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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準備好迎接移動技術給門禁帶來的新選擇嗎 ?
從智慧手機到可穿戴設備和平板電腦，移動設備
在如今的辦公環境中隨處可見，發揮著不同的作
用。移動技術已成為新世代的重要技術，具有很
高的便利性和可攜帶性。隨著這些技術的發展，
利用移動技術控制大樓、房間和停車場的進出，
甚至控制網路和其他企業應用程式的訪問，構成
了門禁解決方案發展演變史中順理成章的一步。

HID Global 憑藉其屢獲殊榮的 HID Mobile 
Access® 解決方案，引領著創新的發展，讓不
同的組織能夠滿足最終使用者對便利性和選擇
性的需求。將門禁功能擴展到移動設備讓最終
使用者可以使用隨時帶在身邊的智慧設備，安
全、方便地進出工作場所。從停車場到大樓和
網路等等，HID Mobile Access 可以符合並滿
足不同的組織在移動優先的世界裡不斷增長的
便利性要求。

更多選擇 - 滿足您的移動性需求和便利性

要求

移動連接提供的便利性正在改變我們的生活、
工作和娛樂方式。HID Mobile Access 提供了
一個靈活的選項，可任意選擇使用手機、平板
電腦、手錶和其他可穿戴設備打開房門。可以
選擇最適合您需求的方式部署該解決方案。它
可以作為一個純粹的移動解決方案實施也可以
集成到基於證卡的現有門禁系統。根據所需的
應用或最終用戶體驗，可以通過短距離點擊或
使用“Twist and Go”的遠距離動作啟動，打
開房間門和大樓大門。該解決方案還支持如今
業內最廣泛的移動設備，因此可以定義最適合
您組織的移動體驗。

適合更高移動性環境的智慧門
禁

 “ 只需要攜帶一個設備就可以
完成這麼多日常任務真是太
好了。”

Alison Brown

Netflix 設施、運營和活動經理



隨著越來越多的藍牙智慧和 NFC 新應用

這等全球認證的產品組合的壯大，HID 

Global 提供了業內應用最廣泛、適應性

最強的移動門禁解決方案。我們在身份認

證方面處於市場領導地位，可以保證通過

移動設備進行身份資料通信的安全，並保

證隱私安全。

更多應用 - 通過移動解決方案連接環境

想像一下把門禁掌控在您手中的情況。

HID Mobile Access® 可以在各種提供移動連線
性的產品中找到。您可使用相同的設備打開樓宇
大門和房間門，還可以登錄網路、打開電子鎖，
並能通過印表機安全發佈文檔。也可以將此設備
用於門禁考勤系統、從自動售貨機購買零食或使
用電動汽車充電站。HID Mobile Access 現在前
所未有地連接到各種應用環境。

IT 安全和設施管理現在可以移至統一的訪問的程
式。對於需要以較少成本實現更多功能的組織而

言，通過集中式訪問管理實現的高效率和成本節
省非常有吸引力。HID Mobile Access 提供的移
動解決方案處於領先地位，可以滿足當今組織在
移動優先環境下的需求。

滿足對便利的移動解決方案的
需求



更有信心
身份資料得到前所未有的安全性和隱私保

護

HID Mobile Access® 採用突破性的 Seos® 憑
證技術，為門禁系統提供了最高等級的安全性
和隱私保護。這項屢獲殊榮的技術基於 ISO 標
準，被美國政府和全球眾多組織用於加密敏感
和機密資料。

如今，保護敏感身份資料的隱私比以往更加重
要。在如今移動優先的環境下，保護隱私需
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有更周全的考慮。在涉
及資料隱私的新法規遵從性方面保持領先讓 
HID Global 獲得了豐厚的收益。HID Mobile 
Access 解決方案只收集提供服務所需的資訊。
不存儲個人可識別資訊 (PII)、財務或日常維護
資料。我們還堅持相互分享資訊的互惠原則。

集成和技術支援

移動集成門禁解決方案使用簡便，值得信賴。
對於需要得到說明、將移動技術融入其門禁
系統的不同組織，HID Global Professional 
Services ™ 提供了額外的支援。從戰略諮詢和
解決方案設計到實施和培訓（由認證顧問進行），
提供了各種範圍廣泛的服務，可以在移動門禁
的部署中充分利用各種最佳實踐。

HID Mobile Access 符合歐盟數據保護指

令 95/46/EC，允許從歐盟向歐盟 / 歐洲

經濟區之外傳遞個人數據。不斷的審查和

更新可以確保隱私保護符合歐盟法規的要

求。



深入瞭解 HID Mobile Access®

體驗最佳的移動門禁。HID Global 直觀的 HID 
Mobile Access 門戶和 App 讓各種組織可以
有效地進行部署，並自信地管理移動用戶。HID 
Mobile Access 採用我們屢獲殊榮的 Seos® 技
術，提供了先進的身份管理功能，可以交付當今
最具動態性的移動解決方案。從支援移動的讀
卡器和安全的移動 ID 到雲端的管理平台，HID 
Mobile Access 技術讓協調工作得以無縫連接。

•  HID Mobile Access 門戶為管理員提供了友
好的使用者介面

•  最終用戶使用我們直觀的 App 註冊，非常
簡單

•  每次交易都是唯一的，可確保隱私
•  管理員可隨時、輕鬆管理存取權限
•  高度安全

有效地管理用戶
“此解決方案代表了最佳的
技術，並從長遠的角度充
分考慮了門禁系統的安全
性和便利性。”

Adrian Noriega
RFI Enterprises, Inc. 現場項目經理

Go!

SEND DOWNLOAD ENROLL發送 下載 註冊

走!

翻转位置 HID Mobile Access®

門戶登入、管理、
ACS設置、庫存

HID Mobile Access
門戶API

 

移動ID數據經過iCLASS SE讀卡器
驗證，經過驗證的身分數據傳遞

到面板，執行相對應的操作

移動設備通過HID Mobile應用程式 
(或採用HID Mobile App SDK開發
的第三方應用程式) 和Seos技術與

iCLASS SE讀卡器通信移動 ID 通過讀卡器通信無
線方式安全地傳遞到手機

最終用戶安全性管理員通過自己
的業務應用程式 (如門禁系統) 管

理設備、用戶和移動ID

客戶後端系統 (如身分管
理系統、預定系統、門禁

系統、人力資源系統)
“Tap”或”Twist 

and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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