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實體門禁 
控制系統狀態報告

基於由以下機構展開的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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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技術難於跟上威脅的發展，但發展方向 
正確無誤
從保護外圍環境，到保護高價值資產，門禁控制系統皆是
使用者安全部門的基本職責。一項針對安全主管、經理和
顧問的新研究發現，門禁控制系統基礎設施正在日益退
化，使用者對現有門禁控制系統能否勝任工作的信心也在
下降。

這些發現來自對 ASIS International 會員和客戶所進行
的門禁控制技術、使用情況、重要趨勢和升級規劃相關問
卷調查。該問卷調查是 Security Management Research 
和 HID Global 的項目之一，於 2019 年展開，基於 2017 
年類似問卷調查。

該問卷調查重點強調在惡意人士技術日益精進以及安全
漏洞潛在成本迅速增加的情況下，管理實體安全性的複雜
性究竟如何。對比 2019 年與 2017 年的問卷調查結果，可
以看到，各公司正緩慢投資於更先進、更安全的門禁控制
技術，而與 IT 的合作也仍然很重要。由於受訪者表示行動
門禁技術目前和計劃使用有所增加，因此行動門禁仍然備
受關注。除了採用率持續增長，實體安全主管還指出，行動
門禁和行動應用可以改善目前的門禁控制系統，並且正在
塑造業界的未來。

業界脈動 - 2020 年趨勢
門禁控制系統解決方案必須適應使用者的業務需求和風
險狀況所形成的複雜情況。組成門禁控制系統解決方案的
程序、協議和技術必須無縫結合。這種解決方案與所有員
工、承包商和訪客息息相關。因此，使用者每年門禁控制系
統解決方案的變化不大也就不足為奇。但是，隨著業務需
求和風險狀況的改變和技術的進步（雖然速度可能會比較
慢），使用者傾向於採用更安全且更易部署和使用的技術。

門禁控制系統正在老化
問卷調查顯示，大多數使用者的門禁管理系統基本元件正
在老化。58% 的公司的認證元件已使用三年或更長時間。
超過 60% 的使用者仍在依賴三年或三年以上的控制器
和讀卡器。支援系統的軟體也在老化：49% 的安全主管表
示，門禁控制軟體已使用三年或更長時間。但是，大多數卻
並沒有近期升級的打算。

HID Global 美洲區實體門禁控制產品營銷總監 Luc 
Merredew 表示：「安全領域的專業人員告訴我們，雖然部
分門禁控制系統基礎設施產品已落後好幾代，但升級到符
合安全的現代化標準卻並非公司的優先計劃。當然，隨著
最近關注度頗高的 IT 向實體門禁讓步，他們不愿再繼續
等待。」 

•  邁向行動裝置：使用和計劃使用行動裝置作為認證工具的人正在增加，而行動裝置被視為對門禁控制系
統影響力最大的技術。

•  基礎設施正在老化：門禁控制系統基礎設施正在老化，大多數系統已使用三年或三年以上，但大多數使
用者沒有升級過時系統的計劃，或者升級計劃在未來一年以後。

•  安全需求未能得到滿足：安全領域的專業人員認為，他們目前的實體門禁控制系統不夠安全，難以保護
重要的設施或人員、資料和智慧財產權。

•  實體和 IT 安全合作：這兩個部門常常合作開發安全最佳實務和共享新技術決策。

•  提高安全性的機會：透過利用與 IT 的關係和重視門禁控制系統升級計劃，安全主管有很多機會改善安
全狀況、使用者便利性和操作效率。

主要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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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問卷調查列出了一份電子門禁控制憑證技術清單，並
要求安全主管選擇其使用者使用的所有技術。51% 的人
表示正在使用 125 kHz 低頻感應卡。這類卡依賴於射頻
訊號，相關技術已有 25 年的歷史，並存在嚴重的安全漏
洞。此外，甚至還有使用者仍在使用較不安全的舊式技
術，26% 的人表示在使用磁條卡，17% 的人表示在使用
條碼。

雖然具備加密功能的 iCLASS 卡已經有 15 年的歷史，但
這項技術是安全技術和不安全技術之間的分水嶺。這類
卡還有 45% 的使用者在使用。問卷調查還提及比 iCLASS 
卡更安全的幾種技術，約 20% 的使用者在使用這些技
術：MIFARE Classic (21%)、MIFARE DESFire (18%)、 
FIPS-201 標準 (18%) 和 Seos (17%)。 

整體而言，54% 的使用者採用了至少一種更安全的技術。
應該注意的是，安全部門通常會同時採用幾種不同的門
禁控制技術。例如，在報告使用 125 kHz 感應卡的受訪者
中，22% 的人還使用了 Seos，這是最先進的身份認證技
術之一。

Merredew 表示：「許多公司依賴於使用了 20 多年的門禁
控制技術，它們不僅陳舊，而且容易複製。複製只需幾秒
鐘，很多情況下，在當地便利商店即可完成複製。隨著改採
更安全的憑證，實體安全專業人員的主要目標是確保擴展
和適應未來需求的選項不受限制。關鍵在於建立起一條行
動門禁的升級路徑，確保不會將使用者鎖定在特定裝置和
通訊協議中。」

提高系統效率是重中之重 - 尤其是透過行動技術
從 2017 年到 2019 年，使用者所用門禁控制應用的類
型非常穩定。最常見的應用是身份識別，包括照片證卡

（2019 年和 2017 年均為 80%）；用於 IT 資源的邏輯門禁
（2019 年為 68%，2017 年為 71%）；以及停車或大門門

禁（2019 年為 61%，2017 年為 63%）。使用較少的應用包
括閉環支付（2019 年為 27%，2017 年為 24%）和車牌登記

（2019 年為 27%，2017 年為 25%）。

一項針對安全主管、經理和顧問的新研究發現，門禁控制系統基礎設施正在
日益退化，使用者對現有門禁控制系統能否勝任工作的信心也在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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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的問卷調查表示，至少有一種安全憑證技術的使
用增加了 9%，而行動技術在門禁控制系統中的使用則被
認為是另一個備受關注的領域。這類技術解決方案可提供
速度、便利性、進階安全性（如裝置本身的內建生物識別篩
選）和靈活性。員工、承包商和訪客通常會隨身攜帶一個智
慧裝置。啟動和停用憑證可以透過無線方式即時進行。

安全主管認為，行動門禁或行動應用的使用是在不久的
將來塑造門禁控制業界的首要趨勢 (57%)。採用率持續上
升，25% 的企業已完全部署、部分部署或正在部署行動解
決方案。另外，還有 6% 的企業將在未來一年內部署行動
讀卡器。

2020 年面臨的挑戰
實體門禁控制問卷調查揭示的趨勢與安全主管描述的挑
戰相吻合。使用者希望利用新功能來確保人員和資源的安
全，因此技術老化以及威脅環境擴大和多樣化所帶來的問
題就更為凸顯。

技術限制使得日常安全要求很高
問卷調查要求安全主管從九個選項中選出其日常使用門
禁控制系統時所面臨的三大挑戰。與技術相關的問題高
居榜首。45% 的安全主管認為「與其他企業系統更好地整
合」比其他任何挑戰都重要。門禁控制系統的資料已成為
業務分析的寶貴工具之一。相反地，其他系統的資料則可
以與門禁控制系統結合使用，以便降低風險，優化流程，並
制定出更好的安全和安全決策。

隨著改採更安全憑證，實體安全專業人員的主要目標是確保擴展和適應未來
需求的選項不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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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整合問題，39% 的安全主管還認為「利用新技術的特
性」是一項重大挑戰。如前所述，安全主管認為，在門禁控
制系統中使用行動裝置是一種進步。再舉一個例子，即更
複雜、更難偽造的生物特徵或增強加密的憑證和讀卡器
系統。即時定位服務等其他新應用也展現出非常廣闊的
前景。

問卷調查亦強調，安全人員所需處理問題的複雜性也在日
益增加：38% 的受訪者表示「防範日益加劇的安全漏洞威
脅」是主要挑戰。大規模暴力事件的發生率、嚴重性和曝光
率的增加改變了許多安全主管對門禁控制系統的看法。隨
著惡意人士的方法不斷發展、技術不斷純熟，安全主管發
現自身面臨著越來越大的壓力和審查監管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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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目前系統的整合情況，問卷調查還請安全主管選
擇其使用者所採用網路應用安全門禁的所有方式。不出
所料，約 90% 的使用者使用的是使用者名稱和密碼，這種
情況相當普遍。使用者採用的其他方法還包括：數位憑證 
(28%)、權杖 (21%) 和智慧卡 (20%)。有不到 15% 的使用
者使用生物識別技術、簡訊和推送通知。

安全基礎設施老化導致的一個結果是，使用者越來越懷疑
目前使用的實體門禁控制系統解決方案能否勝任這項任
務。在 2017 年的問卷調查中，73% 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目
前使用的解決方案滿足或超過了目前所有要求。在 2019 
年，這個數字下降到了 50%。部分原因可能在於基礎設施
的老化又增加了一年。但是，使用者所面臨威脅的數量、複
雜性和嚴重性卻在不斷增加。

升級是路線圖計劃之一，但大多數都將之視為未來投資
雖然基礎設施正在老化，但大多數公司的升級計劃都在一
年以後。40% 的安全主管表示，公司沒有任何元件升級計
劃，或者不清楚是否有任何計劃。 

升級的最大困難是預算，45% 的受訪者將之視為阻礙或
推遲升級的主要障礙。20% 的受訪者表示，實體門禁系統
升級並非其使用者的優先考慮事項，而其他人則認為業務
中斷、對變化的抗拒以及與舊有系統的整合才是最大障礙

（分別有約 10% 的受訪者認為是主要障礙）。

機會
安全主管表示，門禁控制系統協助保護使用者安全的兩個
最重要方法是限制實體安全漏洞 (34%) 以及制約內部威
脅的發生率和影響 (28%)。為實現這些目標，並獲得高功
能門禁控制系統的其他優點，各使用者都在努力達成安全
部門和 IT 部門之間的合作，攜手增加系統功能。

IT 協作和預算共享

實體安全趨勢問卷調查調查了實體安全與資訊技術之間
關係的幾個不同方面以及相關的融合問題。大多數安全主
管表示，他們在與 IT 部門展開合作，為其設施確定安全最
佳實務 (61%)，並攜手尋找新技術 (55%)。然而，仍有 20% 
的受訪者認為實體安全和 IT 之間幾乎沒有或根本沒有重
疊。

預算狀況是融合的一個訊號。在實體安全趨勢問卷調查
中，14% 的受訪者表示實體安全和 IT 共享預算，也即是
說，這些使用者的兩個部門已經融合。然而，即使是對於融
合型使用者而言，實體安全和 IT 各自享有單獨的預算也
並不罕見。趨勢問卷調查要求受訪者對升級實體門禁控制
系統解決方案的決策權限級別進行評價：46% 的受訪者
表示已充分諮詢過 IT 部門，另有 22% 的受訪者表示 IT 部
門參與了最終建議或最終決策。10% 表示 IT 未參與其中。                    

2017 年，73% 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目前使用的解決方案滿足或超過了所有目
前要求。在 2019 年，這個數字下降到了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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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之一的受訪者表示不清楚其設施或工廠的 
員工或訪客人數或地點。

雖然受訪者表示整體需要更好的整合，但當被問及對融合
實體門禁和邏輯門禁控制系統的擔憂時，50% 的安全主
管指出實施新技術或對優先採用新技術有困難，43% 的
安全主管認為技術的複雜性有所增加，36% 的安全主管表示
管理多個認證系統非常困難。雖然困難重重，但仍有 28% 的受
訪者認為「整合實體和邏輯門禁控制」是對改善使用者整體門禁
控制系統影響最大的技術進步。 

Merredew 表示：「今天，使用者必須對 IT 網路和實體安全予以
同樣的重視和付出。」使用者們也認識到了這點，並在努力滿足
這一需求。其中一種方法是從 IT 預算中撥出一小部分用於全方
位實體安全升級，例如解決舊實體門禁控制系統中的薄弱環節，
或者同步審計、審查和升級。」

融合體驗驅動決策
在任何重大安全事件中，如工作場所暴力事件或與天氣相關的
災難，安全領域的專業人員的首要任務都是保護受影響地區人
員的安全。 

在監控員工和訪客位置的人中，大多數都將識別卡掃描作為主
要追蹤方法：70% 對員工使用識別卡掃描，47% 對訪客使用識
別卡掃描。書面名冊也是常用於訪客 (28%) 的方法之一，時間和
考勤系統則主要用於監控員工 (21%)。簡訊或手機系統的採用
並不普遍，只有 2% 的員工或訪客使用這種系統。

HID Global 定位服務全球業務拓展經理 Taylor Breihan 表示：
「商業地產業主和管理專業人士希望即時了解其所管理的物業

要疏散時，門禁控制系統對於定位留在里面的員工或訪客便會
失效。」

這是隨著即時定位服務 (RTLS) 可用性和可存取性而不斷發展
的安全管理領域。了解緊急情況下設施內所有人員的數量和位
置，對於保護人員和財產的安全至關重要。雖然 Wi-Fi 和藍牙也
是常用方法，但這些系統通常使用 RFID 技術，在任何給定時間
識別和監控貴重資產的準確位置。RTLS 是對門禁控制技術的有
效補充，能夠提供資料用於優化空間利用，保護限制區域，提供
訪客和資產位置感知資料，並且可以通知 HVAC 和照明的使用，
一切功能相輔相成，最終打造出更加高效安全的工作環境。

更加安全、使用者更便利、營運更高效
業界的目前趨勢是採用更加現代化、更加安全的門禁控制技
術。2017 年，只有 45% 的使用者使用至少一種更安全的認證技
術，而到了 2019 年，這一比例上漲至 54%。行動憑證使用的增
加是使用者正在努力實現門禁控制系統現代化的另一個訊號。 

然而，要做的工作還有很多。今天，確保設施實體門禁的安全性
有著空前的重要性。遷移到最新實體門禁控制系統，可以消除漏
洞和添加多應用功能，並為行動門禁等使用者友好型憑證的採
用奠定基礎，進而降低風險。隨著門禁控制技術的不斷進步，有
遠見的使用者不僅可以大幅提高其保護人員和財產的能力，同
時還能夠利用門禁控制系統資料來改善業務運營。



方法
本報告依據 Security Management Research 和 HID Global 所開展 2019 年門禁控制系統趨勢問卷調查的 473 份回覆。2019 年夏
天，一份包含 25 個問題的問卷調查連結透過電子郵件傳送給 50,000 多名 ASIS 會員和客戶，並透過 ASIS 時事通訊和其他方式展開了
宣傳。受訪者的人口統計資料（包括公司規模、業界和職位）與最近的其他 Security Management Research 項目相表示符，樣本具有
良好的代表性。在 95% 的可信度下，問卷調查的誤差幅度約為 +/-4.5%。

關於 HID Global
HID Global 為全球人員、地點和事物的可信身份提供技術助力。透過我們受信賴的身份解決方案，使用者可以方便地進出實體和數位
場所，並將可以數位識別、驗證和追蹤的事物連接起來。全球有數百萬人使用 HID 的產品和服務，超過 20 億件事物透過 HID 技術連接
在一起。 

關於 Security Management
作為 ASIS International 的旗艦出版物，Security Management 主要針對安全領域的專業人員。它使重要的安全資訊能夠為一般商業
受眾所理解，幫助 ASIS International 推進全球安全的發展。讀者會適時收到有關新興安全威脅和實用解決方案的資訊，並可以利用
這些資訊來保護人員、財產和資訊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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