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E 系列讀卡機

iCLASS SE
感應讀卡機

全新世代的高頻門禁控制技術

・支援SIO（Secure Identity Object™ 可移植憑證驗證技術）– 超越卡片技術的多層次安全防護，

    為身份資料提供額外的安全保障。

・防篡改技術 – 採用經過 EAL5+ 認證以及含安全组件的硬體，防止金鑰和加密運算被篡改，防止

    安全威脅，是最高等級的安全編解碼技術。

・內建TIP( Trusted Identity Platform™ 開放式信任憑證平台)技術 – 驗證過的可信賴身份均在所有

    支援TIP的產品系統上操作。

・現場立即升級– 可立即因需求提供安全的升级，硬體可馬上更新新技術和延長產品的生命週期。

・智慧化的電源管理–提供最經濟效能的節能永續。

HID Global 全新世代門禁控制平台突破了傳統的

感應卡使用模式，以新的 HID 可移植憑證驗證技術

 Secure Identity Object™  (SIO) 為基礎，可提供

安全、標準、技術獨立且靈活的身份資料結構。

基於成功的 HID iCLASS® 13.56 MHz 非接觸式

感應卡技術標準，全新 iCLASS  SIO-Enabled

 (iCLASS® SE™) 讀卡機是建構在新一代門禁控制

系統平台，並架構於 HID Trusted Identity Platform 

(TIP) 的開放式信任憑證系統架構中，能達到應用

與移動性共存以及增強的高等級安全性。

iCLASS SE 讀卡機內建新的可移植身份驗證

感應憑證，這些憑證可以安全地配置和嵌入

在卡片、手機、晶片載體中，提供最先進的

安全性和效能。iCLASS SE 讀卡機支援近距

離通訊技術 (NFC)，為未來的行動應用提供

的完善的功能，同時通過智慧電源管理和整

機環保材質，促進環境的永續。

HID Secure Identity Object  提供三大
關鍵優勢：可攜性、安全性和開放性。

・可攜性 – SIO 可存放於任何感應卡技術、基於

                    微處理器的卡、NFC 智慧手機、USB

                  金鑰、電腦等。

・安全性 – 提供多樣化金鑰憑證、身份驗證和加

                    密功能，為資料增加多重安全性。

・開放性 – SIO 使用可以支援任何資料的開放標

                    准定義，可包含人員出入管理、生物

                   辨識、電腦登入身份辨識、時間與考

                   勤和許多其他應用的資料。

更高的安全性：

● 多層次的安全保護 — 通過 HID SIO 提供的多層次安全防護，確保資料的

   可靠性和私密性。

● 採用經過 EAL5+ 認證、含安全性群組件的硬體 — 防止金鑰和加密運算被

   篡改。

● SIO 資料鎖定 — 將物件鎖定置入到一個特定的感應卡，以防止資料被拷貝。

● 擴展的 iCLASS Elite™ 計畫 — 保護使用獨特金鑰的感應卡和SIO，設定更新

    金鑰，以增強私密性。

可持續性：

● 智慧型電源管理 (IPM) — 與標準模式相比，可將讀卡器耗能降低高達 75%。

● 環保材料 — 符合積累 LEED 積分。

性能：

● SIO 介面轉換 — 簡化協力廠商產品在多種感應卡上的使用。

● 可立即更新規格的讀卡機 — 提供安全升級，更新技術來延長產品生命週期。

● RGB LED — 增強了使用者與維修人員提供系統狀態資訊的能力。

   可應用性：

● 近距離通訊 (NFC) 卡 — 達到利用行動設備（智慧型手機與APP）通過HID

   門禁系統。

● SIO 可攜帶性 — 提供技術獨立性以及其他智慧卡技術的可攜性。

● 可升級的硬體連接技術 — 允許所有應用唯根通信協議的讀卡機進行擴充及

    延伸應用，以支援OSDP、Hi-O以及其他雙向通信協議的溝通能力。

HID GLOBAL 台灣辦事處



SE 系列讀卡機

HID GLOBAL 台灣辦事處

Secure Identity Object™ (SIO)的加密模組

HID Global 的新一代平臺基於新的開放式憑證卡標準 Secure Identity Object™ (SIO)

，超越傳統感應卡模式，提供安全、標準、專利技術、靈活應用的身份資料結構。HID

 的 SIO Processor 是所有感應卡技術中的領先技術，支援 SIO 資料結構的解碼和身份

驗證，能提升系統的整體安全性。此外，它還支援主要的創新技術，可提供卓越的性能

和更好的易用性。

HID Trusted Identity Platform (TIP) 將門禁控制讀卡機、筆記型電腦、NFC 行動電話

等身份驗證設備轉換成可安全應用（無論其應用方式和連接方式如何）的身份辨識設備

。經過多重類型的加密演算法，確保資料安全/隱私，使其在所有應用設備上執行安全的

驗證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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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號
產品編號

感應讀卡距離

安裝方式

顏色

尺寸大小

鍵盤

產品重量(含連接線)
產品重量(端子)

電源

負載電流-標準電源模式(mA)

負載電流-智慧型電源管理(IPM)模式(mA)

最大電流(mA)

NSC功耗-標準電源模式

NSC功耗-IPM模式

 工作環境溫度
庫存環境溫度
 工作環境濕度

 防水等級
 工作頻率

 支援卡片格式與標準

 介面與控制器有效距離

 介面接線方式

安規認證

Cryto 處理器硬體通用標準評等

專利
外殼材料

所用的可回收材料百分比（連接線）

所用的可回收材料百分比（端子）

UL參考編號
產品保固

MIFARE® 技術：6.9公分
DESFire® EV1：4.1公分
iCLASS® SE™: 8.4公分

MIFARE® 技術：6.9公分
DESFire® EV1：4.1公分
iCLASS® SE™: 8.4公分

MIFARE® 技術：6.9公分
DESFire® EV1：4.1公分
iCLASS® SE™: 8.4公分

MIFARE® 技術：6.9公分
DESFire® EV1：4.1公分
iCLASS® SE™: 8.4公分

MIFARE® 技術：6.9公分
DESFire® EV1：4.1公分
iCLASS® SE™: 8.4公分

MIFARE 技術：3.0公分
iCLASS SE：4.3公分

MIFARE 技術：3.0公分
iCLASS SE：4.3公分

MIFARE 技術：3.0公分
iCLASS SE：4.3公分

MIFARE 技術：3.0公分
iCLASS SE：4.3公分

MIFARE 技術：3.0公分
iCLASS SE：4.3公分

13.56 MHz 單一技術憑證（卡片） – SIO 資料模式

13.56 MHz 單一技術憑證（鑰匙圈） – SIO 資料模式

迷你直立框設計；體型最小的
HID iCLASS 讀卡機，非常適
合安裝在窄板門框的門、
單聯預埋盒或任何平坦的表面

歐洲規格，標準83.3平方公分
讀卡機設計，可安裝在標準歐
規背盒或單聯盒

直立框設計；體積第二小
的HID iCLASS 讀卡機，
非常適合安裝在窄板門框
的門及單聯預埋盒或任何
平坦的表面

單聯預埋盒或任何平坦的表面

黑或灰

無

5-16 VDC，建議使用線性電源

-35º 至 65º C
-55º 至 85º C

5% 至 95% 相對濕度

iCLASS® SE™、DESFire EV1 和 MIFARE/悠遊卡
除標準 HID iCLASS 門禁系統的應用外，支援-
ISO14443A (MIFARE) CSN、ISO14443B CSN、ISO15693 CSN

維根介面 150 公尺 (22AWG) – 使用隔離電纜，以取得最佳效果

UL294/c UL（美國）、FCC 認證（美國）、IC（加拿大）、CE（歐盟）C-tick（澳大利亞、紐西蘭）
、SRRC（中國）、MIC（韓國）、NCC（臺灣）iDA（新加坡）、RoHS

UL94 聚碳酸酯

參照地區合法代理商或地區合作夥伴保固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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