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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Smart iCLASS® 读卡器 

• HID iCLASS® 13.56 MHz 非接触式

智能卡，16k 位（2k 字节）

• HID Corporate 1000™ 计划

墨西哥城国际机场

机场通过生物特征识别读卡器和 

非接触式智能卡强化其安全系统
AICM 和门禁系统

作为游客和商务人士进入墨西哥的门户，墨西哥城国际机场 (AICM) 在墨西

哥的经济发展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确保这个新兴国家能够蓬勃发展

并吸引世界各地的访客。

AICM 是拉丁美洲最繁忙的机场，并且根据乘客数、运转情况和货物吞吐

量，该机场还是全球 30 个最有活力的机场之一。该机场位于墨西哥市的

东部，距墨西哥市 6 英里，是墨西哥主要的国际和国内航运中心，直飞全

球超过 300 个目的地。该机场以齐全的现代化设施著称，这些设施包括饭

馆、商店、饭店订房服务台、游客服务处、ATM、银行、外汇兑换处、商

业设施和邮局。

随着 AICM 的运营多样化进一步增加，该机场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扩建，包

括建造新的中央广场和新的候机大厅（2 号候机大厅）。建成后，这些新

设施预计可将机场乘客容量增加近 50%。这将使机场能够在当前每年运送 
3200 万位乘客的基础上，每年多运送 �600 万位乘客。

但对于上述所有举措而言，门禁问题都是很重要的考虑因素。对于每年进

出近 340,000 个航班和现场管理大约 20,000 名员工的这个大型机场而言，AICM 
对门禁系统的要求很高。作为地区行业龙头，AICM 寻求与 HID Global 合作来

帮助满足其要求，HID Global 是门禁行业的主要制造商。

多层级的安全性

为了防止恐怖分子袭击和保护国内和国际运输网络，运输安全对于任何机

场而言都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机场提供有力度的乘客安全保护的方法之一

就是设立多级安全层次，以保护各航线乘客的安全。这些多级安全层次包

括各种安全措施，例如机场检查站、警犬搜查、空中警卫、行李检查和爆

炸材料探测。每个保护层级分别能够防止恐怖分子袭击；而所有层级综合

在一起后，各层级的安全价值得以跃升，创造出可靠得多的整体安全系统。

机场安全的另一个无所不在的层级就是门禁系统。控制对机场主要功能的

访问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安全任务。考虑到 AICM 的规模、便利设施和复杂

程度，控制各区域的出入可能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客户案例分析

AICM 选择 iClAss 解决方案的主要原因

�. 需要具有重要的身份验证功能的凭证卡

2. 灵活的凭证卡发行程序能支持未来的扩展 

3. 生物特征识别解决方案支持向受限区域提供精确的门禁，几乎消除了伪造的

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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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禁需要

在 AICM 考虑系统升级时，机场的身份识别经理 Enrique De la Mora（AICM 的
安保员工的一员）与来自 IR Systems S.A. de C.V. 的集成商 Ernesto Ibarra 合作，

确定了 AICM 的门禁系统的需求范围。在评估不同的产品时，机场的安全

性取决于以下几个考虑因素：

• 规模和复杂性：就®AICM®的规模、便利设施和复杂程度而言，控制对受

限区域的出入将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 多重身份验证：出于对故意破坏和身份伪造的担忧，机场确定将需要

某种类型的多重身份验证，以便维持对 VIP 室和营运区域之类受限区域

的严格的门禁。AICM 管理层必须确保“正确的”人员进入，而“错误

的”人员被挡在门外。

• 安全凭证：在凭证方面来考虑，需要重要的身份验证功能。机场选择的

凭证将需要防伪，确保证卡发行流程的完整性。

• 灵活的解决方案：凭证发行流程也需要流畅、安全。凭证发行过程必须

是灵活的，以便适应新的地点和员工状况。考虑到新的候机大厅预计开

放，AICM 管理层希望确保针对所有设施，为每位员工只需提供一次证章。

• 最新技术：De la Mora 和 AICM 已准备好来升级到最新技术。De la Mora 介
绍：“自从 �998 年以来，我们一直在使用集成的、基于 �25 kHz 感应的门

禁系统，并且配备了 HID 卡和读卡器。AICM 确定，从时机和需求角度来

考虑，适合推进到最先进、第一流的系统。” 

确定了这些需要和基本原则后，AICM 寻求与 HID Global 合作，以便利用其

对技术和经验的创新性的应用。为了满足其关键要求，AICM 管理层确定了 

HID Global 所提供的证卡和读卡器就是合适的解决方案。

新的解决方案就位

基于其评估结果以及以前使用 HID Global 产品的经验，AICM 感到可以放心

地采购门禁硬件。AICM 基于 V-Smart iCLASS 门禁读卡器和 �6k 位（2k 字节）

非接触式智能卡建立了新的门禁系统。

Bioscrypt 和 HID 提供的设备要求生物特征识别验证以及使持卡人可以进入

受限区域的身份验证。指纹读卡器包括 HID iCLASS® �3.56 MHz 读/写非接触

式智能卡技术，以便管理对机场内受限地点的访问，例如 VIP 室和营运

区域。通过将生物特征识别读取功能（使用 Bioscrypt 的指纹鉴别）与 HID 
iCLASS 非接触式智能卡读/写模块相结合，此单装置读卡器表现出优异的

双重身份验证特质，可在这一重要地点提供很高的安全性。

“AICM 确定，从时机和需求角度

来考虑，适合推进到最先进、第一

流的系统。”

Enrique De la Mora

AICM 的机场身份识别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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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La Mora 强调说：“使用 V-Smart iCLASS，身份验证过程有了双重保险。

如果某个人想要穿过受控门，则必须首先通过出示其门禁卡来标识自己

的身份。在对卡进行精确地读取和验证后，持卡人将其手指放置于该生

物特征识别读卡器上，证实携带凭证的人确实就是向其颁发凭证的人。这

样，携带不属于持卡人的卡的访问者无法进入。”

HID Global 解决方案如何满足 AICM 的需要

规模和复杂性

考虑到机场员工和潜在入侵者的数目，De la Mora 指出，在没有 V-Smart 
iCLASS 读卡器电子门禁系统的情况下，围绕身份验证和机场受限区域人员

清空的高效率运营将在物流方面带来真正的挑战。机场使用证卡的主要

用户群包括机场员工、航线员工、清洁和维护人员以及行李搬运人员，他

们都适合使用生物特征识别解决方案来用于门禁。

多重身份验证

为了在这一重要场所提供高安全性，新的门禁系统的用户将要向读卡器出

示身份凭证，然后让 Bioscrypt 设备读取其指纹，以便验证持卡人的身份。

AICM 的机场身份识别经理 Enrique De la Mora 肯定地说：“几乎没有人可以

使用其他人的卡来进入受限区域。” 

安全凭证

机场选择的凭证采用了最新的安全功能，包括提供更高安全规格的印刷

功能。凭证可具备用户的彩色照片、其姓名、职位、雇主、个人使用日

期和在卡上印刷的其他数据。该卡还包括一个彩色代码，以标识持卡人

的职能区域，同时还具有全息覆膜以增强安全性。

灵活的解决方案

机场身份标识的管理部门每天颁发的永久凭证数量在 25 到 50 张之间，临

时凭证数量大约为 200 张。在 2 号候机大厅开始运营后（预期在 2006 年 �� 
月），预计颁发的卡的数量还会增加。当前持卡人可以使用同一张身份凭

证卡从机场的 � 号候机大厅进入新的 2 号候机大厅。管理层还将再购买 5� 
个 V-Smart iCLASS 读卡器，以便在新的候机大厅投入使用后管理门禁系统。

最新技术

指纹生物特征识别读卡器已证明是可靠且成熟的解决方案，因此是在全

球各个机场中使用的主要技术。V-Smart iCLASS 读卡器通过确保“您具有

什么权限”和“您是谁”，提供双重身份验证安全性。由于在 iCLASS 和
门禁系统之间存在很强的兼容性，因此，可以无缝且经济合算地集

成 Bioscrypt V-Smart iCLASS 系统，以便满足机场要求。生物特征验证在  
V-Smart iCLASS 读卡器上在本地进行，而不是在服务器上远程进行。通过

在 iCLASS 非接触式智能卡上安全地存储生物特征识别模板，降低了因为

安装单独的硬布线网络以用于模板管理的成本。

机场选择的凭证采用了最新的安

全功能，包括提供更高安全规格

的印刷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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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D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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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F 625 King’s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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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52) 3160-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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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功能之外，HID 产品附随的 HID 全套标准服务也会对 AICM 提供支持，

确保成功的安全集成。HID 服务的一项功能就是其 Corporate �000 计划™，它

为最终用户提供独有的定制的 35 位卡格式，从而建立“单卡解决方案”。

基于这一计划，可以向 AICM 提供超过 �00 万个单独卡号，并且可在制造

过程中跟踪这些卡号以确保卡号不会重复。该 Corporate �000 计划还确保机

场的授权集成商 IR Systems 是能够代表机场从 HID Global 购买卡的唯一实体。

新的系统投入使用

有大约 20,000 张卡投入使用，分别颁发给不同身份的人士，包括机场员

工、航线员工、机场清洁和维护人员以及行李搬运人员。通过此生物特征

识别解决方案，可以向受限区域提供精确的门禁，并且几乎消除了伪造的

可能性。

迄今，机场已安装了超过 60 个 Bioscrypt V-Smart iCLASS 读卡器以用于设施

安全性。指纹读卡器包括了 HID iCLASS �3.56 MHz 读/写非接触式智能卡技

术，以便限制对机场内重要地点的进出。通过广泛使用 iCLASS 凭证，还

为 AICM 的将来发展留有空间，以便考虑基于现有的 HID iCLASS 凭证实施其

他应用。

由于符合 AICM 对应付非法入侵威胁和在机场可能发生的其他犯罪行为的

期望，HID Global 解决方案是可以满足 AICM 的门禁需要的理想解决方案。

通过使用 V-Smart iCLASS 读卡器并得益于 HID 的 Corporate �000 计划，持卡人

可以使用同一张身份凭证从机场的 � 号候机大厅进入 2 号候机大厅。

结论

通过其人员、流程和技术，机场的顾客（无论是游客、商务旅行人士还是

货物运输人员）都可以继续依赖 AICM 的庞大的国际商务网络，为墨西哥

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机遇。安全的国际机场使墨西哥能够更全面地利用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 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利益，同时吸引全球贸易

合作伙伴。

HID Global 旨在为运输安全提供理想的解决方案。通过利用门禁一级的安

全“层级”，AICM 在实施各项反恐怖安全措施时，看到了 HID 和 Bioscrypt 
的先进指纹技术解决方案所带来的利益。

“使用 V-Smart iCLASS，身份验证流

程有了双重保险；几乎不可能使用

不属于持卡人的卡进入。”

Enrique De la Mora

AICM 的机场身份识别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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