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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领先的安防产品和解决方案供应商安朗杰(纽交所代码ALLE)2013年12月2日正式从英格索兰剥离，作为一

家独立上市公司全新亮相。

安朗杰拥有全新的企业名称和标识，但我们同时拥有悠久的历史。我们为全球130余个国家提供民用及商用电

子机械类安防产品和解决方案。我们拥有超过25个国际知名品牌，从民用和商用的锁具、闭门器、逃生装置到电

子门禁系统、智能物联，涵盖了几乎所有的安防环节。过去一个世纪以来，我们各类领先的发明和创新始终保障

着全球各地人们生活、工作和出行安全。

我们所从事的绝不是平凡的工作。当财产与个人安全面临风险时，人们依赖于我们的产品和解决方案，能在关

键时刻为其提供全面地安全保障。我们的产品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同时，在日常使用中也非常易于操作。对我们

的员工来说，这种责任感高于一切。

我们的与众不同主要来源于我们具有的知识、技能和经验，其次来源于我们的产品质量。我们并非仅仅提供产

品，而是解决客户的问题。我们与商用和民用客户合作，帮助他们解决最严峻的安全系统挑战。此外，我们通过

关于我们
10000+ 600+ 30+ 10000+13030+20+

提供创新的安防解决方案，帮助建筑方和业主脱颖而出。我们的专家们不仅仅帮助客户遵循已有标准，而且在全

球市场、上倡导和提高安防标准。

机械五金——保障居家与工作安全的基本部件，是我们工作的基础，并将继续成为我们的业务的核心。与此

同时，我们认为公司乃至整个安防产业的未来基于进一步满足日益互联化世界的需求。我们认为，没有五金技术

的坚实支撑，电子技术的影响力会被削弱。以机械安防为核心力量，结合数字移动互联的电子解决方案，以及我

们专业的风格和设计，这些就是令我们成为市场领导者的原因所在。

独立上市是一个释放公司真正潜力的契机。我们计划开发出能够使我们成为机械安防市场领军人物的企业精

神，并将未来的电子解决方案与我们的当前工作相结合。我们计划通过收购和地理扩张来战略性地壮大公司，同

时在产品创新和研发上加大投资力度。我们将充分利用全球超过8,500名员工为客户提供专业热情的服务。

让我们一起实现安朗杰作为全球安防产业领导者的全部潜力吧!

美元

年销售额

国家

设立分公司

国家和地区

销售安朗杰产品 员工 产品专利 国际项目品牌 全国渠道合作伙伴

家个项名个个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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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建筑

医疗建筑

医院是一种特殊的公共建筑，和其他建筑相比，具有以下特点：

环境复杂：24小时全天候开放，通行人流量大，疾病传播几率大    

人员复杂：出入人员身份各异、健康状况不一

功能区多：公共区域、诊疗区域、住院区域、后勤区域、仓储区域等

安全防范程度不同：基础部位、重点部位、要害部位、应急指挥等

系统复杂：医院建筑中水、暖、电、气、信息、消防等多功能子系统协同工作

安全保障主体多样：生命、环境、仪器、药品、信息、财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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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 疗 建 筑

解决方案

医院是一种特殊的公共建筑，其特殊之处在于:

要求医院的物理环境安全的规划和管理须全面考虑各区域

及其所辖范围内人员活动的特点、系统及安全的等级需

要、日常管理及应急体系的结合。从预防、管理、维护三

个阶段入手，充分实现事前、事中、事后的流程一体化管

理，形成“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高效响应机制。

“医疗安防金字塔”，即：

机械出入口控制方案满足

患者和医护人员的使用便

利、卫生抗菌、消防疏散

等需求。

电控锁及钥匙管理系统解决方

案降低钥匙丢失、复制等风

险，提高保卫、后勤部门]使用

管理效率及便利性。

智能门禁控制和生物识别系统解决方

案实现对人员、时间、地域的有机管

控，满足排班、消费等需求，提升管

理效率。

综合集成解决方案实现安防子系统集成

化，保证整体安防系统的统一管理、集

中指挥。
第四级

第三级

第二级

第一级

商用建筑门控解决方案  04



医护人员手动刷卡开门，进入手术区后手动关门，耗时耗力

家属经常误入手术区域

病人轮椅和病床经常和门扇碰撞

方案示范

病房门内侧可反锁，通常病房一门一锁，病区护理人员需管理大量钥匙;

钥匙如丢失，即换锁解决，后勤维护工作多;

精神类病房需在患者离房、回房时，护士频繁检查并手动锁闭、打开,工作

量较大

有效避免剐蹭患者的绷带和衣物

不锈钢材质，耐腐蚀

便于清洁且不易积灰

美国ANSI A156.1标准认证

一级：250万次使用寿命

中国GB12955-2008甲级1.5小时防火型检认证

钥匙分级高保安管理

有效减少钥匙数量

提高后勤维护效率

符合美国ANSI A156标准

手术室/ICU外门医护人员经常推送病人进出，手术区域禁止家属进入，此区域需保证医护人员出入

便捷并控制非相关人员进入。

手术室/ICU外门 病房门

一键逃生

与消防系统联动

高频开启耐用

授权管理，保证探视制度的有效执行

LCN 自动开门机
美国A156标准，UL325标准

100小时烟雾测试

可设置防夹功能

开门/关门速度/停顿时间可调

可连接门禁控制系统

Briton 红外感应

感应距离可调

24VDC电源

感应灵敏

Schlage 高强度磁力锁
美国A156标准，1500磅抗拉力

100万次使用寿命

门状态监控，磁吸合状态监控

12V/24VDC均可工作

安装简易

进出身份验证

兼容NFC

读取大部分感应卡、XceedID® MIFARE® Classic

智能卡和aptiQTM MIFARE DESFireTMEV1卡

美国联邦信息处理标准 (FIPS-210)

aptiQTM 多技术读卡器

有效避免剐蹭患者的绷带和衣物

不锈钢材质，耐腐蚀

便于清洁且不易积灰

美国ANSI A156.1标准认证

一级：250万次使用寿命

中国GB12955-2008甲级1.5小时防火型检认证

IVES 爱维斯医用合页

与安防系统集成

防火

自动关门

单人即可推病床及轮椅进入

管理目标

现状

管理目标

现状

IVES 爱维斯医用合页

用手肘下压或上抬即可开门，方便护理人员和残疾

人士通行

内侧不可反锁

病房空闲时可以从室外侧锁闭

符合美国ADA残疾人保护法案标准

符合美国ANSI A156标准

Schlage 西勒奇医用执手锁

Schlage 西勒奇总钥匙管理系统

在患者住院期间，病房的门可以为患者及其家属提供安全防护并保护他们的隐私。这些进出口还必

须满足医院工作人员的需要，即便他们携带大量医疗用品或是推着轮车和手推车，都可以轻松自如的进

出入。

内侧不反锁,避免意外

有效减少钥匙数量

外侧可上锁，管理空病房

提高后勤维护效率

双手被占用或肢体伤损，也可轻松开门

高频耐用，降低维护成本

钥匙分级高保安管理

易于清洁

方案示范

医疗建筑门控  解 决 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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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建筑门控  解 决 方 案

室外侧

室内侧

室外侧

室内侧

4

美国ANSI A156.4标准一级认证

美国UL 10C 3小时防火认证

中国国家标准GA93 一级认证,并取得3C认证证书

自动缓冲关门，有效关闭

LCN 暗藏式闭门器4



快速疏散逃生

消控联动

高频开启耐用

一个动作出门无须任何使用经验

病房洗手间往往须满足各类患者盥洗、淋浴、如厕等使用需求，面积不大且

开门设计往往向内侧开启

地面在使用期间较为湿滑，患者滑倒现象时有发生

常规向内开,内部有人员跌倒使门扇无法向内开启时，

从外侧应急打开

不锈钢材质，耐腐蚀

医疗建筑门控  解 决 方 案 医疗建筑门控  解 决 方 案

病房卫生间门 常开防火门

管理目标

现状

LEEGE 力格应急铰链组

可选抗菌抑菌功能，防止交叉感染，针对大肠杆菌、

绿脓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常见细菌，依据JIS Z 

2801:2010检测24小时后抗菌抑菌率超过99.9%

尼龙材质，保持常温，避免温差刺激

白色等5种尼龙颜色可选，易于辨识，便于区分不同

功能区

采用高品质尼龙66，耐常见医院清洁剂擦洗

SCHLAGE 尼龙抗菌把手

门内旋钮反锁，反锁后门内下压把手一动作出门

紧急情况下门]外可通过简单工具应急开门 

把手可做抗菌涂层处理

SCHLAGE 西勒奇卫浴锁3

正常情况下与其他门一样向内开启

紧急情况下，如有老人、残障人或病人身体不适倒

在内内侧时，它可可以向外开启，便于进入

LEEGE 力格应急锁扣板

双开门配置明装锁舌加明装垂直销杆，门外侧配置把手

有效锁闭门扇同时保证内部人员逃生

快速疏散逃生一个动作出门

内置缓冲静音装置，有效降低逃生装置动作时产生的噪音

美国ANSI A156.3标准一级认证

第三方1000万次使用寿命测试

美国UL1OC 3小时防火认证

VON DUPRIN 冯杜柏林逃生装置

保证固定扇先于活动扇关闭

配有填充条保证整体美观性

IVES 爱维斯暗藏顺位器

正常状态下电磁力使门扇保持开启状态

与消防系统联动，火灾发生时断电门扇关闭

带释放按钮，可以手动释放门扇，也便于日常检查

设备状态

美国ANSI A156.4标准一级认证

美国UL1OC防火认证

可选地面/墙面安装

可接入消防系统释放

可本地释放关门

吸合力25KG

LCN 电控闭门器

SCHLAGE 西勒奇电磁门吸

美国ANSI A156.1标准认证

一级: 250万次使用寿命

中国GB12955-2008甲级1.5小时防火型检认证

IVES 爱维斯合页

作为卫生间门，首先需保证私密性，并且在紧急情况下的方便开启。用于医疗环境使用，还需保证

使用者可方便、无障碍使用。

隐私保护

行动不便患者的辅助保护

双向开门

抑菌抗感

在常开防火门一般用于建筑物通道的防火分区交界位置，日常处于常开状态便于通行，在火灾发生

时防火门能自动关闭实现防火分隔。同时常开防火门常设置于逃生通道位置，门的设置需保证火灾发生

时人员顺利通过逃生。

医院常将常闭防火门人为打开，确保公共区域人流的快速通行，使得防火门

失去本来的意义

管理目标

现状

断电关门

防火

应急开启

防滑保护

方案示范 方案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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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侧

室内侧

室外侧

双向开门情况

内侧开门情况

室内侧

4

4

5

35

5

5

1

1

23

合页侧带应急拉手,内部有人员跌倒使门扇无法向内

开启时，可从外侧紧急将门打开

不锈钢材质，耐腐蚀

LEEGE 力格应急开启铰链



消控联动

降低噪声

有效关门

门]禁联动

诊室为患者与医生近距离接触的场合，也是口角与冲突的多发地

消防通道常闭防火门 诊疗室门

自动缓冲关门有效关闭

延时关门便于通行

美国ANSI A156.4标准一级认证

开启次数：一级150万次

美国UL10C 3小时防火认证

LCN 系列闭门器

球墨铸铁缸体、高强度锻造钢臂

关门速度、上锁速度、开门缓冲速度可调

适合温度范围-34°C至49°C

延时关门功能可选

美标ANSI A156.4一级：150万次(带开门缓冲功能)

通过美国UL10C防火认证

符合美国ADA残疾人保护法案标

LCN 重型闭门器

反向授权

安防系统联动

消控联动

Schlage Flexpeed 门禁系统

快速疏散逃生一个动作出门

与消控联动

与门禁联动

美国ANSI A156.3标准一级认证

第三方1000万次使用寿命测试

美国UL1OC 3小时防火认证

VON DUPRIN 冯杜柏林逃生装置

美国ANSI A156.1标准认证

一级：250万次使用寿命

中国GB12955-2008甲级1.5小时防火型检认证

IVES 爱维斯合页

进出身份验证

兼容NFC

读取大部分感应卡、XceedID® MIFARE® Classic
智能卡和aptiQTM MIFARE DESFireTMEV1卡

aptiQTM 多技术读卡器

钥匙分级高保安管理

有效减少钥匙数量

提高后勤维护效率

符合美国ANSI A156标准

Schlage 西勒奇总钥匙管理系统

有效避免剐蹭患者的绷带和衣物

不锈钢材质，耐腐蚀

便于清洁且不易积灰

美国ANSI A156.1标准认证

一级: 250万次使用寿命

中国GB12955-2008甲级1.5小时防火型检认证

IVES 爱维斯医用合页

室内侧可反锁，限制人员随意进入

紧急情况室内一键逃生

SCHLAGE 西勒奇办公室逃生锁体

（有门禁管理需求）

火灾发生时，常闭防火门]在一定时间内应能有效隔断火焰及烟气向相邻防火分区蔓延。在火灾等

紧急情况下，人员大量向逃生出口聚集，应在混乱拥挤的情况”下保证大量人员顺利有效逃生。

反向授权

高频耐用

快速疏散逃生

系统联动

常闭防火门无法有效关闭、顺序关闭，失去防火防串烟的功能;

医院对于此门进行单向或双向门禁管理要求，授权部分工作人员反向进入或

防止患者走失或其他损失风险。

为了确保医师和患者的人身安全，所需的安防程度往往更高，通过安全、高效和便捷进出入控制来

实现进出入管理，既可以为患者双方营造一个安全的就医环境，也能让医师在工作的过程中感到安心。

一键逃生

高频开启耐用

自动关门

防火

管理目标

现状

管理目标

现状

防火防烟

门常闭，开启后顺序关闭

方案示范 方案示范

医疗建筑门控  解 决 方 案 医疗建筑门控  解 决 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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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侧

室内侧

室外侧

室内侧



院领导

住院部

五病区 十三病区

紧急一键逃生

高频开启耐用

高安保身份识别

防火

结合门禁系统使用，室外侧验证通过下压把手开门

断电锁设置，确保系统断电情况下不可随意进入

机械钥匙应急开门，并可纳入总钥匙系统管理

美国ANSI A156.13标准双一级认证

开启次数：一级100万次

美国UL10C三小时防火

200小时盐雾试验(防腐蚀) ,抗腐蚀性

正常情况双向刷卡开门，紧急情况，门外保持锁定，

钥匙开门，门内一键逃生。

三维建模识别技术，对比信息点全面且复杂，安保

性能极高

识别技术先进，识别要求不高，失败率极低

识别+验证时间＜1秒，识别技术高效，易管理

可接入门控系统

使用者容量可由512名(标准)用户扩展到32，512名

62个用户可设定的时区

12~24VDC或VAC电源

自动缓冲关门有效关闭

延时关门便于通行

美国ANSI A156.4标准一级认证

开启次数: 一级150万次

美国UL10C 3小时防火认证

门框、门扇间的电控推杠的接线连接

医院区域门的数量多，钥匙管理任务重，存在钥匙丢失或被复制的风险

科室独立管理钥匙情况较多，突发紧急情况但事发区域锁闭时，安保或后勤

维护人员很难第一时间进入

美标、欧标、澳标锁芯均可纳入同一钥匙管理系统

总钥匙管理系统级别可达6级以上，统一钥匙管理系统中可实现交

叉钥匙管理控制

高保安专利锁芯安全等级最高可达9级，专利有效期至2024年

独特多层级钥匙槽型系统，确保高级别总钥匙管里系统的实现和

零互开率

Schlage锁芯及钥匙可采用高保安、可互换式高保安结构设计

钥匙分级高保安管理

有效减少钥匙数量

提高后勤维护效率

符合美国ANSI A156标准

可将非高保安、高保安锁芯纳入同- -钥匙管理系统，实现普通区

域和高保安区域的同一管理

总钥匙管理系统文件可以在工厂留档30年备查

同一钥匙系统可预留扩容空间

受控药品/现金出纳/病历档案管理区域门 总钥匙管理系统

轴承设计，有效承担门扇重量

带防盗扣钉，更高安全性能

IVES 爱维斯轴承合页

SCHLAGE 西勒奇双向刷卡机电一体锁 

SCHLAGE 西勒奇掌型仪

LCN 系列闭门器

VON DUPRIN 冯杜柏林过线器

药库、毒麻品室、病历室、生物实验室等医院的高保安区域，储存高危物品或重要档案资料。在没

有得到授权的情况应严禁无关人员进入。

磁力锁在断电状态下，即处于开启状态，无法保证财产安全

在断电状态下，即处于开启状态

与监控系统少联动，即监控中心无法得知此区域门的非正常开启状态

总钥匙管理系统，是对医院建筑内的各个功能房进行合并归类，使具有相同特征的功能房纳入同

一系统，以达到对房间钥匙进行分类管理的目的。再根据管理者的级别权限，对所属房间钥匙进行分

级管理。

分类授权、分级管理房间钥匙

减少钥匙丢失、被复制的可能性

简化钥匙管理

提高后勤保障对紧急情况的响应速度

管理目标

现状

管理目标

现状

自动关门

双向门禁控制

方案示范 方案示范

医疗建筑门控  解 决 方 案 医疗建筑门控  解 决 方 案

Schlage 西勒奇总钥匙管理系统

SCHLAGE 西勒奇机械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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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侧

室内侧



门控解决方案  案 例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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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少人力成本，增强病区门（防火门）的门禁控制系统功能，加强医院安防环境；

● 门控满足人流量大和大门开启次数多的需求，并方便大流量人员进出和大体积设备通行、在紧急情况下便于快速疏散；

● 病房门把手需要有抗菌、防潮、防潮的功能，避免病患携带的病菌残留于把手。同时还要易于开启，方便病人、家属和携

  带医疗器械的医护人员进出；

● 病区门和病房门需要在紧急情况下便于医者和患者医疗救援或紧急逃生。

● 由于癌症治疗和妇女儿童医学将会是嘉会国际医院未来的特色，所以需要对妇女儿童群体加强安全呵护；

● 病区和病房门需要在紧急情况下便于医者和患者医疗救援或紧急逃生；

● 病房门和病房卫生间门要求能在患者不便或跌倒时应急开启。同时还要易于开启，方便病人、家属和携带医疗器械的医护人

  员进出；

● 由于医院进出人员多，门锁等使用频率高，需要耐用的高质量门锁来保证工作效率。

江苏省人民医院新大楼西部
为医疗综合楼提供全套美标高保安门控五金解决方案 

本项目的成功在于安朗杰根据医院的不同安防需求提出了适当的门控五金解决方案，结合高质量的产品，满

足了医院安防在火灾、紧急情况、管理意识和门禁五金的防范和质量等领域的核心需求。

● 根据医院建筑特点及规划，使用符合美国国家标准（ANSI）的门五金方案，确保最高水准的安全保障体系；

● 在医院病区门等区域使用西勒奇最精致的M系列锁。该产品开启次数达100万次以上，且通过严苛的UL防火标准；

● 在所有逃生路线上的安全出口门使用Falcon逃生装置。50万次的使用寿命和长达90分钟的耐火时间，并与门禁系统做联

  动，为医院创造和维护生命安全；

● 使用Falcon闭门器，最灵活安装使用的重型闭门器，专门用于高负荷、人流量大的场合，关门、上锁、开门速度可调并获严

  苛的UL10C防火认证；

● 使用IVES医用合页，采用不锈钢304材质，耐腐蚀，防尘，使用寿命长。同时可以避免剐蹭，防止病患自缢。

● 使用通过了美国UL10C三小时防火认证、中国国家标准GB12955-2008甲级等标准认证的美标产品（双门关门顺序器、美

  标逃生装置）来保障医院人员的安全，将安全事故的发生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 使用符合美国ADA残疾人保护法案标准的Glynn-Johnson医用执手锁，做到对医患们发自细节和内心的关怀；

● FALCON 美标停门闭门器，其使用寿命长达200万次，耐火时间大于90分钟，力级可调（1-4级）。经久耐用，可靠性高，

  安装灵活。为客户创造安全、可靠、高效的环境。

上海嘉会医院
为上海嘉会国际医院提供的全方位门控解决方案

客户需求

解决方案及应用优势

项目成果 

客户需求

解决方案及应用优势

项目成果 

安朗杰安防技术在深入实地考察，对病人、疗养者以及医生、员工的保护，进行了充分的考虑与详尽需求调

研后，从使用者的角度出发，在门的防火、逃生以及使用便利性上提出行之有效的安防解决方案。为医院的安防

环境提供了坚实可行的保障。

门控解决方案  案 例 分 析



现代城市的交通建筑和交通路网，是直接体现一座城市的综合实力和文化底蕴的窗口。建设方的期望值和社会公

众的关注度都很高。尤其是大型综合性交通建筑如机场、车站、码头和地铁等，通常集多项功能于一体，结构复

杂、人流量大，建筑特点既有普遍性又有独特性，且安防需求十分突出。据此，我们提供交通安防整体解决方

案，由以下各子系统单独使用或组合运用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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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建筑

成功案例

交通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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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建筑

医疗建筑  成 功 案 例



交 通 建 筑

解决方案

门控五金系统：

通过多功能机械门锁、逃生出口装置、闭门器和总钥匙系

统等产品的组合运用，实现各种类型的门控功能，满足交

通建筑内较为突出的防火和紧急逃生、人流区域控制和内

部管理、系统可靠性和耐久性、方便残疾人士的无障碍通

行和卫生抗菌等需求。

电子门禁系统：

通过灵活可靠的功能模块化门禁系统软件、技术领先的网

络门禁控制器以及CUP智能卡读卡器、全球独一无二的生

物识别掌型仪和种类齐全、性能卓越的电控锁等前端设

备，实现门禁控制、电梯控制、巡更管理、访客管理、人

力资源管理、人员排班考勤管理、员工消费管理等功能。

机场廊桥是连接检票口和飞机舱门的可移动走廊，其室内是机场候机区域。室外是登机走廊，日常

使用时需门禁控制，人员不可随意出入。

机场廊桥门

交通建筑门控  解 决 方 案

地铁票务室上的电锁要么是断电上锁，内外把手都是固定，出入需要钥匙解锁

地铁票务室上的电锁要么是断电开锁，地铁财产不能得到保障

地铁票务室上的锁具使用长时间后，把手易下垂 

管理目标

现状

内外都需刷卡出入

断电时，内部可一键逃生，外部把手上锁

方案示范

BRITON 5000 系列地弹簧

BRITON 不锈钢拉手

SCHLAGE 西勒奇高强度磁力锁

通过欧标EN1154认证，开启次数可达500000次

关键部件采用特殊材料及工艺制作，适用最大门宽

可达1300mm，最大门重300Kg

双缸双速，开关稳定，迅速准确

适用-15~40°C的使用环境，另有-25~40°C可选

优质304不锈钢材质，耐腐蚀性高

多种款式和不同长度可选，适合不同类型门体

美国A156.23标准，1500磅抗拉力

100万次使用寿命

门状态监控，磁吸合状态监控

12V/24VDC 均可工作

安装简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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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身份验证

兼容NFC

读取大部分感应卡、XceedID® MIFARE® Classic

智能卡和aptiQTM MIFARE DESFireTMEV1卡

aptiQTM 多技术读卡器



Falcon TPL 多锁点逃生装置

IVES 7200 重型偏心门轴

LCN 重型闭门器

侧面多锁点设计

通过抗风压6000Pa测试

通过中国国家标准GB30051-2003甲级1.5小时防

火型式检验认证

可与门禁系统、消防系统联结

有效承担门扇重量 

中间轴提高门扇固定的可靠性  

通过中国国家标准GB12955-2008甲级1.5小时防

火型式检验认证

美国ANSI A156.4标准一级认证

美国UL 10C 3小时防火认证

中国国家标准GA93 一级认证,并取得3C认证证书

符合美国ADA残疾人保护法法案

关门速度、上锁速度、开门缓冲速度可调

球墨铸铁、高强度锻造钢臂

适合温度范围-34度至49度

延时关门功能可选

隧道区间的正负风压很大，并震动频繁，导致门及五金有被吹开吹落的风险 

隧道区间内场地潮湿，灰尘极大。门五金要保证在这种状况下的正常的可操作性 

隧道区间内场地空间狭小，门五金要保证在紧急情况下使人流快速逃生功能

方案示范

依据地铁设计规范（2003-08-01）19.1.22条规定：两条单线区间隧道之间，当隧道连贯长度大于

600m时，应设联络通道，并在通道两端设双向开启的甲级防火门。此门一是为沟通两单线区间隧道，

二是为分隔成两个独立的防火防烟分区，同时其也承担了紧急状况下的区间人流疏散功能。在地铁设计

规范明确规定必须满足相关要求。这个门就是隧道区间联络通道疏散门。 

隧道区间联络通道疏散门

火灾发生时，在一定时间内应能有效隔断火焰及烟气向相邻防火分区蔓延 

紧急情况下大量人员可以迅速逃生

良好的密闭效果

承受列车通过时的巨大风压 

管理目标

现状

交通建筑门控  解 决 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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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票务室上的电锁要么是断电上锁，内外把手都是固定，出入需要钥匙解锁

地铁票务室上的电锁要么是断电开锁，地铁财产不能得到保障

地铁票务室上的锁具使用长时间后，把手易下垂 

地铁票务室门

管理目标

现状

 地铁票务室是地铁公司管理现金的房间，按照地铁车站票务管理的规定，现金应该存放在安全区

域内，防止出现内部自盗，外部被抢问题。因此该门应该设立门禁点，出入都应该刷卡已便于追溯。消

防断电时，内部应该可以一键开锁逃生，外部断电上锁已保证财产安全。

内外都需刷卡出入

断电时，内部可一键逃生，外部把手上锁

方案示范

● 使用相应级别防火要求的防火门，特殊耐风压结构设计

● 同时满足门可双向通过     

● 双侧使用逃生装置，多锁点，保证巨大风压下牢固锁闭

● 高强度门轴保证门扇固定牢固 

● 使用高强度耐用的机电一体化锁

有效避免剐蹭患者的绷带和衣物

不锈钢材质，耐腐蚀

便于清洁且不易积灰

美国ANSI A156.1标准认证

一级: 250万次使用寿命

中国GB12955-2008甲级1.5小时防火型检认证

自动缓冲关门有效关闭

延时关门便于通行

美国ANSI A156.4标准一级认证

开启次数：一级150万次

美国UL10C 3小时防火认证

LCN 系列闭门器

IVES 爱维斯医用合页

SCHLAGE 西勒奇双向机电一体化锁

美国ANSI A156.13标准双一级认证，开启次数可

达100万次

美国UL 10C 3小时防火

通过中国国家标准GB12955-2008甲级1.5小时防

火型式检验认证，并取得3C证书

200小时盐雾试验（防腐蚀），高抗腐蚀性

结合门禁系统使用，正常情况下内外都需刷卡出门

内外把手分开控制，断电情况下，门外把手保持锁

定，门内侧把手常开。机械钥匙可开门

交通建筑门控  解 决 方 案

室外侧

室内侧

室外侧

室内侧



该走道门经常使用磁力锁加一个通道锁，在紧急情况下，难于保证人流快速

疏散逃生

交通建筑门控  解 决 方 案 交通建筑门控  解 决 方 案

地铁工作区入口门

管理目标

现状

地铁后勤至站厅公区的门是一个通道，其连接着地铁后勤内部和公共区。日常使用时需要门禁控制

在火灾等紧急情况下，人员也可从该门逃生。

消防联动

反向授权

快速疏散逃生

高频耐用

方案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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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禁控制

安装简便

无需布线

高频耐用

管理办公室门

欧标EN 1154 标准认证

欧标1634-1 标准认证

中国国家标准GA93 一级认证。并取得3C认证证书

优质铝合金壳体，抗生锈的锻造钢臂及高质量内部

组件

凸轮结构，保证关门效率高

高强度热处理主轴，优质的抗拉强度合金钢弹簧 

不分手向，内置缓冲滑轨，停门定位功能可选

闭门力矩2~4级可调，关门速度和上锁速度可调

适用最大门重：80KG

�锁体通过欧洲EN 12209标准认证

把手通过欧洲EN1906标准三级认证

中国国家标准GB12955-2008甲级1.5小时防火型

式检验认证，并取得3C证书 

符合DIN 18251规格尺寸标准，不分左右手方向

Briton 合页

BRITON 凸轮式隐藏闭门器

SCHLAGE 西勒奇机械锁体及把手

管理办公室为中高层管理人员办公场所，在未得到授权允许的情况，不可随意出入。确保该区域人

员及相关文件的安全。

行政管理办公室门安保级别低，易造成办公室财务丢失

管理目标

现状

方案示范

美国ANSI A156.1标准认证

一级：250万次使用寿命

中国GB12955-2008甲级1.5小时防火型检认证

进出身份验证

兼容NFC

读取大部分感应卡、XceedID® MIFARE® Classic
智能卡和aptiQTM MIFARE DESFireTMEV1卡

球墨铸铁缸体、高强度锻造钢臂

关门速度、上锁速度、开门缓冲速度可调

适合温度范围-34°C至49°C

延时关门功能可选

美标ANSI A156.4一级：150万次(带开门缓冲功能)

通过美国UL10C防火认证

符合美国ADA残疾人保护法案标

LCN 重型闭门器

IVES 爱维斯合页

aptiQTM 多技术读卡器

VON DUPRIN 冯杜柏林电控逃生装置

美国ANSI A156.3标准一级认证，开启次数可达

1000万次

美国UL 10C 3小时防火

通过中国国家标准GB12955-2008甲级1.5小时防

火型式检验认证，并取得3C证书。

内置缓冲静音装置，有效降低逃生装置动作时产生

的噪音

室外为电控把手，与门禁联动，刷卡下压把手开门

与消防联动，快速疏散，一个动作出门

欧标EN1935标准14级认证

通过20万次使用寿命测试和96小时盐雾测试

优质304不锈钢材质，内置两节滚珠轴承，无任何

润滑油

2片合页承重最大160KG

符合DIN 18252/EN 1303标准的规格尺寸标准

电池寿命：高达30万次操作，待机寿命长达10年

可采用868MHZ进行无线联网

每个锁芯可匹配高达64,000个应答器/智能卡

可存储3000次出入事件

Simons Voss电子锁芯室外侧

室内侧

室外侧

室内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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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都机场
为4F级民用机场提供安防解决方案

客户需求

解决方案及应用优势

项目成果 

● 机场为大型综合性交通建筑，集多项功能于一体，结构复杂、人流量大，安防需求十分突出。

● 机场人流量庞大使用频繁，对门控五金产品耐久性、实用性、防腐蚀性、防火性要求高，高强度环境下也要正常发挥作用。

● 机场需要加强电子门禁系统和交通卡口系统，要求在火灾等情况发生时，可以有效疏导人流，进行消防救援。与此同时，协

  助管理机场进出人员，限制未被授权人员的访问。

● 机场内部结构复杂，逃生通道众多，出口处需要高性能逃生装置，能在高强度使用环境下持续工作，防火防潮，坚固耐用，

  关键时刻保障机场内人员安全。

● 机场需要高性能闭门装置，平日控制人流，减少门损耗，节约维护成本；在危急时及时有效隔断火源，满足快速逃生需求。

● 针对机场特殊却又有普遍性的建筑场所，采用全套美标进口门控五金产品，将安全事故的可能性减少到最小。

● 使用Schlage美标L系列机械锁，ANSI G1 美标操作性及安全性一级，UL10c防火认证。通过600万次使用寿命测试，远超

  美标ANSI G1一级的要求。

● 提供Schlage系列电锁，有效门禁系统，控制人员出入。

● 在所有逃生路线上的安全出口安装美标平推式逃生装置，适用于高人流量的场合。通过美国ANSI标准一级认证，采用死锁舌

  标准配置，确保更好的安全性和更优良的性能。

● 美标LCN闭门器实现了关门和上锁速度的高要求，时刻保护着首都机场的人员安全。是灵活安装使用的闭门器，专门用于高 

  负荷、人流量大的场合，第三方独立测试寿命超过1000万次，并获严苛的UL防火认证。

● 美标辅助五金符合机场对质量的高标准要求，在维护生命财产安全时有效的降低了运营和维护成本。

安朗杰安防技术为北京首都提供逃生装置等安防设备，全程负责整套安防解决方案的设计、集成、安装指

导、调试，确保整个系统设计符合客户的安全要求。重点针对电子门禁系统、交通卡口系统、紧急逃生系统与监

控系统，最大程度地满足了客户需求，降低客户的管理成本。近几年来，安朗杰以优异的产品质量和卓越的应用

功能赢得了客户的一致好评。凭借多年来领先的技术服务和丰富的项目经验，为客户提供最高端的安防解决方

案，帮助客户完善硬件设施，是客户最值得信赖的安防顾问。

客户需求

解决方案及应用优势

项目成果 

● 作为地铁运营公司，安全总是第一位的，锁体本身要具有高安全性能，并且有良好的身份识别能力；

● 由于地铁所处环境的特殊性，因此对锁具质量有高于一般的要求，对于防震、防潮、使用寿命等指标，都具有较高要求；

● 需要高性能的闭门装置，及时有效隔断火源，满足快速逃生的需求。

● 针对客户的特殊需求，采用高级别的美标安防产品，将安全事故的发生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 采用高级逃生装置，覆盖地铁主要出入口、机房，办公区域等，具有安全性、兼容性、经济性、可靠性；

● 提供高质量磁力锁、闭门器，以应对地铁特殊环境，并以高质量的材质和工艺保证了产品的使用寿命。

安朗杰为杭州地铁4号线提供了全套美标进口门控五金及门禁解决方案，确保了最高水准的安全保障体系，满

足了客户的安防需求，双方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杭州其他在建地铁线路也都将安朗杰作为其首选的门控五金

供应商，充分体现了客户对安朗杰安防技术的品牌价值和产品服务的高度认可。安朗杰安防技术凭借高端的设

计、先进的工艺和完善的装配得到业界的广泛认可，已成为全球领先的安防产品及服务供应商。

杭州地铁四号线
为杭州地铁新时代提供高端门控五金解决方案

门控解决方案  案 例 分 析门控解决方案  案 例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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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建筑

成功案例

厦门地铁1号线

天津机场 昆明机场 兰州机场 香港机场

重庆机场T2/T3 广州白云机场 T1/T

青岛地铁13号线五金 武汉地铁2号线延长线门禁

成都地铁3号线二、三期 广州地铁4号线、6号线

重庆地铁1、3、6号线区间门改造

商业建筑

商业建筑，融合商业、娱乐、办公、酒店、住宅等多种功能于一体，尤其常包含一些超高层建筑或地标性建筑，

往往地处城市中心繁华地段，营业时间长、人员类型复杂、人流密集，建筑物既要保证日常营业活动的正常进

行，更要确保公私财产安全和人身安全，安防和安全并重。为解决近乎矛盾的商用建筑安防需求，我们提出了安

防和消防相结合的大安防的先进理念和分项解决方案。

交通建筑  成 功 案 例

商用建筑门控解决方案  26

商业建筑

南京地铁4号线 北京地铁16号线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首都机场T3航站楼

南昌地铁1号线 宁波地铁



合理设置安全疏散路线和设施，保证疏散通道连续畅通

疏散路线上的走道门、前室门、楼梯间、安全出口以及人员密集

场所设置逃生装置

采用电控延时、报警等功能解决财产安全和人身安全之间的矛盾

采用合理规范的防火分隔设计方案

采用通过认证的防火门和防火五金产品，以达到与防火墙等长时

间的防火性能

合理设置常开防火门并与消防系统联动

前场区域与后场区域交界的门采用电子门禁系统，限制非授权人

员进人受控区域

财务室、重要库房等重点保护区域采用生物识别技术配合视频监

控和报警系统，确保区域安全

无障碍通道和残疾人卫生间使用自动门，实现无障碍通行

残疾人卫生间使用带呼叫系统的卫浴无障碍辅助设施

卫生间如无法设置外开门，则需使用安全型内开门，紧急时可以

迅速向外侧打开

经常接触的门扇表面、门锁把手、扶手栏杆、卫浴设施等部位采

用抑菌材料，避免交叉感染，创造绿色公共空间

使用可循环利用材料制成的安防系统产品，帮助建筑物获得绿色

建筑认证

通过电子门禁系统的发卡权限设置和机械总钥匙系统两种方式，

实现内部人员出入控制及各种房间的分类、分级管理

使用智能锁具，实现多用户灵活管理

Matic 紧急疏散门

商场大门经常处于常开状态，能耗高

入口的地弹簧力矩选择不当，开门费力

以自动平移门为主，不具备快速应急逃生功能

方案示范

商 业 建 筑

解决方案

 商场及办公区入口是人流进出的第一道门，开启频繁，也是逃生疏散的主入口之一，同时也是商

场能耗流失的主要出口。

商场入口门

开启灵活

推门轻松

快速疏散逃生

与报警系统联动

管理目标

现状

逃生疏散

防火设计

区域控制

绿色建筑

内部管理

无障碍

可用于紧急逃离通道，发生紧急情况时，无论门体运

行到任意时刻，任意位置都可以像平开门一样推开，

保证出入口空间的最大化。

通电状态下，门扇可随时打开，当门扇复位后，可自

动进行初始化设置，恢复正常滑动门功能 

门体内置感应功能，可与报警系统联动，并设置延时

报警功能，避免误触发警报 

门体整体运作轻快安宁。

最大承重量：单开门扇180KG，双开门扇150KG

开启宽度：700~2100mm

开、关门速度：250~500mm/s

通过中国JG/T177-2005自动门标准认证 

商业建筑门控  解 决 方 案

商用建筑门控解决方案  2827  商用建筑门控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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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建筑门控  解 决 方 案商业建筑门控  解 决 方 案

很多隔断门受窄框限制，无法安装门禁用电锁

办公隔断门

管理目标

现状

办公隔断门通常是用玻璃在办公室区域内隔断出一个一个单个的空间，其门型一般为窄框玻璃门，

该类门多数有门禁要求，需控制人员出入。

无线式门禁

远程授权

易于安装

高频耐用

方案示范

欧标EN1935标准14级认证

通过20万次使用寿命测试和96小时盐雾测试

优质304不锈钢材质，内置两节滚珠轴承，无任何

润滑油

圆角叶片，安装简易

2片合页承重最大160KG

符合DIN 18252/EN 1303标准的规格尺寸标准

电池寿命：高达30万次操作，待机寿命长达10年

可采用868MHZ进行无线联网

每个锁芯可匹配高达64,000个应答器/智能卡

可存储3000次出入事件

欧标EN 1154 标准认证

欧标1634-1 标准认证

中国国家标准GA93 一级认证。并取得3C认证证书

优质铝合金壳体，抗生锈的锻造钢臂及高质量内部

组件

凸轮结构，保证关门效率高

高强度热处理主轴，优质的抗拉强度合金钢弹簧 

不分手向，内置缓冲滑轨，停门定位功能可选

闭门力矩2~4级可调，关门速度和上锁速度可调

适用最大门重：80KG

BRITON 圆角合页

Simons Voss电子锁芯

BRITON 凸轮式隐藏闭门器

欧标EN12209标准认证

窄体锁，门边距最短可至21mm 

不分手向，斜舌可调，方舌伸出长度15mm

CISA 窄框插芯锁及SCHLAGE 窄框锁把手 

明装的布线外露

很多会议室初始设计时没有门禁使用要求，后期使用不便时想增加门禁点，

发现需要重新布线。就很难实施整改

会议室门

管理目标

现状

办公室内的会议室是办公室内部的一个重要场所，日常使用需要登记排队，门禁控制出入。

无线式门禁

远程授权

易于安装

高频耐用

方案示范

IVES 合页

SCHLAGE 西勒奇无线式机电一体化锁（LE系列）

美国ANSI A156.1标准认证 

美国UL 10C 3小时防火认证

中国国家标准GB12955-2008甲级1.5小时防火型、

式检验认证 

不锈钢材质，耐腐蚀

美国ANSI A156.4标准一级认证

美国UL 10C 3小时防火认证

中国国家标准GA93 一级认证,并取得3C认证证书

自动缓冲关门，有效关闭

LCN 系列闭门器

美国ANSI A156.13标准双一级认证，开启次数可达

100万次

美国UL 10C 3小时防火

采用SCHLAGE 专利的ENGAGE技术，无需布线

和外置读卡器和控制器

无需特别开孔，可方便将一把机械锁（L系列）升

级为一个有门禁要求的机电一体化锁。

可用手机APP或电脑网页进行授权发卡,数据上传云

端服务器。锁具信息每日自动更新一次。

结合门禁系统使用，正常情况下室外需刷卡进入，

室内按压把手出门

室外侧

室内侧

室外侧

室内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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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建筑门控  解 决 方 案

离线门禁系统，客户更新后的入住信息不能实时生效

部分酒店客户门无闭门器或安装明装闭门器，使用不便或不够美观

酒店客房门

管理目标

现状

  酒店客房是酒店为客人准备的住宿及休闲娱乐等服务的场所,随着社会不断发展，特别是近几年信

息技术、网络技术的迅速崛起，人们开始从“舒适安全、经济方便、信息化智能化”等方面对酒店进行

考察。因而酒店客房门门控系统也须朝着实现这些要求而努力。

在线门禁

无线技术

易于安装

出入关闭

方案示范

符合EN1634第1、2部分，EN179和EN12209标准要求

CE认证

IP55（户外安装版本）的防水防尘等级

无线技术，在无线模式下，酒店锁能和中央系统通讯，

通过在线方式控制门锁。实时更新数据 

非入侵式安装，电池供电，非接触技术 

中国国家标准GB12955-2008甲级1.5小时防火型

式检验认证 

通过100,000次寿命测试和96小时中性盐雾测试

优质不锈钢材质，安装位置三维可调节

最大开门角度180度，可承受最大门重120KG

纯铜制作，可视角度达200度

CISA eSIGNO 酒店锁

IVES爱维斯猫眼

Briton 3D 可调暗铰链

纯铜制作，符合美国ANSI 56.16标准要求

美国ANSI A156.22标准认证

美国UL 10C 3小时防火认证

ZERO 自动门底刷

IVES 防盗扣6

6

美国ANSI A156.4标准一级认证

美国UL 10C 3小时防火认证

中国国家标准GA93 一级认证,并取得3C认证证书

自动缓冲关门，有效关闭

LCN系列闭门器

商业建筑门控  解 决 方 案

消防联动

门禁控制

快速疏散逃生

酒店宴会厅门
酒店宴会厅主要用途是宴会、会议、酒会、婚礼、展示等，其使用特点是会产生短时间大量并集中

的人流，因此宴会厅门控系统需考虑人员疏散，使用方便等需求。

通常使用大拉手加地锁的设计，管理人员甚至使用链条锁将门锁闭住，使得

门丧失了逃生疏散的功能

较少采用门禁系统，未能有效甄别出入人员

管理目标

现状

方案示范

美国ANSI A156.3标准一级认证

美国UL 10C3小时防火认证

第三方1000万次使用寿命测试

与消防、门禁联动

内置缓冲静音装置，有效减低逃生装置动作时产生的噪音

刷卡后，电控锁舌缩回，只需推门或拉门即可出入 

快速疏散逃生，一个动作出门

美国ANSI A156.4标准一级认证

美国UL 10C 3小时防火认证

中国国家标准GA93 一级认证，并取得3C认证证书

符合美国ADA残疾人保护法法案

关门速度、上锁速度、开门缓冲速度可调

球墨铸铁、高强度锻造钢臂

适合温度范围-34度至49度

延时关门功能可选

进出身份验证

兼容NFC，读取大部分感应卡，

XceedID®、MIFARE® Classic 智能卡和aptiQTM 

MIFARE DESFireTM EV1卡

门框、门扇间的电控推杆的接线连接 

美国UL 10C 3小时防火认证

中国国家标准GB12955-2008甲级1.5小时防火

型式检验认证

有效承担门扇重量

中间轴提高门扇固定的可靠性

IVES 7200重型偏心门轴

VON DUPRIN  静音电控锁舌缩回（QEL）逃生装置

LCN隐藏式闭门器

aptiQTM多技术读卡器

VON DUPRIN 过线器

降低噪声

高频耐用

5

5

室外侧

室内侧

室外侧

室内侧

5



开门缓冲

多扇联动

酒店卫生间移门
在现代化的酒店卫生间门设计中，通常采用移门的做法，以节省空间。移门的樘数根据酒店客房面

积的大小，可采用单扇，双扇，甚至三扇门设计。

卫生间的多扇移门经常是手动开启，扇与扇之间不能联动，不甚方便

移门导轨内无缓冲功能

管理目标

现状

方案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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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建筑门控  解 决 方 案

可适用同步同向两联动/三联动移门、同步反向双

扇门

可安装开门/关门缓冲部件，开/关门可保护门扇

门扇安装高度可调3mm,门扇最大重量80KG

门体整体运作轻快安宁。

开启宽度：50~1200mm

BRITON 联动移门五金套件

作为环球金融中心的超高层建筑，上海中心大厦对安防项目有着极高的要求，安朗杰安防技术部根据该研发

中心的具体要求，提供了所需要的一系列安防设备以及优秀专业的服务，以解决消防、进出人员控制和人员疏散

的问题。该项目的成功再次证明了安朗杰安防技术的品牌实力，奠定了在安防领域的领先地位。安朗杰安防技术

将继续秉持客户至上的理念，为客户提供完善高效的安防解决方案，最大程度满足客户的安防需求，并帮助其降

低运营成本，做客户最值得信赖的安防顾问。

上海中心大厦
为上海首座超高层地标式摩天大楼提供门控五金解决方案

客户需求

● 根据商业安防的特点及需求，使用符合美国国家标准（ANSI）的门五金方案，确保最高水准的安全保障体系；

● 商业建筑的共同需求是要解决消防、进出人员控制和人员疏散的问题；

● 作为环球金融中心超高层建筑，安全疏散是性能化防火设计去要解决的重中之重的问题；

● 由于超高层建筑难于人员疏散，因此需要为老弱病残或行动不便的人员提供避难区。避难区的消防系统的安全性和疏散系

  统的逃生设备需要进行完善。

解决方案及应用优势

● 根据商业建筑特点及规划，使用符合美国国家标准的安防产品，建立完善的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最高级别的安防水准；

● LCN 4041SE系列电磁闭门器，是超高强度明装式闭门器，可延时关门，耐腐蚀性强，通过美国ANSI A156.4标准一级

  认证和UL10C 防火认证；

● 使用Schlage（西勒奇）L系列美标插芯锁，开启次数达100万次，抗腐蚀性好，门扇关闭时，可确保斜舌锁死，防止外侧

  撬开；

● 在所有逃生路线上的安全出口门使用Falcon明装式逃生装置Falcon (费尔肯) 25系列美标电控逃生装置，50万次的使用  

  寿命和长达90分钟的耐火时间，为商业楼创造和维护生命至上的安全。

项目成果 

门控解决方案  案 例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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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建筑

成功案例

上海尚嘉中心
为LVMH集团旗下力作提供门控五金解决方案

客户需求

解决方案及应用优势

项目成果 

● 根据商业安防的特点及需求，使用符合美国国家标准（ANSI）的门五金方案，确保最高水准的安全保障体系；

● 由于商业建筑往往位于城市中心，尤其是一些超高层建筑或地标性建筑，往往地处城市中心繁华地段，营业时间长、人员

  类型复杂、人流密集因此需要确保公私财产和人员生命的安全；

● 商业建筑的安防对紧急逃生的需求较高，注重消防疏散；

● 为便于办公人员的进出，商业建筑需要控制好进出人员分流，同时加强内部与外部的管理；

● 商业建筑对于逃生系统的要求也十分突出，要求能在高强度使用环境下持续工作，防火防潮，坚固耐用。

● 根据商业楼的建筑特点及规划，使用符合美国国家标准的安防产品，建立完善的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最高级别的安防水准；

● 使用西勒奇L系列美标插芯锁，该产品开启次数达100万次以上，且通过严苛的UL防火标准。其钢质锁体强度高，并经防

  腐蚀处理，其生产和设计的每一个环节都注重细节的完美；

● 费尔肯逃生装置其使用寿命长达200万次，耐火时间大于90分钟，可为商业楼提供安全至上的工作和放松环境；

● 采用LCN电磁闭门器，使用寿命长达200万次，耐火时间大于90分钟，力级可调（1-4级）。经久耐用，可靠性高，安装灵活。

为了全方位满足客户的需求，安朗杰安防技术为尚嘉中心提供了高品质的产品与服务，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服

务。对尚嘉中心来说，安朗杰的产品与服务满足了需求，完善了商业楼的硬件设施，提高了安全系数。同时，安

防产品的特殊要求也对是对公司产品和服务的检验。近几年来，安朗杰相继为多个商业建筑项目提供安防解决方

案，以优异的产品质量和卓越的应用功能赢得了客户的一致好评。凭借多年来领先的技术服务和丰富的项目经

验，安朗杰安防技术已经成为客户最值得信赖的安防顾问。

上海中心大厦

三亚四季酒店三亚亚特兰蒂斯酒店

北京诺金酒店 北京宝格丽酒店前滩铁狮门

水立方

江苏大剧院

上海宝丽嘉酒店 杭州四季酒店

商业建筑  成 功 案 例门控解决方案  案 例 分 析

上海金茂大厦 台北101大厦 天津周大福金融中心

深圳证券交易所 重庆来福士 上海尚嘉中心 北京银泰中心

上海白玉兰广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