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全、彈性且可擴展

新一代
憑證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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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憑證技術
安全威脅多年來已經演變，隨著技術不斷成熟，可以應對不斷增長的風險。不過，在實體安
全方面，大多數組織仍在繼續使用舊式門禁控制技術，因此很容易受到非必要漏洞的影
響。企業也必須找到能夠滿足現今動態世界需求的現代技術解決方案。

這就是 HID Global 開發 Seos® 新一代憑證技術的原因。

Seos 為任何企業提供安全性和彈性的理想組合。藉由極為先進的加密技術和依據軟體的
基礎架構，Seos 可以在任何外型尺寸上確保受信任身分的安全，而且可以擴展到實體門
禁控制之外的應用層面。

Seos 可取代舊式和現有憑證技術，具有下列主要優點：

 ¡ 安全性：一流的加密技術可提供絕佳的資料和隱私權防護，相較於其他憑證技術，可
提供更安全的環境。 

 ¡ 行動性：Seos 是軟體型技術，與基礎硬體晶片無關，因此可提供更高的外型尺寸彈
性，適用於行動裝置、智慧卡、標籤等等。 

 ¡ 應用：Seos 可以擴展到在實體門禁控制之外的應用上使用，包括企業、教育、政府、飯
店等等專門的使用案例。

這些進階功能可以強化組織的安全防護，同時可以彈性選擇合適的外型尺寸和應用組合
來滿足獨特的需求。

相較於現今市場上的其
他任何解決方案，Seos 
可以更確實防護組織免
於遭受現今威脅和漏洞
的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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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佳安全性 
相較於傳統和競爭性憑證技術，Seos 提供更高層級的資料和隱私權防護。這是因為 Seos 
採用分層安全性方法，並使用嚴格的最佳實務進行資料防護。

Secure Identity Object
Seos 及 HID Signo™、iCLASSSE® 和 multiCLASS®SE 讀卡機平台運用分層安全性方法，
這表示該技術結合多種緩解性安全控制來防護資源和資料。

這些安全層之一來自 Secure Identity Object (SIO)，這是用於儲存安全身分資料 (例如使
用者 ID) 並且受密碼防護的資料模型。

SIO 是可便攜式的 ID，可以在許多實體憑證上進行設定，而且可以通過第三方應用程式和
產品使用。Seos SIO 是獨一無二的，其中包含四個界定特徵，可提供增強的安全防護：

 ¡ 為使用者指派唯一的數位身分識別信息 

 ¡ 以加密方式綁定裝置

 ¡ 在建立時進行實名管制，並在每次使用憑證時進行驗證，以確保來源受信任 

 ¡ 進行加密以防未經授權的人讀取內嵌的使用者 ID

憑證儲存模型：Seos Core
Seos 憑證技術以 Seos Core 為中心，這是一個安全庫，用於儲存和使用數位憑證的一致
模型，而且與基本的外型尺寸、硬體和通訊協定無關。 

Seos Core 運用容器，稱為應用專用檔案 (ADF)。每個 ADF 都有唯一的物件識別碼 (OID)，
用於儲存數位憑證。每個 ADF 均受隱私權防護。

「Seos 不僅僅是門禁，
可幫助我們更確實管理
憑證，將部門的命運掌
握在自己手中。」

DANNY ANTHES 
喬治梅森大學資訊技術資深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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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第三方驗證得到認可的保
證
沒有證據支援安全承諾的主張有什麼好處？安全供應商積極和潛在的誤導性行銷可能會
使採購部門很難做出良好的採購決策。

投資經過合格且公正的第三方獨立驗證的解決方案是降低此風險的最有效方法之一。 

HID 努力為擁有 Seos 的所有客戶實現此一級別的保證。2020 年 7 月 Seos 技術在 TÜV 
進行的獨立安全評估中達到了 SEAL-5 評級 (可達到的最高級別)。

這意味著 Seos 提供了有史以來第一張也是唯一一張經過獨立安全實驗室認證的門禁卡
片。 

誰是 TÜV？
150 多年來，TÜV 品牌在全球一直都代表著安全、可靠和中立。TÜV 資訊科技公司 (TÜViT) 
是 TÜV NORD 集團的一個部門，是 IT 安全的領先測試服務提供者之一，完全專注於資訊
技術的安全性。

TÜV NORD 集團是德國最大的技術服務提供者之一，在全球 70 個國家/地區擁有超過 
10,000 名員工和商業活動。 

您可以在此處深入了解有關 TÜViT 的資訊。

什麼是 SEAL-5？
TÜViT 評估資訊技術解決方案，並將其與安全保證級別 (Security Assurance Level, 
SEAL) 進行排名。SEAL-5 是透過此認證可以達到的 
最高級別。

若要了解更多有關不同安全保證級別的評估標準，請參閱 TÜViT 值得信賴的產品安全指
南。

https://www.tuvit.de/en/about-us/who-we-are/
https://www.tuvit.de/fileadmin/Content/TUV_IT/pdf/Dienstleistungsbeschreibungen/englisch/TUViT_TS_TP_Security_V3_0.pdf
https://www.tuvit.de/fileadmin/Content/TUV_IT/pdf/Dienstleistungsbeschreibungen/englisch/TUViT_TS_TP_Security_V3_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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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和隱私權防護
Seos 遵循資料防護的最佳實務和公認的開放標準。事實上，這採用與電子護照、安全實名
管制建立裝置以及 Europay、Mastercard 和 Visa 卡相同的標準。其中包括：

金鑰管理：超越簡單的方式，計算僅針對應用和角色的卡片特定金鑰。

相互驗證：提供同級最佳的訊息完整性防護，驗證卡片和讀卡機之間的真實性，並且為往
後使用的階段作業金鑰建立種子。

安全傳訊：無論階段作業的長度如何，均減少漏洞並防護整個階段作業的完整性。偵測到
訊息刪除、插入、播放或重新排序並予以拒絕。

標準型：Seos 主動使用開放式全球性標準，並由權威機構定期審核、檢查和驗證，藉以提
供盡可能透明的安全性。與專屬系統相反，除非解決方案遭受破壞，否則專屬系統通常不
會演變。相較於市場上的其他任何解決方案，嚴格遵守資料和隱私權防護的最高標準有助
於 Seos 更確實防護組織免於遭受現今威脅和漏洞的侵害。

Seos 是根據經過驗證
的開放全球標準開發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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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需要能夠獨立管理用於不同應用的數位認證，包括建立不同信任網域的能力。Seos 
對於多種應用強化此類數位身分，效用遠勝於傳統的實體門禁控制，可廣泛運用於各種產
業。  

全面架構 
Seos 建立了一個安全架構，該框架使用強式密碼驗證來防護對這些數位驗證的訪問。這
是真正多應用卡片的基礎，只有獲得授權的系統才能讀取這些憑證。 

動態應用專用檔案 (ADF) 
數位憑證儲存在 ADF 中，每個憑證都透過選擇和驗證得到防護，使用多個金鑰的最高安全
性和隱私權層級。可以動態建立和銷毀 ADF，因此在憑證的整個生命週期內優化可用記憶
體的使用。

記憶體選項 
使用 8KB 或 16KB 記憶體選項儲存應用程式。對於 Java 卡的平台，Seos 可以載入到安全
記憶體區域，可用記憶體最大為 144KB，能夠支援自訂應用程式開發。

一次性密碼 
儲存靜態密碼並根據 Oath HOTP 標準產生一次性密碼，Oath HOTP 標準是一次性密碼
權杖的可靠替代標準，用於防護電腦網路和應用程式的遠端存取。

適用於多種應用

停車
管理

網路登入

Seos 功能的另一個獨特支柱
包括為應用程式提供動力超
越傳統實體的門禁控制。

安全列印 無現金販售

考勤

新一代憑證技術

數十年的憑證技術已不足以滿足現今企業及其未來發展的需求。憑證技術不僅應該確保
實體門禁控制不會成為安全鏈中最脆弱的環節，而且也應該為一般員工和管理員提供更
高層級的 
使用者便利性。

Seos 具有同級最佳的安全性、彈性的外型尺寸，以及針對尖端應用的功能，是現今和未來
憑證技術的正確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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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軟體提供外型尺寸彈性 

現代憑證需要獨立於基礎硬體晶片，以便手機、卡片、穿戴式裝置和其他外形設備可以交
換用作可信的憑證。

Seos 是軟體型憑證技術，因此與基礎硬體晶片無關。這種獨立性更有機會將安全的憑證
技術擴展到更多種外型尺寸和通訊協定。

可攜式功能 - Seos 可以移植到不同的微處理器裝置上，以多種外型尺寸呈現。  

可自訂解決方案 - 安全團隊可以按照員工的喜好，發行智慧卡和行動裝置組合。Seos 為屢
獲殊榮的 HID MobileAccess® 解決方案提供動力。 

可選通訊協定 - Seos Core 可以彈性選擇通訊協定，而且無論通訊方法為何，均為門禁控
制讀卡機提供一致的介面。

額外的便利性和效率 - 藉由 HID Mobile Access，員工可以使用智慧裝置進出門、大門和
網路等。 

可遠端部署 - 與需要完全重新發出晶片型憑證相反，軟體修補程式也可以在需要時通過無
線方式部署。

如需交互操作裝置的完整清單，請造訪：hidglobal.com/mobile-access-supported-
devices。 

智慧卡

行動裝置

穿戴式

若要了解 Seos，請前往 
hidglobal.com/seos

HID Global 已協助全球成千上萬的企業順利
採用 Seos。若要開始升級到 Seos，請立即透過 
getHID@hidglobal.com 聯絡我們安排諮詢。

https://www.hidglobal.com/mobile-access-compatible-devices
https://www.hidglobal.com/mobile-access-compatible-devices
https://info.hidglobal.com/201803pacsnamnxtgenaccessppcseoconsultation_LP-request.html
mailto:getHID%40hidglob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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