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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物理门禁 - 移动互联
移动互联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工作和娱乐
方式。从智能手机到可穿戴设备和平板电
脑，移动设备在当今办公环境中无处不在、
无时不在，应用于方方面面。移动技术是当
下的热门技术，为人们带来便利和便捷，是
门禁控制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

满足移动性和便捷性需求 
HID Global 引领创新，所开发的 HID 
Mobile Access® 解决方案屡获殊荣，用户
借此可满足最终用户对便捷性的需求，以
及对 IT 安全性的要求。将门禁控制功能延
伸到移动设备后，最终用户可以通过智能
设备安全方便地进出工作场所，包括从停
车场到大门、网络等。 

HID Mobile Access 可用于目前行业中的
各种移动设备。企业可以自行选择最适合
的移动体验，可以单纯采用移动解决方案，
也可以整合到现有卡式门禁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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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在掌控

HID Mobile Access 解决方案出类拔萃，可满
足当今用户移动先行的需求。以前所未有的
方式实现互联，并通过集中访问管理提高效
率、节约成本。

可在近处轻叩或在远处通过“Twist and Go”
激活门禁开门。然后，使用同一个设备登录网
络、打开电子锁、从打印机安全地发布文件、
记录考勤、从自动售货机购买零食，或者接入
电车充电站。

满足移动需求

HID Mobile Access 具有一致性，无论是使用
设备和操作系统，还是移动设备和读卡器之
间的直观交互，最终用户都能获得始终如一
的体验。 员工、学生或访客如果能够将设备
与已经安装的应用配合使用，则会使应用如
虎添翼。HID Global 的集成工具能够将 HID 
Mobile Access 内置到任何工作场所或用户
应用中。应用 SDK 和配套的 API 是强大的后
端集成工具，由我们的合作伙伴服务团队提
供支持。

由于需要知道可以使用手
机作为密钥、手机开机密码，
以及如何激活密钥，物理
门禁的安全性更高。
DAVID TSAI 
Netflix 桌面分析师

灵活便捷

NFC 近距离轻叩 Twist and Go 拧转

安全的基础架构



对身份数据实施前所未有的安全性和隐私
性保护

如今，对敏感身份数据隐私性的保护要求
空前重要。HID Mobile Access 采用突破性
的 Seos® 技术，这是一种基于软件且不受
外形限制的凭证技术，它不与基础硬件芯
片捆绑，能够为门禁控制提供最高级别的
安全性和隐私保护。这项技术采用 ISO 标
准，屡获殊荣，由美国政府和全球众多用户
用来加密保密信息或敏感数据。

安全性和隐私性无可比拟 

HID Global 在可信身份方面的市场领先地
位，是身份移动设备之间数据通信的安全
保障。HID Global 始终走在新兴政策和法
律的前沿，并且不断审查自身的隐私保护
策略。HID Mobile Access 解决方案仅收集
服务所需信息。 

维持高标准保护

HID 读卡器采用分层安全方法，也就是说，
这项技术整合多个安全控制协议来保护资
源和数据。 

移动门禁为我们的员工和
客户带来丰富的客户体
验，提供便捷创新服务。

KEVIN GLASS 
Café X 首席创新官 

安全的移动门禁 

门 停车场 IT 计算机/笔记本电脑

安全互联的门禁控制



可通过 HID Mobile Access 实现

HID Mobile Access 用户可通过简单的在线
管理门户快速注册。从移动读卡器到安全的
移动身份识别卡，HID Mobile Access 技术均
可与工作实现无缝衔接。

可扩展并节约成本 
HID Mobile Access 门户特性： 
• 用户友好型界面，便于管理员上手 
• 应用程序直观，方便最终用户注册 
• 处理方式独特，确保隐私性 
• 门禁权限易于管理，管理员可随时操作 
• 高度安全

HID Mobile Access 允许用户采用基于
订阅的计费模式，实现灵活定价和成本节
约。Mobile Access 采用不受外形限制的 
Seos® 技术，用途更加广泛，应用范围不限于
物理门禁控制系统。

为学生提供更加安全的出
入方式，更加流畅的整体
体验。对于学校而言，它可
以成为我们招揽新生的
工具。  

MARK MULLANEY 
赫尔大学，商业服务部助理主任

简便的最终用户注册

Go!

SEND DOWNLOAD ENROLL发送 下载 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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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效管理用户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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