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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今日， 
我們仍深受信賴，
穩妥守護重要物件，
無論居家物業、家庭安全 
或是貴重財物。

我們創新的成果一直保護著他
們的房屋、家庭和財產超過 180 
年。Yale 已經從機械鎖的領導者
發展到了創新的智能鎖和智能家
居。因為我們始終竭盡全力在不
斷變化的世界中突破界限。

我們曾經為您的祖父母 (可能還
有他們的祖父母) 服務，我們將
一直為你的下一代服務。

今天，以及未來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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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鍵盤 指紋 鎖匙 YALE ACCESS  
應用程式鍵盤密碼



指紋辨識防火保險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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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紋辨識防火保險箱

防火標準 
•  韓國防火標準
•  瑞典 (Swedish National Testing &

Research Institute) 防火標準
 

保安特點
•  經產品嚴格防火 1 小時測試，在 927°C 

熔爐進行測試時，內部耐熱溫度不超過
150°C 

•  鋼鎖閂直徑為 16mm
•  強化門鉸, 18mm 鋼身及門閂
•  可以用鏍絲鎖定於地面 / 牆上

方便使用 
•  自由設置 4 - 16 位元數字密碼
•  外部電池盒設計, 方便更換電池

•  低電量提示

產品特點 
•  時尚先進 LED 電子觸摸面板
•  最多可儲存 126 組指紋
•  虛位密碼功能
•  可設置雙重密碼模式 
•  (不能與指紋開鎖同時使用)

外部尺寸 H420 x W352 x D433mm

內部尺寸 H320 x W260 x D304mm

重量 36 kg

體積容量 25.3 litres

鍵盤面板厚度 43 mm

YFF/420/FG2

指紋辨識防火保險箱
家庭適用

YFF/520/FG2

指紋辨識防火保險箱
辦公室適用

外部尺寸 H522 x W404 x D440mm

內部尺寸 H410 x W300 x D300mm

重量 53 kg

體積容量 36.9 litres

鍵盤面板厚度 43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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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保險箱

產品特點 

•  時尚先進 LED 電子觸摸面板
•  自由設置 4 - 12 位元數字密碼，支援達 

10,000,000+ 密碼設置組合
•  虛位密碼功能
•  一次性密碼及靜音功能
•  多次輸入錯誤密碼, 保險箱自動上鎖
•  完全封鎖功能，可設置 1 - 48 小時停止

開啟保險箱

保安特點 
•   自由設置 4 - 12 位元數字密碼
•  保險箱外部特設緊急後備電源接口，

沒電時可以利用 9V 電池緊急開鎖
•  低電量提示
•  經產品嚴格防火 1 - 1.5 小時測試
•  鋼鎖閂直徑為 16mm
•  強化門鉸, 18mm 鋼身及門閂
•  可以用鏍絲鎖定於地面 (YFM/695/FG2 

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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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保險箱

外部尺寸 H352 x W412 x D363mm

內部尺寸 H260 x W320 x D234mm

重量 31 kg

體積容量 19.5 litres

鍵盤面板厚度 32 mm

外部尺寸 H420 x W352 x D433mm

內部尺寸 H320 x W260 x D304mm

重量 36 kg

體積容量 25.3 litres

鍵盤面板厚度 32 mm

外部尺寸 H522 x W404 x D440mm

內部尺寸 H410 x W300 x D300mm

重量 53 kg

體積容量 36.9 litres

鍵盤面板厚度 32 mm

YFM/352/FG2 YFM/420/FG2

YFM/520/FG2

防火文件保險箱
家庭適用

防火文件保險箱
辦公室適用

防火文件保險箱
專業用途

外部尺寸 H695 x W500 x D500mm

內部尺寸 H515 x W380 x D330mm

重量 90 kg

體積容量 64 litres

鍵盤面板厚度 32 mm

YFM/695/FG2

防火文件保險箱
專業加強保安用途



智尊系列保險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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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特點 

•   重要位置增添加硬鋼板，並通過防鑽
測試

•   精準無縫鐳射激光切割，令保險箱門貼
門邊，提升防撬功能

•  當輸入 3 次錯誤密碼, 保險箱會自動
上鎖

•  LCD 顯示屏，閱讀清晰容易
•  內置燈光及軟墊
•  可拆式堅固內層板及掛鉤
•  榮獲 Sold Secure Silver, SKG** 及

Secure by Design 證書認證

保安特點 

•   保險箱門鑲有重型摩打驅動兩個  
20mm 直徑堅固門栓，強化保安程度

•  高度安全雙葉片機械鎖
• 保險箱外部特設緊急後備電源接口，

沒電時可以利用 9V 電池緊急開鎖
•  輸入正確密碼後，無須手動，夾萬門會

自動開啟，先進方便
•  可以用鏍絲鎖定於牆或地面

智尊系列保險箱

外部尺寸 H250 x W350 x D300mm

內部尺寸 H240 x W337 x D230mm

重量 15.7 kg

體積容量 18.6 litres

鍵盤面板厚度 18 mm

YSEM/250/EG1

智尊系列保險箱
家庭適用

外部尺寸 H200 x W480 x D350mm

內部尺寸 H190 x W467 x D280mm

重量 18 kg

體積容量 24.8 litres

鍵盤面板厚度 18 mm

YLEM/200/EG1

智尊系列保險箱
桌上電腦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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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尊系列保險箱
商業用途

外部尺寸 H520 x W350 x D360mm

內部尺寸 H510 x W337 x D290mm

重量 28 kg

體積容量 49.8 litres

鍵盤面板厚度 18 mm

YSEM/520/EG1

智尊系列保險箱
專業用途

外部尺寸 H620 x W350 x D360mm

內部尺寸 H610 x W340 x D302mm

重量 30 kg

體積容量 64 litres

鍵盤面板厚度 18 mm

YSEM/620/EG1

外部尺寸 H400 x W350 x D340mm

內部尺寸 H390 x W337 x D270mm

重量 22 kg

體積容量 35.5 litres

鍵盤面板厚度 18 mm

YSEM/400/EG1 

智尊系列保險箱
辦公室適用

智尊系列保險箱



您珍惜的物品，
由我們去守護。



摯安心防盜保險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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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特點 
 

•  精準無縫鐳射激光切割，令保險箱門
緊貼門邊，提升防撬功能

•  當輸入 3 次錯誤密碼, 保險箱會自動
上鎖

•  LCD 顯示屏，閱讀清晰容易
•  內置燈光
•  可拆式堅固內層板及掛鉤

保安特點

•   保險箱門鑲有重型摩打驅動兩個 
20mm 直徑堅固門栓，強化保安程度

•  高度安全雙葉片機械鎖
• 保險箱外部特設緊急後備電源接口，

沒電時可以利用 9V 電池緊急開鎖
•  輸入正確密碼後，無須手動，保險箱門

會自動開啟，先進方便 
•  可以用鏍絲鎖定於牆或地面

摯安心防盜保險箱

外部尺寸 H200 x W350 x D200mm

內部尺寸 H192 x W345 x D144.5mm

重量 8.5 kg

體積容量 9.6 litres

鍵盤面板厚度 18 mm

YSEB/200/EB1 

摯安心防盜保險箱
小型用途

外部尺寸 H250 x W350 x D300mm

內部尺寸 H242 x W345 x D244.5mm

重量 12.1 kg

體積容量 20.5 litres

鍵盤面板厚度 18 mm

YSEB/250/EB1

摯安心防盜保險箱
家庭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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摯安心防盜保險箱
辦公室適用

摯安心防盜保險箱
商業用途

外部尺寸 H400 x W350 x D340mm

內部尺寸 H392 x W345 x D284.5mm

重量 17 kg

體積容量 38.5 litres

鍵盤面板厚度 18 mm

YSEB/400/EB1

外部尺寸 H600 x W350 x D340mm

內部尺寸 H590 x W340 x D284.5mm

重量 20.5 kg

體積容量 58 litres

盤面板厚度 18 mm

YSEB/600/EB1

外部尺寸 H200 x W480 x D350mm

內部尺寸 H192 x W475 x D294.5mm

重量 13.7 kg

體積容量 26.9 litres

鍵盤面板厚度 18 mm

YLEB/200/EB1 

摯安心防盜保險箱
桌上電腦適用

摯安心防盜保險箱



尊貴保險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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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重密碼保障

三重密碼保障

產品特點 

•  6 片雙葉片機械鎖芯及 30mm 堅固門栓

•  加厚保險箱牆身及門

•  雙重或三重認證開啟設定

•  連續輸入 3 次錯誤密碼 / 5 次錯誤指紋，會發出警報聲響

• 當保險箱受外力敲擊會發出警報聲響

•  LED 液晶顯示屏

• 半導體指紋，最多可儲存 100 枚指紋及 112 條開啟記錄查詢

•  緊急開啟功能: 緊急鎖匙 + 主鎖匙

•  保險箱外部特設緊急後備電源接口，沒電時可以利用 9V 電池緊急開鎖

•  可以用鏍絲鎖定於牆或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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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貴保險箱

YSELC/330/B1

外部尺寸 H756 x W454 x D400mm

內部尺寸 (不包括儲物箱) H475 x W425 x D310mm

重量 104 kg

體積容量 (包括儲物箱) 91.7 litres

鍵盤面板厚度 18 mm

內部設計
層板 X 1

儲物箱 X 1
底座輪子 X 4

外部尺寸 H391 x W420 x D330mm

內部尺寸 H320 x W410 x D250mm

重量 40 kg

體積容量 33.83 litres

鍵盤面板厚度 18 mm

內部設計 層板 X 1

外部尺寸 H511 x W420 x D360mm

內部尺寸 H440 x W395 x D270mm

重量 52 kg

體積容量 49.76 litres

鍵盤面板厚度 18 mm

內部設計 層板 X 1

YSELC/450/B1

YSELC/680/B1

尊貴保險箱
小型用途

尊貴保險箱
家庭適用

尊貴保險箱
辦公室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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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尺寸 H1574 x W700 x D600mm

內部尺寸 (不包括儲物箱) H1270 x W670 x D505mm

重量 311 kg

體積容量 (包括儲物箱) 521.19 litres

鍵盤面板厚度 18 mm

把手厚度 35 mm

內部設計
層板 X 3

儲物箱 X 1
底座輪子 X 4

外部尺寸 H976 x W500 x D450mm

內部尺寸 (不包括儲物箱) H695 x W470 x D360mm

重量 146 kg

體積容量 (包括儲物箱) 155.68 litres

鍵盤面板厚度 18 mm

把手厚度 35 mm

內部設計
層板  X 2

儲物箱 X 1
底座輪子 X 4

外部尺寸 H1174 x W600 x D500mm

內部尺寸 (不包括儲物箱) H875 x W570 x D405mm

重量 199 kg

體積容量 (包括儲物箱) 262.79 litres

鍵盤面板厚度 18 mm

把手厚度 35 mm

內部設計
層板 X 2

儲物箱 X 1
底座輪子 X 4

YSELC/900/B1

尊貴保險箱
專業用途

YSELC/1100/B1

尊貴保險箱
商業用途

YSELC/1500/B1

尊貴保險箱
大型商業用途

尊貴保險箱



智能保險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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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應用程式*

開啟保險箱、遠距離分享 
電子密碼、查看即時通知

開關紀錄盡在您手

隨時隨地可以查看
用戶開關紀錄

選用您喜歡的方式開啟

利用密碼、鎖匙或智能 
手機程式開關保險箱

無論是房屋合約或有富有特別意義的寶物，都可以使用 Yale Smart Safe 
來保護它們。

在 Yale Connect WiFi 連接器的協助下，您可以遠距離分享電子密碼、接
收即時通知、利用語音助手開啟保險箱。為忙碌的現代生活帶來便利。

*通過 Yale Connect Wi-Fi 連接器連接 Google Assistant/ Apple HomeKit 啟用語音助手和遠程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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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特點

• 通過 iOS 或 Android 智能手機上的 Yale Access APP（通過藍牙 – 2.4GHz）和 Yale 
Connect WiFi連接器進行 WiFi 控制和管理您的 智能保險箱

• 透過 Yale Access APP 遠距離分享電子密碼
• 隨時隨地可以查看用戶開關紀錄及查看即時通知
• 可於智能手機程式 Yale Access APP 控制大門鎖和其他 Yale 智能產品 
• 通過 Yale Connect Wi-Fi 連接器連接 Google Assistant/ Apple HomeKit 啟用語音助手

和遠程訪問

外部尺寸 H250 x W350 x D300mm

內部尺寸 H245 x W344 x D242mm

重量 12.1 kg

體積容量 20.5 litres

鍵盤面板厚度 18 mm

保安特點

• 精準無縫鐳射激光切割，提升防撬功能
• 雙重認證開啟設定，應用程式會透過電郵或手機號碼來驗証身份
• 銀行級別的安全保障: 採用進階加密標 (AES) 及傳輸層安全性協定 (TLS) 技術加密
• 保險箱外部特設緊急後備電源接口，沒電時可以利用 9V 電池緊急開鎖
• 多次輸入錯誤密碼，保險箱自動上鎖
• 內置燈光、可拆式堅固內層板及掛鉤
• 可以用鏍絲鎖定於牆或地面

智能保險箱
家庭適用

智能保險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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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 H200 x W160 x D80mm尺寸 H200 x W160 x D80mm

尺寸 H300 x W240 x D80mm尺寸 H300 x W240 x D80mm

YKB/200/BB2YKB/200/CB2

YKB/540/BB2YKB/540/CB2

鑰匙保管箱
鑰匙型 
20 條鑰匙

鑰匙保管箱
密碼型 
20 條鑰匙

鑰匙保管箱
鑰匙型
46 條鑰匙

鑰匙保管箱
密碼型
46 條鑰匙

鑰匙保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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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 H80 x W152 x D118mm 尺寸 H90 x W200 x D160mm

YCB/080/BB2 YCB/090/BB2

便攜式現金保管箱 
小型

便攜式現金保管箱 
中型

便攜式現金保管箱

產品特點 

•  備有兩款大小以供選擇，箱內層架更可按需要拆除，方便整理及妥善存放往來金錢、
   印章、票據或支票等細小物件, 是家居、小型企業、辦公室或會所的好幫手。



Trusted every day Part of ASSA ABLOY

Apple, the Apple logo and iPhone are trademarks of Apple Inc., registered in U.S. and other countries and 
regions. App Store is a serivce mart of Apple Inc.
Google and Google Play are trademarks of Google LLC.
Google Assistant is not available in certain languages and countries.
For information on Amazon Alexa skills and country compatibility please refer to Amazon’s website.
To control this Homekit-enabled accessory, the latest version of iOS or iPadOS is recommended.

yalehome.com.hk

ASSA ABLOY Hong Kong Limited
16/F, Excel Centre, 483A Castle Peak Road
Cheung Sha Wan, Kowloon, Hong Kong
亞薩合萊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長沙灣青山道 483A 卓匯中心 16 樓

電話: +852 2260 0888
傳真: +852 2686 8682
yalehome.com.hk
sales.hk@assaablo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