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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HID《2020 年物理门禁行业现状报告》发现，51%

增加，本报告将探讨市场现状、现行技术，以及

他们的需求。但仅仅两年后，这一比例就下降到

业趋势及未来展望。

的受访者认为目前使用的门禁系统满足或超出了
了百分之四十一。

1

这两年中，受全球新冠疫情影响，企业的办公方
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尽管评论人士认为，新冠疫

情相关的限制促进了众多趋势的加速发展，但如
此之快的变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让很多组织措手
不及。

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引导下，人们重新聚焦卫生和
安全，数百万人突然转换为远程办公，带来对门
禁系统要求的巨大变化。这对安全、设施和 IT 团

队也带来了极大挑战。便利性和安全性越来越受

关注，全新的办公方式（尽管有恢复“常态”办
公的迹象）将建筑占用率和非接触式解决方案摆
在了重要位置。

据 Omdia 的行业分析师估计，2020 年全球物理
门禁设备市场价值达 56.6 亿美元，预计年复合增
长率为 7.3%，到 2025 年，该市场的价值预计将
达到 80.7 亿美元。2在 2019 年至 2020 年期间，

尽管该行业的收入受新冠疫情和全球全球芯片供
应短缺的影响而有所下降，但面对全新趋势，市
场需求现已恢复。3

显然，自《2020 年物理门禁行业现状报告》发布
以来，市场发生了众多值得探索的深刻变化。今

年，我们收到了来自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北

门禁系统采购、安装、规范和操作人员眼中的行
在 HID Global 的支持与赞助下，本报告将以全球
视角分析调查结果，同时重点探索地区差异。报
告纳入了 HID 专家的观点意见，旨在为读者深入
诠释和解读调查结果。

我们接下来将探讨分析物理门禁系统的现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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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门禁系统日常用户的需求和面临的挑战。他们

是否认为需要重大升级？他们希望门禁方案如何
支持他们的运营？

此外，我们还将评估未来趋势和机遇。在新冠疫

情影响下，现有技术和最终用户的需求是否会发
生重大变化？对于分析师们早已预见到的趋势，
疫情是否仅仅起到了推动作用？随着调查结果的

揭晓，我们将一一探讨用户便利性、非接触式解
决方案、移动接入、用户互动和建筑占用率监测
等话题。

特此声明：受访者在回答某些问题时可酌情选择
多个答案，例如，“对您而言，升级物理门禁方
案的三大动力是什么？”因此，所有回复总计超
过 100%。

衷心感谢所有受访者的参与。借助您的宝贵见

解，IFSEC Global 得以为整个行业产业链编写出
实用性与趣味性兼具的详实材料。

美和亚太地区的 1000 多份回复，数据规模显著
1

	
请注意，由于今年收集的数据量远远多于 2020 年，因此可能对调查结果有所影响，但二者仍然存在重大差异。IFSEC Global，
《2020 年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企业物理门禁现状报告》，

https://www.ifsecglobal.com/resources/state-of-physical-access-control-2020-report/

2
3

	Omdia，门禁数据库 - 2021 年分析，https://omdia.tech.informa.com/OM018018/Access-Control-Database--2021-Analysis
	
请注意，全球仍然面临芯片短缺。如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 IFSEC Global 《全球微芯片短缺：如何影响安保和消防行业？》
https://www.ifsecglobal.com/global/the-global-microchip-shortage-how-is-it-impacting-the-fire-and-security-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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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HID Global

HID Global 为全球组织提供可靠的人员、场所和

物品身份验证解决方案。我们使得人们的安全交

易、高效工作和自由出行成为可能。我们可靠的
身份验证解决方案可使人们轻松访问实体和数字
场所，并实现万物互联，通过数字方式识别、验
证和追踪。

全球有数百万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 HID 的产品和

服务，同时 HID 技术的物联规模超过 20 亿。我们

服务的政府机构、教育机构、医院、金融服务机
构、工业组织和创新企业遍布全球。

HID Global 总部设在美国德州奥斯汀市，在全球

拥有超过 3,000 名员工和多个跨国办事处，为 100

多个国家/地区的客户提供支持。HID Global 是亚
萨合莱 (ASSA ABLOY) 集团旗下品牌。

关于受访者

本报告基于一份包含 24 个问题的调查，该调查于
2022 年 2 月至 3 月期间在世界各地开展，重点是
英国、欧洲、中东、非洲、北美和亚太地区。我
们总共收到了超过 1000 份回复，收集了大量数
据，用以评估物理门禁行业的现状和未来趋势。

从地域上来看，29% 的受访者来自欧洲、中东和
非洲地区，56% 来自北美洲，15% 来自亚太地区。

其中英国受访者占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回复的
三分之一，同时中国受访者参与了翻译版调查，
占亚太地区总回复数的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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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来自各类岗位，凸显了物理安全系统和设

用户所在地区

备决策人士面临的日益复杂的安全环境。最终

用户占比最大（占四分之三），重点调查了组
织中负责采购、日常运营和使用物理门禁系统
的人员。在回复的受访者中，21%

1

是物理安全

■ ( 29%) 欧洲，中东及非
洲地区
■ (56%) 北美地区
2
■ (15%) 亚太地区

3

经理，19% 是 IT 经理/主任，7% 是设施经理/主
任，6% 是信息安全经理/主任，还有 16% 的高层
管理者。

其他受访者还包括安全顾问 (11%)、集成商/安装

1

2

商 (7%) 及其他人士 (9%)，包括工程师、“门禁专

6a
3

业人士”、项目经理以及安全与安保经理。另有
4 % 受访者的职业与安全领域无关，因此调查结果
并未涵盖这部分回复。

此外，调查涉及了不同行业，其中大部分受访者

6a

7

来自软件、技术或通信业 (17%)、教育业 (17%)、

1 (10%)、
政府 (11%)、制造/工业 (10%)、专业服务

15a
10
2

银行、金融或保险业 (7%) 和医疗保健业 (6%)。其

他涉及的行业还包括零售、食品和饮品业，公用
事业和能源业，酒店和娱乐业以及运输业。

15a

6b

我们还调查了受访者所在组织的规模，员工少于

100 人的小型组织占 28%。三分之一的受访者来

6a

14b
7

组织规模

■ ( 28%) 员工人数少于
7
100 人
■ ( 33%) 员工人数介于
4
100-999 人之间
■ ( 39%) 员工人数多于
1,000 人

6b

受访者职位

■ (21%) 物理安全经理
14a
■ (19%) IT 经理/主任
■ (16%) 高级管理层
3
■ (11%) 安全顾问
■ (7%) 设施经理/主任
■ ( 6%) 信息安全经理/
主任
■ (7%) 集成商/安装商
■ (9%) 其他 15b
■ (4%) 职业与安全领域
无关
10

10

14b

4

14a

自拥有 100-999 名员工的中型组织，39% 的受访
者来自超过 1000 名员工的大型组织。4

15a

4

6b

14b

15b

	
进一步细分，25% 的受访者来自 1,000-9,999 人的组织，14% 来自超过 10,000 人的组织。

IFSEC Global | 《 2022 年物理门禁行业现状报告》

55

物理门禁技术现状
传统证卡仍在使用

为更深入地了解市场中物理门禁系统的部署现
状，我们询问了受访者其所在组织目前使用的门

禁技术。从传统的旧系统（如 125-kHz 低频感应卡
和磁条）到各种创新技术（如 iCLASS、移动 ID、
MIFARE DESFire EV3 和 Seos），受访者的回答
五花八门。

虽然相较于手动锁和钥匙来说，磁条卡和 125-kHz

低频证卡堪称技术飞跃，但电子门禁技术自上世
纪八九十年代推出以来，已经有了巨大进步。传

统证卡未采用加密技术，更易于复制，而 Seos ®
和 MIFARE DESFire EV3 等现代化的证卡则配备
加密和互认证等多种安全功能，因此更加安全。5

尽管如此，约三分之一的受访者 (32%) 表示其所
在组织仍在使用 125kHz 的低频感应卡，35% 的
受访者表示所用系统仍支持磁条技术。值得注意

的是，亚太地区的磁条技术使用率明显低于其他

分别有 18% 和 26% 的组织使用的是第一代 MIFARE
Classic 和 iCLASS 技术。

在现用较新的凭证技术中，15% 的组织支持 MIFARE

DESFire EV1/2/3，而有 10% 的组织使用的是 Seos

（实物或移动）证卡，这一比例远远高于 2020 年
报告中的百分之四。此外，28% 的受访者所在组

织目前使用的是二维码，为了跟踪新冠传播，二
维码重新受到追捧。访客管理系统提供商迅速行

动，宣传在疫情期间使用二维码的好处，除了可
以远程发放和撤销，而且能够直接传送到访客的
指定设备上，避免物理接触。

HID Global 凭证和生物识别解决方案产品市场经

理 Ann Brookes 表示：“你可以在全美各地商店
的 KeyMe 站点上自动复制传统证卡，而无需投入
时间和花钱来学习自己复制。”

地区（约 15%）。

目前支持什么凭证技术？

4

5

■ (32%) 125kHz 低频感应卡
■ (35%) 磁条
■ (26%) iCLASS
■ (28%) 二维码
■ (18%) MIFARE Classic
■ (15%) MIFARE DESFire EV1/EV2/EV3
■ (10%) Seos

	
如要了解门禁技术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HID Global 电子书《门禁凭证技术简史》，

https://www.ifsecglobal.com/resources/ebook-a-brief-history-of-access-control-credentials/

1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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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os 和 DESFire EV3 等更安全和成熟的凭证技术

虽然生物识别和移动 ID 这些新技术的使用率较低，

物的整体安全，堵上物理安全漏洞非常重要，这

所在组织正在积极引入移动 ID，同时 30% 的组织

符合经过同行评议的全球安全标准。为确保建筑
可以防止物理安全漏洞引发 IT 安全漏洞。

组织在更新技术时往往会忽视证卡和读卡器的安
全性，但随着传统系统漏洞的显著增加，组织应
将此作为首要的安全事项。”

从调查数据看来，仍有相当多的组织仍在使用或

5
已过时的传统技术。未来有可能许多大型组织

但在如今的市场中发展迅猛。32% 的受访者表示

正在积极引入生物识别技术，包括指纹、面部以
及虹膜识别。有趣的是，亚太地区对生物识别技
术的接受程度明显更高 (63%)。鉴于中国和印度

的智能手机用户多于其他国家/地区，而且生物

识别技术多年来被广泛使用，这一结果并不令人
惊讶。6

9

将在整座设施中使用一种以上的证卡，而其他组
织将采用过渡方案或采用多技术读卡器。不管怎

样，无法定期更新的老旧技术很可能会存在漏
洞，这一点不足为奇。黑客能够通过长期暴露的

算法轻松复制老旧技术，网络安全漏洞目前被认
为是用户整体访问控制系统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

市场上目前使用的是什么技术？

毫无疑问，在过去的 10-15 年中，门禁技术发展

迅猛。虽然支持 ID 卡和蓝牙设备的电子系统上市
已有一段时间，但移动和生物识别技术、二维码
和自动车牌识别系统的进步意味着最终用户面临
着大量选择，他们可以自由选择最符合自身、员
工和业务需求的技术。

作为一种现成的无接触式解决方案，ID 卡仍然被广

泛使用，60% 的组织将 ID 卡用于门禁。50% 的组

织在使用时间和考勤系统，员工可以在该系统中
打卡上下班，以便组织管理工资和行使其他行政
职能，49% 的组织在使用停车/通道系统。

6

市场中主要使用的门禁技术
■ ( 60%) ID 卡
（ID 门禁卡）
■ (32%) 移动凭证
■ (55%) 逻辑访问
■ (50%) 考勤系统

■ (28%) 巡更
■ (30%) 生物识别技术
■ (34%) 安全打印管理
■ (25%) 车牌识别
■ (22%) 闭环支付

使用新技术的组织数量似乎也将上升。除了那些
已在使用生物识别技术的组织外，有 17% 的受访

者表示，正计划或已经开始升级生物识别门禁系
统，同时有 19% 的受访者表示正计划或已经开

始升级移动技术。随着高端读卡器的售价逐年下
降，识别率逐年提升，Omdia 认为生物识别市场

还会是以人脸识别设备为主导，预计未来五年的
平均年增长率将达到 27.1%。7

	Statista，截至 2021 年 5 月主要国家/地区的智能手机用户数量，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748053/worldwide-top-countries-smartphone-users/ Computer Weekly，移动生物识别技术将颠覆
亚太地区门禁市场，https://www.computerweekly.com/opinion/Mobile-biometrics-set-to-be-game-changer-in-AP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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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市场上部署和主要使用的其他技术还包
括安全打印管理 (34%)、巡更 (28%)、车牌识别
(25%) 和闭环支付验证 (22%)。

超过一半 (55%) 的组织目前在使用逻辑访问（通
过安全的计算机/网络登录访问云端和网络资源），
这在意料之中，而且疫情期间这一比例可能会大
幅上升，因为安全和 IT 团队需要在保障安全的前
提下为员工提供必要的远程访问渠道。早在第一

波疫情封锁期间我们就发现了这一问题，许多组
织被迫对运营程序做出重大调整，力求在防止数
据泄漏和网络安全漏洞的前提下支持远程办公。8

系统使用时间

为进一步了解行业现状，我们向受访者询问了其
所在组织使用物理门禁系统的时间。虽然旧的凭

证技术仍在使用，但组织使用物理门禁系统的实

用户对所用系统是否满意？在哪方面
面临挑战？

虽然比例相对较小，但仍有 12% 的受访者表示目

前的系统无法满足需求。可能的原因包括：老旧

的技术或专有技术无法支持更先进的一体化解决
方案；安全问题；以及用户和管理员使用不便等
等。与 2020 年 8% 的调查结果相比，这一比例显
著增加。9

正如本报告一开始提到的，41% 的受访者认为目

前使用的门禁系统满足或超出了自身需求，但相
较于 2020 年的 51%，也出现了大幅下跌。其余

受访者均表示“满意”。虽然难以确定确切的原
因，但正如最新的 2022 年趋势展望中总结的那

样，在新冠疫情影响下，新技术的涌现和混合办

际时间相对较短。所有组件（读卡器、证卡、控

制器和软件）平均来看，42% 的受访者表示系统
使用不到三年。26% 的受访者表示使用时间在 3-6
年之间，只有 19% 的受访者表示使用时间超过了
6 年。

不同组件的使用时间差异不大，但“软件”的使

用时间相对较短。平均来看，46% 的受访者表示
门禁软件使用不到三年，只有 15% 的受访者表示

软件使用已超过六年，这可能是由于门禁即服务
(ACaaS) 解决方案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所致。

此外，组织希望读卡器和控制器等实物组件能够
长期使用，而软件，尤其是通过云端远程连接供

应商的 IP 技术，可以增加定期更新频率，以提高
性能并修复各种网络安全漏洞。
7
8

	Omdia，门禁数据库 - 2021 年分析，https://omdia.tech.informa.com/OM018018/Access-Control-Database--2021-Analysis
	Steven Bishop，IFSEC Global，“远程工作的数据和安全考虑”，

https://www.ifsecglobal.com/cyber-security/data-and-security-considerations-for-remote-working/

9

	IFSEC Global，《2020 年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组织物理门禁现状报告》，

https://www.ifsecglobal.com/resources/state-of-physical-access-control-2020-report/

IFSEC Global | 《 2022 年物理门禁行业现状报告》

88

2022
年

1

2020
年

6a

15a

4

4

组织对目前 PACS 系统的满意度 (2022)

6a
7

■ (12%) 无法满足需求
■ (47%) 可满足基本需求
7
■ (33%) 可满足所有需求
10
■ (3%) 超出当前需求
%
■ (5 ) 达到/超出当前和计划需求

10

14a

14a

组织对目前 PACS 系统的满意度 (2020)

15a
6b

■ (8%) 无法满足需求
■ (41%) 可满足基本需求
6b
14b
■ (41%) 可满足所有需求
%
■ (6 ) 超出当前需求
■ (4%) 满足/超出当前和计划需求

公模式可能推动市场追求更便捷的非接触式解决
方案，以确保更健康和安全的现场环境。10

然而，通过调研物理门禁相关的主要日常问题，
我们也许能够进一步了解用户对当前门禁系统不
满意的原因。

正如我们所料，首要的挑战主要涉及安全性和便

捷性。40% 的受访者认为应对安全漏洞威胁是最
大的挑战，而 37% 的受访者则认为高效签发和撤

销 ID 卡是当前面对的重要问题，兼顾安全性和便
捷性。

安全专员提到最多的日常挑战是提高用户便捷
性，43% 的受访者希望物理门禁管理可以更加
便捷。

26% 的受访者将“遵守新法规”列为了三大挑战
之一，有 13% 的人选择了“减少物理接触点”。

10

3

2
3

1
2

14b

15b

15b

四分之一的受访者希望确保使用的门禁系统符合
最新法规，超过十分之一的受访者将非接触技术
视为日常三大挑战之一，这反映出了新冠疫情对
于安全和设施管理人员管理方式的持续影响。

此外，受访者对于一体化系统也表现出了明显需
求，27% 的受访者认为“与其他企业系统集成”

是他们日常工作中的三大挑战之一。随着私有

技术向开放平台转变，如开放式监控设备协议

(OSDP)，互联的设备可通过彼此传递信息来自动
响应，令组织受益匪浅。

正如 Omdia 的分析师在 2021 年 IFSEC Global 电

子书中所述，门禁系统通常被认为是打造更智能
建筑的“触发器”。 11 门禁系统可以连接照明控

制系统、电源管理系统以及其他物理安全设备，
创造更高效和更安全的建筑环境。

	HID Global for IFSEC Global，《2022 年影响身份识别和门禁安全行业的七大趋势》，

https://www.ifsecglobal.com/access-control/seven-trends-to-impact-the-identity-and-access-security-industry-2022/

11

	IFSEC Global，《物理门禁领域的趋势、机会和挑战》，
https://informamarkets.turtl.co/story/ifsec-trends-opportunities-physical-access-control/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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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挑战和要求
只有 41% 的用户认为目前使用的门禁系统满足或超

此外，超过三分之一的专业人士计划在未来三年

在过去几年中，安全市场仍然保持着活力（当然是

然供应商始终在努力简化系统更换流程，尤其是

出了需求，这表明系统升级面临着重重障碍。尽管
与其他行业相比），但毫无疑问，对于那些遭受疫
情冲击的组织，安全部门的预算和升级项目也将受
到牵连。

尽管如此，38% 的受访者仍计划在 2022 年对物理

门禁系统进行一定升级。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

内至少升级一个（甚至全部）门禁系统组件。虽

升级同一供应商的较新型号，但组织不太可能轻
易决定全面升级读卡器、凭证、控制器和/或软

件。无论是什么样的规划和规范流程，安装商和

集成商都需要时间和资金来开展工作，或会给员
工和访客带来不便。

的比例 (54%) 明显高于北美或亚太地区，但平均

未来三年中，35% 的受访者表示计划升级读卡器，

存有希望。

划升级软件。请查看第 11 页的表格，了解详细数

来看，无论升级规模有多小，整个门禁行业仍然
28% 的受访者表示“不确定”是否升级，他们的决
定可能取决于疫情限制是否会减少，以及特定行业

38% 计划升级凭证，34% 计划升级控制器，42% 计

据。根据我们的数据显示，软件更有可能率先迎
来升级。

的复苏势头能否继续。当然，国家之间也有差别，

软件被认为是最易于升级的组件，一些提供商可

而在本报告撰写之时，亚太地区各国已恢复之前的

事实上，Omdia 的行业分析师指出，凭借全新的

英国政府认为“与新冠共存”是未来的最佳策略，
严格封锁，这必将对组织升级内部系统（如物理门

2

禁）的投入能力产生影响。12

3

功能、分析技术和自定义的用户界面，软件是

4

门禁系统增长最快的组件，不亚于门禁即服务
(ACaaS) 解决方案。13

您是否计划在 2022 年升
级物理门禁系统？

7

通过云更新将新版软件安装到旧的硬件设备中。

■ (38%) 是
■ (34%) 否
10
■ (28%) 不确定

尽管如前所述，但许多供应商认为，凭借 OSDP 等

开放软件技术，现在升级物理门禁系统的独立组
件从未如此简单。现在，不同制造商的技术可以

14a

相互整合，使用开放协议而不再是私有的封闭技
术，这意味着用户可以单独升级读卡器或凭证，
而不必同时升级两者。

6b

14b

15b

12

	BBC News，“约翰逊表示新冠共存计划将使人们重获自由”，https://www.bbc.co.uk/news/uk-60455943

13

	Omdia，门禁数据库 - 2021 年分析，https://omdia.tech.informa.com/OM018018/Access-Control-Database--2021-Analysis

BBC News，“随着中国政府加大封控力度，企业纷纷暂停营业”，https://www.bbc.co.uk/news/world-asia-china-60703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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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谁决定是否升级？

用户计划何时升级物理门禁系统？
3 年内

3-6 年

6 年以上

不确定

读卡器

35%

25%

12%

28%

凭证

38%

21%

12%

30%

控制器

34%

22%

14%

30%

软件

42%

19%

11%

27%

HID Global 的控制器和 pivCLASS 产品市场经理
Lance Harper 表示：“通过将老旧的物理门禁系

统现代化，使用基于标准的 OSDP，可以增强下游
读卡器与控制器之间的联系，实现更安全的双向

通信。OSDP 中自带的监控功能可以主动监控连接
状态，如果系统检测到读卡器状态因篡改或设备
故障而发生变化，将立即发出实时警报。

OSDP 的基本功能可以让用户受益匪浅，使用安全

通道（AES-128 等级加密）大幅提升端到端的安
全性，并降低运营成本。此外，OSDP 基于开放协
议，可确保数据交互，而不必担心受到私有解决
方案的限制。”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人“不确定”要不要

升级。其中包括可能不需要物理门禁系统的小型

安装商、集成商和顾问，不过平均比例在 27-30%
之间，表明确实存在一定量的最终用户不确定是

通常情况下，对于必要的设施或组织安全系统，
将直接由安全部门决定是否升级。虽然主要的升

级项目可能需要高级管理层的批准，但大部分的
规划、规格和采购流程都由安全团队负责，在必
要的时候也许会与设施或 IT 部门合作。

然而，随着门禁行业逐渐与其它系统实现整合，和
视频监控一样，门禁系统不再仅仅是为未经授权人
士设置访问屏障。14随着技术和软件的不断发展，

门禁系统现在与人力资源、设施、IT、暖通和更多
建筑系统实现了整合。

那么，这对升级门禁系统凭证、硬件或软件的采
购和决策过程有何影响呢？

从调查结果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直接对接最终
用户的安装商、集成商、顾问和供应商需要平衡
多种需求和部门影响，升级新门禁系统不再仅仅
是安装哪种门和哪种机械锁的问题。

整体来看，物理门禁系统的采购需要多个部门参
与。就重大的内部升级计划而言，最终决策权大
都在 CISO、CSO、CIO 和 CTO 等高级管理层手
中。此外，物理安全、IT 和信息安全以及设施团

队在大多数物理门禁解决方案的升级上拥有最终
决策权或有权提出最终建议。

否要升级门禁系统。具体原因难以确定，尽管组

北美洲与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 (EMEA) 受访者

大，大型的系统升级计划，例如门禁系统升级是

息安全部门对最终决策的影响比物理安全部更

织逐渐从疫情中复苏，如果对于主营业务影响不
很可能被暂时搁置的。

14

的回答差异明显，北美洲的受访者表示，IT 和信

大。而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的情况正好相反。

	如要了解视频监控行业的详细信息，请参阅：IFSEC Global，《2021 年视频监控报告》，
https://www.ifsecglobal.com/resources/the-video-surveillance-report-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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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与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
相比，北美州受访者中 IT 和网络安全专业人员占
比更高。

虽然鲜少有受访者表示可持续发展部门，或负责
管理多办公场所和分支机构的专业人员（并非所
有组织都设有专门的部门），可以对决策提出最
终建议或有最终决策权，但 75% 的专业人员表

示会有“一定影响”。28% 的受访者表示组织在
决策时会“充分征求”该部门的意见，表明组织
希望了解门禁技术的采购和升级对可持续发展的
影响。

HID Global 物理门禁解决方案咨询业务管理总监

Steven Commander 表示：“物理门禁系统可通
过多种方式促进可持续发展。首先，如果门禁读

卡器拥有环保产品声明和智能电源管理功能，则

有助于建筑获得 LEED 等可持续认证。其次，通
过引入移动门禁和虚拟凭证，组织可以告别塑料

物理安全与 IT 领域的合作日益加深

如今组织越来越注重强化物理安全与网络 / IT 安

全部门间的紧密合作。随着物理安全系统和设备
的不断发展，如今已步入 IP 时代，很多产品都能

直接与组织网络相连。这既有众多好处，但同时
也会带来种种挑战和网络漏洞方面的担忧。 15 虽

然供应商应负责确保系统拥有一定的保护功能，
符合必要的网络标准或 ISO 27001 等标准，但 IT

人员应保证所有连接组织网络的系统的合规性，
避免黑客通过门禁读卡器的漏洞侵入组织网络。

安全“融合”的支持者强调，组织需要转变文

化，将以往各个孤岛式的部门（财务和战略均相
互独立），整合成互相包容，相互协作的整体组
织。 16 物理安全硬件可以说是防范网路及物理威

胁的“关口”，因此门禁系统需要物理安全和网
络部门一同对使用的技术进行监督。17

卡，从而减少塑料卡相关的碳足迹。

最后，通过将门禁系统与建筑管理平台整合，可
根据占用率对建筑资源进行持续调整。因此，门

禁系统如果从设计之初就考虑到可持续性，将大
大提升建筑的可持续性。”

15

	IFSEC Global，
“物联网门禁设备的漏洞让用户和供应商面临风险”
，

16

	IFSEC Global，
“探索物理和网络安全的交叉点”
，

17

	IFSEC Global，
“物联网门禁设备的漏洞让用户和供应商面临风险”
，

https://www.ifsecglobal.com/cyber-security/vulnerabilities-in-iot-based-access-control-devices-puts-users-and-vendors-at-risk/
https://www.ifsecglobal.com/physical-security/exploring-the-intersection-of-physical-and-cyber-security/

https://www.ifsecglobal.com/cyber-security/managing-cyber-physical-security-threats-through-convergence-hyper-connected-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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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趋势显而易见，89% 的受访者表示，IT 部门

升级的一个重要障碍是便捷性，60% 的受访者将

受访者表示 IT 部门参与了最终建议的提出或最终

性之一，但用户认为升级会影响便捷性。10% 的

对于物理门禁系统的升级有一定的影响力，许多
决策的制定。15% 的受访者表示 IT 部门甚至参与
了预算制定。

显然这两个部门在深化合作，但他们是如何合作

的呢？54% 的受访者表示两个部门会携手制定最
佳安全方案，例如随时更新门禁系统的补丁，同

“简单便捷”视为新门禁系统必须具备的三大特
受访者担心升级会“干扰日常业务”，并有 13%

的受访者将“与传统系统的兼容性”视为升级的
一大障碍。此外，9% 的受访者担心团队在学习新

系统的过程中会遇到困难，继而影响最初的用户
接受度。

时 51% 的受访者表示两个部门会协力寻找新技术。

HID Global 物理门禁解决方案最终用户业务发展

作。HID 的 2021 年报告中也提出过类似的问题，

户带来了重重挑战，迫使他们改变重心，关注能

只有 15% 的受访者表示两个部门之间几乎没有合

受访者对两个问题的回答大同小异，这表明过去
几年中两部门之间的合作方式并无太大变化。

9

物理安全与 IT 部门如何
合作？
■ ( 54 ) 制定最佳安全
方案
■ (51%) 寻找新技术
■ (15%) 共享预算
■ (15%) 几乎没有协作
%

升级的挑战

高级总监 Brett St Pierre 说：“新冠疫情给最终用

够降低风险和确保合规性的新技术，如合同追踪
解决方案，以打造更安全的工作环境。然而，一旦

12

办公恢复常态，最终用户就会重新关注业务安全。

某些行业对移动门禁有着更高需求。例如商业地

产行业，租户和房东很快就发现了房地产科技中
移动门禁的价值。总的来说，与塑料卡相比，这
种方式提升了用户体验。

值得注意的是，与从低频塑料卡向高频塑料卡的
迁移相比，移动凭证迁移有所不同，因为这一

过程可能会涉及更多部门，内部政策、高级管理
层、IT 团队都将发挥作用。”

尽管组织希望升级门禁系统，但升级过程面临多

6% 的受访者指出，“疫情限制”是升级的最大

有 38% 的受访者表示这是他们升级门禁的最大障

查最大的区别。 18 新冠疫情给组织带来了众多挑

重障碍，其中最大的障碍就是成本。事实上，

碍，另有 15% 的受访者表示升级的投资回报缺乏
说服力，难以获得足够的预算。

18

障碍，与 2020 年的调查结果相比，这是两次调

战，其中很多挑战可能并不明显，但预算限制和
全面居家办公或降低了高级管理层投资升级物理
门禁系统的需求。

	IFSEC Global,《2020 年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组织物理门禁现状报告》，

https://www.ifsecglobal.com/resources/state-of-physical-access-control-2020-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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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a

升级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 (38%) 成本
■ (10%) 干扰日常业务
■ ( 7%) 目前没有符合需求
14b
的解决方案
■ (9%) 学习新系统
■ ( 13%) 与传统系统的兼
容性

■ ( 6%) 疫情
限制
15b
■ ( 15%) 投资回报率缺乏
说服力/并非首要业务
■ (2%) 其它

哪些功能需要升级？

虽然升级面临种种障碍，但仅在 2022 年，就有 38%

的受访者希望以某种形式更新或升级门禁系统，
充分表明组织有这方面的需求和意识。如上文所

述，主要的日常挑战包括安全性和便利性，但在
选择新方案时，需要考虑哪些具体功能呢？

选择最多的功能就是“简单易用”(60%)，表明
这是所有门禁系统的基本要求，即对于用户（员
工、居民或访客）以及操作和维护人员（安全、

此外，随着最终用户、顾问和集成商越来越有意
识地摆脱私有模式，转向开放的长期标准和解决
方案，长期便利性越来越受重视。49% 的受访者

表示，他们需要“在未来增加或支持新技术”，
33% 表示性需要“与现有的安全平台整合”，另

有 28% 主张采用“基于开放标准的技术”。

设施和 IT 团队）来说，使用起来必须简单便捷。

因此，在开发新产品时，供应商必须牢记，虽然
门禁系统的主要作用是确保场所安全，但应无缝
衔接，不会造成不必要的障碍。四分之一的专业

人士表示，如果他们要升级，“高质量的保修和
支持”必不可少，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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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物理门禁系统需要具备的五大功能
1
2
3
4
5

简单易用

未来可以添加或支持新技术
非触摸式/非接触式功能
移动访问

与现有安全平台整合

14
14

用户对新技术抱着欣然接受的态度。43% 的受访

可持续性也被提上日程，11% 的专业人士在他们

新冠疫情带来的直接后果，受疫情影响，很多工

值得注意的是，自 2020 年报告发布以来，关于

者表示“非触摸/非接触功能”很有必要，这是

作场所和多人居住的建筑都调整了健康和安全方

案。尽管在撰写本报告时，许多国家/地区在极力
降低这方面的要求，但自 HID Global 发布《2021

年门禁控制行业现状报告》以来，这一比例有增
无减 (41%)。19

同时，41% 的受访者希望新的门禁系统能够引入
移动技术。在另一个问题中，我们请受访者选择

一项他们认为最能改善物理门禁系统的技术，五

对新门禁系统的三大要求中选择了“低能耗”。
新物理门禁系统最需要的重要功能几乎没有变
化，唯一的例外就是“非触摸式或非接触式功

能”。简单易用、能够添加新技术和整合功能以
及移动访问仍排在前五位。

由此可见，安防和设施专业人员希望升级后的门
禁系统能具备多种功能。在接下来的两章中，我
们将深入探讨一些具体技术和新兴趋势。

分之一的人选择了非接触式技术 (20%) 或移动门
禁 (18%)。

19

	HID Global，《2021 年物理门禁行业现状报告》，

https://www.hidglobal.com/doclib/files/resource_files/pacs-state-of-access-control-2021-wp-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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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禁系统在监测建筑物占用率方面
的作用
在本报告中，我们多次提到一体化的物理门禁系

结果（而非历史模式）更好地管理建筑物的不同

别值得关注的就是门禁系统在监测建筑物占用率

面问责体系，对于确保合规性和安全性具有重要

统及其能给组织带来的好处。我们认为，其中特
方面的作用。

毫无疑问，新冠疫情改变了世界各地组织的工作
模式。虽然“混合办公”很大程度上仍处于实验
阶段，但无论领导层还是员工都在努力适应这种
模式，每周五天的通勤工作模式已不再适用。一

些组织仍然完全采取远程办公模式，因为在疫情
封锁期间，员工的办公场所对生产力并无太大影
响。不过也有一些组织认为全职办公模式仍很有
必要。

然而，对于那些已经转变为混合办公模式的组织
来说，建筑占用率监测变得更加重要，这可确保
设施得到高效利用，并有助于高级管理层合理安
排设施的使用。很多组织都很可能会过度分配空

间，以避免由于某种原因需要大量工作人员进入
时资源不足，但此时需要额外考虑消防和保险要
求，而这正是占用率数据的作用所在。

当被问及建筑占用率数据的价值时，受访者的平均

使用模式，同时建立起关于员工和访客行动的全
作用。

根据本调查显示，39% 的组织能够同时获取员工

和访客的数量和位置，21% 的组织无法或选择不
监测这两类数据。34%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只知

道现场的员工和访客数量，但不知道其所在位

置。只有 6% 的受访者只知道员工和访客的位置，

但不知道人数。由于大多数能够跟踪位置的系统
都会同时监测人数，因此这不足为奇。

值得注意的是，与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的受访
者相比，北美 (NAM) 和亚太地区 (APAC) 受访者
的回答存在差异。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 (50%)

的受访者对员工数量和位置的了解程度明显高于
北美市场 (31%) 和亚太市场 (35%) 的受访者。在

北美市场和亚太市场，“知道建筑物内的人数，
但不知道人员位置”的受访者占大多数，分别为
35% 和 51%。

打分为 7 分（10 分为极有价值，1 分为毫无价值）。

占用率数据现已从仅仅了解建筑物内或现场有多
少安全专业人员（如在疏散或紧急情况下），发
展到了实时定位系统 (RTLS)。20 安全和设施管理

人员现在不仅能够预估人数，而且能够判断这些
人都是谁，以及他们在特定时间段所处的位置。

借助占用率数据，用户可以通过基于数据的分析

20

	除了人员跟踪外，RTLS 还有其他多种用途。如要获取实用指南，请参阅“技术目标，实时定位系统”，
https://www.techtarget.com/searchmobilecomputing/definition/real-time-location-system-RT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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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是否了解场所内的员工或访客数量和位置？
（2022 年）

组织是否了解场所内的员工或访客数量和位置？

■ ( 39%) 了解员工和访客

■ ( 6%) 只了解员工和访客

■ ( 34%) 只了解员工和访

■ (21%) 都不了解

的数量和所处位置

客的数量，不了解位置

的位置，不了解数量

（2021 年）

■ ( 25%) 了解员工和访客

■ ( 6%) 只了解员工和访客

■ ( 37%) 只了解员工和访

■ (32%) 都不了解

的数量和位置

客的数量，不了解位置

的位置，不了解数量

尽管仍然存在一些差异，但能够追踪场所内员工

很多组织希望在 2020 年和 2021 年期间精简运

洲、中东和非洲地区 PACS 趋势报告显示，25%

够通过评估，确定是否“卸载”很少使用的办

和访客的组织数量有所增加。2020 年，我们的欧
的组织能够同时了解场所内人员的数量和位置。在

2021 年的 HID 全球 PACS 报告中，25% 的北美组
织能够做到这一点，今年该比例上升到了 31%。

21

营，节省开支，那些拥有占用率数据的组织能

公空间。对于已经采用混合办公模式的组织来

说，RTLS 技术还可以改善规划，确保办公空间始
终充足，尤其是在忙碌的日子。

从图表中可以看出，了解员工数量和位置的总体

撇开新冠疫情不谈，安全和设施管理人员已逐渐

25%。而今年只有 21% 的受访者表示不了解场所

战略已成为组织未来规划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受访者比例 (39%) 明显高于 HID 2021 年报告中的
内的人员数量或位置（比 2021 年低 11%）。

在那些监测人员位置和数量的组织中，9% 的受访
者提到了使用“位置和跟踪系统”，表明了 RTLS
技术目前的普及情况。对于那些没有使用但希望升

级的组织来说，接下来可能会引进该技术。支持者

指出了 RTLS 的众多优势，在疫情期间得到了广泛

意识到监测占用数据带来的效率。可持续发展

《福布斯》杂志的一篇文章显示，截至 2021 年 2

月，60% 的组织都制定了可持续发展战略。22 门

禁系统如果能够利用或整合占用率监控程序，将
成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组件。例如，仅在有
人使用会议室或办公桌时开启照明、暖通或电力
系统。23

使用。与门禁集成的系统帮助组织保持社交距离并

智能建筑早已备受期待，通过帮助管理人员监测

和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员工在同一层工作的人员

定，门禁系统将在这个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进行接触追踪，例如，就空间占用率过高或向可能
发出警报。

数据来了解设施的实际使用情况并做出明智决

21

	IFSEC Global，《2020 年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组织物理门禁行业现状报告》，https://www.ifsecglobal.com/resources/state-of-physical-access-control-2020-report/

22

	《福布斯》，“为何组织战略应注重可持续发展”，

23

	IFSEC Global，“为何在新冠时代更智能的建筑更重要”，

HID Global，《2021 年物理门禁行业现状报告》，https://www.hidglobal.com/doclib/files/resource_files/pacs-state-of-access-control-2021-wp-en.pdf
https://www.forbes.com/sites/forbesbusinesscouncil/2021/02/10/why-corporate-strategies-should-be-focused-on-sustainability/?sh=38e68b167e9f
https://www.ifsecglobal.com/smart-buildings/why-smarter-buildings-are-only-becoming-more-important-for-the-post-covid-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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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什么方法来监测这些数据？

我们询问了受访者如何监测员工和访客的占用率
数据，以评估两种主要“现场”人员的差异。

总体来看，组织对每一种人员的监测方式并无太
大差别，但相比访客，对员工的监测方式有更多
的共性。

门禁系统是监控占用率数据最主流的方式，42%
的受访者用它们来监测员工，34% 用来监测访客。
24% 的受访者使用时间和考勤系统监测员工，15%
用来监测访客。同时，电子甚至纸质花名册也仍在

被小公司或者健身或休闲设施等特定场所使用。此
外，少数组织 (2%) 还在使用短信和手机系统。24

HID Global 物理门禁解决方案移动访问全球产品市

场经理 Bevan Hayes 补充道：“一个互联的建筑

使用什么方法监测占用率数据？

可以将位置数据与用户的意图、偏好、后端系统
和流程进行整合。通过这种方式，提高生产力、

纸质花名册

空间利用和能源效率，同时为建筑使用者带来更

电子花名册

单，我们可以通过打造门禁系统，充分利用现有

门禁系统

时间和考勤系统

安全、更优质的体验。理想的解决方案实施简

定位和跟踪系统

投资和房地产细分市场，同时解决现有占用率解

短信/手机

决方案中常见的数据问题。

没有方法

监测占用率是门禁的自然延伸，因为无论是技术
还是组织的安全区域都已就位。捕获事件和添加

其他

员工

访客

15%

18%

14%

16%

24%

15%

42%

34%

9%

10%

2%

2%

21%

23%

1%

2%

系统回叫可以在监测趋势以及实时利用率和占用

紧急情况下的上述数字似乎没有什么变化，组织在

们还可以充分挖掘占用率的数据价值，提供位置

保持不变。

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随着移动技术的加入，我

的环境信息，提供安全的用户体验，例如在紧急

发生此类事件时用来监测监测建筑物内人员的技术

情况下的实时更新。”

24

	特此明确，受访者在回答该问题时可选择多个答案，因为组织可能会根据设施情况使用多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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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和趋势 - 展望未来
在升级物理门禁系统的主要驱动因素中，我们不

从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出，2020 年预测的许多趋

全性 (41%) 比例较高。无论供应商宣传有多少新

云系统（还有今年的新出现的门禁即服务）仍然

难发现，用户便利性 (48%) 和利用新技术提升安
功能，最终的安全和设施用户都始终追求简单便
捷、安全易用的解决方案，而有信誉的安装商、
集成商和顾问公司也不会推荐在任一方面有缺失
的系统。

然而，我们的调查表明，一旦满足了这两条原

则，未来几年内市场中将出现几大关键趋势，凸

显不同系统之间的重大差异。其中云主机 (38%)

和门禁即服务 (20%) 在受访者认为的未来三大趋
势中占有一席之地，我们从中挑出了一些显著趋
势，以帮助专业人士了解应该注意的关键领域。

12

非触摸式和非接触式解决方案是新增的一个重要
趋势，2020 年并没有提供该选项。

互操作性和开放标准比两年前的预测更加突出，
认为它们将会影响门禁系统领域的受访者从 11%

上升到了 18%。有趣的是，尽管智能建筑仍然是
一个热门选项，但选择它的受访者比例从 51% 减

少到了 44%，也许是因为最终用户意识到要实现
“真正智能”的建筑仍然存在挑战和障碍，而传
统系统可能是进一步实现智能建筑的根本障碍。25

12

2022 年

9

是业内专业人士需要关注的重点。贯穿本报告的

2020 年

9

势仍然存在：移动接入、智能建筑、生物识别和

您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哪些趋势会影响门禁行业？

您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哪些趋势会影响门禁行业？

■ ( 51%) 移动访问/应用

■ ( 52%) 移动访问/应用

■ (27%) 物联网

■ (51 ) 智能建筑

■ (17%) 节能解决方案

（2022 年）
程序

■ ( 44 ) 非触摸式/
%

非接触式技术

■ (44%) 智能建筑
■ (38%) 云主机

■ (35%) 生物识别
25

■ (20%) 门禁即服务

■ ( 19%) 互操作性和开放
标准

■ (18 ) 室内身份定位
%

■ (16%) 节能解决方案
■ (15%) 远程设备管理

（2020 年）
程序

%

■ ( 50 ) 云技术
%

■ (36%) 生物识别

■ ( 33%) 人工智能 (AI)

■ ( 21%) 定位服务

■ (11%) 互操作性和开放
标准

	IFSEC Global，“Omdia 分析师指出：安防系统在智能建筑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https://www.ifsecglobal.com/smart-buildings/security-systems-have-a-key-role-to-play-within-a-smart-building-highlights-omdia-analy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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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 1：开放标准、集成和系统互通

虽然开放标准早已被提上日程，但组织直到现在
才深刻认识到它的好处，无论是物理安全部门，

来可以增加或支持新技术”，33% 选择了“与现

有安全平台整合”，28% 选择了“基于开放标准
的技术”。

还是设施管理团队都能从中受益。例如，OSDP

此外，有五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系统整合和开放

Security 于 2008 年联合制定，但直到最近（即

趋势之一。

（开放式监控设备协议）由 HID Global 与 Mercury
2020 年）才成为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标准。

组织对一体化系统需求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推动
了这一进程。组织希望使用一体化系统打造更智
能、更兼容并蓄的建筑，44% 的受访者认为智能

建筑将是未来几年影响门禁系统行业的重要趋

势。然而，如果没有便于不同设备和软件相互

“沟通”的开放式或标准化平台，而是执意使用各
自为政的专有技术，门禁行业将难以生存和发展。

当然，许多安全专业人士指出，如果能够访问物
理门禁系统，那么监控摄像头和入侵者警报有可
能被黑，从而带来网络安全挑战。然而，随着建

筑管理逐步发展为一个相互关联的角色和功能组
成的生态系统（无论是在商业还是住宅领域），
机会和优势正在变得越发明显。

11% 的受访者认为最能改善物理门禁系统的一项

技术是整合物理和逻辑门禁。近四分之一 (24%)

的受访者表示“更好地与组织的系统整合”是他
们升级系统的三大动力之一。

开放的标准和可互相打通的系统可将现有和全新

标准将是在不久的将来影响门禁系统行业的重要

趋势 2：非接触式解决方案

评论人士总是认为，新冠疫情只是加快了许多
“趋势”的进程，而并非是由疫情直接引发。例

如，早在 2019 年以前，整合和远程工作就已经
被列入组织的愿望清单。非接触式解决方案在此

之前就已存在，但由于健康和安全实践突然受到
关注，因此非接触式方案一下子成为了某些组织
的“业务重心”。

虽然食品制造、酒店或医疗设施等行业可能在新
冠疫情之前就坚持使用非接触式门禁，但标准的
办公楼和住宅楼却将其视为“增值功能”，而不
是促使消费者购买的主要驱动力。我们的调查结

果显示，现在情况发生了改变。20% 的受访者表
示，该技术最能改善他们的物理门禁系统，并有

43% 的受访者将非接触式功能列为新门禁系统必
备的三大功能之一。

升级物理门禁系统的六大动力

的技术与当前的系统整合，大幅减少所需的升级
规划和工作。我们的数据显示，各领域的专业人
员现在已经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新门禁系统
所需的三大功能中，49% 的受访者选择了“在未

26

1
2
3
4
5
6

用户便利

用新技术提升安全性

引入非接触式解决方案
需要遵守新法规

现有系统使用寿命即将结束
更好地与组织系统整合

安全工业协会，《开放式监控设备协议》(OSDP)，https://www.securityindustry.org/industry-standards/open-supervised-device-proto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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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32% 的受访者将“为应对新冠疫情引入无

的结果，以便说明物理门禁领域移动技术的快速

显了疫情对这一趋势的促进作用。这一比例在亚

升级到了移动读卡器（24% 比 16%），目前只有

接触式解决方案”选为升级的三大动力之一，凸
太地区明显更高，超过一半。健康安全法规和要

求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广泛关注，其中东亚、澳大

利亚和新西兰，尤其是中国的防疫措施尤其严
格，在本报告撰写之时仍是如此。 27 此外，28%

的受访者将“需要遵守新法规”选为升级 PAC 的

动力。虽然可能并非所有回答都与健康和安全要
求有关，其中多数可能是为了遵守数据保护或处
理规定，但毫无疑问，有些组织确实是为了遵循

1

不断变化的卫生标准。

2

44% 的专业人士认为，在不久的将来，非接触式

增长趋势。自 2020 年以来，又有 8% 的受访者

34% 的受访者没有升级计划，而 2020 年的该比例
为 44%。

这一趋势可以说并不令人意外。有趣的是，在已经
升级到移动读卡器的组织中，有 11% 的组织尚未

部署移动凭证，许多分析家和集成商都认为，虽然
市场发展迅猛，但该技术很可能会与实物凭证“配
合”使用，而不是完全取代实物凭证。30 另有 20%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计划在未来三年内部署移动访
3
4
问技术。

另有 35% 的人提到了“生物识别技术”。
1

2022 年

物理门禁解决方案的趋势将持续影响门禁行业，

2

生物识别技术，即利用生物数据，如指纹、虹膜

6a

7

3

10

14a

您是否计划升级移动技术？
（2022
7 年调查结果）

10

或面部识别获得访问权限，在过去十年得到了长

4

足发展，目前广泛用于门禁行业。事实上，30%

的受访者正以某种方式使用指纹、面部或虹膜识
别系统。现在进一步转向了非接触式生物识别技

6a

术，例如，无需接触点的指纹扫描仪。

趋势 3：移动访问
15a

6b

2020 年

移动访问是《2020 年物理门禁行业报告》中的一

■ (24%) 已升级为移动读卡器
■
(42%) 有计划升级
14b
■ (34%) 目前没有升级计划

个关键主题，2022 年仍是如此，仍在不断发展。

Omdia 估计，2020 年全球移动凭证下载量接近
15a

6b

1470 万，由于移动的非接触式凭证需求仍然强劲

14a

15b

14b

15b

（尤其是与物理触摸或键盘相比），因此我们预
计这一数字未来将有增无减。28

2020 年的报告显示，28% 的受访者准备升级或者
已经引入移动技术。29今年这一比例为 38%，表明

移动技术增长十分迅猛。我们这里简化了图表中
27
28
29

您是否计划升级移动技术？
（2020 年调查结果）

■ (16%) 已升级为移动读卡器
■ (40%) 有计划升级
■ (44%) 目前没有升级计划

	BBC News，“奥密克戎和动态清零：中国能坚持多久？”https://www.bbc.co.uk/news/world-asia-china-60762032

	Omdia，门禁数据库 - 2021 年分析https://omdia.tech.informa.com/OM018018/Access-Control-Database--2021-Analysis

	IFSEC Global，《2020 年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组织物理门禁行业现状报告，https://www.ifsecglobal.com/resources/state-of-physical-access-control-2020-report/

30

	IFSEC Global，《物理门禁的趋势、机遇和挑战》电子书，

https://informamarkets.turtl.co/story/ifsec-trends-opportunities-physical-access-control/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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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41% 的受访者将移动访问视为新门禁系统
必备的三大功能之一，并有 18% 的人将其视为最

能改善组织物理门禁系统的技术。另有 51% 的受

访者认为移动访问将是影响门禁行业未来发展的
三大趋势之一。

移动技术受到如此追捧并不使人意外，因为支持
者们早已开始宣传移动技术的各种优势。移动技

术可以灵活地发放和撤销凭证，搭配软件访问管
理解决方案，迅速向访客的移动设备发送二维码
或访问代码。与此同时，员工或普通用户可能会

觉得，与门禁卡相比，手机上的凭证更方便、更
安全，因为用户不太可能将手机到处乱放。

最终，升级移动门禁有助于提高用户便利性，并
帮助他们利用新技术提升安全性，而这两个方面
是用户升级门禁系统的最大动力。

趋势 4：可持续发展

2022 年，各种规模的组织纷纷将可持续发展提

上日程。随着去年第 26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26) 的召开和大众开始真正关注气候变化，

组织和高级管理层深刻意识到了 2022 年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性。31

每个部门都有可能在推动可持续发展上发挥作用，
安全部门也不例外，19% 的专业人士将“支持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视为升级物理门禁系统的三大动
力之一。受访者将低能耗 (11%) 和 BLE&NFC 技术
(8%) 等功能视为新系统的必要功能。

16% 的受访者认为，节能解决方案将在不久的将

来成为影响门禁行业的前三大趋势之一。例如，

无线读卡器和控制器可以大大减少建筑物内所需
的电缆基础设施，如果可以将门禁卡升级为移动
或生物识别凭证，将可减少一次性塑料的使用和
打印。

31

	玛丽维尔大学，“环保意识对组织经营的重要性”，

https://online.maryville.edu/blog/importance-of-environmental-awareness-when-running-a-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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