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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et 網路骨幹流量統計分析 

摘要 

現行 TANet 網路骨幹之流量已透過

SNMP 的資料蒐集機制收集。這樣的收集機

制可以提供網管人員長期之流量紀錄

[1]，而所分析出來之結果可提供 TANet 網

路管理人員一個有力之參考依據。從這樣

的資料裡可整理出 TANet 網路流量之趨

勢，使網管人員能夠得知長期之網路流量

趨勢，並且應用這樣的資訊作網路規劃與

管理。另一方面這樣的資料理也可從中分

析出現行網路流量之情形。本文將利用這

些流量的資料彙整成更有利於管理的資

訊，並且提供現行 TANet 網路流量的現象

以供網管人員在規劃與政策上制定之參

考。 

關鍵字：MRTG，SNMP，網路流量 

 

一、簡介 

網路管理需要對網路狀態有一定程

度的了解，如此才能提昇網路效能。現行

TANet 的網路流量已經有蠻完整的資料收

集機制，若能好好的整理這些片段的資料

成為更有用的資訊，將會使得這樣的流量

資料更為有價值。而本文先分析 TANet 骨

幹的架構，再來將既有之流量資料作彙整

之工作。因現有流量資料從 2000/2/15 開

始運用 MRTG 軟體收集，至今 2000/8/24

之資料約六個多月之資料量。各個單位節

點在 atm-vc 的結構下形成一個全圖

(fully mesh graph)，每一個節點對應其

他的點均有一連線，每一連線的流量資料

代表著這兩個單位間之流量情形。我們彙

整每個單位的流量資料後並分析每個單

位之流量情形。在這樣的彙整資料結果應

可提供相關人員作為參考之資料。 

 

二、TANet 骨幹架構 

從台灣學術網路 ATM 骨幹網路

http://www.edu.tw/tanet/atm-vc/ 下

的流量統計資料中我們可以得到的 TANet

骨幹架構圖：[3] [4] 

 

圖一：TANet 骨幹架構圖 

在 ATM 網路骨幹的架構之下，每個單位與

其他單位間均有一 VC 相通，所以在這個

架構下我們可以得到 120 個 VC 的資料。

這也就是我們在

http://www.edu.tw/tanet/atm-vc/ 所

看到的每個圖，其中每個連線代表的就是

每一條 VC間的流入量與流出量。 

 

三、流量資料 

流量的資料會透過 SNMP[8]的協定從

MIB 上面取得，記錄在 MRTG 的 log 檔中，

所以從只要了解MRTG的log檔的資料格式

就可以運用其中的資料。以下我們就來介

紹它的格式，它的 log 檔可分成五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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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MRTG 的 log 檔格式一 

第一

段 
第 1行 3 欄紀錄 

計數器數

值 

第二

段 

第 2 行到第

601 行 
5 欄紀錄 5 分鐘流量 

第三

段 

第 602 行到

第 1201 行 
5 欄紀錄 

30 分鐘流

量 

第四

段 

第 1202 行到

第 1801 行 
5 欄紀錄 2 小時流量 

第五

段 

第 1202 行到

第 1801 行 
5 欄紀錄 1 天流量 

其中第一段的兩欄紀錄中第一欄為流進

量的計數器數值，第二欄為流出量的計數

器數值，其餘二、三、四、五段的中四欄

資料分別是： 

 

表二：MRTG 的 log 檔格式之二 

第一欄 時間 

第二欄 平均流進量 

第三欄 平均流出量 

第四欄 最大流進量 

第五欄 最大流出量 

第一欄為時間，從 1970 年一月一日開始

算，可以在 excel 裡用以下的公式轉換：

(x+y)/86400+DATE(1970,1,1)，其中 x為

第一欄時間的數值，y為所在地區與格林

威治時間的位移，以中華民國台灣的位移

來算。八個小時相當於 28800 秒，所以公

式為

(x+28800)/86400+DATE(1970,1,1)，第

二、三、四、五欄所紀錄的數值單位都是

每秒的流量，所經過換算之後就可以得到

實際的流量。 

這樣的log檔資料約可儲存七百九十

六天的資料，時間約是兩年多的資料量，

每個檔案大小在 100kbytes 以下，這樣的

資料儲存格式算是蠻精簡的。 

 

四、資料彙整架構 
本文我們所用之資料是經由 SNMP 的

協定存取 MIB 之資料，儲存在 MRTG 的 log

裡。在 log 的資料裡所能呈現的指示兩單

位間的流量情形，未能展現各單位整體的

流量情形。本文作針對各個單位的資料加

以整理彙整。 

(一)、各單位以每週之時間間格作流

量彙整以了解各單位之流量趨勢。 

(二)、對各單位之每月流量之加總以

了解每單位之流量概況。 

(三)、計算自監測開始之後所得之所

有總量。 

統計完流量之後並分析各個單位間之流

量關係及一些特殊的網路存取型態。以下

就是本文流量資料彙整分析之流程架構

圖： 

 
圖二：資料彙整分析之流程架構圖 

 

五、每週流量統計 

在長期網路流量趨勢裡我們將每週

的流量加以加總，以每週流量的統計圖來

展現。縱座標最大度量單位為 16000GB，

我們可以發現幾個比較重要的單位之流

量特徵。以各 ISP(含 140.111.1.0)而言

流量算是較大的： 

 
圖三：ISP(含 140.111.1.0)對其它各單位

以每週為單位之流量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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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三中可以發現流進量明顯大於

流出量，並且流量漸漸地在增加當中。這

裡所監測之流量並不包括各個單位自己

和 ISP 互連的流量，因此可以說 TANet 與

各個 ISP 的互動情形越來越活躍，所以之

間的流量越來越大。TANet 的歷史較久，

資源較為豐富，所以到現在一直都還是處

於資源提供者的狀態。不過漸漸的各個

ISP 也開始建構自己內容，所以各個 ISP

和 TANet之間的流量情形的趨勢事漸漸的

相稱。 

另一個圖則是TANet對國外的流量統

計圖： 

 

圖四：國外對 TANet 其它各單位以每週為

單位之流量統計圖 

 

從圖四中可以發現TANet對國外資料

的需求量較大，所以由國外流到 TANet 的

流量顯著性的大於 TANet 流到國外的量。

這樣的結果其實並不意外，因為國外的資

源確實比國內資源多，所以往往需要從國

外取得資料。但出國的線路滿載已經是個

事實( 參考 http://www.edu.tw/tanet/ 

backbone/ )，所以就一直維持在這樣的

流量水準，而沒有成長的空間。 

再來我們看看教育部(包括連接在教

育部底下的單位)的流量情形： 

 

圖五：教育部對各單位之流量統計圖 

就圖五而言可以看出教育部與各單

位間的流量幾乎是平衡的，所以在教育部

及其底下所連接之單位如國立台灣師範

大學、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國立台北科技

大學[5][6][7]，之流量應該算是處於一

個較為穩定的狀態。 

 

六、各個單位之流量概況 

前面一節我們以每週為單位呈現各

個單位之流量情形，這一節裡我們以每個

月為單位來看各個單位之流量概況。 

以現行的十六個單位之流量作統計

所得到的一些統計圖，從中我們可以發現

一些現象，若以流量的大小來分群，流量

較大的群為各 ISP(含 140.111.1.0)、教

育部、台灣大學，流量較小的群為高速電

腦中心、東華大學、花蓮師院、台東師院。

一般而言流量大的表示與各個單位間的

交流頻繁，也就是互動量較大，相反的流

量較小的則是互動量較少。而互動的情形

又可分流進和流出，就是供應與需求的關

係。就一個單位而言，本身資源多流出量

就會比較高，流入量就會相對的較少；本

身資源少流入量就會比較高，流出量相對

的就會比較少。 

 

圖六-1：ISP(含 140.111.1.0) 六-2：國外 

同樣的在每月的統計資料裡所看到

的和之前我們所分析的每週統計資訊在

ISP 對 TANet 的需求成長情況(圖六-1)和

國外的流量(圖六-2)的情況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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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3：教育部  圖六-4：台灣大學 

教育部及連接於其下之單位的流量

在這個圖裡(圖六-3)看到流量有些微的

下降之趨勢。可能是因為暑假行政業務量

下降或其他的關係，所以流量有些下降。

而圖(圖六-4)所看到的流出量明顯的高

出流入量許多，算是一個網路環境較為特

別的一個單位，可以推測其網路資源是相

豐富的，相對於 TANet 其他的單位而言是

屬於資源供應者。不過在暑假期間流量也

有減少的趨勢。 

 

圖六-5：政治大學  圖六-6：中央大學 

從圖六-5、六-6 裡可以看到政治大學

與中央大學下的網路生態比較偏向於消

費者，從外面取的得資源比本身所提供的

資源多一些。 

 

圖六-7：高速電腦中心 圖六-8：交通大學 

在圖六-7的量可以看到的現象就是

高速電腦中心和其他的單位間的互動情

形並不是很高。不過就現實的情況而言，

高速電腦中心的地位又很重要，因為南部

的幾個單位的流量幾乎都需要經過高速

電腦中心，這是個蠻特別的一個情形。圖

六-8 中所展現的交通大學的流量來看流

量算蠻大的，流出量與流入量算蠻平均

的，而在暑假期間一樣有下降的情形。 

 

圖六-9：清華大學  圖六-10：中興大學 

圖六-9和圖六-10分別是清華大學和

中興大學，清華大學的流進和流出量比較

平均。中興大學的流量就比較偏向消費者

的情形，流進中興大學的量會比流出中興

大學的量多，而且在圖中所看到的流量高

高低低漂浮不定，流量較不固定是中興大

學的流量較為特別的一個地方。 

 

圖六-11：中正大學  圖六-12：中山大學 

在圖六-11 裡可看到中正大學流入量

在暑假有逐漸減少的趨勢，流出量幾乎成

穩定的狀態，而流入量起初高出流出量，

漸漸的流入量減少並趨向與流入量相

等。另一個圖六-12 是中山大學的流量情

形，流量也蠻大的，流進和流出量算是平

衡，暑假期間也有下降的趨勢。 

 

圖六-13：東華大學  圖六-14：花蓮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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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13 的東華大學和圖五-14 的花

蓮師院流量算是較小的，也可能是因為花

東地區的網路使用需求較小的關係，所以

花東地區的流量較小。 

 

圖六-15：台東師院  圖六-16：成功大學 

圖六-15 的台東師院流量也不多，所

以我們可以發現一般而言東部單位的流

量較小。從圖六-16 成功大學的流量裡可

以看到，流量也算蠻大的。同樣的在暑假

裡有下降的趨勢，而成大的流出量比流入

量多，所以相對其他單位而言，成大較偏

向資源供應者。 

 

七、流入量統計表 

流量統計資料從二月十五日至八月二十

四日所有流入量的統計值如下表： 

表三：各單位總流入量統計表

(2000/2/15-2000/8/24) 

單位名稱 總流入量(GB) 

各 ISP(含

140.111.1.0) 
213160.50 

教育部 109504.76 

台灣大學 72050.56 

交通大學 68604.47 

中央大學 66049.12 

成功大學 60941.76 

中山大學 56711.94 

中興大學 53519.92 

中正大學 46585.51 

清華大學 39055.10 

國外 34968.73 

政治大學 29002.65 

花蓮師院 10038.80 

東華大學 5212.32 

台東師院 3253.80 

高速電腦中心 1145.25 

由於總流入量代表者這個單位資源

需求量，也可以說是從別的單位擷取之資

訊量。從結果我們可以看到需求量較高的

多是北部的單位，其次是中南部的單位，

較少的是花東等的單位。 

 

八、流出量統計表 

流量統計資料從二月十五日至八月二十

四日所有流出量的統計值如下表： 

表四：各單位總流出量統計表

(2000/2/15-2000/8/24) 

單位名稱 總流出量(GB) 

台灣大學 157458.48 

各 ISP(含

140.111.1.0) 
141436.11 

教育部 96920.17 

成功大學 85457.34 

交通大學 82111.23 

國外 66231.88 

中山大學 60316.95 

中央大學 47571.50 

清華大學 32695.36 

中正大學 31237.01 

中興大學 30810.73 

政治大學 15420.77 

花蓮師院 9224.51 

東華大學 8322.86 

台東師院 3455.44 

高速電腦中心 1134.87 

 

從表四的流出量統計表裡我們可以

看出，前面幾個單位的流出量較大，這代

表著這些單位在 TANet 扮演的角色較偏向

資源提供者，具有較多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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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流出流入總量統計表 

流量統計資料從二月十五日至八月二十

四日所有流出與流入總量的統計值如下

表： 

表五：各單位流出流入總量統計表

(2000/2/15-2000/8/24) 

單位名稱 總量(GB) 

各 ISP(含

140.111.1.0) 
354596.61 

台灣大學 229509.04 

教育部 206424.93 

交通大學 150715.69 

成功大學 146399.10 

中山大學 117028.90 

中央大學 113620.61 

國外 101200.61 

中興大學 84330.65 

中正大學 77822.51 

清華大學 71750.46 

政治大學 44423.42 

花蓮師院 19263.31 

東華大學 13535.18 

台東師院 6709.24 

高速電腦中心 2280.12 

在表五中流出與流入的總量表裡我

們看到前面幾個單位流量較大，所以可以

說這些單位的流量對 TANet 的影響較大，

而流量影響較小的單位則是下面的這些

單位。 

 

十、流出流入總量統計表 

流量統計資料從二月十五日至八月二十

四日所有流出與流入量比值的統計值如

下表： 

表六：各單位流出流入量比統計表

(2000/2/15-2000/8/24) 

單位名稱 流出/流入比 

台灣大學 2.19 

國外 1.89 

東華大學 1.60 

成功大學 1.40 

交通大學 1.20 

中山大學 1.06 

台東師院 1.06 

高速電腦中心 0.99 

花蓮師院 0.92 

教育部 0.89 

清華大學 0.84 

中央大學 0.72 

中正大學 0.67 

各 ISP(含

140.111.1.0) 
0.66 

中興大學 0.58 

政治大學 0.53 

在表六中我們所看到的結果比值較

大的表示流出量比流入量大的單位，前面

幾個單位的比值大於一，也就是比較偏向

資源供應者。從這個資料顯示 TANet 對國

外資料的需求量算蠻大的。表六下面部分

單位的比值明顯的小於一，算是比較偏向

取用資源的類型。而較值得注意的是 ISP

這個量最大的單位在這個結果裡則是偏

向取用資源的類型。其他趨近於一的單為

則意味其處於供需較為平衡的狀態。 

 

十一、從各單位間的連線流量來看 

之前我們發現 ISP(含 140.111.1.0)

這個單位流量較大，所以我們進一步來看

看它與其他單位的連線流量之情況(圖

七)。來看可以發現主要的流量來自教育

部與台灣大學，其次政治大學中央大學、

交通大學、清華大學、中興大學、中正大

學、中山大學、成功大學，而高速電腦中

心東華大學、花蓮師院、台東師院的流量

較少，所以可以發現北區的資訊交換量明

顯大過其它地區的資訊交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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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ISP(含 140.111.1.0)與各單位之連

線流量情況(2000 年七月) 

 

十二、結論 

這樣的流量統計資料所帶來的資訊

可以幫助我們了解 TANet 骨幹的流量情

形，使 TANet 網管人員與規劃人員能更精

確的掌握 TANet 的一些狀態。各個單位有

其自己的網路生態特性，也因此在網路流

量上也會有自己獨特的流量特徵。在這個

機制下我們可以發現一些單位的網路使

用特性及行為，也可以幫助網路管理人員

了解現行網路使用之情況。有了這樣的資

訊不僅在現行政策上的制定上較有說服

力，在未來實體布線上的考量也可提供相

當程度之參考依據。 

固網開放之後網路會更加興盛，國內

網路的環境會更加複雜，然而在提昇網路

品質與提高網路使用率的過程中，網路流

量的資訊是很重要的一環。如何使網路架

構的規劃與設計最經濟最有效率將是各

個固網公司最關心的議題，這也就是網路

流量資訊的分析的價值所在。 

在本文中所監測之網路流量僅限

atm-vc 的流量，屬於第二層的流量。若要

取得精細的資料則需取得第三層以上的

資料加以分析才能達到需求，這也是本文

資料之限制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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