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系列讀卡機 R10、R15、R30、R40

產品特色

● 格式的轉移-對於原本使用Prox系統的讀卡機與卡片格式，都可以不需要更換

，用戶也可以選擇   使用新的卡片或多重格式的iCLASS卡片，此外，Elite專案

中對於合約用戶客制化的關鍵方案是為   更高等級的安全性。

● 超高的安全性-卡和讀卡器之間的所有RF資料傳輸都使用安全演算法進行加解密

，對於企業的使用   -標準的加密技術和先進的金鑰管理系統，iCLASS的技術降低

了資料被竊取或感應卡被複製的風險。

● 卡片相容性-iCLASS是符合ISO通用標準，提供與台灣許多卡片技術的兼容性，

與任何MIFARE卡片   格式和悠遊卡都相容 (ISO 15693, ISO 14443A 以及 

ISO 14443B).。

● 具備最佳的卡片讀取範圍-讀卡機本身具備自動調整的功能，可以在任何的安裝

地點自動調整最佳的卡片 讀取範圍。

升級你的門禁系統具備iCLASS技術是非常簡單的，所有的iCLASS讀卡機提供與既有的門禁

系統相同的接線方式、低耗電量和5-16伏特工作電壓，不需重新配線與配管。另外，如果你

的門禁系統現在是PROX格式的讀卡機和卡片/鑰匙圈，你也可以在不需要更換卡片與鑰匙圈

的情形下，輕鬆的升級成功能強大的iCLASS讀卡機。

iCLASS® 13.56 MHz非接觸式感應卡片和讀卡機讓門禁系統更強大,更多樣化的應用，透過

資料加解密技術讓卡片與讀卡機之間的相互認證更安全。iCLASS讀卡機使用簡單，提供與

HID的Prox技術相同的便利和可靠性，透過先進的技術滿足產業不斷的變化與進步的須求。

全系列讀卡機與

悠遊卡相容

HID GLOBAL 台灣辦事處

● 簡易的升級-iCLASS 讀卡機具備相同的接線方式，相同的低耗電量

   以及相同的5到16伏工作電壓，你現在既有的門禁系統可以馬上升級。

● 多重的應用-超過70家技術合作夥伴將iCLASS技術內嵌在他們的產品

   來為你提供單一卡片的應用解決方案。

● 通過GSA認證-通過美國General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GSA) 

    FIPS 201通過，正式納入政府產品供應商清單。

● 現場立即升級-利用韌體設定卡片可在安裝現場直接更改感應讀卡機

    的韌體，立即升級。

整合既有門禁系統與全新技術的門禁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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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R03R51R01R

13.56 MHz

IP55

產品型號

讀取距離

安裝方式

設備尺寸

工作電壓

工作電流

環境溫度

環境濕度

感應頻率

傳輸距離

相容格式

防水等級

安規認證

外殼材料

產品顏色

產品保固

6100C 6140C 6110C 6120C

悠遊卡/Mifare卡：5.1 公分
iCLASS 卡片：8.9 公分
iCLASS 鑰匙圈：3.8 公分

悠遊卡/Mifare卡：5.1 公分
iCLASS 卡片：8.9 公分
iCLASS 鑰匙圈：3.8 公分

悠遊卡/Mifare卡：7 公分
iCLASS 卡片：10.2 公分
iCLASS 鑰匙圈：5.1 公分

悠遊卡/Mifare卡：6.4 公分
iCLASS 卡片：12.1 公分
iCLASS 鑰匙圈：5.1 公分

R10和R15是體積最小的讀卡機，非常適合窄板門框上安裝，
適用美規的單聯盒或任何平坦的表面
（**讀頭會蓋不住一般單聯接線盒）

R30是84平方公分讀卡機設計
可安裝在歐規或一般單聯盒

標準一般單聯盒或
各式單聯盒均適用

4.8 公分 X 10.3 公分 X 2.3 公分 4.8 公分 X 15.3 公分 X 2.3 公分 8.4 公分 X 8.4 公分 X 2.3 公分 8.4 公分 X 12.2 公分 X 2.4 公分

建議使用5-16伏特線性電壓

平均電流55毫安培
最大電流116毫安培

平均電流55毫安培
最大電流112毫安培

平均電流55毫安培
最大電流121毫安培

平均電流55毫安培
最大電流121毫安培

-35º 到 65º C

5% 到 95% 相對濕度

唯根輸出150公尺/22 AWG

•15693-唯讀;2k bit (256 Byte), 16k bit (2k Byte), 32k bit (4k Byte) iCLASS 卡片，序號
•14443B-唯讀;2k bit (256 Byte), 16k bit (2k Byte), 32k bit (4k Byte) iCLASS 卡片，序號
•1443A唯獨;悠遊卡/MIFARE®/DESFire(序號)
•美國政府個人身份憑證

UL294/cUL (美國), FCC Certification (美國), IC (Canada), CE (歐盟), C-tick (澳洲,紐西蘭),
SRRC (中國), MIC (韓國), NCC (台灣), iDA (新加坡), RoHS

UL94聚碳酸酯

黑/灰

參照地區合法代理商或地區合作夥伴保固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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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 64bit認證金鑰是非常安全的。具備讀卡機和卡片的金鑰

相互驗證的功能，所有讀卡機與卡片之間RF資料的傳輸

是經過高階安全演算法加密，這個金鑰管理系統降低了

資料被竊取或卡片被複製的風險。

客制化金鑰 客制化金鑰提供最高等級的安全性，個別企業或個人客戶

的卡片和讀卡機都是全球唯一的，並且無法交換使用。

結合我們的Elite和Corporate 1000客制化金鑰計畫，可以

為企業提供一個具有彈性的解決方案。

聲音及燈光指示 聲音提示提供不同的音調，以表示授予訪問權限，拒絕

訪問，電源狀態和設備診斷，視力受損的持卡人可以很

容易區分授予訪問和拒絕訪問。

高強度的LED光棒即使在明亮的陽光下依然提供一個清晰

的紅色與綠色指示燈

簡易的介面

讀卡機的唯根輸出與國內大多數的門禁控制系統均可相容，讀卡機從HID

 iCLASS®卡片讀取標準感應格式資料並將輸出的資料編碼，當讀卡機讀取

 ISO 14443A標準卡片(悠遊卡/MIFARE®/ DESFire®)，讀卡機可將輸出格

式設定為26-bit、32-bit (MSB)、32-bit (LSB)、34-bit、40-bit 或 56-bit

唯根格式的卡片序列號。

室內與室外都適用的設計
堅固耐用，防風雨的聚碳酸酯外殼，是能夠承受惡劣的環境的設計，並且

提供可靠的性能和防破壞的機制。

選項
色彩-黑色與灰色

金鑰管理-標準或菁英計畫

針對Mifare卡可選擇輸出格式

終端接線選項：45公分連接線或接線端子

可設定LED動作顏色及蜂鳴器動作模式


	HID讀卡機系列-1.pdf
	HID讀卡機系列-2.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