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理门禁解决方案

支持 SIO 的 UHF 智能卡是 iCLASS SE® 平台的扩

展，可提供安全超高频 (UHF) 远距离停车和门禁控制

解决方案。可从最远九米的距离处读取 UHF 卡片进行

远距离身份识别。

支持 SIO 的 UHF 智能卡是最安全的可用 UHF 凭证

卡。读卡器发出一个密码，用以访问标签内存中用于

安全存储标签用户内存中机密或商业敏感数据的受保

护区域。 

除此安全措施之外，HID Global 的 Secure Identity 

Object (SIO) 数据模型增加一层加密和身份验证，以

实现更高的安全性和性能。由于采用的是无源 UHF 基

础技术，智能卡因而具有一定的成本效益。卡片不含

电池。支持 SIO 的 UHF 智能卡由读卡器供电，这就

消除了对电池维护的需求。

该解决方案可提供安全的非接触式读/写智能卡技术，

同时可新增防伪特性。这些特性包括直接印在卡片上

的自定义图片或照片身份识别。 

支持 SIO 的 UHF 智能卡符合严格的 ISO 厚度标准，

可与高清晰度打印机配合使用，具有结实、有韧性和

抗断裂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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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SIO® 的 
UHF 技术 
智能卡

用于停车和门禁应用的高度安全的 UHF 远距离 智能卡

 � 令人印象深刻的读取距离 – 超高频 (UHF) 技术可以从最远九米的距离处进行读取，具体取决于

频率、读卡器和环境。

 � 高度安全 – 支持 Secure Identity Object® (SIO®)，具备超越卡片技术的多层安全性，可为身

份识别数据提供有效保护，以免出现未授权访问的现象。

 � 可靠 – 能够经受 100,000 个写入周期，具有高读/写可靠性和长使用寿命。

 � 具有成本效益 – 无源、无电池设计不需要维护。

特性：

 � EPC Class-1 Gen-2，符合  
ISO18000-6C 标准

 � 支持的频率范围从 860 MHz 到  
960 MHz 

 � 卡片内存有 50 年的数据保留能力和 
100,000 周期的耐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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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HF 卡片特性：

 � 超高频读/写非接触式智能卡技术可远距离进行可靠通信且具备出众的数

据完整性。 
 � 基于 860 MHz – 960 MHz 频率范围的 EPC（电子产品代码）射频身份

识别协议 Class-1 Gen-2 UHF RFID 通信协议。

 � 使用逻辑保护（访问密码）防止未经授权访问内存。 
 � 无源、无电池设计支持大量的读取操作。结实、不易损坏。 

UHF 卡片特性：

 � 超高频读/写非接触式智能卡技术可远距离进行可靠通信且具备出众的数

据完整性。 

规格

 � 基于 860 MHz – 960 MHz 频率范围的 EPC（电子产品代码）射频身份识

别协议 Class-1 Gen-2 UHF RFID 通信协议。

 � 使用逻辑保护（访问密码）防止未经授权访问内存。 
 � 无源、无电池设计支持大量的读取操作。结实、不易损坏。 

基础部件编号 600 - 复合 PET/PVC 卡片

说明 UHF 非接触式智能卡

卡片结构 40% 复合聚酯 / 60% PVC

尺寸 最大 2.127" x 3.375" x 0.033" (5.40 x 8.57 x 0.084 cm)

重量 0.20 oz (5.7 g)

工作温度 -40° 至 158° F（-40° 至 70° C）

工作湿度 5 - 95%，无冷凝

工作频率 860 - 960 MHz

射频接口 根据 ISO18000-6C 和 EPC Class-1 Gen-2 的建议

波特率1 读卡器到卡片的数据速率：26.7Kbit/s ->128Kbit/s 
卡片到读卡器的数据速率：40Kbits/s -> 640Kbit/s

内存类型 非易失性内存 (NVM)，读/写

数据保留时间 100,000 个周期

可写次数 50 年

支持 SIO 的内存规格 用于存储 PACS SIO 的 512 位用户内存

常规读取距离 最远可达 9 米 - 取决于安装条件

卡片标记2 激光雕刻

自定义图形 可选

互操作性  iCLASS SE U90 读卡器

保修 终身保修。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完整的保修策略。

1   编码选择和数据速率由读卡器进行配置。

2  高清晰度再转印打印是唯一推荐用于支持 SIO 的 UHF 技术智能卡的打印流程。使用直接打印到

卡片或其他打印流程将无法产生可接受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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