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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TLS 1.3規範在其1.2前版成為IETF標準10年後，於2018年8月發表。新標準降低延遲，提高端

點到端點通訊的隱私性，但這也讓企業付出了代價。這是因為它將現有的靜態RSA金鑰交換替

換為Diffie Helman Ephemeral (DHE) 完美前向加密(PFS)交換，此要求監控解決方案可以存取

每個對話的臨時金鑰，而不是每個伺服器的靜態金鑰。儘管在TLS 1.2中存在完美前向加密，但

它是可選擇的； 而在TLS 1.3規範中則為必要。這讓各企業更難被動地監控流量，以檢查惡意

軟體、資料洩露和惡意活動，以及排查網路可用性或校能問題。串接即時攔截仍然是可能的，

但是它增加延遲，以至於在大多數網路中變得不可行。同時，TLS 1.3規範要求對憑證本身進行

加密，使得企業更難收集關鍵中繼資料。考慮到分析產品能夠存取相關工作階段金鑰，具可對

經解密的連外網路流量進行分析，但在所有企業中，特別是在中小型企業中，使用比即時串接

解密更為有限。 

考慮到這些變化以及為了繼續監控和排除網路故障進行調整的必要性，企業資料中心聯盟等產

業組織參與TLS 1.3規範開發的後期階段，試圖在保留現有管理作法的同時，減少延遲並提高隱

私效益。儘管沒有成功，但該聯盟繼續尋找補丁或變通辦法。同時各企業正開始普遍採用TLS 1.3

規範。本研究分為兩個部分闡述： 

1. IT從業人員對於TLS 1.3規範、其採用計畫、處理可視性的方法、預期成本等問題的關注。  

2. 企業內部網路整體加密、作法、關注點和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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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討論 

首要安全問題：應用安全和資料中心的可視性 

對於因為可視性下降而導致的四個潛在問題按1級到4級進行排名，其中1級代表最關切的問題，

4級代表最不重要的問題，57%的受訪者表示，無法監控應用程式的安全性是他們最關心的問

題。 

 

圖1：缺乏對應用安全性的可視性是最大的問題 

 

最關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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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控應用程式的安全性 

檢測橫向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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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討論 

正如房地產一樣，這一切考量都與位置有關。當綜合考慮具體位置和失去的可視性時，毫不意

外，喪失對資料中心的可視性成為最大的關切點，緊隨其後的則是企業網路缺乏可視性。當要

求受訪者按1-8個級別對最擔心失去可視性的八個不同資料地點進行排序時，其中1表示最擔心，

8表示最不擔心，27%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最擔心資料中心失去可視性，而24%的受訪者最擔心失

去對核心網路的可視性。令人驚訝的是，隨著雲端服務的迅速採用，受訪者似乎最不關心在私

有雲和公有雲上失去對橫向流量的可視性。  

 

圖2：根據資料所處位置對失去可視性的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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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發現 

實施TLS 1.3的營運問題 

在企業內部實施TLS 1.3規範引發多個營運問題，不僅涉及IT運營和安全，還包括內部網路應用

程式和網路服務開發。隨著各大網路服務器和瀏覽器供應商紛紛採用此規範，促使著企業也開

始了啟用計畫中，受訪者們均對開發網路應用需要更多的成本和時間表示擔憂。事實上，當被

問及各大網路服務器和瀏覽器供應商採用了TLS 1.3規範，影響網路應用和服務開發的三個主要

問題時， 21%的受訪者表示最關心開發生命週期的時間和成本是否會因此而增加；另外21%的

受訪者表示他們最關心開發培訓時間和成本增加；又有21%的受訪者表示，更多的運營生命週

期時間和成本是他們關心的三大問題之一。 

 

圖3：網路服務器供應商採用TLS 1.3規範帶來的三大內部網路應用開發問題 

 

在促進TLS 1.3規範的實施過程中，受訪者表示，他們並不期待在安全架構和改變TLS 1.3標準

方面的工作會一帆風順。95%的受訪者表示，為了適應TLS 1.3及其完美前向加密(PFS)的強制

要求，這些安全架構必須經過調整。然而，他們對於這種改變的程度方面存在著分歧。一半的

受訪者認為只需做輕微的改動，而45%的受訪者則認為需要進行明顯的更改。值得注意的是，

在超大型企業中，大多數受訪者（62%）認為所需的更改會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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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發現 

TLS 1.3將日益普及 

然而，這些擔憂並沒有讓各企業機構停止在其內部繼續施行TLS 1.3規範。73%的受訪者要麼已

經開始為網內連接啟用TLS 1.3，要麼計畫在未來六個月內為這些網內連接啟用TLS 1.3。與此

同時，74%的受訪者已經開始為內部連接啟用TLS 1.3，或者計畫在未來六個月內為內部流量啟

用TLS 1.3。只有2%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的組織不打算啟用TLS 1.3。這令人感到驚訝，但也有

客觀原因。該規範於2018年8月才發佈，僅比此調查早幾個月。同時，一般來說，當面臨重大

變化時，IT組織（尤其是大型IT商店）往往更緩慢、更謹慎地適應這些變化。或許IP V6採用期

較長就是最好的例子。受訪者提出了相反的觀點，表明超大型企業往往率先採用該規範。59%

的超大型企業聲稱，已經為網內連接開始啟用TLS 1.3，55%的超大型企業指出已在為內部連接

啟用TLS 1.3；而緊隨其後已經為網內流量和內部流量啟用該規範的企業分別占比40%和45%。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40%的受訪者正在為內部流量實施TLS 1.3，41%的受訪者預計將在6個月

內為網內連接啟用TLS1.3。 

 

圖4：針對網內和內部連接啟動TLS 1.3的時間表 

 

不打算採用 TLS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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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討論 

快速採用背後的驅動因素 

新的TLS 1.3規範之所以能夠如此快地被採用，或許是因為包括蘋果（Apple）、CloudFlare、

谷歌（Google）和微軟（Microsoft）在內的主要網路服務、網路服務器和瀏覽器供應商提前採

用了TLS 1.3。當被問到這種提前採用對受訪者的TLS1.3啟用計畫有何影響時，他們（絕大多

數）表示，這迫使他們加快其計畫實施。63%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感到被迫加快實施計畫，只

有33%的受訪者表示沒有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大多數中小企業和超大型企業表示，由於

瀏覽器供應商提前採用該規範，他們被迫加快啟用計畫，但是超大型企業小組的受訪者認為啟

用TLS 1.3的壓力很小（52%），並且他們中有許多人表示根本沒有影響。然而，由於該小組一

直處於採用曲線之中，意味著越來越多的超大型企業一直計畫採用該規範。同時似乎即使認為

自己對TLS 1.3瞭若指掌，並且積極升級其現有系統以便與雲端服務和網路服務保持相容者，也

可能沒有如其想像的瞭解情況。儘管TLS 1.3影響安全性、網路和應用程式效能監控等方面，但

對日常使用和網路作業的影響應該微乎其微。因此，對工作的最大需求不是來自於影響業務，

而是來自對流量可視性的維護能力，以便進行安全和作業故障排除。 

 

圖5：主要瀏覽器供應商提前採用對企業TLS 1.3啟用計畫的影響 

 

 

  

這迫使我們加快我們的計畫 

這對我們的計畫沒有影響 

這迫使我們放慢我們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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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討論 

針對內部流量採用更先進的加密標準可能還有其他業務驅動因素。例如，企業已經認識到其網

路受到破壞，並且認為新傳輸加密標準能進一步保護更敏感和更有價值的資料。考量受訪者在

啟用TLS 1.3時獲得的好處，此一解釋在研究結果中得到了證實。每個受訪者都有一份列表，上

面列明啟用TLS 1.3的七個潛在動機，然後受訪者根據每個動機與其組織的相關性，從非常重要

到完全不重要，對每個動機進行五分評等。所有受訪者都認為最重要的優勢是提高了資料安全

性（73%），改善了端點到端點安全的隱私性（67%）。在受訪者看來，在更短的連線溝通時

間內減少延遲僅次於TLS 1.3的安全優勢，只有44%的受訪者表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採用驅動

因素。  

 

圖6：啟用TLS 1.3的主要動機 

 

非常重要 
改善了端點到端點安全的隱私性 

提高資料安全性 

減少延遲/TLS 連線溝通時間 

更好的用戶體驗 

跟隨產業標準 

該產業摒棄了早期版本 

滿足客戶的供應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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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策略 

近30%的大型企業仍然認為，架構變更需要100多萬美元的投資。當然，對於IT預算每年超過1

億美元的企業來說，不過是九牛一毛。從年度IT預算的角度來看，報告表示IT預算為5千萬~1

億美元的54%受訪者預估安全架構變更的成本將介於25.1萬~50萬美元之間。報告表示年度IT

預算為1千萬~2.5千萬美元的51%受訪者預估調整組織安全架構的成本將介於10.1萬美元~25

萬美元之間。另一方面，雖然中小企業受訪者的樣本數很小，但代表中小企業的受訪者中沒有

一人預計成本低於5萬美元。 

 

圖7：按公司規模將安全架構調整為TLS 1.3的預估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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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策略 

啟用TLS 1.3的策略 

當處理由TLS 1.3引起的可視性問題時，受訪者似乎在反復考慮幾種策略。整體來說，60%的受

訪者希望盡可能延長在TLS早期版本上沿用現有防火牆，而中型企業的大多數受訪者表示這也

是他們的首要策略。大型或超大型企業的受訪者對於首選方案出現了分歧，即盡可能延長在TLS

早期版本上維護現有防火牆，還是在現有的串接安全設備上啟用解密和再加密，同時希望不會

增加太多的延遲、複雜性或安全性漏洞。TLS 1.3 PFS的強制要求讓大型企業中的IT安全和營運

作業人員進退兩難。前一種選擇意味著推動啟用TLS 1.3的計畫與盡可能長期在TLS早期版本上

維護現有防火牆之間存在明顯的脫節，而後一種選擇類似於孤注一擲——代表著某種程度的絕

望或樂觀。此外，半數受訪者報告表示將尋找透過現有安全控制進行解密和檢查而不會造成重

大功能損失的串接替代方案，這也是中型企業的第二個明確選擇。只有代表中小企業的受訪者

表示，他們的首選方案是用代理防火牆替換目前全狀態檢測防火牆，69%的受訪者表示會採用

此選項。儘管如此，應注意中小企業受訪者的樣本數很小。 

 

圖8：解決TLS 1.3可視性問題的考慮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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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內部加密作法和關注問題 

從哪裡開始？  

當企業處理與啟用TLS 1.3相關的架構問題時，他們不太可能同時在所有應用和網路流量中全權

授權啟用TLS1.3。企業可以採用多種方法在整個企業網路中啟用TLS 1.3。調查顯示，不同規

模的組織可能採取不同的方法。例如，超過半數代表大型企業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打算先為關

鍵流量啟用TLS 1.3，然後方便時為其他流量啟用。相反地，46%代表中小企業的受訪者表示，

其所有組織打算同時為所有流量啟用TLS 1.3。對於中型企業而言，首選方案似乎是只為關鍵流

量啟用TLS 1.3，40%的受訪者認為這是他們的首選方案。這些差異顯示網路複雜程度不同、安

全營運複雜性以及可用人力對於各類組織是否打算啟用TLS 1.3都發揮作用。令人疑惑的是儘管

美國和歐洲隱私法規制定趨於嚴格，但對許多受訪者來說，合規性並不是考慮因素。整體只有

7%的受訪者表示，其組織只會在符合合規性要求的情況下啟用TLS 1.3。 

 

圖9：不同規模的組織打算如何實現TLS 1.3啟用 

 

面對所有流量同時啟用 

僅對關鍵流量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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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 

解密政策和作法 

IT部門一般擁有多種解密網路流量的方法，以排查功能和可用性問題，以及監控惡意軟體和潛

在惡意行為。這些方法通常分為兩類：串接或中間人解密和再加密，以及被動或連外解密和再

加密。串接選項通常會損失效能，因此在企業網路中較少。使用被動或連外部署在大型企業中

相對常見，尤其是那些受合規性強制要求管理的企業。EMA詢問了該受訪者們使用五種常用方

法中的哪一種，以及其是否進行解密。在這五種方法中，各類別的各規模組織均先選擇網路代

理進行解密，其次是使用串接安全設備，然而中小型企業和超大型企業都會首先選擇串接安全

設備。不太受歡迎的選項包括使用連外安全設備、串接負載等化器和串接專用解密設備進行解

密。奇怪的是12%的超大型企業受訪者表示，其所在組織一般不會解密企業中的任何流量——

這在各種規模的組織中占比最高。 

 

圖10：目前採用的解密方法 

 

在串接安全設備中解密 

在連外安全設備中解密 

使用網路代理解密 

在串接負載等化器中解密 

使用串接專用解密設備解密 

我們目前沒有解密任何流量 

超大型企業       企業（全部）     中型企業  合計 中小型

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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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加密在各種規模的企業網路中應用非常普遍，而且成長迅速。它不只限於資料中心，而且正迅

速擴展到多個地點和應用程式。儘管人們對加密檔中隱藏的惡意活動或惡意軟體的檢測能力存

在疑慮，但這些似乎並沒有減緩網路加密的發展。  

同時安全從業人員似乎已準備好接受最新的TLS 1.3標準，儘管其對於現有安全架構的影響以及

對網路問題排查帶來的營運限制仍令人擔憂。安全從業人員清楚地意識到新標準將需更改現有

的安全架構，並預計要投入額外資金來啟用TLS 1.3。 

當他們準備啟用TLS 1.3時，本次調查的受訪者們在實施計畫中提出警告。受訪者們提出的一些

新標準實施方法似乎更異想天開，而不是精心規劃的部署。一些受訪者所在的組織可能會發現

必須務實，提出啟用TLS 1.3的B計畫，同時不會失去可視性、導致難以承受的效能瓶頸以及大

大增加的營運開銷。 

無論是因為各大網路服務器和瀏覽器供應商已經先行啟用TLS 1.3，而別無選擇只能啟用TLS 

1.3，還是因為本產業已設立了新標準，必須跟上產業的發展步伐——這一點尚不明確。顯而易

見的是，安全從業人員認為新標準為各自的組織提供更大的隱私和端點到端點資料安全，而漫

長等待期已經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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