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HONEKEY 智能鎖 

UserStar 優仕達資訊 

運用物聯網連接日常生活
中的鎖與手機應用程式。 
 
歡迎各領域的業者與我們
合作，除了將鎖具產品增
加無線方式操控，還能將
鑰匙進行雲端分享與各式
排程，讓產品更有智慧，
更具競爭力！ 

所有鑰匙都放到一支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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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當鑰匙，生活好便利 

  

電動伸縮門常見於工廠入
口，用來管制進出入的貨
車。用手機當鑰匙後，廠
內主管不需再等待門口警
衛開通，即可使用自己的
手機開門外出工廠，雲端
留下開關記錄以轉做外出
單記錄。 

電動伸縮門 

  

自動捲門、車庫、大門電
動拉門、賣場鐵捲門、自
動門、昇降機等等使用電
動馬達的機械設備。用手
機當鑰匙後，公司就可以
將鑰匙發給員工，或是打
造臨時鑰匙給家人或朋友
開啟車庫。 

電動鐵捲門 

  

活動櫃是全球辦公OA系
統中重要的角色。活動櫃
上鎖後，每一層抽屜會同
時鎖上，用於文具收納與
物品分類等用途。用手機
當鑰匙後，不需再去翻找
鑰匙，使用者出差時，還
可以將鑰匙分享給代理人
保管。 

活動櫃 

  

置物櫃常見於醫院、大賣
場、學校、信箱、大眾運
輸中心和辦公室等地，可
保管個人隨身物品、文件
或包裹等物品。用手機當
鑰匙後，使用者僅需攜帶
自己的手機，即可存取保
管物品。 

置物櫃 

  玻璃展示櫃常見於百貨專
櫃、展覽會場。用手機當
鑰匙後，員工上班時自動
取得鑰匙開始值班，下班
時自動鑰匙失效。 

玻璃展示櫃 

  保險箱常見於飯店、私人
住宅。用手機當鑰匙後，
使用者可設定安全性高的
個人密碼保護貴重物品。 
 

保險箱 

  用手機當鑰匙後，使用者
不需擔心鑰匙忘了拔出來
留在車上，因為手機人人
都習慣隨身攜帶，並且可
將磁石鎖外部鎖孔隱藏起
來，讓小偷偷竊的難度大
幅提升。 

機車龍頭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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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合作方式 

滿足所有鎖具電子化 
優仕達有實力堅強的研發團隊，可以針
對各種現存既有鎖具研發適合的電路與
機構，讓傳統鎖具可以直接替換成藍牙
手機智能鎖。優仕達亦接受各種客製委
託，以求能夠滿足各種鎖具的需求。 
 
優仕達協助您將鎖具、遙控器等等變成
可使用智慧手機控制的藍牙智能鎖。相
容於免費手機應用程式PHONEKEY，
並立即享用PHONEKEY建構完善的雲
端鑰匙管理平台。 

最短時間、最低成本 
優仕達已將最困難的部分：雲端服務與
手機端應用程式APP研發完成，未來僅
需針對各式各樣的鎖具設計適當的機構
與電路，即可迅速發包量產。 
 
優仕達設計好的藍牙智能鎖，與五金鎖
具夥伴合作後生產成固定樣式的產品，
提供各類業者貼牌銷售。 
 

優仕達提供的服務 

1. 免費雲端服務及手機應用程式APP 
2. 提供專屬電路板及韌體設計 
3. 提供機構整合設計 

智能手機電子鎖市場大餅 

會購買智能鎖的機率 
 
根據美國iControl於2015年6月發表
的統計研究指出25到34歲的美國人未
來12個月會購買智能鎖的機率為53% 

來源：iControl 

 2015年智慧手機滲透率 
來源：Google亞太區行銷長Simon Kahn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91% 

新加坡 88% 

沙烏地阿拉伯 86% 

南韓 83% 

瑞典 83% 

西班牙 80% 

挪威 79% 

台灣 78% 

澳洲 77% 

美國 57% 

藍牙4.0的手機滲透率 
 
根據藍牙SIG預測，2018年藍牙4.0 Smart 
Ready在智能手機的滲透率將有90% 

來源：Bluetooth S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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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研發時程規畫 

~2015 

2016 

2017 

Trigger 觸發啟動 

利用按鈕、觸碰、敲門震
動等叫醒藍牙，其餘時間
保持睡眠，增進省電效率。 

雲端鑰匙管理 

可利用網路平台分享、管
理鑰匙。不需要在鎖具前
面設定。 

相容傳統鑰匙 

保留傳統鑰匙的機構，讓
適應新科技過渡時期更加
輕鬆。 

門禁管理 

公司團體可以建構或整合
自己的門禁系統。 

開關記錄 

手機可存取鎖具的開關記
錄，方便使用者了解狀況。 

設定保證卡 

鎖具可用設定卡重設主控
密碼，做為忘記密碼的緊
急備援方案。 

離線鑰匙 

使用者的手機不需上網保
持連線才能開鎖，即使沒
有網路亦可開鎖。 

低電量通知 

使用者可在每次開關鎖時，
了解目前鎖具電量狀況。 

保全整合 

使保全業者巡邏員可以在
異常發生時，使用手機取
得授權協助主人檢查安全。 

聲控 

可利用Apple HomeKit, 
OK Google, Microsoft 
Cortana進行聲控控制。 

門鎖內外偵測 

使門鎖知道使用者是在門
內還是門外。 

藍牙HUB 

透過藍牙HUB將鎖具藍牙
訊號轉成WIFI，連線到網
路。可整合出租管理系統。 

藍牙4.2  

使鎖具互相溝通，連線到
網路。 

*鎖的功能按實際需要分別配置 



相容手機系統 

 iOS 8、iOS 9，包含iPhone 4、5、6+。 
 
 Android 4.4、5、5.1之手機，包含
HTC One M8、M9；Nexus 6、9；
Samsung Galaxy S5、S6、Note 4…等。 

PHONEKEY APP介面概觀 

鑰匙型態 

Owner(主人) 表示本手機擁有鎖具的最
高管理權限。 

Online(線上) 是網路管理鎖的鑰匙，因
此顏色與其他不同。 

Share(分享) 是從主人提供的下載連結所
安裝的鑰匙，含開關鎖次數與有效時間。 

Guest(客人) 是主控密碼產生的有限鑰匙。 

 
周遭可連線且未建立鑰匙的鎖具，圖示呈
現灰色。例如灰色的GAR，GAR是車庫縮
寫，各種物件都以3個英文字做為縮寫以
辨識產品種類。點選灰色物件即可開始啟
用鎖具或配對鑰匙。 

PHONEKEY手機智能鎖平台特點 
1. 不必擔心網路安全：可離線設定鑰匙與開關鎖 

2. 使用者最便利：適用各種鎖具(居家/交通/辦公…)，使用者一機(手機)行遍天下。 

3. 使用者最安心：不預留任何後門，提供唯一「啟用保證卡」主控密碼忘記可救回。 

4. 通路便利：正常品消費者也有權退貨，通路可使用「啟用保證卡」更新回出廠狀態。 

5. 專利加密技術：開關鎖使用AES / Trivium 雙重加密技術，無法側錄，破解難度高。 

6. 還有多種加值服務： 

 (1) 遠端鑰匙分享服務：透由PHONEKEY雲端平台，可隨時給任何人鑰匙開鎖。 

 (2) 保全KEYLESS整合加值服務：提供整合橋接機制，保全單位整合簡單。 

 (3) 出租加值服務：酒店/日租房/汽機車/櫥櫃出租等加值應用。 

 (4) 即時上網管理型鎖：鎖具軟硬體不須任何更改，可即時監控鎖具使用情況。 
 
智能鎖不分外觀尺寸，都不須連網，亦可為移動式。   

點選灰色物件即
可開始啟用鎖具
或配對鑰匙 

鎖具已啟用與完
成配對鑰匙 



優仕達設計的藍牙智能鎖，與五金鎖具夥伴合作後生
產成固定樣式產品，提供各類業者貼牌銷售。 
 
亦接受辦公家具業、展覽設計公司、鐵捲門、自動門
等需要手機開關鎖的鎖具用品業者特殊規格訂製。 

可貼牌之產品系列 

徵求全球合作夥伴! 

電動機控制器 

Photo by Janita 

  

  

  

  

  

抽屜鎖 

檔片鎖 

櫥櫃鎖 

玻璃櫃鎖 

保險箱鎖 

產品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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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點選已配對的車庫物件 2. 按下按鈕操作車庫門 

自動捲門、車庫、大門電動拉門、賣場鐵捲
門、自動門、昇降機等等使用電動馬達的機
械設備。用手機當鑰匙後，公司就可以將鑰
匙發給員工，或是打造臨時鑰匙給家人或朋
友開啟車庫。 
 

車庫開關 

1.簡易更換現有捲簾門無線接收控制開關，
使用手機藍牙功能開關鎖。 

2.提供可與美式車庫馬達簡易接線安裝系統。 

點選已配對物件 

    

電動機控制器 

產品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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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鎖 上鎖 

旋鈕順轉到底 

BEEP ! 

旋鈕逆轉到底 

喚醒 
藍牙 

旋鈕順轉到底 

  

  

抽屜鎖 

產品優勢 

1. PHONEKEY賦予活動櫃物聯網功能，使
用者不需擔心遺忘鑰匙存放處，將手機與活
動櫃配對後，手機在身邊即可開鎖。 

2. 可設定個人開關密碼，讓每次開鎖都需要
輸入密碼，避免手機遭竊盜用。 

3. 可雲端分享開鎖權限給第三者，並設定有
效期限與開關次數。 

4. 開關鎖自動記錄鎖體內，可管控使用記錄。 

5. 可保留實體鑰匙做為備用開鎖工具。 

鑰匙開鎖 
插入鑰匙，將旋鈕逆時針轉到底(約半圈)使直式鎖栓移動後，可拉出抽屜。 

手機開鎖 
1. 旋鈕順時針轉到底(約20度)，鎖和手機配對成功後發出提示聲。 
2. 旋鈕逆時針轉到底(約半圈)使抽屜可拉出。 

上鎖 
1. 將抽屜收回活動櫃 
2. 旋鈕順時針轉到底(約半圈)，完成上鎖。 

抽屜活動櫃是全球OA系統中重要的角色。活動櫃上鎖後，同時鎖上每一層抽
屜，用於文具收納與物品分類等用途。 

產品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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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優勢 

1.PHONEKEY賦予櫥櫃鎖物聯網功能，使用者
可用自己的手機開關櫥櫃鎖。 

2.開關鎖自動記錄鎖體內，有效管控使用記錄。 

3.業者可提供出租方案給予使用者，不需擔心
使用者複製實體鑰匙，導致其他用戶曝露在 

失竊風險下。可使用後台管理系統，一次管理
多個櫥櫃鎖的權限。 

4.可使用直流電接頭或USB等進行外部供電。 

手機開鎖 
1. 敲門震動，鎖和手機配對成功後發出提示聲。 
2. 斜式鎖舌收回達6秒鐘，使門板可開啟。 

上鎖 
6秒後斜式鎖舌伸出，關門即上鎖。 

櫥櫃鎖 

  

  

產品優勢 

1. PHONEKEY賦予檔片鎖物聯網功能，使用
者可用自己的手機開關檔片鎖。 

2. 開關鎖自動記錄鎖體內，可管控使用記錄。 

3. 業者可提供出租方案給予使用者，不需擔
心使用者複製實體鑰匙，導致其他用戶曝
露在失竊風險下。可使用後台管理系統，
一次管理多個櫥櫃鎖的權限。 

手機開鎖 
按下鎖心，鎖和手機配對成功後發出提示聲，
鎖舌自動收回。 

上鎖 
按下鎖心，鎖和手機配對成功後發出提示聲， 
鎖舌自動伸出。 

擋片鎖 

檔片鎖常見於玻璃珠寶展示櫃、置物櫃、抽屜等等。 

櫥櫃鎖常見於醫院、大賣場、學校、信箱、大眾運輸中心和辦公室等地。 

產品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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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優勢 
1. PHONEKEY賦予櫥櫃鎖物聯網功能，使用

者可用自己的手機開關櫥櫃鎖 
2. 開關鎖自動記錄鎖體內，有效管控使用記錄 
3. 員工上班時自動取得鑰匙開始值班，下班時

自動鑰匙失效。 
 

手機開鎖 
1. 旋鈕順時針轉到底(約35度)，鎖具和手機配
對成功後發出提示聲。 
2. 將旋鈕逆時針轉到底(約半圈)。 

 
上鎖 
門板關閉後，將旋鈕順時針轉到底(約半圈)。 

產品優勢 
1. 高安全性的個人密碼。 
2. 結合防盜保險箱、防火保險箱、防潮保險箱，

防磁保險箱等等設計。 
 

手機開鎖 
1. 旋鈕逆時針轉到底(約20度)，鎖具和手機配
對成功後發出提示聲。 
2. 電磁閥鎖舌收回達6秒鐘，使門板旋鈕可順
時針轉至底(約半圈)，將鎖栓收回。 
 

上鎖 
6秒後電磁閥鎖舌伸出，門板關閉後將旋鈕逆
時針轉到底(約半圈)，使鎖栓伸出。 

BEEP ! 

喚醒 
藍牙 

將旋鈕順時
針轉到底   

  

玻璃櫃鎖 

玻璃展示櫃常見於百貨專櫃、展覽會場。用手機當鑰匙後，員工上班時自動
取得鑰匙開始值班，下班時自動鑰匙失效。 

保險箱鎖 

保險箱常見於飯店、私人住宅。用手機當鑰匙後，使用者可設定安全性高的個
人密碼保護貴重物品。 

產品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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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求全球合作夥伴 

機會不等人 
台灣等東亞地區智慧手機幾乎人手一機，但是手機與物聯網應用尚不普
遍，如同完全沒有競爭者的市場。台灣人對於新鮮事物接受度高，加上
手機智能鎖能夠大大增加生活便利性，三、五年內物聯網的熱潮必定如
智慧手機的熱潮般風起雲湧。 
 

誰能一起共享大餅 
五金鎖具業者、辦公家具業者、保險櫃金庫業者、自動捲門業者、展覽
裝潢業者、自動控制業者等，所有與鎖關連的業者。 
 

夥伴們就是您 
優仕達在華人地區嚴選適合發展的企業，貴公司就是我們認為值得一起
提升用戶體驗，將傳統鎖升級為手機智能鎖的的好夥伴。 

產品目錄 

夥伴合作方式 

Photo by Jan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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