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ultiCLASS® 磁条读卡器专供客户将其现有的门禁控制卡系统从常用的磁条技术升级到增强安

全性的 13.56 MHz 智能卡技术。multiCLASS 磁条读卡器系列支持的门禁控制技术组合包括

磁条、键盘、HID Prox 和 13.56 MHz 智能卡技术（包括 iCLASS），是您在灵活性方面的终极

选择，实现了真正经济有效、反应及时的无缝迁移解决方案，并且无需担心运行中断的情况。

没有读卡器和凭证卡组件的迁移产品可能需要巨大的初始投资，multiCLASS 磁条读卡器系列

能够提供价格合理、基于标准的安全凭证技术迁移方式。通过实施基于 multiCLASS 磁条读

卡器和 HID 多技术凭证卡的解决方案，组织可以将技术迁移与其现有的识别卡方案进行整

合，以较低的投资水平实现多个设施的安全技术迁移。转而使用 multiCLASS 读卡器增强安

全性的组织可以通过增加由单个卡片的应用来提高便捷性并从凭证投资上获得更多回报。

可拆卸纵向磁条读卡器和非接触式 125 kHz 支持特性让用户在使用读卡器时感到更加熟悉方

便，并能满足整个设施机构运营时的门禁需求，同时减少用户在迁移过程中的疑惑感。处于

灵活性考虑，纵向磁条背面板可以安装在非接触式墙壁开关读卡器主体框架的左侧或右侧。

在完全取消磁条卡后，用户可以用标准背面板更换磁条背面板，以实现仅使用非接触式 

13.56 MHz 卡的增强安全性。

multiCLASS 系列产品能够提供真正的 iCLASS 安全性、轻松的感应技术、强大的智能卡，同

时让您对选择 Genuine HID 更有信心。

ACCESS intelligence.

multiCLASS® 磁条读卡器
支持多种技术

13.56 MHz 非接触式和 125 kHz 感应读卡器 

◗ 简单迁移 – 从传统的磁条和感应技术到 
13.56 MHz 智能卡技术

◗ 增强的现场安全性 – 用标准背面板更换 
magstripe 背面板，以实现迁移后仅使用
非接触式 13.56 MHz 卡

◗ 双因子身份验证 – 将非接触式卡和 PIN 
结合使用

◗ GSA-认证*** – 美国联邦事务服务总局 
(GSA) FIPS 201 认证产品列表 (APL) 上榜
产品

*** 键盘读卡器目前已进入 APL 列表；非键盘读卡器是否会进入 APL 列表将在 2010 年 12 月确定



RMK40 multiCLASS 键盘

磁条读卡器

RMK40 multiCLASS 键盘感应式

磁条读卡器

RM40 multiCLASS  
磁条读卡器 

RMP40 multiCLASS 感应式

磁条读卡器

部件号
6230C (Wiegand)

6238C（时钟和数据） 
6236C (Wiegand)

6233C（时钟和数据） 
6220C (Wiegand)

6228C（时钟和数据） 
6225C (Wiegand)

6223C（时钟和数据） 

读取距离

iCLASS 卡：最远可达 
4.0 英寸（10.2 厘米）

iCLASS 密钥/标牌：最远可达 
1.25 英寸（3.2 厘米）

MIFARE/DESFire 卡 (CSN)：
最远可达 2 英寸（5.1 厘米）

iCLASS 卡：最远可达 
4.0 英寸（10.2 厘米）

iCLASS 密钥/标牌：

1.25 英寸（3.2 厘米）

MIFARE/DESFire 卡 (CSN)：
最远可达 1.75 英寸（4.5 厘米）

HID Prox ISO 卡：

最远可达 3.25 英寸（8.3 厘米）

HID Prox Clamshell 卡: 
最远可达 3.75 英寸（9.5 厘米）

HID Prox 密钥卡/标牌：

最远可达 1.5 英寸（3.8 厘米）

iCLASS 卡：最远可达 
4.75 英寸（12.1 厘米）

iCLASS 密钥/标牌：最远可达 
2.0 英寸（5.1 厘米）

MIFARE/DESFire 卡 (CSN)：
最远可达 2.5 英寸（6.4 厘米）

iCLASS 卡：最远可达 
4.25 英寸（10.8 厘米）

iCLASS 密钥/标牌：

最远可达 1.5 英寸（3.8 厘米）

MIFARE/DESFire 卡 (CSN)：
最远可达 2.0 英寸（5.0 厘米）

HID Prox ISO 卡：

最远可达 3.25 英寸（8.3 厘米）

HID Prox Clamshell 卡: 
最远可达 3.75 英寸（9.5 厘米）

HID Prox 密钥卡/标牌：

最远可达 2.0 英寸（5.0 厘米）

安装

两件式塑料机壳/电子器件和安装板。安装板具有内置磁条读卡器。磁条读卡器可以安装在读卡器的左侧或右侧。安装板安装在美国背箱上，

留有 52-60 毫米螺钉孔间距（纵向或横向），或安装在任何平坦表面上。读卡器机壳/电子器件通过紧固螺钉固定在安装板上。在磁卡迁移完成

后，用标准安装板更换内置纵向磁条读卡器的安装板，以增强安全性。

颜色 黑色

尺寸 4.81英寸 x 4.47 英寸 x 1.15 英寸（12.2 厘米 x 11.4 厘米 x 2.9 厘米） 4.81英寸 x 4.47 英寸 x 1.05 英寸（12.2 厘米 x 11.4 厘米 x 2.7 厘米）

重量 9.7 盎司（275 克） 8.8 盎斯（250 克）

电源 5-16 VDC，推荐使用线性电源

电源要求 平均 = 110 mA，峰值 = 169 mA @ 12 VDC 平均 = 90 mA，峰值 = 166 mA @ 12 VDC

额定功率 = 1.32 瓦 额定功率 = 1.08 瓦

工作温度 -31º 到 150º F（-35º 到 65º C）

工作湿度 5% 到 95% 相对湿度，非冷凝

传输频率 13.56 MHz 13.56 MHz 和 125 kHz 13.56 MHz 13.56 MHz 和 125 kHz

13.56 MHz 卡兼容性

iCLASS 15693，读取安全的 HID 门禁控制应用，所有内存大小

ISO 14443A/14443B 美国政府 FIPS-201 (PIV)***
ISO 14443A (MIFARE® 和 DESFire®) - 序列号，ISO 15693 - 序列号，ISO 14443B - 序列号

125 kHz 卡兼容性 N/A HID Prox 和 AWID 凭证卡 N/A HID Prox 和 AWID 凭证卡

磁卡数据轨道 1 或 2

磁卡速度 每秒 8 到 50 英寸秒

磁卡数据输出 所有位数的 Wiegand 或时钟和数据；各种 ABA 到 Wiegand 格式；支持大部分 Dorado 格式*

电缆长度 Wiegand/时钟和数据接口 500 英尺（150 米）（22AWG）

接线端 铜辫线或接线条

认证
UL294/cUL**（美国），FCC 认证（美国），IC （加拿大），CE（欧盟），C-tick（澳大利亚、新西兰）

SRRC（中国）MIC（韩国），NCC（台湾），iDA（新加坡），RoHS

外壳材料 UL94 聚碳酸酯

键盘 有 (4x3) 无

产品系列型号 RMK40C RMPK40C RM40C RMP40C

保修期 我们担保产品在 2 年内不出现材料和工艺缺陷

hidglobal.com

© 2010 HID Global. 保留所有权利。HID、HID 徽标和 multiCLASS 是 HID Global 

在美国和/或其它国家/地区的商标或注册商标。所有其它商标、服务标志和产

品或服务名称都是其各自所有者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13.56 MHz“订购指南”

** UL294 认证仅用于室内安装的 Wiegand 接口，室外 UL294 
评级将在 2010 年 12 月确定 

*** 键盘读卡器目前已进入 APL 列表；非键盘读卡器是否会
进入 APL 列表将在 2010 年 12 月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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