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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身份辨識智慧解決方案

3D身份辨識智慧管理系統整合3D智慧硬體跟3D、AI鏡頭，從設備到鏡頭，搭載生物

數據隱私加密保護技術，提供用戶最高的數據保護。

一站式3D身份辨識
隱私保護加密解決方案服務

3D身份辨識數據加密隱私保護系統
解決了用戶隱私和數據安全兩大問題，不需存儲用戶的彩色照片即可進

行數據加密演算方法完成身份驗證，保證身份辨識功能並從物理層面斷

絕使用用戶的影像，避免隱私數據外露，保證用戶的隱私安全。

採用金融支付級別的自研3D ToF鏡頭，透過3D ToF技術進行視
覺空間的三維經度構建，獨家開發3D身份辨識數據加密演算法
重建3D身份，保護臉部信息不外露，數據加密身份隱私保護。

智慧終端
智慧管理系统

移動端App

極端光線適應性，不懼「大黑臉」 「大白臉」

辨識算法整合3D ToF鏡頭，無懼無光、強光、逆光等極端大光比場景辨識

提升突破用戶隱私和數據安全技術

採用金融支付級別的自研3D ToF鏡頭

數據偽造

數據無法偽造
旁人無法用一般彩色相機

翻拍原始數據

隱私數據泄露

數據竊取

其他產品風險

VS

3D身份辨識系統專利技術
不觸碰個人隱私數據,  

不使用彩色人臉照片進行身份辨識

 3D數據加密
無法竊取個人註冊數據訊息

IAM3D

IAM3D
IAM3D



業界首創3D身份辨識加密型解決方案 支持多模式混合型生物辨識

搭載高精度隱私保護加密身份辨識
專利3D辨識技術全面保護用戶的身份數據隱私

金融支付安全等級
活體檢測有效抵禦照片、影片、3D模具等破解行為, 

避免各種被復製辨識率>99.99%、0.3秒辨別驗證人

員身份

數據安全
人員訊息無法輕易獲取，且進行加密保護

靈活拓展對接外部系統
提供豐富的API接口支持多元集成方案

完善後臺管理系統
完整管理後臺功能，輕鬆完成人員、設備相關管理、

出入考勤事件紀錄

多元式人員註冊
支持本機註冊、管理後臺人員註冊、APP及第三方

人員註冊

• 

• 支持雲端服務器辨識至百萬級別資料庫

• 

• 

• IP65 防水防塵

• I/O提供 RJ45，Wiegand，USB 2.0，門禁控制 (繼電

器、12V脈衝開門、接地開門)、物理接口GPIO (門磁

、開門按鈕、消防警報輸入)、RS485

 

指静脈

掌静脈 指紋

IAM3D 優勢

IAM3D身份辨識智慧管理系統
Dashboard

掌握即時狀態

異常事件通知

人員數據加密

多設備一平臺管理

一站式身份驗證

人員通行權限管理

門禁管製安防管理

• 搭載3D身份辨識數據加密隱私保護系統，行業首創身份隱私保護辨識

• 智慧後臺管理系統整合設備端、人員端及進出紀錄端，隨時隨地可以管理出入與設備

• 身份數據保密管理人員權限僅管理出入

• 不受無光、強光、強逆光影響，極端光源環境辨識無礙

• 防翻拍照片、影片、高精度3D頭模等仿活體攻擊

支持伺服端辨識擴大支持外接指紋，掌靜脈，指靜

脈辨識模組，進行生物辨識二次認證，最低可達億

分之一級別錯誤辨識率

支持選配內建讀卡模組: ID/IC/CPU及基於

ISO/IEC14443A/B、ISO/EM4001 國際標準等讀

卡功能

搭載3D身份辨識數據加密隱私保護系統，行業首創

身份隱私保護辨識



RAI3D-R1 高精度3D身份辨識智慧終端專注於銀行金融場景，已落地於國有六

大行的金庫做人員通行管理使用，並可搭配指紋模組，身份IC卡驗證，合成多模

式身份認證達成億分之一級別的錯誤辨識率，並搭配RogersAI金融支付級別的

防偽活體演算法，能有效防止偽造攻擊。

提供3D身份辨識加密型算法、具有人員訊息無法輕易獲取且具備加密保護的特

點, 兼具解決 2D人臉辨識以及傳統生物辨識技術因誤識率高,非活體攻擊及防偽

能力不足而產生的安全性問題以及人員訊息隱私的保護問題。可廣泛運用於室內

外出入口門禁、樓宇門禁、嚴格管制進出空間更適用於機場海關, 金融支付, 政

府機關系統等。

RAI3D-R1 高精度3D身份辨識智慧機 RAI3D-RAS 3D身份辨識智慧門禁考勤

產品及應用

產品裝設方式

實際落地案例

RAI3D-RA1 多功能3D身份辨識智慧機

高安全性

3D身份辨識可有效進行活體

檢測及杜絕非本人的偽造假冒

功能可拓性

支持多種I/O接口可外接指紋

辨識設備，身份證讀卡機，

各類讀卡設備

藝品級工藝

全鋁合金圓弧角設計，採用陽

極氧化及拉絲效果打造一體化

藝品級工藝

強辨識能力

不同姿態、化妝前後、及弱光源

場景可進行較準確的身份辨識

環境適應性

防水防塵並可運行於室外低溫

環境

低誤辨識率

依使用場景採用多模式生物辨

識，可實現億分之一級別的誤

識率 

產品特色

3D身份辨識

本地萬級人員庫可視對講
支持多模式

混合型生物辨識 後臺管理系統完善

金融支付活體檢測
等級

高安全性
強隱私保護

毫秒級辨識
體驗感佳 靈活拓展對接

產品特色

壁式b

立式d閘機式c

桌式a

d

a b c

萬人展會通行 a

企業通行管理d

企業辦公室通行g 銀行金庫門禁h 博物館館藏庫房i

辦公大樓樓電梯門禁e 連鎖健身房會員簽到f

貨櫃門禁b 連鎖健身房會員進出c

e

• 內部員工-考勤快速打卡，零接觸，外部訪客－智慧訪客管理

• 搭載專利3D身份辨識系統，行業首創最高等級身份隱私保護 

• 支持無光、暗光及強逆光環境 

• 搭配手機App，用戶一鍵註冊 

• 支持接入其他OA系統 

• 版本支持多元讀卡

f g



讓每個人用上3D，

感受真實的世界

公司荣誉 庫克智能發展歷程及裏程碑

2018 比特大陸 3D團隊厚積薄發

9月 98 廈門展會人員通行管理

10月 中國郵政江西省指揮中心門禁管理

12月 福建閩侯博物館世界文物遺產門禁管理

2020  4月

城市級地鐵通行3D身份進出支付系統完成簽約

2020  12月

二代產品發布，開始大眾市場推廣

2020  5月

通過銀行卡檢測中心 (BCTC) 增強型認證，金融

支付級安全標準

2021  9月

全球首發，首創高精度隱私保護加密身份辨識系統，

解決生物辨識隱私問題

2019 庫克智能成立

4月 正式從北京比特大陸人工智能3D產品團

隊分拆，庫克智能公司成立

12月 

中國最大規模銀行金庫門禁批量應用

可通过扫描下方二维码或登录国家认监委网站（www.cnca.gov.cn）查验证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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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编号：2021010901415653  发证日期：2021 年 09 月 03 日 
 有效期至：2026 年 06 月 17 日 

 
认证委托人名称 
及注册地址 

福建库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数字福建产业园东湖路 33 号 1 号研发楼 

  
产品生产者名称 
及注册地址 

福建库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数字福建产业园东湖路 33 号 1 号研发楼 

  
生产企业名称 
及生产地址 

深圳市福翔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共和社区第八工业区 B 栋二层三层 

  
产品名称和系列、 
规格、型号 

人工智能 3D 运算计算机 
KK3D -*** (* 代表 0-9，A-Z,a-z,或空格,仅用于区分不同的销售地区，不影响安全和电磁兼容性能)：
12VDC，3A（电源适配器：ADS-65HI -12N -1 12048E  输出：12Vdc，4A；电源适配器：
ADS-40NP -12-1 12036E  输出：12Vdc，3A） 

  
产品标准和 
技术要求 

GB 17625.1 -2012;GB 4943.1 -2011;GB/T 9254 -2008  

  
上述产品符合 CNCA- C09- 01:2014 认证规则的要求，特发此证。 
证书有效期内本证书的有效性依据发证机构的定期监督获得保持。 
经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认可 CNAS C001- P 

 

管理層 核心技術

庫克智能成立於2019年4月，註冊於福州並在深圳及臺北設有研發中心，為國內第一個將高分辨率3D 

ToF技術成功量產並規模部署於安防與企業服務的技術團隊。核心技術專註於3D相機、3D圖像處理、

3D人、機、 物與空間的辨識與交互算法，致力打造一站式高精度低成本的3D辨識與交互解決方案。

讓每個人都用上3D，感受真實的世界。 

低成本3D ToF相機 

高精度低算力需求3D圖像處理算法 

高精度低算力需求3D辨識與交互算法 

3D數據加密系統  

技術積累核心團隊

來自高通、聯發科、華為、比特大

陸、英特爾等國內外知名企業

來自中國科學院，清華，交通，臺

灣大學，美國麻省理工等國內外知

名學校，並由全球知名3D算法權威

擔任首席科學家

IEEE國際計算機視覺與模式辨識會議

算法挑戰全球冠軍; 已完成申請備案專

利十數個

公司榮譽

2021年9月 榮獲中國安防產業賦能大會「安防技術創新獎

2021年5月 終端產品外觀設計獲得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證書

2021年5月 軟件通知推送系統獲得國家版權局著作專利證書

2020年5月 獲福建省科技型中小企業榮譽稱號

2021年9月 獲全球數字經濟產業大會暨維科網物聯網產業
大會「物聯網行業創新技術產品獎」

2021年8月 《雷鋒網》 2021 AI 最佳成長榜評選為「最
佳產品成長獎」

2021年7月 榮獲《人工智能大會暨第二屆中國人工智能卓
越創新獎 》評選為「最具創新價值 產品獎」

2021年6月 三維特征點軟件、視頻對講系統、數據同步系
統獲國家版權局著作專利證書



IAM3D智慧3D身份辨識數據加密隱私保護

• 提供銀行客戶高安全級別及3D身份智能辨識技術

更提供高度身份數據隱私，升級人工櫃臺、智能

櫃臺、ATM、金融支付的智能化服務

• 智慧城市，提升民眾生活安全性及生活質量

• 應用地鐵支付通行、機場航站、智能化身份驗證

，身份驗證低誤識率，最佳可達億分之一級別錯

誤辨識率

• 3D身份辨識智能管理系統有效管理人員在進出權限

• 嚴實門禁管製

• 低誤識率，最佳可達億分之一級別錯誤辨識率

• 多種通行/ 開啟方式驗證身份

• 支持多重認證機製

• 較傳統的刷卡/密碼進出方式更真實掌握進出人員身

份的特性

高安全應用場景

典型應用場景

銀行金庫管理

金融支付

人員通行管理

金融行業

機關行政身份比對

司法安防

電網變電站人員通行

軍政法國安電網機關

地鐵交通

機場航站

醫院

大型博物館、展覽館、景區

智慧城市

會員辨識

客流屬性分析

消費行為分析

消費行為分析

智能零售

身份辨識門禁

訪客管理

社區住宅

身份辨識門禁/ 迎賓

員工出勤管理

訪客管理

企業園區

• 3D身份屬性辨識透過分析經過人流屬性，提供廣告

主分析對廣告牌內容有興趣的人、流量、性別、年

齡比例、甚至情緒等分析信息

• 搜集大量的真實觀看數據，提供廣告主

數據量測分析廣告內容效果及成效

• 精准投放目标受众

• 一鍵註冊，便利快速 

• 出入通行便捷，多種通行方式

• 能掌握進出人員信息，便於街道報告

• 界面易懂，便於物業或管理員快速上手

• 支持與原有或企業系統對接

• 考勤確實，免除作假疑慮

• 智能訪客管理 - 來訪預約或視頻對講

• 有效監控用戶進出時間

• 統計數據，一鍵匯出

• 與企業通用系統快速對接



聯絡我們 sales@rogersai.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