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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智能控制面板

产品类型 MAY4C MAY6C MAY3C MAY5C

产
品
图
片

正面

背面

规
格

外形尺寸 94*94*41mm 94*94*41mm 94*94*40.5mm 152*94*40.5mm

屏幕尺寸 3.5"TFT
4 路本地自定义控制，2路情

景模式
3.5"TFT 5"TFT

触控类型 触控类型 6键界面 触控类型 触控类型

通讯端口 RS485、CANBUS

通讯协议 支持 MODBUS 协议、CANBUS

SSR 输出 4路 16A 8 路 16A

负载 4路 1000W 开关负载 8 路 1000W 开关负载

万年历 有

通讯方式 有线 RS485，CANBUS
有线 RS485，CANBUS,可选装

WiFi
有线 RS485，CANBUS 有线 RS485，CANBUS

输入电压 零火线 AC220V

防护等级 IP65 (前面板)

环境温度 工作环境 0～50℃；存储环境-20～70℃

环境湿度 20%～90%RH

安装方式 嵌入式 86底盒安装 嵌入式 144 底盒安装

墙外厚度 10mm

软件、手册
CoolMay HMI 智能控制面板编辑软件

详见《CoolMayHMI 智能控制面板使用手册》 《智能控制面板用户手册》

https://www.coolmay.com/webdown/CoolMayHMI%20V5.81.rar
http://www.coolmay.com/webdown/CoolMayHMI%E8%A7%A6%E6%91%B8%E5%B1%8F%E4%BD%BF%E7%94%A8%E6%89%8B%E5%86%8C.pdf
https://www.coolmay.com/webdown/CoolmayHMIyhs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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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智能门锁

产品类型 MH-01（智能门锁） MG-01（智能玻璃门锁） MB-01（智能球锁）

产品图片

产品尺寸 420*210*112mm 158*100*78mm Θ65*75.5mm

产品重量 6KG 1.4KG 0.7KG

开门方式 指纹/密码/钥匙

模式 防窥视虚位密码

密码数量 10 组

密码位数 6-10 位数字

指纹类型 活性生物指纹头

指纹数量 100 枚

指纹识别速度 ≦0.5 秒

认假率 ≦0.00010%

拒真率 ≦0.87827%

输入电源 4节 5号电池

工作相对湿度 20%-80%无凝结

抗静电指标 ≦15 千伏

电流峰值 ≦200 毫安

工作温度 -25℃-55℃

待机功耗 ≦50 毫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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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智能锁

产品类型 Mi-01（智能箱包锁）

产品图片

产品尺寸 Θ22*66mm

产品重量 37g

工作电压 3.2V 聚合电池

静态电流 <100mA

指纹容量 半导体：用户指纹 10枚

分辨率 500dpi

验证对比时间 <1S

工作温度 -20℃~60℃

工作湿度 20%~90%

拒真率 ≤0.1%

认假率 ≤0.0001%

指纹传感器 半导体指纹采集器

对比方式 1：N

抗静电能力 ≤10K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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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智能窗帘控制器

产品类型 MAY-C-01

产品图片

产品尺寸 46*60*310mm

电机扭矩 2N.m

输入电压 AC120~230V 60/50Hz

额定电压 AC200~AC 240V

额定功率 19.2W

额定电流 0.8A

安全负载 80KG

运行速度 96r/min

保护等级 Ip41



6

5.智能家居配套

产品类型 红外转发模块 MIY-I-01 温湿度模块 MTH01

产
品
图
片

正面/侧面

背面

安装方式 吸顶/壁挂安装

载波频率宽度 31KHZ~80KHZ /

温度测量范围 -20℃~85℃ -20℃~85℃

温度测量精度 ±0.5℃ 高精度在 25℃时可达±0.3℃

温度分辨率 / 14Bits

湿度分辨率 / 12Bits

湿度测量范围 / 0~100%RH(高精度在 25℃时可达±2%RH)

连接方式 RJ45 接口(供电通讯)

通讯协议 MODBUS-RTU

电源电压 DC12-24V

最大输入电流 50mA 15mA

静态功耗 <0.5W 0.05W

外型尺寸 直径 90mm * 厚度 36mm 直径 90mm * 厚度 45mm

相对湿度 95%(无凝结) /

净重 50g 约 65g

工作环境温度 -2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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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类型 气体探测器 MAY-G-01 烟雾探测器 MAY-SM-01

产
品
图
片

正面/侧面

背面

安装方式 吸顶/壁挂安装

测量范围 60平方米

报警浓度 5%LEL 50-150bs

报警音量 80dB（3 米）

连接方式 RJ45 接口 (供电通讯)

电源电压 DC12-24V

外型尺寸 直径 90mm * 厚度 45mm 直径 90mm * 厚度 45mm

相对湿度 <=95%RH

净重 98g 100g

工作环境温度 -15℃~55℃



8

产品类型 调光模块 CX-RGB

产品图片

正面

背面

安装方式 导轨安装、固定孔安装

连接方式 RS485 接口(供电通讯)

通讯协议 MODBUS-RTU，CANBUS

电源电压 DC24V

最大输入电流 24A

静态功耗 <0.5W

净重 360g

外型尺寸 130mm * 110mm * 33mm

工作环境温度 -20℃~85℃

相对湿度 95%(无凝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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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类型 放大模块 CX-CUR

产品图片

正面

背面

安装方式 导轨安装、固定孔安装

连接方式 RS485 接口(供电通讯)

通讯协议 MODBUS-RTU，CANBUS

电源电压 DC24V

最大输入电流 24A

静态功耗 <0.5W

净重 360g

外型尺寸 130mm * 110mm * 33mm

工作环境温度 -20℃~85℃

相对湿度 95%(无凝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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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联系我们

0联系我们：
深圳市顾美科技有限公司
地 址：深圳市南山区创业路中兴工业城 1 栋 6 楼
电 话：0755-86950416/86960332/26051858/26400661
联系方式：
广东区商务：802 李美珍 13751176401 广州佛山中山商务

803 龙小姐 13715391711 深圳商务
807 付小姐 13798439801 东莞惠州珠海等及广东其他商务

山东区商务：806 张小姐 13714803371 山东黑龙江吉林辽宁商务
826 李小姐 13751181001 北京天津河北商务

江苏区商务：805 王小姐 15820431435 江苏商务
825 晏小姐 13682450392 上海安徽商务

浙江区商务：820 肖小姐 13823361500 浙江福建商务
821 陈小姐 13826503920 河南江西商务

西北区商务：804 陈小姐 13590368285 湖南湖北四川陕西商务

技术：809 赖小姐 13316912165
811 郭 工 13316887579
812 张 工 13310866771
813 潘 工 13316891893

商务值班电话：18188633259（非工作时间咨询）
技术值班电话：13316999353（非工作时间咨询）
传 真：0755-26400661-808
公司官网：http://home.coolmay.com/
营销 QQ：800053919 邮箱：800053919@b.qq.com

微 信 公 众 号

http://home.coolm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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