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KI自動化狀況



PKI幾乎是所有技術方面的核心。它對於為使用者、伺服器、装置、IoT、 DevOps應用
程式和服務、數位文件簽章及其他許多事物進行身分驗證和簽章至關重要。

但手動PKI管理很快就會不再可行。近期的Ponemon研究1顯示，企業需要管理的
PKI憑證數量同比增長了43%。再加上憑證有效期的不斷縮短，企業將面臨PKI憑證
管理的巨大壓力。

為了更好地瞭解企業如何應對這一挑戰，DigiCert委託德克薩斯州達拉斯的ReRez 
Research對全球400家企業中負責PKI管理的IT管理人員進行調查。總的來看，調查
結果顯示了PKI憑證的混亂情況，但也展現了最優秀的組織如何在PKI管理方面遙
遙領先。

1 2020年全球PKI與IoT趨勢研究（Pone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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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需要管理的PKI憑證
數量增長了

什麼是PKI自動化？
我們為本次調查的受訪者定義了PKI自動化，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 發現現有的數位憑證
 • 頒發新的數位憑證
 • 在數位憑證即將到期前續訂憑證
 • 在必要時撤銷數位憑證
 • 實現程式碼簽章的自動化
 • 用户端憑證的註冊流程
 • 身分驗證（例如，用於文件簽章）
 • 實現延伸佈建活動的自動化，例如進入LDAP和Exchange
 • 與PKI管理相關的其他基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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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研究的典型企業目前管理著超過50,000個憑證。最常見的憑證類型是使用者
與伺服器憑證，其次是Web伺服器、行動装置和電子郵件憑證。企業管理的公開憑
證，即公用憑證授權中心（CA）頒發的憑證數量，比內部的私人CA頒發的私人憑證
數量多三分之一。 

這一數量與前幾年相比大幅增加，並且有充分的證據表明，企業在工作量管理方面
遇到了困難。實際上，有三分之二的企業經歷過因憑證意外過期而導致的中斷。僅
在過去六個月中，就有四分之一的企業經歷了五到六次這樣的中斷。

為什麼？部分原因是工作量增加。近三分之二的受訪者對管理憑證所花費的時間
有比較大到極大的擔憂。然而還有缺乏可見性的問題。37%的企業用三個以上的部
門來管理憑證，從而造成混亂的情況。典型企業表示，多達1,200個憑證實際上沒有
受到管理，而且近一半、即47%的企業表示其經常發現所謂的“惡意”憑證——即在
IT人員不知情或未管理的情況下實作的憑證。這類問題公認的解決方案是PKI自動
化，因此我們研究了企業的PKI自動化情況。

典型企業目前管理著超過 50,000 個憑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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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I的快速增長在引發 的受訪者對管理
憑證所花費的時
間感到擔憂 

的受訪企業經常
碰到惡意憑證  

的受訪企業有3個
或3個以上的部門
在管理憑證 

在過去六個月中經歷了5到6次與PKI相關的中斷 



我們的調查結果顯示，大多數企業——即91%的企業至少在討論PKI自動化。只有9%的企業表示沒有討論PKI自動化，也沒有計劃這樣做。大多數企業，即70%的企業希
望在12個月內實作解決方案。四分之一的企業已在實作解決方案或甚至可能已經完成了解決方案的實作。但這並不容易。企業列舉的挑戰包括自動化的高成本、複雜
性、合規性問題以及員工和管理層對變化的抵制。

企業採用PKI自動化的常見原因： 

1. 惡意憑證

2. 為後量子運算做好準備

3. 憑證有效期迅速縮短導致工作量
暴增

4. 所管理的憑證數量快速增加

5. 遠程辦公趨勢

推動企業實作自動化的安全問題： 

1. 佈建新憑證的速度緩慢

2. 錯誤組態憑證的傾向

3. 員工工作負擔過重

4. 惡意憑證太多

5. 錯過憑證到期時間

6. 在需要撤銷憑證時撤銷速度緩 
 慢，甚至失敗

不進行PKI自動化的負面影響： 

1. 合規問題

2. 安全問題

3. 成本

4. 停機時間

5. 憤怒的客戶或員工

實作PKI自動化的企業希望： 

1. 提高安全性

2. 提高合規性

3. 提高靈活度

4. 提高生產力

5. 減少停機時間和成本。

趨勢 痛點 懲罰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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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層和底層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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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提出了一系列問題，以確定每個受訪者在各種PKI指標中的表現如何：

 • 避免因憑證意外過期而導致的停機

 • 在必要時快速撤銷憑證

 • 管理數位憑證的效率

 • 儘量降低憑證管理不當而造成的安全風險

 • 憑證管理不當而造成的合規問題

 • 儘量減少惡意憑證

 • 滿足與PKI相關的SLA

 • PKI頒發和撤銷速度

我們根據表現的好壞為每個問題指派一個值（從正到負）。然後我們加總他們的分數。為了找出受訪者在表現方面的差異，我們將受訪者分為三組： 

之後，我們對領先者和落後者進行了比較，以研究這些差異並探討領先者的不同之處在哪裡。

領先者
在上述指標中得分最高的組織。 

落後者 
在上述指標中得分最低的組織。 

居中者
在上述指標中得分居中的組織。2 3



受訪者非常坦誠地討論了其所面臨的PKI管理挑戰。他們發現了惡意憑證、意外的
憑證過期導致的中斷以及許多其他問題。但並非所有企業都面臨同樣程度的問題。
我們將回應分為三層，並對頂層和底層進行了比較。其中的差異十分驚人。

頂層的領先者表現更好。值得注意的是，三分之一即33%受訪者更可能表示他們認
為PKI自動化原本就很重要。領先者在以下方面的表現要好兩到三倍：

 • 儘量降低PKI安全風險
 • 避免PKI停機
 • 儘量減少惡意憑證
 • 滿足與PKI相關的SLA
 • 管理數位憑證
 • 頒發和撤銷憑證
 • 合規性

另一方面，落後者因缺乏管理PKI憑證的技能而遭到了嚴厲懲罰。這包括：
 • 合規問題
 • 安全問題
 • 生產率降低
 • 延誤
 • 員工過度勞累
 • 企業客戶流失
 • 企業收入減少。

那麼是什麼讓領先者成為領先者？我們可以從這些PKI領先者那裡學到什麼經驗？

領先者和落後者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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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數位憑證

頒發和撤銷憑證

合規性

儘 量 減 少 惡 意
憑證

滿足與PKI相關
的SLA

儘量降低PKI安
全風險

避免PKI停機

領先者

合規性

安全性降低

生產率降低

延誤工作增加

收入減少

客戶流失

落後者



PKI領先者對管理PKI憑證所需時間的擔憂程度是其他企業的兩倍。這使其專注於PKI管理。其次，他們更關注惡意憑證。第三，領先者認為PKI自動化對其組織的未來非
常重要。也許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已經實作PKI自動化的可能性比其他企業高五倍的原因。那麼，有哪些經驗教訓，您應該採取哪些不同的做法？

當我們深入研究資料時，我們注意到了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我們發現，從紙
面上看可能應該可以更輕鬆地管理PKI憑證的許多企業往往把憑證管理得更
差。

例如，憑證數量最少的企業更有可能經歷與意外憑證過期相關的中斷。他們
在各種PKI管理指標中的表現也同樣都是更差的。

因此，這些“少量PKI憑證”企業明顯更加關注PKI管理，即使他們所管理的憑
證數量比大量憑證企業低好幾個數量級。例如，少量憑證企業表示他們擔心
管理PKI憑證所需的時間的可能性比其他企業要高出近50%。他們在PKI自動
化方案下的憑證比例也幾乎是其他企業的兩倍。

乍一看，這似乎很矛盾。然而，實際情況是這些小量憑證企業在PKI管理方面
還不夠成熟。經常管理超過10萬個憑證的大量憑證企業已經擁有非常成熟的
憑證管理方式，而少量憑證企業的情況則類似于在西部荒野——沒有規則，
每個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管理憑證。

PKI自動化領先者的特徵 

西部荒野效應

PKI自動化狀況：2021年度報告

對於少量憑證企業，這
就像在西部荒野——
沒有規則，每個人都以
自己的方式管理憑證。



另一個有趣的發現是最擔憂PKI憑證管理的企業之間的差異。我們發現，在客
觀上擔憂企業的問題更少，但主觀上他們給自己的評分更低。

以最有可能表示他們認為PKI管理具有挑戰性的企業為例。這些企業最有可
能表示他們在新憑證頒發速度、意外錯誤組態憑證和發現惡意憑證以及其他
憑證問題等方面有比較大到極大的擔憂，這種可能性是其他企業的三到五
倍。

然而，他們所報告的實際惡意憑證要少得多（只有不擔憂企業的三分之二）。
他們所經歷的與意外憑證過期相關的中斷也要少得多（過去六個月中只有一
次中斷，而不擔憂的企業則發生了三到五次中斷。）

我們經常在與安全相關的調查中看到這種現象。正在發生的情況是，關注程
度最高的企業最清楚自己的短處和失誤，因此往往比關注程度不太高的企業
更嚴格地給自己評分。然而，正因為關注程度高，所以實際上這些企業的表現
要比一般不知情的同行好得多。

 

自我評估悖論

PKI自動化領先者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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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I管理領先者還表明，他們對憑證庫存所承擔的責任要大得多，他們給自己的評分比不太擔憂的同行更低。然而，這些組織所報告的與憑證相關的中斷或惡意憑證的
情況更少，證明實際上他們做得比他們假設的要好得多。

客觀上擔憂PKI憑證
管理的企業問題更
少，但主觀上他們給
自己的評分更低。 



隨著驗證期變短、加密標準持續變化，以及數位憑證在整個組織的業務流程中的採用範圍不斷擴大，在整個PKI憑證目錄中使用自動化會帶來顯著效益。但是，公司在開
始自動化之旅時應考慮哪些因素？以下是自動化可能有助於實現憑證管理目標的步驟清單。

我們的建議

憑證管理

識別

識別

修復

採用

保護

監控

監控

憑證流程自動化
常見的憑證流程

 • Web服務器
 • 裝置身分與管理
 • 程式碼簽章
 • 數位簽章
 • 身分與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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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別與建立憑證清單。

識別無人管理或人工的憑證流
程。

修復不符合公司原則的密鑰與
憑證。

藉由集中管理憑證流程的軟體，
採用自動化。

採取發行與撤銷憑證的最佳做
法，以提供保護。對註冊、發行與
續訂流程進行標準化及自動化。

透過集中式可見度與控制能力進
行監控。

監控新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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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克薩斯州達拉斯的ReRez Research調查了北美、歐洲、中東和非洲、亞太地區和拉丁美洲的400家企業的IT專業人員，這些企業的員工人數不少於1,000人。受訪者被分
為IT主管、IT安全經理與IT專員。我們聚焦於為使用者、伺服器和行動装置管理數位憑證的IT專家，並且我們調查了小型、中型和大型企業。

與DigiCert PKI自動化專家交談，以評估貴組織的需求並討論量身定制的解決方案。在這裡瞭解有關如何開始自動化PKI部署的更多訊息。

方法

https://www.digicert.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