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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Doc 9303号文件第9部分确定的规范，是对Doc9303号文件第3、4、5、6和7部分中提出的基本机读旅行证件

规范的补充，以供希望签发电子机读旅行证件（eMRTD）的国家或机构使用。只要拥有适当的设备，接收国或

接收机构就可以使用这种证件读取和验证关于电子机读旅行证件（eMRTD）本身和其持有人的数据。这包括强

制性的可全球互操作的生物特征数据，这些数据可用来作为人脸识别系统和在自选的基础上作为指纹或虹膜识

别系统的输入。规范要求可全球互操作的生物特征数据以高分辨率图像的形式存储在高容量的非接触式集成电

路（IC）中，对集成电路也同机读区数据的副本一道进行编码。这些规范还允许签发国或签发机构自行决定存

储一些选择性数据。由于非接触式集成电路的使用与证件的大小无关，所有规范对电子形式的所有电子机读旅

行证件都适用。电子机读旅行证件格式之间的差别涉及证件的机读区，影响到非接触式集成电路中机读区的存

储。关于这些差别的说明见Doc9303-10号文件中的《逻辑数据结构》规范。 

Doc 9303号文件第9部分须结合以下部分进行阅读： 

第1部分 — 引言 

第10部分 — 在非接触式集成电路（IC）中存储生物特征和其他数据的逻辑数据结构（LDS） 

第11部分 — 机读旅行证件安全机制 

第12部分 — 机读旅行证件的公钥基础设施 

2.  电子机读旅行证件 

注：本文件中所用的机读旅行证件和电子机读旅行证件，泛指分别为光学字符阅读和电子形式的所有类型

机读旅行证件。TD1型旅行证件、TD2型旅行证件和TD3型旅行证件，是指不同尺寸的机读旅行证件。本部分提

到的所有机读旅行证件都是电子形式的证件。 

2.1  与Doc 9303号文件的符合性 

电子机读旅行证件（eMRTD）应在所有方面符合DOC 9303号文件中提出的规范。 

2.2  电子机读旅行证件的有效期 

电子机读旅行证件的有效期由签发国或签发机构自行决定；然而，考虑到证件有限的耐久性和持证人的外

貌随时间而变化，建议有效期不超过10年。对此似宜考虑采用更短的有效期，以便使电子机读旅行证件能随着

技术的发展而逐步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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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内置芯片标识 

Doc 9303号文件第9部分的重点是与机读旅行证件相关的生物特征，使用“电子机读旅行证件”一语来指此

种有生物特征识别能力的可全球互操作的机读旅行证件。任何不符合Doc 9303号文件中提出的规范的机读旅行

证件都不应称作电子机读旅行证件，也不应显示内置芯片标识。 

所有电子机读旅行证件均应带有如下标识： 

 

图1  内置芯片标识 

该标识的电子版可在国际民航组织的网站上获得。该标识只应出现在这样一种电子机读旅行证件上：根据

逻辑数据结构（Doc 9303号文件第10部分），含有一个非接触式集成电路，数据存储容量足以容纳各种强制数

据要素，所有输入数据的安全都用Doc 9303号文件第11部分所规定的数字签名加以保护。除非符合上述的这些

基本要求，否则不应将其称为电子机读旅行证件，也不应显示内置芯片标识。如果证件是TD3型机读旅行证件

（电子机读护照），标识应显示在电子机读旅行证件的封面上靠近顶部或底部的地方；如果证件为卡式（电子

机读官方旅行证件），则标识应显示在电子机读旅行证件的正面。 

电子机读护照的标识应置于封面烫金或其他图像中。建议还在数据页中不影响阅读其他数据的地方以合适

的颜色印刷该标识。签发国或签发机构还可以将该标识印刷在含有非接触式集成电路的护照内页或封面，或其

自行决定将其印刷在护照的其他地方。 

电子机读官方旅行证件的标识应显示在证件的正面，最好是在1区。 

图1显示的图像是正片，即图像中暗的部分应被印制出来或以其他方式显现出来。建议标识的显示应该醒

目、容易辨认。 

图2显示了电子机读护照封面或数据页、或电子TD2型机读官方旅行证件上标识的建议尺寸。 

建议在电子TD 1型机读官方旅行证件上使用按比例缩小的4.2×7.2毫米（0.17×0.28英寸）的尺寸。 

标识可以按比例进行缩放，以便用于例如背景图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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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标识尺寸 

注：下面是对应的尺寸（英寸）：9.0毫米（0.35英寸），5.25毫米（0.21英寸），3.75毫米（0.15英寸），

2.25毫米（0.09英寸），0.75毫米（0.03英寸）。 

2.4  关于妥善保管电子机读护照的警告 

建议将警告置于证件上醒目的地方，敦促电子机读护照持有人保管好证件。建议措词如下： 

“本护照含有敏感电子元件。请勿将其折叠、损伤或置于极端温度或湿度过高的环境中。” 

此外，签发国或签发机构可以在安装有集成电路的页面部分或相邻页面的相应部分注明如下提示： 

“此处请勿盖章。” 

3.  生物特征识别 

“生物特征识别”是一个专业术语，用来描述通过对不同的生理或行为特征进行测定来自动识别活体人的

方法。 

“生物特征模板”是对计算机软件算法所产生特征的机器编码表示法，能够以比对（匹配）的方法为单独

记录的特征识别（或者不识别）同一个人的置信度评分。生物特征模板数据量一般较小；然而，每一个生物特

征系统的制造商都使用一种独一无二的模板格式，而且模板在不同系统之间不能互换。为便于各国或机构选择

符合其要求的生物特征系统，应以其系统能够提取模板的形式存储数据。这要求生物特征数据必须以一个或多

个图像的形式进行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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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国际民航组织关于生物特征技术的设想 

国际民航组织对应用生物特征技术的设想包括： 

• 为在边检中使用的（用于验证、监控人员名单）以及供承运人和证件签发方使用的生物特征技术

的主要互操作形式制定规范，以及对已达成共识的补充性生物特征技术制定规范； 

• 为供证件签发方使用的（用于识别，验证和监控人员名单）生物特征识别技术制定规范； 

• 数据检索权能为期10年，即建议的旅行证件最长有效期； 

• 没有专有元素，从而确保在生物特征技术方面投资的任何国家或机构得到保护，使其免受基础设

施变化或提供商变化的影响。 

Doc 9303号文件仅考虑三种类型的生物特征识别系统。关于此三种生物特征在电子机读旅行证件非接触式

集成电路中的存储，签发国或签发机构应遵循相关国际标准。 

生物特征类别包括： 

• 人脸识别 — 强制性； 

• 指纹识别 — 选择性； 

• 虹膜识别 — 选择性。 

ISO/IEC 39794 延续了 ISO  EC 19794：2005，成为编码生物识别技术的国际标准。界定了以下过渡时间表： 

•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开始五年准备期后，护照读取器设备必须在 2025 年 1 月 1 日之前能够处理

ISO/IEC 39794 数据； 

• 2025 年至 2030 年之间，护照签发人在五年过渡期内可以使用 ISO/IEC 19794-X：2005 或 ISO/IEC 

39794-X 中规定的数据格式。在此过渡期间，可互用性和一致性检测将至关重要； 

• 从 2030 年 1 月 1 日起，护照签发人必须使用 ISO/IEC 39794-X 对生物识别技术数据进行编码。 

ISO/IEC 49794 提供了从 ISO/IEC 19794：2005 向 ISO/IEC 39794 进行过渡的指导。 

生物特征测定学术语 

以下术语用于生物特征识别： 

• “验证”是指将所提供的现场从电子机读旅行证件持证人身上获得的生物特征数据与持证人在

系统中登记时创建的生物特征模板进行一对一的匹配； 

• “识别”是指将所提供的生物特征数据与已在系统中登记的所有个体的模板进行一对多的搜索

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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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特征测定学可在身份识别中用于提高护照、签证或其他旅行证件申请过程中背景调查工作的质量，并

可用于确定旅行证件与出示该证件的人是否确实匹配。 

就本部分而言，适用 ISO/IEC 2382-37:2017 所载的生物识别技术词汇的术语和定义。 

3.2  关键注意事项 

在规范生物特征在电子机读旅行证件中的应用时，几个关键注意事项是： 

• 全球互操作性 — 非常需要规定一个可普遍互操作的应用系统； 

• 一致性 — 需要通过制定具体的标准，实际可能地尽量减小签发国或签发机构可能应用的各种不

同解决方案之间的差异； 

• 技术可靠性 — 需要提供指导原则和参数，确保签发国或签发机构利用已被证明具有身份确认高

度可信性的技术，确保在读取其他签发国或签发机构编码的数据时能够确信，为其提供的数据具

有足够高的质量和完整性，使其能够在自身的系统中进行准确的身份验证； 

• 实用性 — 需要保证各国或机构能够贯彻执行相关建议标准，而无需为了应付所有可能出现的变

化和对标准的各种解释而过多引入不同的系统和设备； 

• 耐久性 — 要求引入的系统的使用寿命与建议的旅行证件的最长有效期10年相同，并且未来的升

级将是向后兼容的。 

3.3  与生物特征识别相关的关键过程 

生物特征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是： 

• 确定身份 — 确保登记者的身份是确实已知的； 

• 采集 — 原始生物特征样本的获取； 

• 提取 — 原始生物特征样本数据到中间形式的转换； 

• 生成模板 — 中间数据到存储模板的转换； 

• 比对 — 与存储在参考模板中的信息相比较。 

这些过程包括： 

• 登记过程，即采集原始生物特征样本。它用于为每个新个体（可能为电子机读旅行证件持有人）

提取生物特征图象样本供存储。这个采集过程是通过采集设备，例如指纹扫描仪、照片扫描仪、

现场采集数字图像照相机或现场采集虹膜变焦相机等，自动获取生物特征。每种采集设备都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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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为采集过程制定的某些标准和程序 — 例如，人脸识别图像采集的标准姿态是正面面对照相机；

指纹是平面采集或滚动采集；虹膜采集要求眼睛完全睁开等。生成的图象经压缩后存储起来，供

未来确定身份使用。 

• 模板生成过程，该过程是将采集的生物特征图象中不同的和可重复的生物特征保存下来，一般使

用专有软件算法从存储的图像中提取模板。这样就可以某种方式确定该图像，随后可拿该图像与

需要确认身份时采集的另一幅样本图像相比对并确定比对的相似度值。这种算法具有内在的质量

控制功能，通过某种机制对样本进行质量评定。需尽量设定高的质量标准，因为未来的所有核实

都要依靠原始采集的图像质量。如果质量不合格，采集过程就应该再来一次。 

• 识别过程，该过程是将新样本生成的模板同已录入的最终用户的已存模板相比对，以确定最终用

户先前是否已经在系统中登记过，如果是，是否以同一身份登记。 

• 验证过程，该过程是为一电子机读旅行证件持有人采集新样本，并将该样本同所存该持有人的图

象生成的模板相比对，以确定持有人是否显示相同的身份。 

3.4  生物特征解决方案的应用 

生物特征解决方案的关键应用是，通过将电子机读旅行证件持有人与其所持有的电子机读旅行证件相关联

进行身份验证。 

生物特征在申请电子机读旅行证件的登记过程中有一些典型的应用。 

可以在搜索一个或者多个的生物特征数据库（识别）时利用登录过程产生的最终用户的生物特征数据，以

确定该最终用户是否能够被相应系统识别出来（例如：持有一本不同身份的电子机读旅行证件，有犯罪记录，

持有另一国家或机构的电子机读旅行证件等）。 

当最终用户领取电子机读旅行证件（或者在完成了初始申请程序并且采集了生物特征数据后前来进行签发

过程的任一步骤）时，可以再次采集其生物特征数据，并与最初采集的生物特征数据进行比对验证。 

可以对从事登记工作的工作人员的身份进行验证，确认他们有权从事所分配的工作。这可能包括对签发过程中

的各个步骤的审查日志实行数字签名的生物特征认证，使生物特征测定能将工作人员与其负责的工作相关联。 

在边境也有若干生物特征测定的典型应用。 

每当旅行者（即电子机读旅行证件持有人）进出一个国家时，该旅行者的身份可通过比对为该旅行者签发

旅行证件时生成的图像进行验证。这样可以确保持证人是被发予证件的合法人，并且可以提高旅客信息预报

（API）系统的效力。签发国或签发机构最好将生物特征模板与图像一起存储在旅行证件中，以便在生物特征系

统处于签发人控制之下的国内场所，能对旅行者的身份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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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道检测 － 可将现场采集的旅行者的生物特征图像数据与该旅行者的旅行证件上的（或中央数据库中的）

生物特征数据进行匹配（如酌情为每项信息创建生物特征模板），以确认旅行证件未被改动。 

三道检测 － 可将现场采集的旅行者的生物特征图像数据，该旅行者的旅行证件上的生物特征数据，以及

存储在中央数据库中的生物特征数据进行比对（如酌情为每项信息创建生物特征模板），确认旅行证件未被改

动。这项技术是将其本人与其电子机读旅行证件同将签发该电子机读旅行证件时存储在证件中的数据记录下来

的数据库进行比对。 

四道检测 － 第四种确认性检测（并非电子形式的）是将三道检测的结果与旅行者的电子机读旅行证件数

据页上的数字照片进行目视比对。 

除在一对一或一对多的匹配中所体现的生物特征测定在登记和边境安保中的各项应用之外，各国和机构还

应考虑并设定有关下列因素的本国标准： 

• 系统生物特征匹配功能的准确性。签发国或签发机构必须按照逻辑数据结构规范对电子机读旅行

证件的人脸、可选的一个或多个指纹，或者虹膜等生物特征进行编码。（生物特征也可存储于接

收国或接收机构可访问的数据库中）。考虑到国际民航组织标准化的生物特征图像，接收国或接

收机构必须选择自己的生物特征验证软件并就身份验证接受率及将冒充者转送相关部门做进一

步查验确定自己的生物特征评分阈值。 

• 生物特征系统或整个边检系统的通关量（如每分钟的旅行者流量）。 

• 特定生物特征技术（人脸，指纹或者虹膜）对通关的适用性。 

3.5  对生物特征解决方案的限制 

普遍认为，大多数生物特征技术的实施尚需进一步提高完善。鉴于快速的技术革新，任何规范（包括本文

件中的规范）都必须考虑并且承认将来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变革。 

旅行证件中存储的生物特征信息应符合签发国或签发机构的国家信息保护法或隐私保护法的要求。 

4.  对适用于电子机读旅行证件的生物特征的选择 

仅凭姓名和声誉特征，不足以保证经签发国或签发机构签发了旅行证件（电子机读旅行证件）的持证人，

就是在接收国或接收机构宣称自己是同一个持证人的人，这一点早已达成共识。 

将个人与其旅行证件不可改变地进行关联的唯一方法，是用一种防篡改的方式建立个人的生理特征，即生

物特征，与该个人的旅行证件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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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主要生物特征：人脸图像 

参考面部图像的编码 

符合国际民航组织要求的机读旅行证件上打印的面部标准像是证件的基本要素，也是将证件与持有人进行

绑定的最重要信息载体之一。高质量制作的面部标准照有助于签发机关查验身份，并帮助边境机构进行人工检

查或自动处理旅行证件。ISO/IEC 39794-5 附件 D.1 中规定了拍摄人脸图像以及对其进行编码的要求。 

4.2  选择性额外生物特征 

签发国或签发机构可以选择性地为自己（及其他国家）的身份验证过程提供额外数据输入，使其旅行证件

中包含多种生物特征，即集人脸和/或指纹和/或虹膜于一体。当国家或机构有现成的指纹或虹膜数据库，因而可

以以此为依据，对例如作为识别卡系统的部分内容提供给他们的生物特征进行验证时，这样做就特别适宜。 

选择性的指纹生物特征存储 

指纹生物特征技术有三类：基于指纹图像的系统、基于指纹特征点的系统和基于指纹类型的系统。虽然这

些类别的标准已经制定出来，以便使大部分系统在同类中可以相互操作，但不具有在各类别之间的互操作性。

因而也就出现了三种指纹互操作性标准：图像数据存储、指纹特征点数据存储和类型数据存储。当签发国或签

发机构决定在所签发的电子机读旅行证件中加载指纹数据时，就必须存储指纹图像以实现各类别之间的互操作

性。是否存储相关模板则由签发国或签发机构自行决定。 

当签发国或签发机构选择将指纹图像存储在非接触式集成电路上时，最佳图像尺寸应当足以进行 1:1 核对。 

ISO/IEC 39794-4中规定了拍摄指纹图像的要求及编码要求。 

可选的虹膜生物特征存储 

如果签发国或签发机构决定在所签发的电子机读旅行证件中加载虹膜数据，就必须存储虹膜图像以实现全

球互操作性。是否存储相关模板则由签发国或签发机构自行决定。 

当签发国或签发机构选择将虹膜图像存储在非接触式集成电路上时，最佳图像尺寸应当足以进行 1：1 核

对。 

ISO/IEC 39794-6中规定了拍摄虹膜图像的要求及编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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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物特征及其他数据以逻辑格式 

在非接触式集成电路中的存储 

采用数字图像，而且以电子手段将其存储在旅行证件中是必要的。 

5.1  非接触式集成电路的特点 

大容量非接触式集成电路应成为国际民航组织规定的可在电子机读旅行证件生物特征运用中使用的扩容技

术的电子存储媒体。 

非接触式集成电路和编码 

电子机读旅行证件所使用的非接触式集成电路，应符合ISO/IEC 14443 A型卡或B型卡和ISO/IEC 7816-4的

规定。逻辑数据结构应按照随机访问方法编码。读取距离（通过将电子机读旅行证件和阅读器结合使用来实现）

通常像ISO/IEC 14443所注明的那样达到10厘米。Doc 9303-10号文件中提供了 ISO/IEC 14443的运用概要。 

非接触式集成电路数据存储容量 

非接触式集成电路的数据存储容量由各签发国或签发机构自行决定，但必须大到足以存储强制存储的人脸

图像、机读区数据副本以及保证数据安全的必要元素所必需的。存储额外的人脸、指纹和/或虹膜图像可能需要

大大增加数据存储容量。对非接触式集成电路的最大数据容量没有规定。 

其他数据存储 

签发国或签发机构可能利用电子机读旅行证件中非接触式集成电路的存储容量来扩大电子机读旅行证件的

机读数据容量，使之超过为全球互换所规定的容量。这样做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实现对根源证件信息（如出生证

明详细信息）、存储的个人身份确认（生物特征）和/或证件真实性验证等详细信息的机读访问。 

5.2  逻辑数据结构 

为了确保能对存储的详细信息进行机读的全球互操作性，必须遵守对非接触式集成电路中记录详细信息的

格式加以规定的“逻辑数据结构”（LDS）。 

存储数据的结构 

有关逻辑数据结构的具体规定见Doc9303号文件第10部分。Doc9303号文件第10部分详细描述了逻辑数据结

构内特定生物特征数据块中应包含的强制性和选择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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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数据结构存储的最低限度数据项 

非接触式集成电路上的逻辑数据结构所存储的最低限度强制性数据项应为数据组1中机读区数据及数据组2

中持证人人脸图像的副本。此外，一个兼容的电子机读旅行证件中的集成电路应包含验证签发国所创建数据的

完整性所需的安全对象（EF.SOD）。这种数据存储在为逻辑数据结构规定的1号专用文件中（见Doc 9303号文

件第10部分）。安全对象（EF.SOD）由所用的数据组的散列数据组成。 

5.3  所存储数据的安全性及保密性 

签发国和接收国或签发机构和接收机构都需要确信，非接触式集成电路中存储的数据自证件签发时被写入

后未被修改过。此外，签发国或签发机构的隐私保护法或惯例也可能要求，只有经授权的人员或机构才可以访

问这些数据。因此，国际民航组织在Doc 9303号文件第11部分和Doc 9303号文件第12部分中就签发国或签发机

构必须在其根据Doc 9303号文件制作的机读旅行证件中使用的现代加密技术，特别是公钥基础设施（PKI）方案

的应用和使用方法制定了规范。意图主要是想通过在国际上采用电子机读旅行证件及其合法持证人的自动认证

方法，加强安全性。此外，国际民航组织还为实施国际电子机读旅行证件认证，以及利用电子机读旅行证件方

便生物特征或电子商务的应用提出了一些建议方法。Doc 9303号文件第11部分中的规范准许签发国或签发机构

利用访问控制来保护所存储的数据不被未经授权的人员访问。 

本版的Doc 9303号文件基于这样的假设，即逻辑数据结构1的数据在被个人化之后，不再向非接触式集成电

路写入内容。因此，个人化过程必须作为最后一个步骤锁定非接触式集成电路。根据Doc 9303-10号文件和Doc 

9303-11号文件的规定，在成功执行认证机制（TA）之后，非接触式集成电路一经锁定（个人化后和发证之前），

只能进一步向非接触式集成电路写入数据。发证后，经锁定的非接触式集成电路不能解锁。 

公钥基础设施（PKI） 

正如所描述的那样，公钥基础设施方案的目的主要是使电子机读旅行证件查验机构（接收国或接收机构）

对电子机读旅行证件中所存储数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验证。规范并不是试图对复杂的公钥基础设施结构的

全部实施作出规定，而旨在为各国或机构提供一种实施办法，使其能够在若干领域（如主动认证、防非法浏览

和访问控制、自助通关等）做出选择，从而可逐渐实施更多的功能，而又不会与整个架构不相容。 

证书的用途是保证安全，同时还可提供一个向各国或机构传递公钥（证书）的方法，而公钥基础设施是为

国际民航组织定制的。 

关于公钥基础设施的规范详见Doc 93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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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电子机读旅行证件的测试方法 

国际民航组织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合作，共同制定了审定电子机读旅行证件是否符合Doc 9303号文件第9部

分、第10部分、第11部分和第12部分所制定规范的方法。关于这些测试方法的具体规定详见ISO/IEC JTC1 SC17

第3工作组协调予以保持的《国际民航组织技术报告》。 

建议签发国和签发机构根据下列测试规范进行其电子机读旅行证件、检查系统和公钥基础设施解决办法的

合格审定： 

ISO/IEC 18745-2 关于电子机读旅行证件的非接触式界面的特定测试 

ICAO TR RF & PROTOCOL P3 逻辑数据结构和协议测试 

ICAO TR RF & PROTOCOL P4 查验系统测试 

ICAO TR RF & PROTOCOL P5 查验公钥基础设施对象 

 

7.  参考文献（规范性） 

ICAO TR RF & PROTOCOL P3 电子机读旅行证件射频协议和应用测试标准 — 第3部分：应用

协议和逻辑数据结构测试 

ICAO TR RF & PROTOCOL P4 电子机读旅行证件射频协议和应用测试标准 — 第4部分：查验

系统符合性测试 

ICAO TR RF & PROTOCOL P5 电子机读旅行证件射频协议和应用测试标准 — 第5部分：查验

公钥基础设施对象 

ISO/IEC 2382-37 信息技术 — 词汇 — 第37部分：生物识别技术 

ISO/IEC 7816-4 ISO/IEC 7816-4:2013，识别卡 — 集成电路卡 — 第4部分：互换

的组织、安全和命令 

ISO/IEC 10373-6 ISO/IEC 10373-6:2016 识别卡 — 测试方法 — 第6部分：感应卡 

ISO/IEC 18745-2 ISO/IEC 18745-2:2016信息技术 — 机读旅行证件（MRTD）和

相关装置的测试方法 — 第2部分：非接触界面的测试方法 

ISO/IEC 14443-1 ISO/IEC 14443-1:2016，识别卡 — 非接触式集成电路卡 — 感应

卡 — 第1部分：物理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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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IEC 14443-2 ISO/IEC 14443-2:2016，识别卡 — 非接触式集成电路卡 — 感应

卡 — 第2部分：射频功率和信号界面。 

注：ISO/IEC 14443-2的最新修订版规定了对电磁干扰（EMD）

必要的限制。但已经在现场签发的及在签发过程中的电子机读旅

行证件不必符合该项新参数。为维持合规所要求的向后兼容性，

ISO/IEC 14443-2中提及的EMD的限制应在Doc 9303号文件中继续

作为针对电子机读旅行证件的选择性要求。 

ISO/IEC 14443-3 ISO/IEC 14443-3:2016（经更正版2016-09-01），识别卡 — 非接

触式集成电路卡 — 感应卡 — 第3部分：初始化和防撞击  

ISO/IEC 14443-4 ISO/IEC 14443-4:2016，识别卡 — 非接触式集成电路卡 — 感应

卡 — 第4部分：传输协议 

ISO/IEC 19794-4 ISO/IEC 19794-4:2005，信息技术 — 生物特征数据交换格式 — 

第4部分：指纹图像数据 

ISO/IEC 19794-5 ISO/IEC 19794-5:2005，信息技术 — 生物特征数据交换格式 — 

第5部分：人脸图像数据 

ISO/IEC 19794-6 ISO/IEC 19794-6:2005，信息技术 — 生物特征数据交换格式 — 

第5部分：虹膜图像数据 

ISO/IEC 39794-4 ISO/IEC 39794-4，信息技术 — 可扩展的生物特征数据交换格式

— 第4部分：指纹图像数据 

ISO/IEC 39794-5 ISO/IEC 39794-5，信息技术 — 可扩展的生物特征数据交换格式

— 第5部分：人脸图像数据 

ISO/IEC 39794-6 ISO/IEC 39794-6，信息技术 — 可扩展的生物特征数据交换格式

— 第6部分：虹膜图像数据 

 

— — — — — — — — 



 

App A-1 

第9部分附录A 

读取电子机读护照的过程（资料性） 

A.1  制造电子机读旅行证件的注意事项 

签发国或签发机构需确保制造过程和个人化过程不会造成对集成电路或其天线的意外损坏。例如，在集成

电路或其天线区的层压过热或图像穿孔可能会破坏集成电路的封装。同样，如果将集成电路置入封面，封皮上

烫金，经封装后，也会损坏集成电路或与其天线的连接。 

A.2  读取光学字符识别和集成电路上的数据 

强烈建议接收国或接收机构既读取光学字符识别数据，也读取存储在集成电路上的数据。如果签发国或签

发机构为防止窃听锁定了集成电路，需要读取光学字符识别以访问集成电路数据。最好两种读取操作仅使用一

个阅读器，即装备读取两种数据的阅读器。如果机读护照在数据页打开并放置于全页阅读器上，某些机读护照

将会把集成电路置于数据页人脸的后面，而其他护照将会把集成电路置于不在全页阅读器读取范围的护照本部

分。 

A.3  阅读器的构造 

因此各国或机构应安装能够读取两种几何形状的机读护照的阅读设备，最好对光学字符识别和集成电路都

能读取。图A-1显示了可能的阅读器配置，每一种配置均能读取光学字符识别和集成电路。护照本半打开，两天

线确保集成电路无论是否正对机读区都能被读取。另外还显示了一种较不理想的配置，该配置通过将电子机读

旅行证件放置在光学字符识别阅读器上，或在光学字符识别阅读器处刷扫电子机读旅行证件的方式对机读区进

行阅读，然后将其放置在阅读器上读取集成电路数据。这一配置对于办理入境手续的工作人员而言会不那么方

便。 

读取几何形状 

因此阅读器制造商需要考虑如何设计出既能应对多种方向可能性又（最好）能同时读取机读区和非接触式

集成电路的机读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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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1  读取几何形状 

A.4  读取过程 

图A-2显示了涉及在对持证人进行生物特征验证之前以及包括对持证人进行生物特征验证的读取电子机读

旅行证件的各项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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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2  电子机读旅行证件读取过程 

—完— 







 

 

 

 

 

 

 

 

 

 

 

 

 

 

 

 

 

 

 

 

 

   

 
 


	Doc 9303   第9部分
	目录
	1.  范围 
	2.  电子机读旅行证件 
	2.1  与Doc 9303号文件的符合性 
	2.2  电子机读旅行证件的有效期 
	2.3  内置芯片标识 
	2.4  关于妥善保管电子机读护照的警告 

	3.  生物特征识别 
	3.1  国际民航组织关于生物特征技术的设想 
	3.2  关键注意事项 
	3.3  与生物特征识别相关的关键过程 
	3.4  生物特征解决方案的应用 
	3.5  对生物特征解决方案的限制 

	4.  对适用于电子机读旅行证件的生物特征的选择 
	4.1  主要生物特征：人脸图像 
	4.2  选择性额外生物特征 

	5.  生物特征及其他数据以逻辑格式 在非接触式集成电路中的存储 
	5.1  非接触式集成电路的特点 
	5.2  逻辑数据结构 
	5.3  所存储数据的安全性及保密性 

	6.  电子机读旅行证件的测试方法 
	7.  参考文献（规范性） 
	第9部分附录A   读取电子机读护照的过程（资料性）
	A.1  制造电子机读旅行证件的注意事项 
	A.2  读取光学字符识别和集成电路上的数据 
	A.3  阅读器的构造 
	A.4  读取过程 


	ISBN  978-92-9265-51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