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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生活中已普及且便利的非接触式支付卡来说，安全与信任的
最后一块拼图即是卡面搭载生物识别认证；由于消费者已经熟悉手
机上的生物认证功能，因此能够认同生物识别将为卡片支付带来的

美好价值。 ”

Thomas Rex, Fingerprints 智能卡事业部高级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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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卡片才是王道



卡片才是王道
尽管现在可以通过智能手机进行，支付卡仍然是全球消费者支付最流
行普及的方式，并且支付卡使用量逐年增加。

80% 消费者
拥有信用卡/银行卡

现金

非接触式信用卡/银行卡  

在线支付

移动装置支付

12% 英国
37%

中国

25%

印度

49%

美国

11%

22%

26%

SOURCE FingerprintsTM in collaboration with Kantar TNS. Base: 4,000 online consumers in China, India, UK, USA. 

重点市场

全球

消费者每周消费行为
依支付方式区分

35亿张支付卡
每年销售近35亿张支付卡，其中一半是
非接触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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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8% 非接触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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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考量 
我们的消费者调查显示，世界各地的人希望更频繁地使用非接触式卡，但安全问题使他
们却步

他们知道这样有风险，但”方便”总是赢得胜利

风险承担 
在非接触式支付卡非常受欢迎的地方，最近的报告显示非接触式欺诈正在上升

另一方面， Visa 的一项研究也显示，在欧洲人中:

51%46%

有非接触式卡，但只有30％
使用它们

38%

认为非接触式感觉不安全

20%

多张支付卡使用相同的PIN码

16%

与家人和朋友分享他们的
卡片安全信息

非常担心欺诈

https://www.fingerprints.com/uploads/2017/12/fpc-infographics-payments-global.pdf
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2018/02/24/contactless-card-fraud-overtakes-cheque-scams-first-time/
https://www.visaeurope.com/newsroom/news/european-consumers-ready-for-biometr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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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识别
为非接触式支付增添信心
生物识别，是以身体的某些部分（如指纹，眼睛，脸部或声音）用于验证某人的身
份。 它在手机市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目前有60%的智能手机已搭载生物识别技术，
其中最常用的指纹取代PIN码和密码，用于解锁手机和进行移动支付等活动。

生物识别技术现在可用于支付卡。 这意味着消费者可以拥有非接触式支付的速度和便
利性，并增加了生物认证的信心和安全性。

消费者需求驱动 
消费者已经熟悉移动装置中的生物识别技术，认识到它可以为安全认证带来价值; 现在
仅需要支付生态系统来实现。

智能手机已搭载生物识别技术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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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识别支付卡是什么



生物识别支付卡是什么?
生物识别支付卡，是使用持卡人的指纹来验证交易的信用卡(credit)
或银行卡/借记卡(debit)。 它增加了一层目前在非接触式支付中缺失
的安全性，而不会影响用户的速度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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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片不需电池，支付终端机不需更换  
来自支付终端机的电源为卡的生物识别传感
器供电。卡片本身不需要电池或充电，并可
共享现有的非接触式终端，或基于芯片的支
付终端。

全球通用
此支付方案确保卡片安全運作，并符合当今的
EMV和ISO标准。 因此，一个国家的银行发行
的生物识别支付卡，可在另一个国家安全支付
款项。

易于认证和生产
嵌入卡中的是超薄、低功耗的指纹传感
器。 使用者可以从任何角度触摸它，因此
身份验证非常简便。 制造该生物识别卡也
很简单，因为传感器采用现有的卡片制造
工艺进行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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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卡载数据 
存储在卡片安全元件中:

持卡人的指紋模板

私人帳戶信息

验证支付指纹正确性的匹配引擎

消费者保留他们的生物识别数据，而不是由第三方存储。 
如果丢失了卡片，持卡人的信息数据仍然安全地加密于安
全元件中，没有人能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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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识别支付卡使用方式超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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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识别支付卡
使用方式超简单
生物识别支付卡的一大优点是使用起来相当简单轻松。 无需记住PIN码或
提供签名。

使用步骤:

1秒内完成支付!

01. 轻触
持卡人触摸卡面指纹传感器，同时将卡靠近终端机感应区，或插入支付终
端机

02.感应
传感器识别指纹并比对已存储于卡片安全组件中的指纹信息

03. 完成
若验证符合，支付完成

若验证不符合，持卡人将被要求提供PIN码以预防卡片盗用



ALL OF THIS HAPPENS IN LESS THAN 1 SEC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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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获益，全盘皆赢 



多方获益，全盘皆赢 
生物识别支付卡为银行，零售商和消费者皆提供了很多好处和机会 

解除不必要的支付限額
标准非接触式卡片上的付款限额，30英镑（英国），25欧元（法国）和100美元（加拿大，
澳大利亚），可能是销售的另一个障碍。 生物识别支付卡更高的安全性，意味着这个限制可
以被移除。
消费者们大大拥抱非接触式为每次购买带来的便利性，结合生物认证所确保的安全性。 这可
能会增加零售商和餐馆等其他企业的交易量。 消费者更多更频繁地使用银行卡/信用卡，对银
行来说也是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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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25 $100

同样的POS终端，适用最酷的新卡
在最新技术被视为地位象征的地区，生物识别支付卡具备天然的吸引力。
在其他地区，通过引进尖端的新技术，将使银行能够提升在业界的地位，并扩增消费者信
任。 更积极的财务经验将有利于消费者，同时也帮助银行吸引新客户并保留现有客户。
更重要的是，这款新技术对于零售商而言无需付出更多成本，因为不需要升级现有的非接
触式POS终端。

英国 法国 加拿大，澳大利亚



兼容的金融体系 
芯片和PIN卡，或者那些需要签名的卡片，也会给各种各样的人带来问题麻烦，包括:

文盲

使用不同的数字集合的人

苦恼于记住PIN码的人 

生物识别支付卡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持卡人只需要指纹证明他们的身份。

银行有机会提供生物识别支付卡给那些不能使用其他类型认证的人，来增加金融体系包容
性。金融服务可以首次触及一个新的消费群体，这意味着以往少见卡片交易的小型企业和零
售商，将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见证卡片消费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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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细节
零售商:

更多的便利 = 更多的销售 
严密的安全性通常会使事情变慢，但生物识别支付卡却能够在不妥协于方便和速度的前提下增
加安全性。认证花费不到一秒，所以节省的时间与基于PIN码或现金支付相比，确实是增加
了。

这意味着更大量的销售，当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使用非接触式以及减少了排队的时间，也留给你
更少的时间来考虑从而增加消费。

如果非接触式支付限额被移除，这将更加引人注目，这导致了高价值交易的更快速支付。不需
要记住PIN码或签名的支付也更方便。总的来说，零售商可以提供更快的服务以及更安全的购
物体验，提升客户回流率。

这意味着消费者更少受挫，零售商将从这几方面看到收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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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取消交易的减少 不再因忘记PIN码而失去销售

之前被排除在外的顾客也能够使用
银行卡/信用卡

更短的结账等待时间
（更少人因为排长队或者犹豫而放弃购买）



银行和发卡机构:

通过创新的信任 
提供生物识别支付卡的银行得以把自己定位为创新者，因为其提供更为积极的客户体验，并
且，当银行处于领先地位，能够带来更高的地位和信任。这种信任将通过增加信用卡安全
性、减少欺诈和客户挫折来获得。

更多的信用卡使用将会增加银行的收入，而新技术还可以使他们与其他创新服务捆绑在一
起。这都可以提供给先前因为无法使用PIN或签名而被排除的客户。与零售商类似，所有这
一切皆意味着银行将能够吸引和留住客户。

银行将从以下方面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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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可信任的创新者更好的声誉 

安全、便捷和很酷的产品
吸引且留住更多客户

减少欺诈案件的成本损耗以及
丢失或被盗卡片的退款

对于新客户群的金融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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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 

提高安全性,降低欺诈,

同样的方便  
消费者是真正的赢家，他们将从银行和零售商提供的新支付体验中受益。

非接触式支付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轻松，更快捷。然而缺乏真正安心的认证曾经使许多人感到
不安，支付上限意味着不能使用非接触式卡进行所有的消费行为，也颇令人困扰。

现在，凭借卡内生物识别技术，他们可以保持非接触式的速度和便利性，仅需增加信心。

更重要的是，与POS终端机配备生物识别扫描仪的支付方式不同，消费者的生物识别数据仅在
卡片上存储和匹配，保护他们的隐私并将他们的数据进行控制，类似于将生物识别安全地存储
在智能手机中的移动支付。支付欺诈曾经是消费者的痛，现在他们将从安全性提高获得最大收
益。

错误接受率 (FAR) 显示生物识别支付卡的安全性至少是使用标准四位数PIN码的两倍。

由生物识别技术防止的卡片支付欺诈的例子，包括:

没有在结账后忘记取走卡片的风险没有人能偷看PIN是什么 – 
因为无须PIN码

用丢失或被盗卡
的支付

持卡人认识的人未经他们允许
使用他们的卡

盗读或侧录 – 比如罪犯用支付终端扫瞄持
卡人的口袋读取卡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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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增长中的

消费者需求
美国 

喜欢无PIN支付 
在过去的几年里，相关机构一直在向美国消费者推广EMV芯片支付卡。由于付款速度方面的挑
战，消费者的需求一直比较缓慢。其中一个原因是消费者普遍认为芯片和签名在自助付款站点
表现不佳，因为需要有一个人在现场检查签名，所以处理速度就慢了。非接触式支付有更多的
吸引力，但也有经验的混合反应。我们的研究表明，这是美国消费者在未来的几年里期望的事
情。 

的美国人对使用生物识别技术查证、确认或者进
行支付感兴趣

86%



-19% +13%+50%

3年后今日

现金

现金

-11%

移动支付

移动支付

+25%

非接触式卡

非接触式卡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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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a 的研究表明 美国人对生物识别技术有着浓厚的兴趣 

在1000名美国受访者中:

86% 的人有兴趣使用生物识别技术来验证身份或付款

70% 的人认为生物识别更容易 而46% 的人认为他们比使用密码或PIN更安全 

50% 的人说指纹识别是他们在商店付款最喜欢使用的认证方法 – 所有生物测定技术
的最高等级

美国

全球

每周的购买行为
消费者认为他们未来使用非接触式支付卡以及移动支付的比例将会更高

https://usa.visa.com/visa-everywhere/security/how-fingerprint-authentication-works.html


亚洲

相当喜欢，许多人乐于如此支付
在亚洲的许多地区，比如日本，生物识别卡的关键吸引力之一是拥有最新技术的荣誉。
在其他领域，比如印度，生物识别技术对欺诈的保护具有很高的吸引力。

另外，生物识别卡是值得信赖的方法，不需要网络连接或电池，这是关键问题，尤其在
亚洲农村市场。

经历过欺诈

经历过欺诈

  非常担心欺诈

  非常担心欺诈

24%

22%

77%

51%

印度

全球

22 CHAPTER 04 – 全球增长中的消费者需求

支付欺诈



无论动机为何，我们的研究显示，亚洲各个国家的消费者都愿意为生物
识别卡及其带来的安全性支付额外的费用。 

73% 67% 50%

印度 中国 全球

愿意付出额外成本以取得生物识别支付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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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

想要无犯罪的非接触式支付 
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已经接受了非接触式卡。例如在英国，74%的消费者有非接触式卡。 

然而目前僅有46%的人实际上使用了非接触式卡，而55%的人感觉不到它的安全，更不用说
使用上还受到支付限额的限制。  

"在英国,74%的消费者持有非接触式支付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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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英国 

非接触式卡 – 知晓与障碍

55%  觉得不安全
16% 支付限额
9% 不知道怎么用
7% 没有足够的供应商支持 

借记卡/贷记卡使用者有 79%

每周使用 

12%

使用

46%

知道 

95%

障碍

障碍

拥有 

74%

 借记卡/贷记卡使用者有 80%

每周使用 

8%

使用

30%

知道

87%
拥有

46%
38%  觉得不安全
21% 支付限额
15%    不知道怎么用
12%    没有足够的供应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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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众市场

做好准备

消费者准备好了
消费者对生物识别支付卡的需求是显而易见的，信用卡行业的领导者们，比如万事
达、Visa、金雅高和IDEMIA等公司正在努力使其成为大众市场变成现实。

技术准备好了 
令人兴奋的是，技术已经在这里，并准备扩展。它可以使用现有的制造技术集成于卡片，并
共用现有的非接触式和基于芯片的POS销售点终端。 

试运行已上路 
最近，美国航空公司 (AirPlus) 宣布了生物识别支付卡的测试，Visa 在美国、塞浦路斯和中东
进行试验。JCB 已经和 IDEMIA 合作在日本推出了第一个F代码生物识别支付卡。万事达卡在
保加利亚进行了试验，南非和其他国家正在进行中。



2018 是卡片搭载生物识别的一年，
为大批量生产铺平道路。

对银行来说，是时候
该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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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IS THE YEAR OF ON-CARD BIOMETRICS, QUICKLY
PAVING THE WAY FOR VOLUME UPTAKE.

... 掌握先机，
不落人后



关于我们
及

合作伙伴

引领潮流
Fingerprints 立足全球生物识别技术的前沿。 我们的解决方案遍布
数以亿计的设备，每天被使用数十亿次，通过人性化触摸提供安
全、便利的身份识别和验证。



从智能手机到支付卡
超越30多个全球领先品牌已将我们的传感器集成到300多款智能手机中。

我们将这项巨大成功的技术运用于为支付卡量身定做的T形传感器模块。 它薄而小巧，可为较
小的表面区域（如支付卡）提供高质量图像，并具有优化和可靠的生物识别性能。

我们独特的技术使其功耗空前地低，无需电池即可实现非接触式身份验证。

我们的传感器可以通过标准卡片生产流程，经济高效地进行大批量生产。 适用超薄层压工
艺，因此卡的外观设计美感不需任何妥协。 

我们如何實現生物识別支付卡 
卡片搭载生物识别技术的潜力是巨大的，但我们无法单独实现。 我们正在与卡片生态系统中
的众多代表（如下所示）进行合作，每个伙伴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31关于我们及合作伙伴  

* 智能手机用户平均每天解锁手机约100次，而许多生物识别技术已经取代了手机PIN码

生物识别技术领导
如同Fingerprints在智能手机市场的领
先角色，凭借在大批量生产传感器方面
的专业知识，我们正在推动创新，将生

物识别支付卡推向大众市场。

解决方案提供者 
如 NXP, Zwipe, Linxens, CardLab， 
正在适应和开发包括安全元件、预
贴和嵌体组件等，以满足新的技术

要求。

卡片制造商 
如 IDEMIA, Gemalto and Kona-I ，
正与发卡机构合作，开发和制造生

物识别支付卡和其他智能卡。

付款方案
如 Visa、万事达、EMVco 和

Eurosmart，致力于确保技术对一个
标准化的、可持续的产业来说，是

可互操作、安全、稳定的。 

发卡银行及大型零售商
正在从他们的角度出发分享使用场
景需求，以确保他们为客户提供合

适的产品。

消费者 
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普遍地使用生物

识别技术*，并且寻求支付卡也拥有相
同的安全认证级别，而不会影响速度

或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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