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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禁控制凭证卡简史》

数十年来，物理门禁控制一直是许多用户安全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任何技术一样，门禁控制经过多年的不断发展，如今的解
决方案与以往相比更加安全和便利。

从已经过时的磁条等刷卡技术到非接触式技术和移动门禁凭证技术，企业当前在门禁控制方面拥有多种选择。

虽然更新的技术选项能够提升安全性和便利性，但许多用户仍在使用过时和漏洞百出的门禁控制技术。对于这些用户，必须立
即采取行动并优先为急需的升级制定计划。

为更好地说明升级到最新门禁控制技术的重要性，我们将回顾卡片和凭证卡技术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的发展历程。我们将
审视当前可用的技术和门禁控制的光明发展前景，并阐明为何使用过时的门禁控制技术会使用户面临风险。

引言

1 由 HID Global 与 Security Management 杂志于 2019 年共同开展的门禁控制系统趋势问卷调查。

门禁控制系统组件正在老化，而报告显
示，对大多数用户而言，即使已有升级相
关计划，也是在数年之后才付诸行动1

升级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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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传统卡片技术与新型门禁控制读卡器结合使用

在投资购买现代读卡器后，一些用户可能会通过购买廉价的卡片和凭证卡来降低成本。这种做法是错误的。读卡器的安全性取
决于其所支持的安全性最脆弱的凭证卡。确保整个生态系统（包括卡片）安全性的做法不应由成本决定。

一个常见示例是用户从第三方经销商处购买廉价卡片。此类卡片和凭证卡的卖点是声称能够适配先进的读卡器。然而，这些廉
价的凭证卡通常使用更容易被破解或复制的技术，进而降低整个系统的安全级别。

尽管许多公司迫切希望节省成本，但从长远来看，通过削减安全性支出来节省成本的做法，通常会导致需要采取代价更加高昂
的安全措施。卡片越简单，存在漏洞的可能性就越大，安全漏洞造成的成本比购买复杂卡片和凭证卡的成本高得多。

为更好地说明升级到最新门禁控制技术的重要性，我们将探讨卡片和凭证卡技术的发展历程。

薄弱环节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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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禁控制凭证卡简史》

凭证卡技术的发展历程

20 世纪 80 年代

最初的刷卡技术是对手动门锁和钥匙在管理、可追溯性和取证方面的重大管理改进。了解谁拥有进出特定区域的门禁权限并能
够高效地控制这些权限，从而无需在员工离职或变更职位时更新密钥。

接触式技术需要手动刷卡才能将未加密凭证卡的信息传输到读卡器。当用户需要进入某个特定区域时，他们会像在零售店使用
信用卡或借记卡一样刷卡。

危险

由于凭证卡未加密，刷卡技术不如今天的产品安全，但它们当时可提供足够的安全性，部分原因是黑客必须获得实体证
卡才能读取或克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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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禁控制凭证卡简史》

20 世纪 90 年代

随着时间的推移，刷卡技术的局限性开始显现出来。对用户而言，需要将读卡器和凭证卡直接接触非常繁琐且效率低下；而对管
理者而言，卡片破损和读卡器有形磨损处理起来既昂贵又耗时。 

因此，非接触式技术的出现颠覆了门禁控制行业。此阶段的主导技术称为“Prox”，又称“低频感应”。采用低频 125 kHZ 技术，当
证卡距离读卡器几英寸时，读卡器就会检测到证卡上的数据。Prox 还提供钥匙扣和标牌外形的附加选项，这意味着不再要求用
户必须使用卡片。

危险

尽管 Prox 通过降低维护成本、增加用户便利性和提供新的外形选项，使电子物理门禁控制得到普及，从而使门禁控制行
业受益，但该技术从一开始就存在局限性。该凭证卡是未加密的静态证卡，并能够以明文读取，从而使证卡易于克隆或伪
造。此外，Prox 卡也无法使用多个身份或其它数据属性进行编码。

6



1980 年 1990 年 2000 年 2010 年 2020 年

《门禁控制凭证卡简史》

20 世纪 90 年代末至 21 世纪 10 年代 

在世纪之交，非接触式智能卡应运而生并提供比 Prox 更先进的技术。这些智能卡，包括 MIFARE® 和 iCLASS® 等品牌，采用高频
技术 (13.56 Mhz) 和新型凭证卡。它们还消除了 Prox 卡的两大局限性。

首先是双向身份验证，凭证卡和读卡器都包含一组加密密钥（将这些密钥视为密码）。当凭证卡第一次靠近读卡器时，两者使用
复杂的数学过程比较密钥。如果密钥匹配，凭证卡会与读卡器共享二进制数据，而读卡器会将其视为真实数据。但是，如果密钥
不匹配，凭证卡将对二进制数据予以保密，而事务处理将会终止。

其次，这些卡片不仅能够存储身份编号，还可以存储更多信息，例如非现金售货借记值或生物识别模板。结果是安全性和多重应
用功能均得到大幅增加。

危险

尽管拥有这些优势，但大多数第一代智能卡的双向身份验证算法均存在漏洞，研究人员已在公开文档中披露了这些漏
洞。黑客能够利用此类漏洞伪造/克隆/欺骗凭证卡，如同双向身份验证不存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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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禁控制凭证卡简史》

随着安全形势不断变化，访门禁控制凭证卡也在随之发展。第二代非接触式智能卡（如：Seos® 和 MIFARE DESFire Ev3）诞生，可
满足蓬勃发展的业务的需求。  第二代非接触式智能卡在以下两个关键领域不同于前几代产品：安全性和应用。

安全性

第一代智能卡中更易受到攻击的专有协议已经不复存在。专有协议存在许多缺点，其中之一是它们由同一家公司开发，因此会
受到单一观点所带来的盲点影响。此类盲点势必会导致更大的漏洞，由于在供应商收到警报之前无法解决问题，因此必须分配
资源开发可修复缺陷的软件补丁或新版软件，方可进行后续发布。 

第二代凭证卡还提供增强隐私保护，并采用由各种研究和学术团体制定和批准的开放、广泛采用的标准（如 ISO 和 NIST）。这些
开放标准不断得到更新和调整，从而适用于多种技术。 

21 世纪 10 年代至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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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禁控制凭证卡简史》

更多应用

第二代智能卡旨在通过增强数据和隐私保护功能实现几乎无限的应用。如今，用户正在寻求能够不依赖基础硬件外形（和微处
理器芯片）管理用户身份的功能。这些用户希望不仅能够在卡片、移动电话、平板电脑、可穿戴设备和其它外形的凭证卡上创建
和管理“安全身份识别”，还可通过 NFC、蓝牙和其它通信协议进行连接。 

这可为智能卡和逻辑门禁（旨在识别、验证和授权网络和信息访问权限的控制）提供额外用例，并实现物理和逻辑门禁之间的融
合。安全打印和非现金售货是第二代智能卡可促进的更轻松、更灵活的应用的其它示例。

在这段时间，移动设备改变了用户对生活各方面的期望，包括门禁控制。 

这些趋势将迅速影响用户在管理门禁控制时解决安全性问题并改善用户体验的方式，包括将存储凭证卡的载体从实体卡
本身转移到移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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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禁控制凭证卡简史》

新一代凭证技术已然成形。移动设备几乎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允许建筑住户使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或可穿戴设备进
入控制区域，以此作为证卡的补充或彻底取代证卡，这种方式将受到所有相关方的青睐。

这为企业和员工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首先，对于员工而言，需要携带的物品越少越方便。另外，由于大部分人随时随地会携带
移动设备，丢失或遗忘证卡将不再成为问题。移动凭证还允许以非接触方式开门和进行远程身份验证，例如，这意味着用户无需
在寒冷的天气下下车，只需打开车窗利用移动凭证即可进出停车场出入口。

其次，移动凭证能够简化门禁控制的管理。通过与门禁控制或访客系统集成，数字流程可实现轻松简化操作。用户可通过无线方
式向远程工作者和访客提供凭证卡，并以数字体验替代实体凭证卡管理。如发生安全性问题，还可以快速而高效地撤销用户的
凭证卡。除了节省时间和资源，还可减少浪费和物理接触点，实现更加可持续的流程。

新一代凭证技术

借助移动身份验证，只需使用一款设备即可
安全地访问云应用程序和数据并进入实体
门。在正确实施后，将能够：

降低成本

改善用户体验

简化管理

提高安全性

但要做到这一点，用户必须使用正确的设备
建立安全的门禁控制生态系统，包括功能强
大的读卡器和凭证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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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D Mobile Access® 移动门禁为门禁控制带来全新的便利性和功能。突破性技术能够满足更智能的移动优先世界不断增长的
需求，同时使人们确信身份数据非常安全、隐私得到保护。

更多选择

移动技术正迅速得到普及。门禁控制系统可自由转移至手机、平板电脑、腕带、手表及其它可穿戴设备，这是最终用户偏好的问
题。HID Mobile Access® 移动门禁是一种平台中立解决方案，支持当今业内的各种移动设备，也可作为传统证卡门禁的补充。

更多应用

用户的身份管理正在发生变化；IT 部门、安全和设施管理部门正在努力制定统一的门禁计划。HID Mobile Access® 移动门禁可
将多个安全身份识别植入智能设备，从而打造用于物理和逻辑门禁控制的单一设备解决方案。

更加放心

HID Mobile Access® 移动门禁由 Seos 技术提供支持，基于全球多个机构使用的 ISO 标准，对机密或敏感数据进行加密，从而提
供卓越的安全性和身份数据隐私保护。

HID Mobile Access® 移动门禁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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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卡片和凭证卡技术自 40 多年前问世以来已取得长足发展。

当今的非接触式智能卡遵循行业协议，相比前几代产品更加安全。随着门禁控制技术的应用领域不断向物理门禁之外拓展，人
们发现移动设备还具有协同作用，因为它们不仅以经济高效的外形增加安全性和便利性，还能够以应用程序的形式提供更多功
能。 

只有现代生态系统才能跟上当今用户面临的变革趋势。

幸运的是，升级物理门禁控制系统并没有您想象的那样困难，通常只需安装新读卡器并发行新的凭证卡即可。

了解有关现代门禁控制生态系统如何为企业带来益处的更多信息。

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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