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ba Elolegic V3
Kaba Elolegic V3“獨立式”門禁系統無需昂貴的布線工序。有了Legic非接觸式
拷貝驗證技術、門禁數據、時間和權限能被讀出和傳送。可根據客戶的具體需求，
量身定制具有多種功能和組合的解決方案。

未來的門禁系統
方便，靈活及安全
Kaba Elolegic - 多功能的系統

適用於任何的情況與環境

現今的門禁系統需要創新及全面的功能，方

Kaba Elolegic量身設計的組件如鎖體、鎖 Legic 鑰匙或證件可做為一個通用數據載

便及靈活使用更是無可缺小的環節，例如：

芯、讀咭器及媒體去組成不同的解決方

有效率地去管理輪班工作、訪客及架構改變

案。基本上Elolegic可分為三個不同的產品 • 入門權限

的權限授權。

系列：

• 時間與考勤管理

• L-或N-系列(沒有時間設定功能)

• 食堂和自動售貨機的免現金付款

進出沒有受時間授權限制

• T-系列(時間設定功能)

一咭通
體，把各種應用功能結合起來，例如：

• 進入停車場
• 開鎖等

進出授權受時間限制

• U-系列(多用途功能設定)
移動功能及進出授權受時間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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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利用Legic媒體，如鑰匙、匙咭和標牌去開關Kaba
Elolegic數碼鎖芯。

Kaba Elolegic C-Lever把手。

小量的投資，便可確保安全的進出

失去鑰匙也不要緊

Kaba Elolegic電池操控櫃鎖可配合Kaba exos在線系
統上一同使用。

整合容易

Kaba Elolegic系統結合了鎖具及編程設備 遺失鑰匙，可以快速輕鬆地掛失或更換。每 Kaba Elolegic系統是兼容性很高的產品，
從而製造一個簡便靈活的門禁解決方案。有

種識別身分的媒介如鑰匙，卡片或證件，

它可以將現有的機械鎖體或鎖芯換上

效率的編程方法去編寫時間授權及進出授權

都內含Legic芯片。通過簡單的“替換”命

Elolegic系統。機械式鑰匙首蓋可換上

權限使保安漏洞消除。而效力大的管理軟件

令，可快速、簡便地重新編程或更換媒介。

Legic 芯片，從而可操控新加的 Elolegic

更可概觀所有權限狀況及門禁的出入記錄。

利用手提式編程器或軟件可將授權權限、進

產品，最重要是Kaba Elolegic 能夠利用

出記錄、電池狀況的數據展示出來。

Kaba CardLink™連系至Kaba exos實時聯
網系統上。

六個不同的應用領域

工業生產

大學及學校

電子鎖系統永遠是一個最理想的解決方案。

Legic用戶媒體，如鑰匙和匙咭能夠容易地 安全及可信賴是安防產品是銀行業的基本要

銀行

而Kaba Elolegic系統的靈活多變系統更是

編程或取替，無需擔心遺失鑰匙的煩惱，配

最好的方法去取代傳統的總鑰匙系統及機械

合Elolegic櫃鎖更是一個全新的更衣室防盜 然之選

求，而有著進出記錄的Elolegic產品就是必

式鎖芯。

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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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服務

公用事業

機場

遙控權限授權是一個用戶希望擁有的功能。

個別的時間及授權檔案可派到不同部門，團

機場保安是一個很關鍵的環節。用戶的身份

於Elolegic中，用戶可透GSM無線網絡由控 隊或組別，因此無限個用戶可以受到管理。

由互動的讀咭器驗證後才可進出特定的地

制室計算機發出臨時授權指令，從而開啟特

至於合約服務或保安員更可設定臨時的進出

方。若有遺失匙咭，更可以快捷地廢除失咭

定的門鎖。

授權，得使更方面管理。

及從新派發新匙咭

編程與規划
規划 – 安防的基礎

移動功能

編程器的應用

Kaba Elolegic的權限授權的概念可分為三 優越的移動功能可以加強Elolegic的靈活性。 Kaba Elolegic系統可以為指定的應用方案
個部驟：

用戶可增設附加的臨時權限授權於特定的門

作簡單而有效率的編程。可利用編程媒體

1.

制定機械式的鎖體規划

鎖上，而無需再依賴改變總匙系統已可改變

(總匙A/B)作簡單的授權工作而無需編程器

2.

制定電子式的鎖體規划

權限授權。例如：利用“雙子時間”功能，

輔助。

3.

臨時權限授權

用戶需要獲得進出授權需要核對永久時間設

Kaba Elolegic系統的優勢是比較傳統的機 定及第二時間設定(設定於媒體上)兩者需要 若有多個門鎖需要編程或進出記錄的要求，
械式的鑰匙系統更為簡單方便，因用戶可以

相配，門才會開啟。

用戶可選用手提式編程器作編程於大型大廈

在最後階段才指派權限授權於媒體或鎖體

的情況下，用戶需要利用”Kaba elo mana-

上，無需預先設定所有權限，大大增加系統

ger” 軟件及手提編程器去處理編程工作，

的靈活性。更可兼容機械式及電子式的系統

在這配置下，所有的Kaba Elolegic系列的

於不同區域，例如：利用電子系統於外圍安

功能都可有效地運用。若有多位用戶負責編

防需求高的地方，而室內可選取傳統鑰匙系

程工作，網絡方案亦可進行。

統。公司員工的進出記錄，新咭發放，回收
及遺失匙咭的數據都可用計算機整合和列出

客戶更可將Elolegic獨立式系統利用”Kaba

報錶，從而更有系統地管理門控系統。

Card Link™”連系至Kaba Exos實時聯網系
統上，從而另到投資有所保障。

4

Kaba Elolegic功能概覽
沒有時間設定功能(L- 及N-系列)
於沒有時間設定功能下，用戶媒體只會有兩個指令(可以或不可以)
進出特定的門禁，若鑰匙遺失了，可任何時候廢除鑰匙的權限。
時間設定功能(T-系列)
時間設定功能可利用內置於組件的時鐘去限制用戶於特定時間進
出。有多個時段及假期可供編程。
修改功能(T-及U-系列)
修改功能是一項利用用戶媒體去改變組件的授權權限，包括以下的
功能：

• 替代：將新的授權權限指令由用戶媒體傳至特定的組件上。將原
有組件內的指令更新。

• 插入：將新的授權權限指令內由用戶媒體加入特定的組件上。
• 刪除：利用用戶媒體去刪除於組件上的授權權限指令。
移動功能(U-系列)
利用移動功能可以將權限授權臨時地儲存至用戶媒體，可以提昇

Elolegic功能的靈活性。三種不同的移動功能如下：
• 組群權限授權：可以將多個進出門禁結合成一個組群，而將一個
組群媒體設定其權限可進出這個組群門禁，這樣的設定可將用戶
媒體的數量大大提高。

• 訪客權限授權：這個功能可以設定臨時的權限給訪客於特定的門
禁。

• 雙子時間：用戶需要獲得進出授權需要核對永久時間設定及第二
時間設定(設定於媒體上)兩者需要相配，門才會開啟。
媒體記錄下載(U-系列)
用戶媒體需要設有程序段。而所有進出或其它數據如：修改組群及
訪客權限及電池狀況記錄，都可透過用戶媒體傳送到軟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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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ba Elolegic成功過案
於全世界各地已有很多的 Elolegic 成功案 瑞士：V-Zug提高生活標準
例，以下是三個實用的例子
荷蘭：De Nieuwenhage養老院

星加坡：Nanyang大學採用數碼鎖芯

每兩個瑞士家庭都會擁有 V-Zug 的家庭產

於星加坡的 NanYang 科技大學 (NTU) 不斷

品，如炊具、烘焙機、洗碟機及洗衣干衣

改善學府的學習及康樂設施，同時亦加強學

機等。V-Zug為了繼續保持其市場領導者的

府的門禁操控的安全性。因此，它們選用

De Nieuwenhage養老院位於荷蘭Bosch是 地位，它門不斷研發及創造新的新的產品。 Kaba Elolegic獨立式的門禁系統方案，最
其中一所最先進的養老院，它發展出最獨有

因為V-Zug的公司對品質的要求，當V-Zug

重要的是Elolegic系統提供多層綜合管理模

的生活模式讓老人家享有“家”的感覺，這

建造它們的總寫字樓也有著很高的要求。

式而無需昂貴的布線工序。無需布線的原因

個生活模式除了讓每一個老人家的安全受到

它們選用了 Kaba 的總鑰匙及門禁系統。

是因為客戶可將原有的機械鎖芯拆除再安裝

完全的保障外，更可讓醫護人員於危急的時

V-Zug的嚴緊要求，它不但需要安全的門禁 數碼鎖芯，這個工序非常簡單而無需任何

間可以進出老人家的房間作出照顧。

操控，免現金付款方案及靈活的變更等，只
有Kaba exos 9300在線門禁系統及Elolegic

合Legic咭的特性，用戶可以簡單地廢除”

100枚緊湊型鎖芯及中央管理系統就可以滿 一並使用方可達成。

遺失匙咭”的權限，從而提高安全性。700

這樣的要求及提供其它額外的優點。包括融

枚數碼鎖芯及7500多張用戶咭已安裝及發

合其它機械式門鎖系統，讀咭器，後加鎖芯

出，用戶可利用手提編程器及軟件去有效率

及有效率的電子化管理都是發展商願意投資

及靈活地管理整個校園。

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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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成本就可以連系至數碼門禁系統。配

Kaba Elolegic產品列概覽
L-, N-, T- 和 U-系列產品有著不同的功能及電源供應模式任用戶選擇，從而滿足用戶廣泛的應用領域。

系列 / 功能

編程媒體(總匙A)

編程

編編程媒體(總匙B)
每個組件可儲存用戶媒體的數量

L-系列

N-系列

T-系列

U-系列

1

1

1

1

最多5

最多200

最多200

最多200

50

2400

2400

2400

替代

替代

–

媒體改變功能

–

				
功能

				

時間功能

時段數量
假期時段數量

16

16

–

–

10

10

–

Time Pro功能

–

進出事項記錄
移動功能

–

–

假期(個別日期)數量

–

臨時授權功能

–

黑名單記錄

–

雙子時間

–
–
–
–

–
–

–

Kaba elolegic
鎖芯
Kaba elolegic
緊湊型鎖芯

組件類型

Kaba elolegic
數碼鎖芯

提供
標準鎖芯

Kaba elolegic
c-lever把手
Kaba elolegic
櫃鎖
Kaba elolegic
讀咭器(分體型/整合型)
Kaba elolegic
key tube

媒體

Kaba elolegic
鑰匙
(跟電池)
Kaba elolegic
鑰匙
Kaba legic
匙咭
跟電池
不跟電池

12-24 V
不提供

刪除

–
–

於每個時段內的“時間分布”數量

插入

提供
標準鎖芯

12
32

12
32

✓

✓

1000

1000

–
–

–

✓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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