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要特色

 � 智慧卡相容

 � 可與 Raritan 資產管理解決方案整
合，實現工作流程管理

 � 遠端上鎖／開鎖 

 � 可設定開鎖時間延遲 

 � 可自訂警示（Xerus 支援）

 � LED 狀態指示燈

 � 事件記錄

 � 與 LDAP 及 RADIUS 相容

 � 與近接、竄改及門扇位置感應器相容

 � 與感應器整合，以發揮門鎖狀態、監
控與警示功能

輕鬆實現機櫃門禁控制與合規性
 
Raritan SmartLock 電子門禁與控制系統，能為任何類型的資料中心機箱提供
易於部署且經濟實惠的網路門鎖解決方案。本款符合經濟效益的全方位解決
方案可因應日漸提升的 IT 應用安全性需求，並遵循 HIPAA、SOX、PCI DSS 
3.2 或 SSAE 16 等法規。

SmartLock 系統與 Raritan PX 智慧型 PDU 及 EMX 相容，可省去昂貴的安裝
手續及完全分離式門鎖系統需求。SmartLock 系統輕鬆連接至 PX 隨插即用

感應器，即可使重要資料順暢傳送至 DCIM 及安全性軟體。 

輕鬆部署／加裝

 � 門鎖尺寸多樣，可輕鬆加裝於任何現有的機架門扇上

 � Legrand Mighty-Mo、LX 機櫃及橫列式機箱專用的預先整合選項

 � 連結至 PX 智慧型 PDU 或 EMX 的單一 IP 位址下，最多可針對 16 個機
櫃（前後 32 個門鎖）進行保全

 � 預先設定以便 PDU 辨識並快速在整個資料中心中部署

符合經濟效益

 � 與 PX PDU 或 EMX 控制器直接整合，省去專用 IP Drop、閘道或安全性
面板的需求

 � 可與任何安全性、DCIM 或 BMS 軟體系統交互運作

 � 與 LDAP 及 RADIUS 加密卡資料相容

SMARTLOCK－門禁控制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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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 PCI、SOX、SSAE 16
、HIPAA 及 EN 50600 合規性



零件編號 套件說明 備註

SML-KIT-01 電子門把 (HANDLE-E)：(1) 前及 (1) 後門把 

(1) 接觸式關閉感應器，附電源*(DX-PD2C5) 

(2) 機械式超控鑰匙 

含纜線及接頭。 

管理介面： 

PX Web GUI；Xerus™ 韌體；SNMP 及指令碼處理介面；Power IQ DCIM 軟體。

本套件與 EMX2、PX3 及 iX7 控制器相容 

*以 PX2 iPDU 或更早版本控制器部署的 SmartLock 套件將

隨附外接電源。  

詳細資訊請參閱售價清單。

SML-KIT-CARD-01 SmartLock 套件* (SML-KIT-01) 及智慧卡讀卡機 (SML-HFC-READER)

請造訪 www.raritan.com/ap/tw/smartlock 
或撥打 886.2.8919 1333 瞭解詳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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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插即用

 � 與 Raritan USB 攝影機及資產管理
條碼相容，實現更先進的機架管理與
資料收集

 � 可透過 Raritan Xerus 韌體輕鬆設置
自動化與門禁控制規則

智慧卡相容

 � 與感應讀卡機相容，可辨識 Legic®、 
my-d®、DESFire®、Tag-it®、 
iClass®、MIFARE® 及 I-Code®  
技術等 13.56 MHz RFID 卡片

 � 資料經由 PX 智慧型 PDU，以 
AES-128 加密演算法加密並傳送至任
何門禁控制或 DCIM 軟體

零件編號 零件詳細說明 備註

SML-HFC-READER (1) USB 模組化 RFID 讀卡機 

與高頻 13.56MHz RFID 卡片（含 Legic®、my-d®、Tag-it®、DESFire®、iClass®、MIFARE® 及 

I-Code® 技術）相容。 

附 USB 纜線，機架安裝式。

USB 連接自 EMX 或 PX 智慧型 PDU 控制器（PX3 或 iX7）

HANDLE-E 電機式轉動門把，含接點纜線 

尺寸：適合標準 5.9”H x 1”W (150 mm x 25 mm) 樣式之電機式門把 

材質及表面處理：玻璃纖維尼龍，PC/ABS (UL94-V0)

如需詳細尺寸資訊，請參閱安裝說明

DX-PD2C5 兩個 12V 主動式乾接點可支援門鎖。五個數位常閉 (NC) 或常開 (NO) 接點閉合，如門扇開／閉、有／

無煙霧等。五個埠（通道）皆可獨立設為 NC 或 NO，原廠預設為 NC（請參閱 PX2 型號專用 DX-D2C6 

感應器）。RJ-45 接頭

隨附的接點纜線將於 12 月 17 日替換為第 II 代門扇管理感

應器

精確的稽核記錄 

 � 以 Power IQ DCIM 軟體整合資訊的
同時，記錄每一次進入嘗試

 � 即使發生停電，SmartLock 也能持續
防護安全

 � 可與 USB 攝影機及資產管理條碼無
縫整合，控制工作流程

 � 與近接、竄改及門扇位置感應器相容

虛擬籠體 
將個別或多個機架上鎖或開鎖，或是選擇
群組門禁控制與同時開啟多道門扇，模擬
進入實體「籠子」的情形 門禁設定

可同時開啟四個機架， 
其他機架則需個別驗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