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ID 的 iCLASS® Clamshell 卡提供了 13.56 MHz 读／写非接触式智能卡技术，采用成本低

廉的卡外套和 ABS 外壳结构，在恶劣环境中亦经久耐用。iCLASS 通过加密和相互验证

机制来增强安全性，同时体现了感应技术的便利性、经济性和可靠性，正是这样的感

应技术使 HID 公司蜚声于世。

特色：

 w	 	13.56 MHz 读／写非接触式智能卡技术能提供高速、可靠的数据通信，和极高的

数据完整性。

	 w	 以合乎成本效益的方式提高门禁系统的安全性。

	 w	 带有 ABS 外壳和 PVC 标签，包装材料坚固耐用。

	 w	 2 kb（256 字节）大小的内存，只能配置两个应用区。

	 w	 提供可由用户定制的 HID 标准门禁应用区和一个其它应用区。

	 w	 	iCLASS 技术通过相互验证、加密数据传输及 64 位多变密钥，确保读／写功能的

高度安全性。

	 w	 任何现有的 HID 格式都可在工厂或现场编程，输入安全的 HID 门禁应用区。

	 w	 符合非接触式通信的 ISO 15693 标准。

	 w	 利用 PVC 透明膜，可以使用大多数直接图像打印机，现场制作照片 ID。

w Durability - Strong, flexible, and resistant to cracking
 and breaking.

w Long Life - Passive, no-battery design allows for an
 estimated minimum 100,000 reads.

w Convenient To Use - Can fit into a wallet or purse. 
Use with a strap and clip as a photo ID badge.

ACCESS	affordability.

iCLASS® Clamshell 卡
13.56 MHz 非接触式智能卡



  
  iCLASS 是专为门禁系统而设计的，它能使门禁系统功能更强大、

更安全、用途更广泛。智能卡与读卡器之间的所有射频数据传

输均采用安全算法加密。ICLASS 采用业界标准的加密技术，降低

了数据被窃或智能卡被复制的风险。为了提高安全性，还可通

过 DES 或三重 DES 加密来保护智能卡数据。

  每个安全分隔的应用区可通过 64 位多变读/写密钥进行保护。安	

全机制（如相互验证和加密）与快速处理和数据通信有效组

合，使通常的交易时间低于 100 毫秒。

  具有非常稳定的读卡范围。不受身体屏蔽或环境条件变化的影

响，甚至与钥匙和硬币放在一起也没有关系。

  可放入钱夹或者手袋中。可使用证件吊夹，作为照片证件。

  采用免电池的无源设计，最低估计读取次数为100,000次。

  牢固、柔韧、不易断裂。

  终生担保。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完整的担保政策。

  2kb（256 个字节）卡：2008

  1321 照片袋膜

  1324 PVC 直接打印膜

  13.56 MHz 非接触式智能卡。

	

特色

ACCESS	experience. hidcorp.com

标准最大读取范围*
R10 1.5-2.5" (3.8-6.3 cm)
R30/RW300 1.5-3.0" (3.8-7.6 cm)
R40/RW400 2.5-4.5" (5.1-10.2 cm)
RK40/RWK400 3.0-4.0" (6.3-8.9 cm)
*取决于安装软件。

尺寸
最大：5.40 x 8.57 x 0.018 cm (2.125" x 3.375" x 0.070")

重量
0.24 oz (6.8 g)

卡构造
带有 PVC 标签的 ABS 外壳。

工作温度
-40°至70 °C（-40°至160 °F）

工作湿度
5-95％（不凝结）

工作频率
13.56 MHz

射频接口
ISO 15693 读／写

交易时间
通常 < 100 ms

波特率
26 Kbps

内存类型
EEPROM，读／写

多用途内存
2K 位（256 个字节）卡 — 2 个应用区

写入限制
最低 100,000 个循环

数据保留时间
10 年

用于多功能内存应用的 
读／写功能功能

技术成熟可靠

使用方便

寿命长久

经久耐用

担保

基本卡部件号

套产品

说明

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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