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10 Smart QoS
網路是透過連接諸如交換機和路由器等網路裝置所建構而成的。網路裝置之間使
用網路介面來傳輸資料。若傳輸資料超過網路介面所連接的線路所支援的頻寬上
限時，就會發生網路擁塞現象。因此，頻寬管理變成重要的一環。QoS 機制的
工作原理就是分配頻寬資源給需要頻寬的應用程式，避免頻寬被不當佔用。
QoS 係指：
 服務品質，用來對網路頻寬或封包傳送品質做控制的技術
 提供穩定、可預測的資料傳送服務，來滿足使用者的需求
 依據應用程式的需求以及網路管理的設定來有效的管理網路頻寬
隨著寬頻網路的盛行，人們在網路上購物的比例越來越高，由有名的唐先生打破
蟠龍花瓶事件的迴響可見確有其事；美國 Forrester 雜誌研究報告指出，2002 年
在歐洲，透過網路而產生的營收金額達 200 億歐元；2003 年在美國，光是第一
季電子商務零售業營收就有 119 億美元，由此可知網路的行銷將會在未來的商業
中佔有非常重要的一角，然而因為服務沒有回應而造成的損失卻比想像中高。隨
著網路科技不斷的發展，視訊會議和 “Work anywhere” 的概念必定會成為將來
生活行為的一部分，人們不再到公司工作，不再因為在路上塞車而在會議遲到，
當然沒有人希望錯過重要會議的某一部分或是在傳送工作結果給上司時出問
題，所以勢必要有一個方法來確保傳送封包的品質。
而不管網路頻寬如何的增加，在現今網路科技的快速發展，頻寬的供給速度永遠
都是小於頻寬的需求速度，一般常見的頻寬問題如下：
 頻寬分配不均
e.g. 郵件傳送 (SMTP/POP3) 影響到上網瀏覽 (Web)
e.g. 大量病毒信或是大容量夾檔信件
 頻寬逪到濫用
e.g. P2P 軟體 (eMule、BT 等)，檔案下載軟體 (FlashGet 等)
e.g. 中毒主機發送大量連線
 不當使用者變化 IP 位址，防不勝防
e.g. 學校宿舍、大型企業網路等環境


單一頻寬政策的需求
e.g. 每一個人 (IP) 分配 “定量” 頻寬

PowerStation 提供智慧型頻寬管理 (Smart QoS) 功能，可有效管控企業寶貴的網
路頻寬，以避免被少部份員工佔用所有網路頻寬。目前 [Smart QoS] 提供了以下
兩種 QoS 設定功能：
 連線政策：
可控管至 “單一連線” (Connection) 所使用的頻寬
 主機政策：
可快速鎖定 “單一主機” (IP Address) 所使用的頻寬
PowerStation 的 [連線政策] 可以做到：
 針對所有連線做到每一條連線的頻寬使用限制與追蹤
 Smart QoS 對頻寬的限制控管可以針對 “單一網路連線” (每一條
Connection)、”單一 IP 位址” 和 “總頻寬” 去做頻寬的管理


Smart QoS 可與 DAC 配合做到針對每一位使用者做頻寬管理政策，例
如：每一位 DAC 認證後使用者，都會有自己的頻寬使用政策，可以
做到不只是針對主機做限制，而是提升到使用者層級限制

而 PowerStation 的 [主機政策] 可以做到：
 針對單一來源主機做頻寬管理限制 (建立動態政策，系統會自動找出目
前有哪幾台主機存取網路資源，並套用頻寬政策)
 配用 L7-App Filter，可以針對 P2P 軟體 (BT、eMule、Kazaa、
GNUTELLA、WinMX) 做頻寬的使用限制，詳細設定方式可參照
“Chapter 12 Layer 7 Application Filter”

10-1 Smart QoS 參數設定
Smart QoS 參數設定，可以視為 QoS 第 0 條規則，為相關 Smart QoS 參數及
政策 (連線政策、主機政策) 基礎設定
點擊 [Smart QoS] →[Parameters]

圖 10-1
表 10-1
欄位

說明

Smart QoS Policy



Disabled：停止 Smart QoS



Connection-Policy：使用連線政策



Host-Policy：使用主機政策



Routing，路由模式



Bridging，橋接器模式

QoS Operation Mode

當 PowerStation 啟動 Bridge 裝置，則需要選擇 Bridging 模
式，Smart QoS 服務才可以正常運作
Ignore Traffic among

是否忽略相鄰網段的流量，Smart QoS 預設不限制與

Neighboring Subnets

PowerStation 網卡相鄰的網段

Ignore Connections from/to

是否忽略私有網路的連線

Private Address

◎ Smart QoS 區塊為設定是否啟動 Smart QoS、選擇所使用的政策 (連線政策
或主機政策) 及其它設定

圖 10-2
如圖 10-2 所示，Smart QoS 預設不限制與 PowerStation 網卡相鄰的網段之間
的傳輸流量，如 E1、E2、E3、E4 ，由於是直接連接至 PowerStation 網卡，因
此被視為相鄰網段，所以互傳是不受 QoS 規則的限制。但是 LAN1、LAN2、
LAN3 網段由於是透過 Router (R3) 連接至 PowerStation，因此會被視為非相鄰
網段，所以會受到 QoS 規則的限制。所以頇排除 “LAN1、LAN2、LAN3 網段”
與 “E1、E2、E3、E4” 網段的傳輸檢查，因此可開啟 [忽略相鄰網段間的流量]。
而大多數的情況，PowerStation 內部網路均使用私有網路位址，因此以圖 10-2
來說，由於 E1、E4、LAN1、LAN2 及 LAN3 是位於內部網路，所以可以開啟
[忽略私有網路的連線] 的功能。

需特別要注意的是，若網路環境有用 VPN 的話，則不可開啟此功能，如圖 10-3
所示：

圖 10-3
LAN1 與 LAN2 之間的流量是經由 VPN 通道傳輸，而 VPN 通道是建立於
Internet 上的對外線路，且該對外線路可能另有他用。因此如果開啟 [忽略私有
網路的連線]，VPN 流量將不受控管，有可能會用盡對外線路的頻寬。

10-2 連線政策
以目前市面上最常用的 ADSL 寬頻連線來說，以 ADSL 8M/640K ，其下行頻
寬為 8 Mbps，上行頻寬為 640 Kbps，當上行頻寬接近滿載時，會嚴重影響下行
頻寬的使用。跟常見的網路連線，如專線、光纖、乙太網路相比，ADSL 上行頻
寬達到 80 % 左右的使用率時，反應時間 (RTT) 會升的很高，使用者便開始會
感到網路變慢了，因此限定上行頻寬的使用量遠比限定下行頻寬來的重要，所以
在設定 Smart QoS 連線政策規則時儘可能的不要讓 ADSL 上行頻寬接近滿載。

圖 10-4

而以使用者的觀點來說，”下載” 指的是資料流是流往使用者的方向，”上傳” 指
的是資料流是離開使用者的方向，如：
 圖 10-5 為使用者在內部網路寄信到外部信箱，為上傳使用，對線路而言是
使用上行頻寬，必頇要控管。而當使用者在內部網路使用瀏覽器上網時，算
是下載使用，對線路而言是使用下行頻寬
 圖 10-6 為使用者在外部網路讀取公司內部網頁，為下載使用，對線路而言
是使用上行頻寬，必頇要控管。而當使用者在外部網路寄信到公司內部信箱
時，算是上傳使用，對線路而言是使用下行頻寬

圖 10-5

圖 10-6
表 10-2

使用者在內部

範例

使用者觀點

線路觀點

SMTP 寄信到外

上傳

上行
Y

部信箱
HTTP 瀏覽外部

是否需要設定 QoS

下載

下行

上傳

下行

下載

上行

網站
FTP 傳送資料至
使用者在外部

公司 FTP 主機
POP3 讀取公司
郵件主機郵件

Y

10-2-0 啟用連線政策及基礎設定
點擊 [Smart QoS] → [Parameters]

圖 10-7
如圖 10-7，在 [Smart QoS Policy] 欄位選擇連線政策以啟用連線政策，而
[Connection-Policy] 區塊為連線政策之基礎設定，在 [連線政策] 的規則設定
上，在此可視為第 0 條規則

表 10-3
欄位

說明

Service Grade

應用程式之服務等級


Critical Application，品質極高要求



Voice Grade，語音等級



Web Browsing，網頁瀏覽



File Transfer，檔案傳輸



Max Utilization，頻寬最大使用



Custom Define，自定服務等級

QoS Triggered Threshold

QoS – Connection-Policy 啟動基準值

Link Round Trip Time

線路反應時間



應用程式之服務等級：若不知道要如何去設定系統反應時間的數值時，
可以利用此欄位去選擇服務等級，選擇完畢後按下 [OK]，系統會自動
將 “啟動基準值” 和 “線路反應時間” 設定好

PowerStation 預設之服務等級如下：
表 10-4




應用程式之服務等級

啟動基準值

線路反應時間

品質極高要求

0

128

語音等級

200

256

網頁瀏覽

400

512

檔案傳輸

800

1024

頻寬最大使用

1000

3072

啟動基準值：當單一連線傳輸量到達一定的門檻值時才會啟動 Smart
QoS 頻寬管理
線路反應時間：當使用者希望線路頻寬使用量高時，才啟動 QoS 頻寬
管理時，可以啟用此參數， PowerStation 會偵測每一條線路的往返時
間 (RTT，Round Trip Time)，做為線路壅塞的判定。以 ADSL 為例，
當 ADSL 上行頻寬達到最大上行頻寬的 80 % 時，RTT 值將會不斷上
升，但有時候如果希望線路壅塞時才啟動 Smart QoS 頻寬限制時，可
以將線路反應時間設定值提高

10-2-1 連線政策設定
1.

點擊 [Smart QoS] →[Connection-Policy]

圖 10-8
表 10-5
欄位

說明

Connection Match

Src

連線來源位址

Criteria (連線比對條

Dst

連線目的位址

件)

Srv

所使用的服務

Triggered Threshold

啟動基準值，當單一 (每一條) 連線傳輸
量到達一定的門檻值時才會對此條連線
啟用 QoS 頻寬管理

Bandwidth Policy

Total (Kbps)

總頻寬


(頻寬管理政策)



Per Host (Kbps)

Tx：傳送


Min：最小保證頻寬



Max：最大可用頻寬

Rx：接收


Min：最小保證頻寬



Max：最大可用頻寬

單一來源主機


Tx：傳送


Min：最小保證頻寬



Max：最大可用頻寬



Per Connection (Kbps)



Min：最小保證頻寬



Max：最大可用頻寬

單一連線




Options

Rx：接收



Tx：傳送


Min：最小保證頻寬



Max：最大可用頻寬

Rx：接收


Min：最小保證頻寬



Max：最大可用頻寬

Priority (優先權)


數字越小，優先權越大



優先權大，封包優先送出，延
遲較低



Bi-Direction (雙向偵測)
交換 [來源位址] 及 [目的位址]
檢查及互換 Tx 和 Rx 的頻寬限制

◎ [連線政策] 對於連線的“起始方向性”有絕對的關係
◎ [Tx]：資料流從連線的起始來源主機到目的主機的方向 (傳送)
◎ [Rx]：資料流從連線的目的主機到起始來源主機的方向 (接收)

設定 Smart QoS 連線政策只要分為二大部分來看：


連線比對條件：針對每條連線 (Connection) 的 “連線來源位址”，”連線
目的位址” 和 “服務 (協定)”，找出所有符合條件的連線
 [啟動基準值]：當每一條連線的傳輸量 (該條連線之總傳輸量) 到
達啟動基準值以上才會啟動 Smart QoS 頻寬控管，若設為 “0
KB”，則表示忽略連的傳輸量，立即啟動 Smart QoS 頻寬控管。
表 10-6
規則

Smart QoS 參數設定

連線政策規則設定

設定套用結果

1

256 KB

512 KB

512 KB

2

512 KB

256 KB

512 KB

圖 10-9
由於 [Smart QoS 參數設定] 視為第 0 條規則，因此會先套用
Smart QoS 參數設定的 [啟動基準值] 設定。如表 10-6 之連線政
策啟動基準值設定及表 10-6、圖 10-9 之 Smart QoS 參數設定的
連線政策啟動基準值設定，規則 1 之 Smart QoS 參數設定的連線
政策啟動基準值設定為 256 KB，但連線政策規則設定之啟動基準
值設定為 512 KB。由於套用設定的順序為 Smart QoS 參數設定
→ 連線政策規則設定，因此由於連線政策規則設定之啟動基準值
(512 KB) 大於 Smart QoS 參數設定之啟動基準值 (256 KB)，所以
連線政策之啟動基準值為 512 KB。

圖 10-10
相對的，如表 10-6 及 圖 10-10，規則 2 的套用結果為 512 KB，
因為 Smart QoS 參數設定的連線政策啟動基準值 (512 KB) 大於
連線政策規則設定之啟動基準值 (256 KB)，因此依套用設定順序
的結果為 512 KB

 [優先權]：數字越小優先權越高，優先權越高延遲會越低



 [雙向檢查]：若勾選此項時，PowerStation 會自動新增一條規則，
互換原本規則的 “連線來源位址” 及 “連線目的位址”，以及互換
Tx 和 Rx 的頻寬限制
頻寬管理政策：針對所有符合 [連線比對條件] 的連線，套用 [頻寬管
理政策] 規則
 [總頻寬]：符合 [連線比對條件] 該條規則的所有連線之頻寬總使
用量
 [單一來源主機]：符合 [連線比對條件] 該條規則，來自每一台主
機的所有連線之頻寬使用量
 [單一連線]：符合 [連線比對條件] 該條規則，來自每一台主機的
所有連線之頻寬使用量
 [Tx]：資料流從連線的起始來源主機到目的主機的方向 (傳送)
 [Rx]：資料流從連線的目的主機到起始來源主機的方向 (接收)
 [Max]：該連線可用的最大頻寬，0 代表不做任何限制
 [Min]：該連線可用的最小頻寬，又稱保證頻寬，0 代表不做任何
限制

連線政策雙向檢查用處
以下範例說明連線政策雙向檢查的用處

圖 10-11
如圖 10-11：
 情境 1 為主機 A 起始建立連線至主機 B，而資料流是由主機 B 到主


機 A
靜境 2 為主機 B 起始建立連線至主機 A，且資料流是由主機 B 到主
機 A

現設定 Smart QoS 連線政策，規則如表 10-7 所示，由於規則 2 有開啟雙向檢
查，因此會多新增一條規則，展開後的規則如表 10-8 所示
表 10-7
規則

來源

目的

服務

1

A

B

ALL

限制
Tx: 100 Kbps

雙向檢查
No

Smart QoS 規則說明
連線起始來源為主機 A，至連
線目的主機 B，對於所有的網

Rx:50 Kbps

路服務，限制 Tx：100 Kbps，
Rx：50 Kbps
2

A

B

ALL

Tx: 100 Kbps

Yes

連線起始來源為主機 A，至連
線目的主機 B，對於所有的網

Rx: 50 Kbps

路服務，限制 Tx：100 Kbps，
Rx：50 Kbps

表 10-8
規則

來源

目的

服務

1

A

B

ALL

限制
Tx: 100 Kbps

雙向檢查
No

Smart QoS 規則說明
連線起始來源為主機 A，至連
線目的主機 B，對於所有的網

Rx:50 Kbps

路服務，限制 Tx：100 Kbps，
Rx：50 Kbps
2a

A

B

ALL

Tx: 100 Kbps

Yes

連線起始來源為主機 A，至連
線目的主機 B，對於所有的網

Rx: 50 Kbps

路服務，限制 Tx：100 Kbps，
Rx：50 Kbps
2b

B

A

ALL

Tx: 50 Kbps
Rx: 100 Kbps

Yes

連線起始來源為主機 B，至連
線目的主機 A，對於所有的網
路服務，限制 Tx：50 Kbps，
Rx：100 Kbps





規則 1
 如表 10-7，在情境 1 有作用，因為該連線的起始來源位址為 A，連線
目的位址為 B，跟規則 1 是符合的
 但在情境 2 是沒有作用的，因為此連線的起始來源位址為 B ，連線
的目的位址為 A，跟規則 1 不符合
如表 10-7，規則 2，與規則 1 設定相同，不同的是開啟雙向檢查，展開後
的規則如表 10-8
 在情境 1 有作用 (規則 2a)，因為該連線的起始來源位址為 A，連線
目的位址為 B，跟規則 1 是符合的

 在情境 2 也是有作用的 (規則 2b)，因為有勾選 [雙向檢查]時，
PowerStation 會自動新增一條內容為 [連線來源位址 B，連線目的位址
A，服務 ALL，頻寬限制 Tx: 50 Kbps，Rx: 100 Kbps]，因此對情境 2 來
說，規則 2 是有作用的。以設定 FTP 的頻寬管控來說，建議開啟 [雙
向檢查]
◎ [連線政策] 對於連線的“起始方向性”有絕對的關係
◎ [Tx]：資料流從連線的起始來源主機到目的主機的方向 (傳送)
◎ [Rx]：資料流從連線的目的主機到起始來源主機的方向 (接收)

啟動基準值功用
[啟動基準值] 為單一連線傳輸量 (總量) 到達一定的門檻值時才會啟動 QoS
頻寬管理，以 HTTP 來說，對於想要如何區分正常網頁瀏覽及利用 HTTP 做大
量下載，這兩方面是很有用的
 正常網頁瀏覽：不用執行頻寬設定
 利用 HTTP 做大量下載：啟用頻寬設定

圖 10-12

圖 10-14

圖 10-13

圖 10-15

使用 [啟動基準值] 的好處是，當單一連線傳輸量到達一定的門檻值時才會啟動
QoS 頻寬管理。因此如圖 10-12 與圖 10-14，為在一般正常狀況下瀏覽網頁。
若設定單一連線的 [啟動基準值] 為 512 KB 時，由於一般正常瀏覽頁時傳輸量
小 (大多輸網頁不會超過 512 KB)，一旦資料下載完成，就不會暫用頻寬了，所
以只要單一連線傳輸量不到達 512 KB 的話，就不會啟動 QoS 頻寬管理，使用
者也因此不會感覺上網有被限制而變慢。
而如圖 10-13 與圖 10-15，當使用者使用 HTTP 下載大量資料 (單一連線傳輸
量很容易超過 512 KB)，若設定單一連線的 [啟動基準值] 為 512 KB，當單一
連線傳輸量到達 512 KB 時 (如圖 10-15 的面積)，Smart QoS 便會對該連線啟
動頻寬限制，進而控管大量傳輸的使用者。
◎ 需注意的是，[啟動基準值] 為連線的總傳輸量，而非傳輸速率，因此單位為
KB 而非 Kbps。而一般建議啟動基準值設定為 512 KBps。

連線政策規則欄位說明
如圖 10-16，以單一連線來說明，規則設定為：
 來源位址為 192.168.2.X
 目的位址為 ALL
 服務為 ALL
 “單一連線” 頻寬最大值 Tx 為 100 Kbps，Rx 為 100 Kbps，頻寬最小
值 Tx 為 10 Kbps，Rx 為 10 Kbps
Smart QoS 會去比對每條連線，當有任何連線的 [起始來源位址]、[目的位址] 和
[服務] 符合此規則時，這些符合的每一條連線的最大使用頻寬 (Tx/Rx) 會被限
制在 100 Kbps。

圖 10-16
因此如圖 10-17，不管如何，每一條連線的最大可使用的傳送/接收 (Tx/Rx) 頻
寬都會被限制住在 100 Kbps

圖 10-17

如圖 10-18，以單一來源主機來說明，規則設定為：





來源位址為 192.168.2.X
目的位址為 ALL
服務為 ALL
“單一主機” 頻寬最大值 Tx 為 300 Kbps，Rx 為 300 Kbps，頻寬最小
值 Tx 為 10 Kbps，Rx 為 10 Kbps
Smart QoS 會去比對每條連線，當有任何連線的 [來源位址]、[目的位址] 和 [服
務] 符合此規則時，將限制這些連線的來源主機，每一台主機的最大頻寬使用量
(Tx/Rx) 為 300 Kbps。

圖 10-18
因此如圖 10-19，主機 A、B、C 中不管每台主機有幾條連線，每台主機最大可
使用的傳送/接收 (Tx/Rx) 的頻寬會被限制住在 300 Kbps

圖 10-19

而若是設定單一來源主機與單一連線會發生什麼樣的情況呢? 以圖 10-20 來
說，規則設定為：
 來源位址為 192.168.2.X
 目的位址為 ALL
 服務為 ALL
 “單一主機” 頻寬最大值 Tx 為 300 Kbps，Rx 為 300 Kbps，頻寬最小
值 Tx 為 10 Kbps，Rx 為 10 Kbps
 “單一連線” 頻寬最大值 Tx 為 100 Kbps，Rx 為 100 Kbps，頻寬最小
值 Tx 為 10 Kbps，Rx 為 10 Kbps
Smart QoS 會去比對每條連線，當有任何連線的來源位址,目的位址和服務符合
此規則時：
 這些符合的每一條連線(Connection) 的最大使用頻寬 (Tx/Rx) 會被限


制在 100 Kbps 。
限制這些連線的來源主機，每一台主機的最大頻寬使用量 (Tx/Rx) 為
300 Kbps 。

圖 10-20

因此如圖 10-21：






主機 A 中有 7 條連線，每條連線的傳送/接收 (Tx/Rx) 會被限制在
100 Kbps，而單一主機頻寬為 300 Kbps，因此主機 A 的傳送/接收
(Tx/Rx) 最多會被限制在 300 Kbps
主機 B 中只有 1 條連線，該連線的傳送/接收 (Tx/Rx) 會被限制在
100 KBps，而因為 主機 B 只有 1 條連線，因此單一主機頻寬 (Tx/Rx)
最多只會達到 100 Kbps
主機 C 中只有 2 條連線，該連線的傳送/接收 (Tx/Rx) 會被限制在
100 KBps，而因為 主機 C 只有 2 條連線，因此單一主機頻寬 (Tx/Rx)
最多只會達到 200 Kbps

圖 10-21

10-2-2 資料傳輸方向性及連線起始方向性
[連線政策] 為針對每一條連線作控管，因此連線建立的方向性會受到比對，管
理者常會因為錯誤的設定而導致規則失效。因此對於 PowerStation 的 SmartQoS
連線政策，需注意傳送 (Tx) 和接收 (Rx) 的方向

圖 10-22
如圖 10-22 來說，在設定 Tx (傳送) 和 Rx (接收) 時要注意的是使用者所使用
的網路服務，其連線起始方向跟資料流的方向的不一樣，以使用者位於內部網路
來說：
 HTTP 服務 (上網)：
連線起始方向是從使用者到網站，但網頁下載的 “資料傳輸方向” 是從
網站到使用者，因此需控管 Rx
 SMTP 服務 (寄信)：
連線起始方向是從使用者到郵件伺服器，且寄信的 “資料傳輸方向” 也
是從使用者到郵件伺服器，因此需控管 Tx
 POP3 服務 (收信) ：
連線起始方向是從使用者到郵件伺服器，但收信的 “資料傳輸方向” 是
從郵件伺服器到使用者，因此需控管 Rx

而 FTP 的資料傳輸就比較特殊，FTP 的傳輸是使用 TCP 協定，而 FTP 伺服
器使用了兩種連線，分別是命令通道與資料流通道 (ftp-data channel)。而 FTP 分
為主動模式 (Active) 及被動模式 (Passive)。如圖 10-23，為 FTP 主動模式，連
線的步驟如下：
1. 建立命令通道的連線：
如圖 10-23 所示，用戶端會隨機取一個大於 1024 以上的埠口 (port
AA) 來與 FTP 伺服器端的 port 21 建立連線，這個過程需要 TCP 三
向交握，達成連線後用戶端便可以透過這個連線來對 FTP 伺服器下達
指令，包括查詢檔名、下載、上傳等等指令都是利用這個命令通道來下
達的
2. 通知 FTP 伺服器端使用主動 (Active) 模式，且告知連接的埠號：
FTP 伺服器的 21 埠號主要用在命令的下達，但是當牽涉到資料流
時，就不是使用這個連線了。用戶端在需要資料的情況下，會告知伺服
器端要用什麼方式來連線，如果是主動式 (Active) 連線時，用戶端會

3.

先隨機啟用一個埠口 (如圖 10-23 當中的 port BB) ，且透過命令通道
告知 FTP 伺服器“本機 IP”及“等待埠號”這兩個資訊，並等待
FTP 伺服器的連線
FTP 伺服器“主動”向用戶端連線：
FTP 伺服器由命令通道瞭解用戶端的需求後，會主動的由 20 這個埠
號向用戶端的 port BB 建立連線，這個連線會經過 TCP 三向交握，此
時 FTP 的用戶端與伺服器端共會建立兩條連線，分別用在命令的下達
與資料的傳遞。而預設 FTP 伺服器端使用的主動連線埠號就是 port 20

圖 10-23
因此對於 FTP 主動模式的頻寬控管主要是在 “資料流通道” 的連線

如圖 10-24，為 FTP 被動模式，連線的步驟如下：
1.
2.

3.

4.

命令通道的建立：
請參考主動模式的步驟 1
發出 PASV 的連線要求：
當有使用資料流通道的指令時，用戶端可透過命令通道發出 PASV 的
被動式連線要求 (Passive)，並等待伺服器的回應
FTP 伺服器啟動資料埠口，並通知用戶端連線：
FTP 伺服器會先啟動一個埠口在監聽。這個埠口號碼可能是隨機的，
也可以自訂某一範圍的埠口，依 FTP 伺服器軟體而定。接著 FTP 伺
服器會透過命令通道告知用戶端其已經啟動的埠口 (圖 10-24 的
PORT command)，並等待用戶端的連線
用戶端隨機取用大於 1024 的埠口進行連線
接著用戶端會隨機取用一個大於 1024 的埠號來對 FTP 伺服器的
port XX 連線。當資料流通道建立完成後，FTP 資料就可以透過 port
BB 及 port XX 來傳送了

圖 10-24
因此對於 FTP 被動模式的頻寬控管主要是在 “資料流通道” 的連線

因此如圖 10-23、10-24、10-25 及 10-26：
1.

2.

3.

4.

圖 10-25 為 FTP 被動模式，因此資料流通道“連線建立”是由使用者
向 FTP 伺服器建立連線。使用者執行下載動作，因此資料傳輸方向是
由伺服器傳送資料到使用者，因此需控管 Rx
圖 10-26 為 FTP 主動模式，因此資料流通道“連線建立”是由伺服器
向使用者建立連線。使用者執行下載動作，因此資料傳輸方向是由伺服
器傳送資料到使用者，因此需控管 Tx
圖 10-27 為 FTP 被動模式，因此資料流通道“連線建立”是由使用者
向 FTP 伺服器建立連線。使用者執行上傳動作，因此資料傳輸方向是
由使用者傳送資料到伺服器，因此需控管 Tx
圖 10-28 為 FTP 主動模式，因此資料流通道“連線建立”是由伺服器
向使用者建立連線。使用者執行上傳動作，因此資料傳輸方向是由使用
者傳送資料到伺服器，因此需控管 Rx

圖 10-25

圖 10-26

圖 10-27

圖 10-28

由於 FTP 服務的特殊，所以在設定 Smart QoS 的 Tx、Rx 時，建議二者都設
定一樣

10-2-3 設定連線政策注意事項
而在設定 Smart QoS 連線政策需注意：
 網路服務的特性：
 對稱性：
對於 HTTP 要設定 Rx，SMTP 要設定 Tx，POP3 要設定 Rx ，
FTP 要 Tx/Rx 皆設
 靜態/動態埠號：
SMTP 為 TCP Port 25；POP3 為 TCP Port 110；HTTP 為 TCP Port
80，是屬於靜態埠號，但 FTP 或一些 P2P 軟體通常服務的埠號
都不會固定，因此是屬於動態埠號，連線政策服務欄位要設定為



“ALL”
Tx/Rx 方向性及線路上、下行映對
內部網段互連是否需要忽略頻寬限制



所有連線是否隱藏在單一主機 IP 位址

如圖 10-29，對於內部送信給外部來說


對內部使用者而言，所用到的為 Tx，但對線路而言，使用到上行頻寬
(一定要設定)
而對於外部送信給內部來說：
 對外部使用者而言，所用到的為 Tx，但對線路而言，使用到下行頻寬
(可以不設定)
而在公司內部網路互傳時是否需要忽略網路頻寬限制呢 ? (建議開啟)
如圖 10- 29 所示：
Q1：E1 和 E4 互傳資料是否要啟動 Smart QoS 限制 ?
A1：在 PowerStation 預設值是將 “忽略相鄰網段流量” 開啟，所以是預設值
是不會去限制 E1 和 E4 間的資料傳輸。
Q2：LAN 1~3 和 E1、E4 互傳時是否要啟動 Smart QoS 限制 ?
A2：在 PowerStation 當中，若是 LAN 1 和 E1 互傳資料時，PowerStation
會把 LAN1 視為非相鄰網段，所以預設是會去限制頻寬的。而如果
LAN1~3 及 E1、E4 的位址都是使用私有位址，則可以開啟 “忽略私有
網路的連線” 去排除之，但請注意，若網路環境有用 VPN 的話，則不
可開啟此功能。

圖 10-29

如圖 10-30，PowerStation 若位於 Router 與 Firewall (Firewall 有啟動 NAT 功
能) 中間，PowerStation 只能看到 Firewall 的 WAN IP 位址，而無法看到所有
內部 LAN 主機的真正位址，因此不可以設定 “單一來源 IP” 限制。
若設定 “單一連線 IP 限制”時，PowerStatio 只會限制到 Firewall 的 WAN IP。
換句話，所有客戶端的頻寬也都會被限制到。

圖 10-30
而需注意的是，Smart QoS 的效能決定於：
 目前連線的數目 (正常連線 / 病毒攻擊連線)
 連線政策的規則數目
 [Outbound 政策] 的規則數目
 線路/網卡數目
調整效能的方法有：
 升級 PowerStation 硬體規格
 簡化 [Smart QoS 連線政策] / [Outbound 政策] 規則數目
 提高 [啟動基準值] 如 1MBye

10-3 主機政策
PowerStation Smart QoS 主機政策可針對單一主機做頻寬管理裂制，配用 Layer
7 Application Filter 更可針對 P2P 軟體 (BT 和 eMule) 做管控。目前
PowerStation Smart QoS 主機政策提供如下功能：
 排除-靜態規則：可以快速排除某些不需要頻寬控管的主機/網段
 P2P-靜態規則：可以快速針對主機/網段做 P2P 總頻寬限制管理
 靜態-靜態規則：可以快速針對來源主機和服務做總頻寬的管理限制
 動態比對政策：可以快速針對主機做動態頻寬管理

圖 10-31
如圖 10-31，Smart QoS 主機政策操作規則判斷比對順序為：[排除-靜態規則]
→[P2P-靜態規則] → [靜態-靜態規則] → [動態比對政策]
 若在 [排除-靜態規則] 排除對 A 主機的頻寬控管，由於規則比對順序
的關係，所以在 [靜態-靜態規則] 或是 [動態比對政策] 設定 A 主機


的頻寬管控是沒有做用的
而若在 [靜態-靜態規則] 設定 A 主機的 HTTP 總下載頻寬 (Rx) 2
Mbps，但在 [動態比對政策] 設定 A 主機的總下載頻寬 (Rx) 為 1
Mbps，由於規則比對順序的關係，所以 A 主機的 HTTP 下載頻寬仍
為 2 Mbps，但 POP3 的頻寬則不會超過 1 Mbps，因為不在 [靜態-靜
態規則] 的設定裡，所以接著比對 [動態比對政策]

10-3-0 開啟主機政策
點擊 [Smart QoS] →[Parameters]

圖 10-32
表 10-9
欄位

說明

QoS Triggered Threshold

QoS – Host-Policy 啟動基準值

◎ 啟動基準值：當連線傳輸量到達一定的門檻值時才會啟動 Smart QoS 頻寬管
理，需注意的是，[主機政策] 的啟動基準值為在此設定

10-3-1 排除靜態規則
1.

點擊 [Smart QoS] → [Host-Policy] → [Bypass List]

圖 10-33
表 10-10
欄位

說明

Source

封包資料的來源主機

Destination

封包資料的目的地主機

Service

所使用的服務

Bandwidth Rule

因為是排除靜態規則，所以這裡永遠都是 “NO”

Bi-Direction

是否開啟雙向偵測，勾選此選項時,系統會自動新增一條
規則，互換原本規則的 “連線來源位址” 及 “連線目的
位址”，以及互換 Tx 和 Rx 的頻寬限制，由於排除靜
態規則無頻寬管理規則，因此互換的只有 “連線來源位
址” 及 “連線目的位址”

2.

設定完畢請點擊 [OK] 以完成設定

◎ 若要看到詳細資訊，可點擊

以查看

以圖 10-34 所設定的規則來說：



規則 1 為 [來源主機] 192.168.2.0/24 到所有的 [目的地主機]，全部服
務都不做 QoS 頻寬限制
規則 2 為 [來源主機] 192.168.3.0/24 到所有的 [目的地主機]，HTTP
服務不做 QoS 頻寬限制

圖 10-34

[排除靜態規則] 雙向檢查說明
如圖 10-35 範例來說明 [排除靜態規則] 雙向檢查，規則如下：
 來源主機：A
 目的地主機：B
 服務為：HTTP
 頻寬限制：Tx/Rx → 沒有限制，因為 [排除靜態規則] 無頻寬限制
 雙向檢查：Yes
當有選 ”雙向檢查” 時，系統內部會將規則轉換成二條，將 [來源主機] 和 [目
的地主機] 互換，規則分別為:
 [來源主機] A，[目的地主機] B，[服務] 為 ALL，[頻寬限制 Tx/Rx] →
沒有限制


[來源主機] B，[目的地主機] A，[服務] 為 ALL，[頻寬限制 Tx/Rx] →
沒有限制

需注意的是，如果 [服務] 為 ALL，則雙向檢查欄位沒有效用，如圖 10-35，若
[服務] 為 ALL 的話：
 第二條規則：B 對 A 的傳送 (Tx) = A 對 B 的接收 (Rx)
 第二條規則：B 對 A 的接收 (Rx) = A 對 B 的傳送 (Tx)
因此第二條規則永遠不會被比對到

圖 10-35

10-3-2 P2P-靜態規則
1.

點擊 [Smart QoS] → [Host-Policy] → [Application Layer]

圖 10-36
表 10-11
欄位

說明

Source

連線來源主機

Destination

連線目的地主機，在此都為 ALL

Service

目前 PowerStation 支援的協定為：


BT



eDonkey



Fasttrack



FTP



GetRight-HTTP



Gnutella



Xunlei(HTTP)



Xunlei(P2P)



YouTub Videoe

頻寬管理規則，可分別設定 Tx/Rx (傳送/接收)

Bandwidth Rule

的 Max/Min (最大頻寬/最小保證頻寬)
雙向檢查，此欄位在此無法勾選

Bi-Direction

2.

設定完成請點擊 [OK] 以完成設定

◎ 若要看到詳細資訊，可點擊

以查看

如圖 10-37，為 [來源主機] 為 192.168.2.0/24 的所有主機到任何地方的 BT 服
務所能使用的總頻，最大上傳 (Tx) 為 50 Kbps，最大下載 (Rx) 為 200 Kbps，
且上傳與下載的最小保證頻寬為 10 Kbps

圖 10-37

10-3-3 靜態-靜態規則
[靜態-靜態規則] 可以快速針對 [來源主機] / [目的主機] / [服務] 執行全域總頻
寬限制管理，也就是說，不管所設定的主機裡有多少台電腦，將共用所設定之最
大頻寬
1.

點擊

[Smart QoS] → [Host-Policy] → [General Limit]

圖 10-38
表 10-12
欄位

說明

Source

封包資料的來源主機

Destination

封包資料的目的地主機

Service

服務

Bandwidth Rule

頻寬管理規則，可分別設定 Tx/Rx (傳送/接收)
的 Max/Min (最大頻寬/最小保證頻寬)
雙向檢查，勾選此選項時,系統會自動新增一條

Bi-Direction

規則，互換原本規則的 ”連線來源位址” 及
“連線目的位址” ，以及互換 Tx 和 Rx 的頻
寬限制

2.

設定完成請點擊 [OK] 以完成設定

◎ 若要看到詳細資訊，可點擊

以查看

以圖 10-39 來說，表示所有 [來源主機] 為 192.168.x.x，到 [目的地主機] ALL
(表示任何地方) 的 MSN 服務。全部能夠使用的最大總頻寬上傳/下載 (Tx/Rx)
為 512/512 Kbps，且最小保證頻寬為 5 Kbps。也就是說，只要有一台主機的頻
寬使用達到 400 Kbps，其它主機的可用頻寬將剩餘 112 Kbps。

圖 10-39

[靜態-靜態規則] 雙向檢查說明
如圖 10-40 範例來說明 [靜態-靜態規則] 雙向檢查，規則如下：
 來源主機：A
 目的地主機：B
 服務為：HTTP
 頻寬限制：Tx/Rx 為 100/50 Kbps (最大頻寬)
 雙向檢查：Yes
當有選 ”雙向檢查” 時，系統內部會將規則轉換成二條，將 [來源主機] 和 [目
的地主機] 互換，規則分別為:
 [來源主機] A，[目的地主機] B，[服務] 為 HTTP，[頻寬限制 Tx/Rx] →


100/50 Kbps
[來源主機] B，[目的地主機] A，[服務] 為 HTTP，[頻寬限制 Tx/Rx] →
50/100 Kbps

需注意的是，如果 [服務] 為 ALL，則雙向檢查欄位沒有效用，如圖 10-40，若
[服務] 為 ALL 的話：
 第二條規則：B 對 A 的傳送 (Tx) = A 對 B 的接收 (Rx)
 第二條規則：B 對 A 的接收 (Rx) = A 對 B 的傳送 (Tx)
因此第二條規則永遠不會被比對到

圖 10-40

[靜態-靜態] 規則注意事項
而如圖 10-41，需注意的是 [靜態-靜態] 規則只限制該群組中之主機所能使用的
頻寬上限，但不是說每台主機都能平均共享該頻寬限制。若有些主機建立許多連
線數 (如 P2P 或其它檔案傳輸工具)，則可能會獲得比其它主機還要多的頻寬

圖 10-41

10-3-4 動態比對政策
[動態比對政策] 會動態不斷找出目前網路上的每一台主機，給予每一台主機各
自的頻寬使用政策
1.

點擊

[Smart QoS] → [Host-Policy] →Dynamic Tracking]

圖 10-42
表 10-13
欄位

說明

Source

封包資料的來源主機

Destination

封包資料的目的地主機，在此都為 ALL

Service

服務，在此都為 ALL

Bandwidth Rule

頻寬管理規則，可分別設定 Tx/Rx (傳送/接收)
的 Max/Min (最大頻寬/最小保證頻寬)
雙向檢查，此欄位在此無法勾選

Bi-Direction

2.

設定完成請點擊 [OK] 以完成設定

◎ 若要看到詳細資訊，可點擊

以查看

如圖 10-43，只要有任何主機是屬於 192.168.6.x 這個網段，每個單一主機所能
使用最大上傳/下載 (Tx/Rx) 頻寬為 350/350 Kbps，保證頻寬為 5 Kbps
(Tx/Rx)。與 [靜態-靜態規則] 不同的是，[動態比對政策] 是針對每一台主機給
予各自的頻寬政策，而非共享同一頻寬

圖 10-43

[靜態-靜態規則] 與 [動態比對政策] 比較
如圖 10- 44，比較 [靜態-靜態規則] 與 [動態比對政策]：
 [靜態-靜態規則]：PowerStation 限制所有來源主機共享所限制的頻寬，系統
不會去偵測每一台來源主機最多可以使用多少頻寬
以規則來說：
 來源主機：192.168.2.0/24
 目的地主機：ALL
 服務：ALL
 頻寬限制：Tx/Rx → 350/150 (最大頻寬)
意思為：來源主機為 192.168.2.0/24 的所有主機將共享最大頻寬 Tx/Rx →
350/150 Kbps，如果有一台主機 192.168.2.18 頻寬使用 Tx/Rx → 300/100 Kbps，
則其它主機可用的頻寬只有 Tx/Rx → 50/50 Kbps


[動態比對政策]：PowerStation 會動態不斷找出目前網路上的每一台主機，

給予每一台主機各自的頻寬使用政策
以規則來說：
 來源主機：192.168.2.0/24
 目的地主機：ALL
 服務：ALL
 頻寬限制：Tx/Rx → 350/150 (最大頻寬)
意思為：來源主機為 192.168.2.0/24 的每一台主機所能個別使用的最大頻寬為
Tx/Rx → 350/150 Kbps，也就是說，假設主機 192.168.2.18 頻寬使用量已達
Tx/Rx → 300/100 Kbps，也不影響到其它主機的頻寬使用

圖 10-44

如圖 10-45，雖然 [靜態-靜態規則] 也可以限定每台主機所能使用的頻寬，但若
位址空間過大的話 (如 192.168.0.0/16 包含超過 65,000 可用之 IP 位址) ，要
一個一個 IP 來設定的話將會非常的麻煩，因此建議以動態政策來做設定

圖 10-45

10-3-5 設定主機政策注意事項
如圖 10-46，PowerStation 若位於 Router 與 Firewall (Firewall 有啟動 NAT 功
能) 中間，PowerStation 只能看到 Firewall 的 WAN IP 位址，而無法看到 LAN
主機的真正位址。因此如果 PowerStation 是要當頻寬管理器使用時，請把
PowerStation 放在 Firewall 與 LAN 主機群的中間
而需注意的是，Smart QoS 的效能決定於：
 目前連線/主機的數目
 [主機政策] → [動態比對政策] 的規則數目
 線路/網卡數目
調整效能的方法有：



升級 PowerStation 硬體規格
簡化 [主機政策] → [動態比對政策] 規則



提高 [啟動基準值] 如 1MBye

圖 10-46

10-4 頻寬使用狀態
PowerStation Smart QoS 流量頻寬統計，可以分為
 QoS 頻寬限制
顯示被 [連線政策] 或 [主機政策] 所控管的 主機/連線 頻寬資訊
 Top N 排行榜
依照每台主機/服務的 “頻寬傳輸量” 作排行
 主機狀態頻寬
顯示每台主機的 “傳輸資訊” (傳輸量、傳輸速度)、 “即時連線追蹤” 和
“QoS 連線追蹤”
 服務狀態頻寬
顯示每種 “服務” 所使用的 “傳輸量” 和 “傳輸速度”


連線頻寬狀態
顯示每台主機的 “連線追蹤” (協定、來源、來源埠、目的、目的埠) 和
“傳輸資訊” (傳輸量、傳輸速度)

10-4-1 流量報表設定
1.

點擊 [Parameters] → [Traffic Report]

圖 10-47
2.

設定完畢請點擊 [OK] 以完成設定
表 10-14

欄位

說明

Host Analysis

[主機頻寬狀態]，主機頻寬是針對每一台主機的頻寬使用量去
做統計

Connection Analysis

[連線頻寬狀態]，連線頻寬是針對每一條連線的頻寬使用量去
做統計，網路服務相關的圖表也是使用連線頻寬資料

Application Analysis

[應用協定分析]，使用特徵值比對封包，直接應用協定作統計

Link Traffic Analysis

[線路流量分析]，針對每一條 WAN 線路的頻寬使用量去做統
計

Triggered Threshold

[啟動基準值]，當主機連線傳輸量到達一定的門檻值時才會啟
動 Smart QoS 頻寬管理及流量統計

Hosts of Traffic Accounting

[流量計數主機]，設定所要統計頻寬流量的主機 (請注意，設
定頻寬統計十分消耗系統資源，因此建議只針對重要的主機做
流量統計)


私有位址主機：所有來源主機位址是位於私有位址
(Private Address)網段， 例如：(10.0.0.0/8，
172.12.0.0/12，192.168.0.0/16)



鄰近網路介面主機：與 PowerStation 網卡相鄰網段
的主機



其他網際網路主機：除了 “私有位址主機” 及 “鄰
近網路介面主機” 的所有位址 (開啟此選項就是統
計所有的主機，建議不要開啟)



自訂主機範圍：可以自訂所要顯示的流量計數主
機，填寫格式為：“網路位址/遮罩位元”，如:
61.40.23.0/24

Hosts of MRTG Charts

[資料傳輸圖表 (MRTG Charts)]，如果要作長時間 (日、週、
月、年) 的流量統計 (MRTG 圖)，則在此輸入需要做長時間
流量統計的主機，目前 PowerStation 只支援單一主機格式
(192.168.1.1)，不支援網段格式 (如 192.168.1.0/24)

◎ PowerStation 在統計主機流量計數時會消耗系統相當多的資源，建議在設定
[流量計數主機] 時，不要開啟 “其他網際網路主機”，避免大量增加系統
負載
◎ 除了在 [資料傳輸圖表] 加入要作長時間的流量統計的主機，也可以在 [主機
狀態頻寬] 直接加入清單中，如下圖的
按紐，而
按紐則是從清單中

移除此要作長時間的流量統計的主機

圖 10-48

10-4-2 QoS 頻寬限制
1.

點擊 [Traffic Report] → [Dynamic Qos Tracking]

圖 10-49
表 10-15
欄位

說明

Host

[主機]，為有被 “主機政策” 規則限制的主機，IP 資訊
右邊小圖示可以顯示該主機的即時傳輸流量圖

Rule Limit (Kbps)

[頻寬規則 (Kbps)]，顯示該台主機被哪條規則所限制
住，被限制的 Tx/ Rx 最大值和最小值

Traffic Info (Kbps)

[傳輸資訊 (Kbps)]，顯示該台主機即時的 Tx/Rx 傳輸
流量

◎ 圖 10-49 為使用 [主機政策] 所顯示的頻寬限制資訊
◎ 點擊

可顯示該主機的即時傳輸流量圖

圖 10-50
如圖 10-51，為使用 [連線政策] 所顯示的頻寬限制資訊

圖 10-51
表 10-16
欄位

說明

Connection Tracking

被追蹤的連線資訊，包含所使用的協定、來源位址、來
源埠、目的位址、目的埠

Bandwidth Limit (Kbps)

頻寬限制資訊，依據 [連線政策] 所設定的規則，分別
列出總頻寬 (Rx、Tx)、單一來源主機 (Rx、Tx)、單一
連線 (Rx、Tx) 的最大傳輸速率

Interfaces

連線的流入 (Inbound)、流出 (Outbound) 網路介面

Traffic Info

顯示連線的傳輸總量及即時的 Tx/Rx 傳輸流量

10-4-3 Top N 排行榜
1.

點擊

[Traffic Report] → [Top N List]

圖 10-52
表 10-17
欄位

說明

Host Status

[主機頻寬狀態]，可分別點擊

、

、

，以顯示

該主機之即時圖表
Traffic Info

[傳輸資訊]，可顯示該主機之總傳輸量 (Tx/Rx Bytes)、
總傳輸封包 (Tx/Rx Packets)、平均傳輸速度 (Tx/Rx
bps)、平均封包傳輸速度 (Tx/Rx pps)

◎ 點擊有底線之欄位可依該欄位資料做排序，以方便查看資料，且圖表也會依
排序之結果重新顯示
◎ 點擊

可顯示該主機的即時傳輸流量圖

圖 10-53
◎ 點擊
可顯示該主機的即時傳輸資訊，以協定及所使用的埠 (port) 做為連
線追蹤，並可以圓餅圖及長條圖顯示

圖 10-54
◎ 點擊
可顯示主機的即時詳細傳輸資訊，共分為 From Me (以該主機做為
來源位址)、To Me (以該主機做為目的位址) 及 From/To Me (顯示全部資訊)

圖 10-55

如圖 10-52，[Top N 排行榜] 會列出符合流量計數政策 (主機政策) 的 主機/服
務 流量圖
[Top] 類別：
 Hosts (主機)

圖 10-56


Services (服務)

圖 10-57

[Graph Type] 圖表：


Pie Chart (圓餅圖)

圖 10-58


Bar Chart (長條圖)

圖 10-59
[Data Type] 資料類別：



圓餅圖：分為 Tx Total Bytes、Rx Total Bytes、Tx Total Packets、Rx Total
Packets、Tx Rate、Rx Rate、Tx Packet Rate、Rx Packet Rate
長條圖：分為 Tx/Rx Total Bytes、Tx/Rx Total Packets、Tx/Rx Rate、Tx/Rx

Packet Rate
[Top N Hosts]：預設顯示 10 筆主機記錄，PowerStation 會將頻寬使用最多的前
10 台主機，顯示出這些主機群的頻寬使用資源

10-4-4 主機頻寬狀態
1.

點擊 [Traffic Report] → [Host Analysis]

圖 10-60

表 10-18
欄位

說明

Host Status

[主機頻寬狀態]，可分別點擊

、

、

，以顯示

該主機之即時圖表，而若有點擊

加入做為長時間流

量統計的主機，則會多出現一個

以顯示日、週、月、

年的統計圖表


：顯示該台主機的即時傳輸速率圖



：顯示該台主機的 MRTG 圖，可依照日、
週、月、年 顯示



：顯示該台主機所有相關的 [QoS 連線
表]


Traffic Info

：顯示該台主機的 [即時連線表]

[傳輸資訊]，可顯示該主機之總傳輸量 (Tx/Rx Bytes)、
平均傳輸速度 (Tx/Rx bps)

F/W Connections List

QoS Connections

[即時連線追蹤]，顯示該主機所有的連線數


Total：總連線數



TCP：總 TCP 連線數



UDP：總 UDP 連線數



ICMP：總 ICMP 封包數

[QoS 連線追蹤]，列出目前有受到流量統計的連線數，
[連線頻寬狀態] 需啟用


Total：總連線數



TCP：總 TCP 連線數



UDP：總 UDP 連線數

◎ 點擊有底線之欄位可依該欄位資料做排序，以方便查看資料
◎ 一般來說，[即時連線追蹤] 的連線數目會多於 [QoS 連線追蹤] 的連線數
◎ 除了在 [資料傳輸圖表] 加入要作長時間的流量統計的主機，也可以在 [主機
狀態頻寬] 直接加入清單中，如下圖的
按紐，而
按紐則是從清單中
移除此要作長時間的流量統計的主機
◎

：顯示該台主機的即時傳輸速率圖

表 10-61

◎

：顯示該台主機的 MRTG 圖，可依照日、週、月、年 顯示

圖 10-62
◎

：顯示該台主機所有相關的 [QoS 連線表]

圖 10-63
◎

：顯示該台主機的 [即時連線表]

圖 10-64

10-4-5 服務頻寬狀態
1.

點擊[Traffic Report] → [Service Status]

圖 10-65
表 10-19
欄位

說明

Connection Tracking

[連線追蹤]，可分別點擊

、

，以顯示該服務之

即時圖表

Traffic Info



Proto：所使用之通訊協定 (TCP 或 UDP)



dport：目的埠



：顯示該服務之即時連線傳輸流量表



：顯示該服務之詳細連線傳輸表

[傳輸資訊]，可顯示該服務之總傳輸量 (Tx/Rx Bytes)、
平均傳輸速度 (Tx/Rx bps)

◎ 點擊

顯示該服務之即時連線傳輸流量表

圖 10-66
◎ 點擊

顯示該服務之詳細連線傳輸表

圖 10-67

10-4-6 連線頻寬狀態
1.

點擊[Traffic Report] → [Connection Analysis]

圖 10-68
表 10-20
欄位

說明

Connection Tracking

[連線追蹤]，可分別點擊

、

，以顯示該服務之

即時圖表


Proto：所使用之通訊協定 (TCP 或 UDP)



Source：連線來源主機



sport：來源埠



Destination：連線目的主機



dport：目的埠


Traffic Info

：顯示該連線之即時單一連線傳輸速率圖

[傳輸資訊]，可顯示該服務之總傳輸量 (Tx/Rx Bytes)、
平均傳輸速度 (Tx/Rx bps)

◎ 點擊

顯示該連線之即時單一連線傳輸速率圖

圖 10-69
Application Analys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