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带您进入
智能化的无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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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布全球的智能化
安防及门控解决方案

进出有形
信赖无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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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创一个安全无忧的未来

信赖和安防是员工及公司
合作成功的支柱

世界在变，许多地区也在日益进步和繁荣。随着城市的
发展，社会的城市化程度越来越高，技术的变革也越来
越快。

数字化转型正在迅速地影响着生产流程和工作组织。
与此同时，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加剧，人口结构也发生
了改变，这些动因导致人们对安防的需求越来越多。

可信赖的安防解决方案是员工、公司和组织实现轻松
生活和工作的关键，也是我们建立社会和经济关系的
基础。信赖和安防是有效合作的先决条件，更是业务
增长的坚实基础。

在多玛凯拔，我们加倍努力以带您进入智能化的无忧
生活，并将获得您的信赖视为我们的动力。

构筑信赖关系需要敬畏时间和遵守承诺，150多年来，
我们一直将此作为我们的首要任务。日复一日，一次又
一次的安装，一项又一项的创新，充分证明了多玛凯拔
智能化门控及安防解决方案是旨在打造高效、便捷的
基础设施，从而实现无缝且安全的人流控制，以保护人
员、建筑物和财产免受损害。与此同时，让您感到安全
无忧和信赖。

世界在变 – 我们的承诺始终如一，那就是进出有形，信
赖无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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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的产品组合

以一站式采购平台提供
创新的产品、解决方案和服务

当人们进入或离开建筑物或房间时，往往会用到多玛
凯拔的产品和解决方案。从门解决方案到高保安钥匙
系统，从客制化的门控系统到灵活的空间解决方
案。150多年来，我们一直在为建筑和房间开发安全、
可信赖的门控解决方案，我们坚持创新、以客户为中
心，并将“精益求精”定为目标不断地激励自己。

我们通过跨学科的交流和知识传递来不断拓展我们的
专业知识，也是为了能让您时刻处于领先的状态，而这
一切的实现都基于我们员工的经验和专业知识。

对创新的追求需要用大胆和开放的精神来开发新思路
和渴望新知识。我们着眼于未来，标新立异，只有赢得
客户的信赖，我们才会感到满足。

无论身处何地，当您需要通过高保安的门控解决方案
来打造更高效、更智能、成本更低的运作过程，我们都
能为您提供有效的、创新的和专业的客制化解决方案
及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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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用五金
坚固耐用且外观精美的门用技术解决
方案：方便快捷、易于组装、 功能强大且
稳定。 

电子门禁系统与数据管理
电子门禁管理与员工管理：实现高效的
门禁管理、安防和数据收集。

自动化出入口控制系统
自动化门控解决方案：为建筑提供最大
化的便利与无障碍通行。

室内玻璃门五金系统
全通透的玻璃系统解决方案：广泛应用
于商业和住宅的现代楼宇中。

酒店锁系统
应用于度假屋的酒店锁及门控管理解决
方案：提供可靠、便捷且高效的保护。

高保安钥匙系统
在灵活分配门控权限的同时，又不失其
安全性：实现最佳的管理、低成本和提
供更大的便利性。 

服务
客制化的服务与维保，确保所有类别门控
解决方案的功能兼具持久性及有效性。

咨询 

计划 

实现 

运营 

维保

+

高保安保险柜锁
高保安防盗锁：为货物、贵重物品、资料
信息或有害物质提供最佳保护，防止越
权存取。

配匙系统
钥匙坯、钥匙切割机及汽车相关解决 
方案。

移动隔音墙
灵活高效的隔音墙解决方案：适用于酒
店、会议中心、工作室等场所的独立空
间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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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关注的领域

金融行业

办公室

教育

零售

公用事业 / 电信

机场

医疗

酒店

生产设施

住宅

政府

铁路

多户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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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制化的解决方案

为您定制，及您所需

生活、工作和建设方式的改变都关系着对安防需求的
增加，这一发展影响着所有部门和所有人。

像机场、医院、政府大楼或银行这些公共机构或综合设
施，都需要功能性的、灵活的、美观的门控系统。此外，
工业企业、基础设施提供者、行政机构和服务部门都面
临着在生产力、经济效率和服务之间取得最佳平衡的
任务。

无论是针对特别敏感的部门，还是人流密集的区域，使
用多玛凯拔灵活的门控解决方案，能为您带来高保安
的、高效率的通行体验。我们的硬件组件和软件解决方
案是可以协同使用的，因此可以很容易地集成到您的
技术架构中，方便管理和扩展。

我们为您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持涵盖从咨询、计划到实
施的各个阶段，并根据您的个人需求和安防要求为您
定制最先进的解决方案。

无论您在何地需要高保安的、值得信赖的门控解决方
案，我们随时都能为您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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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以信赖塑造未来

当今，世界各地的开创性项目
都选择使用我们高品质的解决方案



9

06

08

07

09

04 05

02 03

部分案例

01 
滨海湾金沙酒店，新加坡

02 
Barangaroo 商务中心，
悉尼 (澳洲)

03 
世界贸易中心一号大楼，
纽约 (美国)

04 
Elbphilharmonie 音乐厅，
汉堡 (德国)

05 
Galaxy Soho 办公楼，
北京(中国)

06 
Aalt Stadhaus 音乐厅，
迪弗当日(卢森堡）

07 
Hedges Ave 海景豪宅，
黄金海岸 (澳洲)

08 
The Squaire 机场商务中心，法
兰克福 (德国)

09 
Liondes Chalets 木屋酒店，
圣维吉利奥(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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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价值观指导行动

我们的动力是保证您的安全
并以此为中心去做每一件事

无论您有什么要求，我们都会竭尽所能让您感受到无
所不至的服务，这也体现在我们的价值观中。

我们将您的需求放在首位，这时刻督促着我们保持热
忱并怀有好奇心。我们努力了解我们的客户、合作伙伴
和用户当前或是未来所关心的内容。进取和创新力是
我们与生俱来的，我们研究行业发展趋势和面向未来
的技术，并不断地开发我们的产品、解决方案和服务。

我们在安全、质量和可靠性方面为自己设定了很高的
标准，它驱动和激励着我们不断提升我们的表现。在此
基础上，我们将继续扩大产品组合以保证为您提供最
佳的解决方案，让您的建筑更智能、更安全。

以客户为中心、可靠性、可持续发展形成了信赖的坚
实基础，也是我们企业价值观的基础。我们的价值观
激励着我们朝着一个目标前进：为您提供最好的产
品、解决方案和服务，并让您感受到无所不至的服务，
从而成为您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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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至上

好奇心

卓越绩效

勇气

信赖

作为我们的客户、合作伙伴和用户，我们始终专注于您
的需求。

不断研究并发现行业发展趋势是我们开发面向未来的
解决方案的基础。

我们会竭尽全力做到令您满意，同时为产品及服务的
安全、质量和可靠性设定高标准。

我们致力于不断发展安防及门控解决方案，为我们的
利益相关者实现真正的附加值。

信赖是我们公司的重要价值观，因此您完全可以放心，
您的所有事物都将得到妥当处理。

我们的企业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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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守护建筑物、社区和
大自然

多玛凯拔致力于促进可持续发展，无论是现在还是对子孙
后代，它都与我们履行经济、环境和社会责任的整个价值
链一致。

通过参与各种可持续发展倡议和组织，我们履行负责任业
务的指导原则，并与商业伙伴合作一起建设更可持续发展
的行业。2019 年，我们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努力获得了第
三方评级公司 EcoVadis 颁发的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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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安防，服务全球
 
全世界数以万计的员工和公司
信赖我们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作为门控及安防解决方案领域排名世界前三的集团，我
们遍布130多个国家，拥有约15000名员工和众多的合
作伙伴。作为您的合作伙伴，我们乐意随时随地为您提
供支持。

我们倾听您的需求，并以此调整我们的解决方案。这种
密切的合作方式使我们可以提前计划，从而解答您在
门控及安防方面的疑问，为您提供可行的、安全的和智
能化的解决方案。尤其是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连接有
巨大的潜力等待被开发。

我们一直在寻找新的方法改进我们的技术，以便为您
提供真正增值的解决方案。我们在全球安装的数以百
万计的产品和应用程序都证明了我们在这方面取得的
成功。

正是因为履行了坚持创新和不断优化的承诺，我们赢
得了全球客户的信赖。无论您身处何地，只有保证您的
安全，我们才会感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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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植历史，引领未来

我们坚持总要给您最好的

1908

成立 Dörken &Mankel 
KG 公司
Rudolf Mankel 和 Wilhelm 
D o r k e n在恩内佩塔创立了 
Dorken & MankelKG (德国 ) 
⸺后来被称为 Dorma（多玛） 
⸺并将平开门铰链引入德国市
场成为他们的主要产品。

1950

开始进入闭门器市场
TS 50 闭门器的生产标志着多
玛进入闭门器业务的开始。许多
成功改进随之而来，创造出一系
列广泛的门用五金产品组合。

1962

首套自动门控系统面世 

多玛迈出了走向自动门控系统
的第一步， 顺应了让建筑更加舒
适和安全的行业趋势。

2002

进入移动隔音墙系统业务
随着收购欧洲的 Hüppe Form 
Raumtrenn-systeme 公司以
及美国的 Modernfold 公司，多
玛跻身全球移动隔音墙行业领
导者之列。

2009

全球首个机场自助登机门
在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ATA) 
新规定出台后，汉莎航空与凯拔
启动了合作开发项目。第一个自
助登机门安装在法兰克福机场 
(德国 )。

1862

创建生产锁及保险柜的车间 
Franz Bauer 在瑞士苏黎世创
建了一家现金出纳机公司。当时
立法规定，所有公司都必须确保
自己的账户安全免受火灾影响，
保险柜的需求与日俱增。

1934

获得双面钥匙锁专利 
Fritz Schori 发明了第一把双
面钥匙和锁芯。 Bauer 公司为
这把锁申请了专利，并用“ Kas-
senbauer” 的缩写名 Kaba  
（凯拔）在市场上进行销售。

2000/01

收购 Unican 公司
通过收购加拿大 Unican 集团，
凯拔成为世界范围内在高保安
锁、酒店锁、按键锁和钥匙系统  
(包括钥匙切割机和匙坯)领域
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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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玛和凯拔合并
多玛凯拔合并成为全球门控及
安防解决方案领域排名前三的
企业。能以一站式采购平台，为
客户提供全方位的产品组合、解
决方案和服务。

2015/16 

第一个基于云服务的访问解决
方案

多玛凯拔不断丰富自身产品组
合，提供可通过云端获取访问权
限的移动设备解决方案，并开始
提供“访问服务”,第一个实例是
移动访问和 exivo 系统。

2015 

2016/17 

完成在北美地区的收购
通过收购 Mesker Openings Group 
和 Stanley Black& Decker 的商用五
金业务。多玛凯拔扩大了其在潜力巨
大的北美市场的占有率。

2017 

收购 Skyfold 公司 

Skyfold 作为全球垂直可折叠操
作隔音墙行业的领导者，可为用
户提供空间上极大的灵活性。该
系列产品丰富了我们在隔音墙及
配匙系统业务中的产品组合。

2018/19 

构建数字化业务的生态系统
最新成立的“多玛凯拔数字化”
部门，基于开放的平台和物联网
生态系统，致力于开发数字化产
品和服务。

2019 

被评为可持续管理  
EcoVadis 金奖
从 2013 年起，多玛凯拔成为了
联合国全球契约的成员，后于
2019年获得了由监测全球供应
链可持续性发展的第三方评级公
司EcoVadis 颁发的金奖。



上海办事处
电话: (021)53850022
传真: (021)53850885

广州办事处
电话: (020)62321883
传真: (020)62321886

北京办事处
电话: (010)65615022
传真: (010)65614880

www.dormakaba.com

门用五金 电子门禁系统与
数据管理

自动化出入口
控制系统

室内玻璃门
五金系统

酒店锁系统

高保安钥匙系统 高保安保险柜锁 配匙系统 移动隔音墙 服务
官 方 微 信 官 方 小 程 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