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物识别解决方案

Lumidigm V 系列指纹传感器无论环境或皮
肤条件如何都可以提供行业领先的生物识
别性能。

您依靠 V 系列可以随时随地在任何环境下
获取出色的图像。

不俗的性能

Lumidigm V 系列指纹传感器可改善您的应
用的工作效率准确性速度和安全性令其他传
感器望尘莫及。

Lumidigm 专利技术带来稳定的如您预期的
优质图像可一举解决您的管理难题和用户
困扰。

图像即一切

Lumidigm 多光谱成像技术可同时读取皮肤
表层和下面，能够始终如一地获取清晰、干
净的图像—即使表层特征因为年龄、灰尘、
手指压力以及皮肤或环境条件而消失无影或
难以辨认也不成问题。

我们的传感器能够录入和验证每个指纹包括
那些传统传感器无法辨识的指纹。

借助 Lumidigm V 系列指纹传感器，解决录
入故障 (FTE) 和获取故障 (FTA) 问题。

出众的活体检测

消除与传统指纹传感器相关的性能问题。

Lumidigm V 系列传感器通过从指尖捕获详
细的表层和下表层数据，能够预防伪造和
欺诈指纹。

Lumidigm 通过生物识别行业最佳的活体检
测技术，可提供最为安全和准确的传感器 
— 截至目前为止已有超过 20,000 样本经过
测试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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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midigm®  V 系列 
指纹传感器

Lumidigm V-Series 指纹传感器随时随地表现出众 
优势

 � 行业领先的指纹图像

 � 满足高性能要求

 � 易于集成

 � 出色的活体检测功能，可预防伪造和
欺诈指纹

 � 消除录入故障 (FTE) 和获取故障 (FTA) 
难题

 � 提高工作效率

 � 所需维护极少

 � 可为集成商和最终用户创造高投资回
报特点

 � 专利多光谱成像技术同时审查皮肤表层
和下面。

 � 灵活强大的设备输出

 � 紧凑设计

 � 顶尖活体检测技术，预防欺诈威胁

 � 更大操作范围-10 至 60°C，潮湿或
干燥

 � 500 dpi



规格

V30x 传感器 V31x 传感器

成像系统

技术 专利 Lumidigm 光学多谱成像

图像分辨率/位深 500 dpi / 8 位，256 灰度

压印区域 0.7” x 1.1” 椭圆

生物识别功能

图像输出 符合 ANSI 381

模板输出 符合 ANSI 378

匹配度或验证 (1:1) 需要 ANSI 378 模板输入

识别 (1:N) 可用（仅限 V30x-30） 将 ANSI 378 模板用作输入

隐藏检测 含

隐藏保护 含

模板存储

验证模式 (1:1) 最多 1000 不受限制

识别模式 (1:N) 至多 400（仅限 V30x-30） 每组最多 1,000 个用户，组数不限

生物识别性能

手指成像时间 1.3 s（典型） 800 ms – 1 s（典型）

手指模板/匹配度时间 2.0 s（典型） 900 ms – 1.1 s（典型）

手指识别时间 2.1 s（典型，仅限 V30x-30） 950 ms – 1.1 s（典型）

环境
注意：生物识别性能在指定操作范围内始终稳定。

压印防护 IP65

操作环境（有外壳）

温度 -10 至 60℃

湿度 0–100% 相对湿度，有冷凝

ESD 抗扰度 IEC 61000-4-2 4 级 +/-15 kV 空气

接口

USB 2.0 480 Mbps 高速

支持的操作系统

Windows 8 / 8 Embedded（32/64 位）
Windows 7 / 7 Embedded（32/64 位）

Windows XP / XP Embedded
Linux

Android

Windows 8 / 8 Embedded（32/64 位）
Windows 7 / 7 Embedded（32/64 位）

Windows XP / XP Embedded
Linux

Android

加密 n/a 加密视频，提供隐私/播放保护

外形

整体尺寸 3.25”（宽） x 4.00”（深） x 2.35”（高）（8.3 cm x 10.2 cm x 6 cm）

外壳 涂漆镁合金，IP65 等级

电源要求

电源电流 — 运行 +5 VDC 500 mA（峰值） +5 VDC 300 mA（峰值）

电源电流 — 空闲 +5 VDC 100 mA（典型） +5 VDC 100 mA（典型）

标准合规性

互操作性
ANSI 378、ISO 19794-2:2005、ANSI 381、ISO 19794-4:2005、符合 NFIQ、{t.128.0}

MINEX 认证算法

设备证书
CE、FCC Part 15 Class B、EN 60950、IEC 62471、RoHS、DEA EPCS、{t.130.0}经认证

的瘦客户机支持

最低系统要求

接口 USB 1.1 高速 USB 2.0 (480 Mbps)

 内存 n/a 64 MB 可用 RAM

操作系统 n/a 要求支持的操作系统

For Lumidigm inquiries:

+1 (505) 272-7057
lumidigm@hidglob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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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支持的操作系统
北美：+1 512 776 9000
免费电话：+1 800 237 7769{t.137.0}欧洲、中东
及非洲：+44 1440 714 850
亚太地区：+852 3160 9800
拉丁美洲：+52 55 5081 1650

hidgloba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