧化，不易受损，寿长于木材，较

之砖瓦，铜门更耐岁，而且风姿卓越，色调绚丽，浑厚沉稳中

不失风雅，苍古盎然中蕴涵新意。适辉铜门通过精工打造，匠

心诚厚，诸形工美，将精湛的铜工艺与现代科技完美结合，承

传统建筑之典雅，令有限的空间挥发无限的气度。

适辉铝艺门选用采用高强度工业铝，经过 T15 热处理成形，

并经过精心的设计，整体强度极大，并通过采用特殊工艺处

理，形成永久保护膜，光滑平整，永不生锈，清洁方便，不需保

养。适辉铝艺门线形的外观、柔和的色调，能协调周围的景

观，能融合现代化都市空间及自然环境，让你悠游其间。

铁艺作为建筑装饰艺术，出现在 17 世纪初

期的巴洛克建筑风格盛行时期，一直伴随着

欧洲建筑装饰艺术的发展，有着古朴、典雅、

粗犷的艺术风格和辉煌历史，流传至今。适

辉铁艺门结合产品的实用性和艺术性精雕

细琢 , 力求做到精确无误 , 使每一件产品都

尊贵不凡。

适辉不锈钢门是用不锈钢材料加工而成的，

具有耐老化，抗腐蚀等优点。外表明亮洁净、

豪华、典雅、高档、气派，优美大方线条型门

框，加强型卡入式下不锈钢沉铰，坚固美观，

可以采用模具制作各种不同的门花件，住宅

小区，别墅，高端公寓用的最多。

适辉实木庭院门采用高强度镀锌钢或不锈

钢制作骨架，保证门体的强度和刚度。门体

采用美国花旗松、桤木、红雪松、绿柄桑、美

国胡桃木、缅甸柚木等多种不同木材，经过

特殊的防水、防腐处理，具有天然的木纹纹

理和色泽，不仅外观华丽，雕刻精美，而且款

式多样，对崇尚回归自然的装修风格的家庭

来说，无疑是最佳的选择。

适辉铸铝门是采用现代高科技处理工艺、实心铸铝、整

座浇铸成型制造出来的各种别墅大门、公寓门。款式新

颖靓丽、高雅别致、豪华壮观。产品的设计是中西方文化

的结晶，并结合电动、智能、感应为一体，结合采用静电

粉末喷涂及氟碳涂料，耐氧化、耐腐蚀、在沿海地带可做

到长久保持不褪色，50 年不生锈。

适辉智能具有十多年的自动门从业经验，整合行业内优质资源，拥有一流的设计和制作团队，可根据项目的具体

需求为客户量身定做各种不同材质、不同风格、不同样式的自动门。

科学选材：根据项目的具体需求，科学合理地选择最佳材料

精心设计：根据每个项目、每个客户的不同风格喜好，精心设计每一个细节

匠心制作：精益求精，匠心独具，打造精品

质量控制：从设计阶段开始，监控选材及制作的每个流程，严把每一个质量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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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分体式车库门电机
SPY650：650Nm
SPY800：800Nm

车库门电机，皮带传动
SPIN6031: 800Nm
SPIN6041: 1000Nm

翻板门电机
TN2030: 420Nm
TN2010: 600Nm

车库门电机
中置安装
50Nm，电子限位

车库门电机

工业门电机

工业提升门电机
120Nm，电子限位

工业提升门电机，电子限位
SW系列：70Nm，220Vac
SD系列：100-140Nm, 380Vac

工业卷帘门电机
380Vac，电子限位
最大1400Nm

工业快速门电机
380Vac，电子限位
最大360Nm，最快135rpm

车库门 & 工业门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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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iTec精品

无轨上折车库门
无需轨道，安装方便，美观大方

最大门洞尺寸5600 （宽）×2980mm(高)

可选木质、钢质、铝合金或者玻璃门体

多种样式可选，亦可根据客户需求定制

整体翻板车库门
标配意大利原装进口Nice专用翻板门电机

最大门洞高度2500mm，最大门体面积16㎡

可选木质、钢质或铝合金门体，可开小门

多种样式可选，亦可根据客户需求定制

快速软帘门
开启速度 1.2~2.0M/S 

关闭速度0.8M/S

多种样式可选，亦可定制

硬质快卷门
铝合金门体

采用绝对式伺服电机系统

电动折叠门、电动折叠隔断
可做成双扇折叠门，也可做成

扇折叠门、大型折叠隔断

门体材质、样式可选，也可根据用户需求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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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合金卷帘门

铝合金门

软帘门

实木门

透视门

门体制作

铜车库门
铜本性温润，耐腐蚀，抗菌抗氧化，不易受损，寿长于木材，

较之砖瓦，铜门更耐岁，而且风姿卓越，色调绚丽，浑厚沉稳

中不失风雅，苍古盎然中蕴涵新意。适辉铜门通过精工打

造，匠心诚厚，诸形工美，将精湛的铜工艺与现代科技完美

结合，承传统建筑之典雅，令有限的空间挥发无限的气度。

适辉铝合金卷帘门采用铝合金填充聚氨酯发泡型材，既确

保门体强度、硬度，又兼具隔热、降噪等优点，广泛应用于车

库门及外遮阳。可以依照客户不同需求来自由选择门体帘

片的型材。

适辉快速软帘门采用欧洲进口高强度尼龙网

布，双面压制保温、阻燃、防腐、防静电、易清

洗材料 , 可加透明视窗，导轨采用合成材料

压制刚好通过门肋条，不带毛刷，抗风肋条材

质轻便，开启频率可达 800 次 / 天，适用于医

药、食品、电子、洁净厂房、卷烟、印刷、纺织、

超市及其它轻工业厂房的区域隔离。

适辉铝合金车库门门体选用进口铝板，压

制、拼接成优美的各种立体款式，门体内填

充聚氨酯发泡料，使门板具有良好的隔热、

隔音效果；五金件采用镀锌喷塑双防锈处

理，不易锈蚀；精确的平衡系统使门体在

任何位置都处于平衡状态；智能化的开门

机使门体运行操控自如，是各类停车库房

的理想用门。

适辉透视门框架皆用铝合金挤压而成，具有超高强度和

耐久性，表面经氧化处理。中间穿插透明的聚酯碳酸玻

璃，防冲击并且防侵入破坏。透视门满足了人们对于时尚

的追求。其清晰的线条和丰富的感性外观，让邻居、路人

都忍不住驻足凝视惊叹。

铜本性温润，耐腐蚀，抗菌抗氧化，不易受

损，寿长于木材，较之砖瓦，铜门更耐岁，而

且风姿卓越，色调绚丽，浑厚沉稳中不失风

雅，苍古盎然中蕴涵新意。适辉铜门通过精

工打造，匠心诚厚，诸形工美，将精湛的铜

工艺与现代科技完美结合，承传统建筑之

典雅，令有限的空间挥发无限的气度。

适辉智能具有十多年的自动门从业经验，整合行业内优质资源，拥有一流的设计和制作团队，可根据项目的具体

需求为客户量身定做各种不同材质、不同风格、不同样式的自动门。

科学选材：根据项目的具体需求，科学合理地选择最佳材料

精心设计：根据每个项目、每个客户的不同风格喜好，精心设计每一个细节

匠心制作：精益求精，匠心独具，打造精品

质量控制：从设计阶段开始，监控选材及制作的每个流程，严把每一个质量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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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配件
兼容性强，多种控制方式，灵活选择

按钮开关

单键，无线

按钮开关

开停关三键

钥匙开关

密码开关
有线/无线连接

近距离
读卡器

闪灯
24v或230v

红外对射

总线

红外对射

非总线

垂直电锁

水平电锁

角度增大器
用于地埋式开门机

M4齿条
用于平移门电机

M6齿条
用于重型平移门电机

车辆检测器

IT4WIFI模块
直接连IOS

车牌识别摄像头

万能接收器

蓝牙读卡器
读写距离可达10米

远距离读卡器
读写距离可达100米

蓄电池
用于直流电机

UPS电源
用于直流或交流电机

太阳能模块

红外支架
500mm高

红外支架
1000mm高

Inti多彩系列

滚码遥控器-六色可选

 ON系列滚码遥控器,

 1、2、4、9键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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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场管理解决方案

直流道闸
最大杆长4米，3秒

直流道闸
最大杆长6米，5-6秒

直流道闸
M3BAR最大杆长3米，1.8秒
M5BAR最大杆长5米，5-6秒
M7BAR最大杆长7米，6-8秒

直流道闸
最大杆长9米，6-8秒

液压技术，独创双栏杆设计

最大杆长7.3米，6-8秒

能阻挡6.8吨重型卡车

以50Km/h的速度撞击

强大的智能化集成及联网功能 

液压技术，独创的栏杆

+挡板双重保障

最大杆长3.4米，5秒

能阻挡轿车以50Km/h的速度撞击

强大的智能化集成及联网功能 

液压技术，超宽道口的

理想解决方案

最大杆长11米，2-8秒

杆长4.3m以内时速度可达2秒

强大的智能化集成及联网功能 

车辆出入口管理设备

WIDEM WIDEL MBAR LBAR

反恐道闸 防盗道闸 超长道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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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降柱
液压动力单元：220V，行程

400-700mm，2-4s

气压动力单元：24V，行程

400-700mm，速度可调

机电动力单元：220V，行程

400-600mm，2-4s

直径(mm) 壁厚(mm) 高度(mm)

CVB5系列 200 7 600

CVB6系列 220 7 600

内衬密集高碳钢框架，大大提高防撞性能

超高亮LED警示灯完美表达光的震慑作用

液压动力单元：220-380V，推力900Nm

行程高度：400-700mm

升降速度：2-4s

应急方式：后备UPS/手动离合

尺寸可根据用户需求定制

快速道闸
最大杆长4米，1.2秒

广告道闸
最大杆长5米，3面广告

智能停车一体机
快速道闸，集成视频识别
一体机、LED显示屏

智能停车一体机
快速道闸，集成视频识别
一体机、LED显示屏

可选装警示环灯和顶灯

多种颜色可选，亦可根据客户

需求定制。精选304不锈钢，

无焊接工艺

具有自动复位和报警功能

采用航天材料配置，适合高低温环境

配有故障应急装置，可使用应急专用装置

手动操作升、降车位锁挡臂

可选蓝牙/WIFI模块、移动APP远程控制

VPF2 VPA5 VPS2 VPS3

可选动力单元

智能翻板路障 智能车位锁

停车场管理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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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场管理系统
Nice 停车场管理系统兼容多种识别方式对车辆进行识别处理，包括全视频车牌识别系统、卡票管理系统和二维码识别系统

等。车牌识别系统时通过车牌识别一体机抓拍的车牌图像进行智能识别实现停车的出入口管理，方便快捷；卡票管理时结合

智能卡系统和热感应条码打印系统的优势，使得二者有机统一；二维码识别系统与时俱进地整合了当前迅速发展的移动互联

网技术，可实现无牌车辆的快速识别，无需出票机、出卡机，同时也弥补了车牌识别无法达到 100% 识别率的弊端，二者有机

结合，可真正实现无人值守停车场出入口的快速高效作业。

Nice 停车场管理系统同时也兼容市场上所有的道闸（包括各种快速道闸、广告道闸）、开门机、升降柱和翻板路障，为不同场所

的车辆出入口提供多种高可靠性的解决方案。

系统构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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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 车牌识别一体机集视频

采集、图像抓拍、车牌识别、数据传

输、数据缓存等功能于一体，具有

体积小，不依赖后端收费车道机，

纯硬件识别处理，识别结果通过网

络直接发送至后端服务器

车牌识别率高 >99%

200 毫秒完成识别

支持视频、线圈等多种触发抓拍方式

集成 LED 补光灯，支持频闪和爆闪功能

集成自动变焦镜头，满足不同监控场景需求

内置白名单功能，可脱机实现对道闸的控制

支持 SD 卡存储

防护等级 IP66，工作温度 -30℃～ 70℃

抓拍距离范围 4-6 米

集成控制部分，实现道闸控制输出

Nice车牌识别一体机 远距离读卡器

有源版
2.45G 通信技术，有源卡

读写距离可达 100 米

高速公路 ETC 同款解决方案

无源版
蓝牙技术，无源卡

读写距离可达 10 米

经济实惠的解决方案

Nice W系列

Nice W 系列智能停车场管理

系统是针对临时收费、固定用户

开发的自动出卡 / 出票、远距离

刷卡、近距离刷卡集于一体的综

合性停车场管理系统。

产品外形设计时尚前卫，外观精

美大方，采用镀锌钢板，防水、防

潮；表面静电喷涂，抗老化；

系统功能及配置灵活、完善，可

根据客户的不同管理需求，对功

能子模块进行选配。

全面适合于住宅小区、政府机

关、商业大厦、工厂企业、学校、

医院等公共场所车辆出入口。

中央自助收费终端

NicePark软件系统

欧洲精湛工艺技术结合国内大型商业停车场特点定制开发的高可靠性软件管理平台。兼

容出卡、出票、车牌识别、二维码等多种识别方式。能有效管理固定用户、临时用户、特殊用

户等多种不同权限用户。支持预付款、现金支付、中央收费、微信及支付宝等多种支付方

式。满足国内各种停车场的运用需求，也可以根据用户的实际需求定制开发专属版停车管

理软件。

通讯方式：多媒体自助缴费终端与数据服务器为 tcp/ip

屏幕：终端提供友好界面以及触摸操作模式，使用户可

以根据系统提示，点击屏幕完成自助式的停车场缴费。

纸币识别接收：可以精准的识别 1 元硬币，5、10、20 元

纸币，有很高的防伪能力，可以可靠识别出假币并拒收。

硬币找零：终端可以提供 1 元硬币的找零服务，大容量

的钱箱（容纳 1000 枚硬币），避免频繁装填的问题。

支持条码扫描功能：根据停车场管理的需要，如果停车

场 使用条码票作为停车缴费的凭证，终端可以满足激光

条码扫描的需求，做到扫描条码并计算停车费用。

钱柜安全管理：终端提供收费专业保险柜，可以在无人

值守的情况下充分保证钱箱的安全，并提供专业密码锁

设备，必须输入有效密码才能正常打开钱箱填充或者提

取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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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位引导与反向寻车系统
Nice 车位引导与反向寻车系统是将机械技术、电子计算机、移动互联网、自动控制设备、智能 IC 技术和智能算法技术有机地

结合起来，可实现车辆出入管理、自动计费存储数据、车位引导与反向寻车等功能。

本系统提高了停车场的信息化与智能化管理水平，给车主提供一种更加安全、舒适、方便快捷和开放的环境，实现了停车场运

行的高效化、节能化、环保化，降低了管理人员成本、节省停车时间，使停车场形象更加完美，同时也为智慧城市、物联网建设提

供基础信息与数据。

系统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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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辉精品 / 案例

复旦大学 上海半岛君望别墅 南京绿城玫瑰园

扬州瘦西湖青普旅游文化行馆 杭州农夫山泉总部 上海国际航运港

杭州三堡船闸 东营消防支队 上海金台大厦

大连甘井子区政府 通用汽车广德试车场 上海洋山深水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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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辉精品 / 案例

安徽女子监狱 兰州碧桂园 莫干山观云高尔夫庄园

上海崇明老年公寓上海虹桥天街 上海合生国际花园

江苏常州得园 上海久泰公寓 上海绿地集团总部

上海香水湾别墅耀华国际教育集团 浙江之江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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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洲君庭别墅

上海佘山曼茶园

上海半岛君望

上海佘山紫园

上海佘山高尔夫

上海浦东东郊别墅

上海绿洲比华丽别墅

上海香水湾别墅

上海西郊半岛别墅

上海云间绿大地

上海银湖别墅

上海新华路别墅

上海万源城

上海松江归原田居农庄

上海圣特丽墅

上海漓江山水别墅

上海康桥半岛别墅

上海香水湾别墅

上海久泰公寓

上海建国西路68号地块

上海虹桥明苑别墅

上海合生国际花园

上海富田花园别墅

上海东方夏威夷别墅

上海崇明老年公寓

上海爱法奥朗新庄园

保利叶上海

北京中国院子

北京香山别墅

北京泰禾红御

杭州万科公望

杭州绿城桃花源

杭州绿城富春桃花源

杭州富春高尔夫别墅

浙江平湖龙湫湾

浙江台州开元山庄

莫干山观云高尔夫庄园

金华绿谷庄园

金华壹号公馆

湖州绿城御园

宁波雅戈尔别墅

苏州爱丁堡-聆湖丽墅

南京钟山高尔夫

南京香溪月园

南京21世纪城市花园

镇江扬州奥体别墅

常州新城熙园

三亚绿城蓝湾小镇

兰州碧桂园别墅

杭州绿城西子郁金香岸

杭州绿城新绿园

杭州绿城天怡山庄

杭州绿城丽江公寓

杭州万安城市花园

上海浦东新区政府

上海武警总队

上海周浦监狱

上海新收犯监狱

上海五角场监狱

上海提篮桥监狱

上海青浦监狱

上海南汇监狱

上海军天湖监狱

上海北新泾监狱

上海白茅岭监狱

浙江乔司监狱

浙江女子监狱

杭州第三监狱

香港特区政府警察总署

大连甘井子区政府

乌鲁木齐市政府

无锡市政府

上海月星环球港

上海搜乐城

上海世博源

上海世纪汇

上海陆家嘴滨江金融城

上海嘉定新城泰富广场

上海汇智慧国际商业广场

上海虹桥天街

宁德万达广场

余姚万达广场

别墅/住宅

政府机关

商业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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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辉精品 / 案例列表

无锡万达广场

南京万达茂

上海华润万象城

温州万象城

赣州华润中心万象城

苏州广电影视城

苏州百汇国际广场

深圳皇庭广场

南通圆融广场

南通金鹰百货

句容碧桂园凤凰城

杭州农夫山泉总部

常州万达广场

香港太古广场

上海金台大厦

上海畅星大厦

山东济南齐鲁软件园

浙江卫视新演播大楼

杭州金地德圣中心

香港华融国际

香港海滨道

南京景枫中心

上海渣打银行大厦

上海越洋广场

上海东亚银行大厦

上海陆家嘴开发大厦

天津海洋科技大厦

北京世纪互联数据中心

北京诺金中心

扬州瘦西湖青普旅游文化行馆

上海虹桥机场二号航站楼物流中心

上海洋山深水港

上海国际航运港

杭州三堡船闸

北京首都机场

苏州邮政物流中心

昆山出口加工区物流中心

广州白云机场

辽宁锦州机场

乌鲁木齐机场

石家庄正定机场

沈阳桃仙机场

成都双流机场

昆明长水机场

无锡硕放机场

香港地铁货通通道

上海浦东香格里拉大酒店

上海仕格维丽致大酒店

上海锦沧文华大酒店

上海璞丽酒店

宁波香格里拉大酒店

宁波舟山喜来登大酒店

海南石梅湾艾美酒店

上海百度研发中心

上海绿地集团总部

上海豪森医药

杭州农夫山泉总部

烟台杰瑞石油

宁波吉利研发中心

陶氏化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常州埃马克

杭州保时捷4S店

香港和记黄铺

杭州银杏汇集团

舟山移动大楼

通用汽车广德试车场

南京台积电

上海同济大学

上海复旦大学

山东理工大学

香港科技大学

香港教育学院

杭州师范大学

耀华国际教育集团烟台校区

北京金融交易所

中国农业银行北方数据中心

江苏银行盐城分行

上海农商银行

温州工商银行大楼

上海云峰剧场

杭州黄龙体育中心

苏州工业区体育中心

常州奔驰4S店

苏州水世界

写字楼

酒店

交通运输

工厂/企业



一 站 式 解 决 方 案

上海适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申光路8号B栋3楼

电话：021-37779287
邮箱：info@cvitec.com | 网址：www.cvitec.com

400 820 8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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