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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TANet 網路骨幹的交通流量，一直是影響 

TANet 使用效能的關鍵因素，如何監測骨

幹的流量以做為調整網路績效的依據己便

成為網管人員的重要課題。本文提出了透

過 SNMP 對 TANet 上骨幹 ATM Switch 

Light Stream 1010 監測流量的相關技

術，並且對全 TANet 所有 13 個區網中心

間彼此互傳的流量做完整的即時監測。希

望能透過這些流量資訊和技術可提供 

TANet 上的網管先進們做為骨幹架構調整

及未來網路規劃的參考依據。 

 

關鍵字：網路管理、流量監測、ATM 

Switch、MIB 

 

一．緒論 

暸解和掌握網路上的使用狀況一直

是網路管理者非常關切的問題，因為在目

前網路頻寬不足的狀況下，如何對現有的

網路做調整和對未來的設備擴充作預估，

這些重要的評估都必須在對於現階段網路

的使用狀況能有充分了解的基礎上，才能

客觀的做出合理的決定 [1]。要了解網路

狀況最重要的關鍵在於瞭解網路的流量及

相關各類網路服務的使用情形。 

TANet 的頻寬使用一直非常擁擠，如

何明確的即時掌握 TANet 現況，並提供各

網路中心網管人員評估和參考的依據是非

常值得努力的方向。本文將針對 TANet 幹

道上的 ATM Switch (Csico Light Stream 

1010) 和路由器(Csico 7513)的即時流量

監測技術做一個簡單的介紹和應用，希望

能藉此讓擴大內需案後更為複雜的 TANet 

網路流量能更詳細的被各位網管人員所了

解。 

 

二．TANet 骨幹網路架構 

現行 TANet台灣學術網路共有 12 個

區網中心，如圖一： 

圖一、TANet 骨幹網路架構圖 

 

每一區網中心皆以 Cisco 7513 做為

主要路由器(Router) 以 Cisco Light 

Steam 1010 做為骨幹 ATM Swtich，以高

屏澎區網中心中山大學為例：高屏澎區網

一共有三條 T3 線路分別連接到台南區網

中心成功大學、雲嘉區網中心中正大學及

台東區網中心台東師院。核心路由器為 

Cisco 7513 所有高屏澎各單位和中山大學

校內的所有封包全都進入這部 Cisco 

7513 中，再透過 OC3 的 ATM 模組將其封



包轉成 Cell 傳入 Light Stream 1010 上 

TANet 骨幹。如圖二： 

     其 中 在  CISCO-RHINO-MIB (oid 

1.3.6.1.4.1.9.5)有一系列關於 Light 

圖二、高屏澎區網中心設備架構 

 

二．Cisco ATM VC MIB 
   

本節 Cisco Light Steam 1010 ATM Switch 
來 討 論 有 關 流 量 監 測 部 份 的  MIB 
( Management Information Base )，希
望能對 TANet 骨幹上 ATM Switch 的 MIB
有一個更為深入的了解。 

以高屏澎區網中心的 Cisco Light Steam 

1010 ATM Switch 為例，這部機器的 IOS 

版本是 Version 11.2，所支援的 MIB 除

了一般標準的 RFC1213 外，主要屬於 

Cisco 公司自己發展出來的 MIB 結構， 

詳如圖三 [2]： 

 

 

 

 

 

 

 

 

 

 圖三、Light Stream 1010 MIB 結構 

 

 

Stream  1010 的一些硬體訊息，例如 

 ciscoLS1010ChassisSysType   

   (oid1.3.6.1.4.1.9.5.11.1.1.1) 

ciscoLS1010ChassisPs0Status (oid 

1.3.6.1.4.1.9.5.11.1.1.5 ) 可以得知

目 前 第 一部電 源供應 器的 狀態 、

ciscoLS1010ChassisFanStatus (oid 

1.3.6.1.4.1.9.5.11.1.1.11) 可以得知

第 一 部 風 扇 的 狀 態 、

ciscoLS1010Chassis12VoltStatus (oid 

1.3.6.1.4.1.9.5.11.1.1.15 ) 可以得

知                               

供應電源的電壓狀況以及ciscoLS1010- 

ChassisTempStatus (oid 

1.3.6.1.4.1.9 

.5.11.1.1.16 ) 可以得知機櫃的溫度狀

態。而 ciscoLS1010CpuSwitchGroup 

(oid 1.3.6.1.4.1.9.5.11.1.5 )  則提

供了一組有關 LS1010 的 CPU 狀態和 

Buffer使用狀況的資訊。這些重要的MIB 

能提供各位網管先進許多幹道上 ATM 

Switch 的硬體訊息。 

主 要 與 流 量 統 計 有 關 的 是

CISCO-ATM-CONN-MIB 這一組 MIB，其中

ciscoAtmVclInCells(oid    

1.3.6.1.4.1.9.10.13.1.2.1.1.13) 代

表了某條 VC 流進來的量（以 Cell 為

單位），例如： 

ciscoAtmVclInCells.3.1.101 

(cntr32) 1054844402 

ciscoAtmVclInCells.3.1.110 

(cntr32) 33106520 

ciscoAtmVclInCells.3.1.111 

(cntr32) 3128818195 

ciscoAtmVclInCells.3.1.112 

(cntr32) 3726576609 

 



ciscoAtmVclInCells.3.1.113 

(cntr32) 127008663 

ciscoAtmVclInCells.3.1.114 

(cntr32) 97700547 

ciscoAtmVclInCells.3.1.115 

(cntr32) 101478187 

ciscoAtmVclInCells.3.1.116 

(cntr32) 2656176776 

ciscoAtmVclInCells.3.1.119 

(cntr32) 706379349 

ciscoAtmVclInCells.3.1.120 

(cntr32) 191492323 

ciscoAtmVclInCells.3.1.123 

(cntr32) 2601213167 

ciscoAtmVclInCells.3.1.125 

(cntr32) 133184304 

ciscoAtmVclInCells.3.1.126 

(cntr32) 119618216 

ciscoAtmVclInCells.3.1.127 

(cntr32) 218962558 

… … … … .. 

… … … … .. 

代表了第三個 Interface 而且 Vpi為 1 ， 

Vci 為 101、110 到 127 的各條 VC 流

入的 Cell 計數。而 ciscoAtmVclOutCel 

(oid 1.3.6.1.4.1.9.10.13.1.2.1.1.14 ) 

則代表了某條 VC 流出去的量（以 Cell 

為單位），例如： 

ciscoAtmVclOutCells.3.1.101 

(cntr32) 1009618855 

ciscoAtmVclOutCells.3.1.110 

(cntr32) 1334196 

ciscoAtmVclOutCells.3.1.111 

(cntr32) 1563337549 

ciscoAtmVclOutCells.3.1.112 

(cntr32) 315408809 

ciscoAtmVclOutCells.3.1.113 

(cntr32) 807902959 

ciscoAtmVclOutCells.3.1.114 

(cntr32) 85191402 

ciscoAtmVclOutCells.3.1.115 

(cntr32) 427552723 

ciscoAtmVclOutCells.3.1.116 

(cntr32) 1207957009 

ciscoAtmVclOutCells.3.1.119 

(cntr32) 83357026 

ciscoAtmVclOutCells.3.1.123 

(cntr32) 366330415 

ciscoAtmVclOutCells.3.1.125 

(cntr32) 5113804 

ciscoAtmVclOutCells.3.1.126 

(cntr32) 6864508 

ciscoAtmVclOutCells.3.1.127 

(cntr32) 1829744 

… … … … .. 

… … … … .. 

 

代表了第三個介面 (Interface) 

而且 VPI 為 1 ， VCI 為 101、110 到 

127 的各條 VC 流出的 Cell 計數。 

ciscoAtmVclnCells 、

ciscoAtmVclOutCells 這兩組可以反

應出每個介面(Interface) 中各條 VC 

的流量，若能配合適當的網管軟體就

可以監測 Csico Light Stream 的所

有 VC 流量，包括 PVC 和 SVC。以下

我們以高屏澎區網中心的 7513 和 

L1010 來做一個說明，在高屏澎區網

中心的 Cisco 7513 上有一些對於 

ATM VC 對應於第三層 IP 的相關設定

資訊： 

 atm pvc 101 1 101 aal5snap                         

 atm pvc 110 1 110 aal5snap                         

 atm pvc 111 1 111 aal5snap                         

 atm pvc 112 1 112 aal5snap                         

 atm pvc 113 1 113 aal5snap                         



 atm pvc 114 1 114 aal5snap                          

 atm pvc 115 1 115 aal5snap                          

 atm pvc 116 1 116 aal5snap                          

 atm pvc 119 1 119 aal5snap                          

 atm pvc 120 1 120 aal5snap                          

 atm pvc 123 1 123 aal5snap                          

 atm pvc 125 1 125 aal5snap                          

 atm pvc 126 1 126 aal5snap                          

 atm pvc 127 1 127 aal5snap                          

 …………. 

 …………. 

ip 203.72.38.101 maps to VC 

101  (台北 教育部出國)     

ip 203.72.38.110 maps to VC 

110  (新竹 高速電腦中心)   

ip 203.72.38.111 maps to VC 

111  (台北 教育部電算中心) 

ip 203.72.38.112 maps to VC 

112  (台北 台大)           

ip 203.72.38.113 maps to VC 

113  (新竹 交大)           

ip 203.72.38.114 maps to VC 

114  (新竹 清華)           

ip 203.72.38.115 maps to VC 

115  (中壢 中央)           

ip 203.72.38.116 maps to VC 

116  (台南 成大)           

ip 203.72.38.119 maps to VC 

119  (台北 政大)           

ip 203.72.38.120 maps to VC 

120  (台中 中興)           

ip 203.72.38.123 maps to VC 

123  (嘉義 中正)           

ip 203.72.38.125 maps to VC 

125  (花蓮 花蓮師院)       

ip 203.72.38.126 maps to VC 

126  (花蓮 東華)           

ip 203.72.38.127 maps to VC 

127  (台東 台東師院)       

其中 203.72.28.* 這組 IP 代表的是

各個區網中心 Csico 7513 的 IP 

Address ，也由此可知高屏澎區網中

心透過這組 VC 與各區網中心交換訊

息，也就是說若能利用上述的 MIB 對

這組 VC 做流量監測，就可以了解高

屏澎區網對各區網間的流量狀況。其

中也包括了高屏澎區網出國的流量使

用狀況。 

 

四、即時流量監測 

在教育部網頁上公告各區網中

心 間 實 體 層 的 流 量 ， 這 是 利 用 

MIB2(RFC1213) 中定義的 Interface 

Group 中的 IntOut 和 IntIn 這兩個 

MIB 變數，配合 MRTG 軟體達成了對

各區網中心的實體層線路每五分鐘、

三十分鐘、二小時及一天的流量監測

[3]： 

          

 

 

 

 

 

 

 

 

 

 

 

 

 

 

 

 

 

 
圖五、教育部 TANet 骨幹流量統計 

 

圖六、成大到中山 T3 線路每五分鐘流

 



 

 

這些重要的統計資料反應了各區網

間的 T3 及出國頻寬使用狀況，對 TANet 

和各區網網管人員都有重要的參考價

值。但因為是實體層的流量資料，有許多

過境和本地的流量全部包含在這些流量

資量中，這些資料無法提供各區網中心互

相間的流量資料。但這些流量資料對於未

來的頻寬規劃和有極為重要的價值。 

配合上節我們討論的 Csico Light 

Stream 1010 MIB 介紹，再利用 MRTG 軟

體，我們完成了各區網間每五分鐘、三十

分鐘、二小時和一天的流量監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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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結論 

在 本 文 中 對  TANet 骨 幹  ATM 

Switch 的一些重要 MIB 做了一個初步的

探討，其中包括了量測 ATM VC 流量的

CISCO-ATM-CONN-MIB 這一組 MIB，並利用

這組 MIB 來對 TANet 目前骨幹的各個區

網中心間完成了即時的流量監測系統。提

供各區網中心間完整的即時流量資料希

望能藉此讓 TANet 上的各位網管先進們

 

圖七、高屏澎區網中心到台北教育部電算

中心(台北各單位專線直接連到電

算中心)每五分鐘的流量資料 

 

 
圖八、台南區網中心對國外每 30 分鐘流量

資料 

 

圖九、中壢區網中心(中央)對新竹區網中心

(交大)每兩個小時的流量資料 

圖十、台中區網中心(中興)對台北區網中心

(台大)每天的流量資料 



有個參考的依據。 

因應這次擴大內需方案，各區網中

心的流量會大幅度的提昇，流量的控管將

不再只是各區網中心的責任更將擴大層

面到各個縣市網路中心，相信對未來而言

流量監測的問題會日益重要，這也是各級

網管人員所應立即重視的課題。希望能藉

著本文所提出的一些骨幹流量監測技術

發揮一些拋磚引玉的功能使我們的 

TANet 有更多完善的流量監測的資訊，讓 

TANet 的頻寬能做最有效的發揮與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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