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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對網路定時進行效能量測，是偵知網路品質
改變，幫助釐清網路障礙發生位置，使故障得以
迅速排除的重要機制。然而由於機制的差異，不
同量測方式雖然原理看似類似，但其特性及適用
時機卻迥然有異。本研究以 TWAREN 實地佈建量
測系統的經驗，針對使用路由器的 Router based 量
測，以及使用量測伺服器構成的 Server based 量測
進行特性比較。並以網路量測的觀點，探討
TWAREN 升級為100G 骨幹後的效能變化。
關鍵詞：網路效能量測、100G 骨幹

Abstract
Network measurement is an important
mechanism to detect and locate the network anomaly,
which is the key to quickly rectify the problem and
maintain the quality of the network. Router based and
server based measurements are both available on the
TWAREN backbone. While similar in many ways,
they exhibit very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and
capabilities. Based on our real experience,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measurement
mechanism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TWAREN
100G backbone is also investigated in the network
measurement perspective.
Keywords: Network measurement, TWAREN 100G,
Router based, Server based, perfSONAR

1. 前言
由於設備故障、接頭老化、管溝施工等眾多
物理性因素，甚至是人為設定失誤、網路攻擊等
人為因素影響，一個網路在建置完成之後，品質
隨時都在變化。為了在第一時間發現網路問題，
進行修護，以確保最佳的網路品質，網路效能量
測是網路維運中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環。
國家高品質學術研究網路 (Taiwan Advanced
Research and Education Network; TWAREN)[1] 在建
立之初即使用各節點的路由器兩兩互 Ping 進行監
控。自 perfSONAR[2]監控平台建置完成後，亦將
此系統之量測結果整合至網管中心 (NOC)[3] 之同
一資料庫進行追蹤、告警及故障位置查找之用。

由於此二系統以不同機制對同樣的 TWAREN 骨幹
線段進行量測，在實際使用一段時間之後，其特
性的差異及對網路故障的不同偵測能力，頗有值
得研究比較之處。此二系統之說明及其量測結果
比較分述於後。
TWAREN 於2016上半年度完成100G 骨幹之建
置。為維持現有服務不中斷，分別於5-6月及7-8月
進行多階段的移轉作業。在移轉前後之效能量測
結果亦反映了100G 骨幹與升級前的特性差異，將
於後文進行分析與探討。

1.1 Router based 網路量測
早在 TWAREN 建立之初，即使用4個核心節
點及各 GigaPOP 節點之路由器內建的 Ping 功能，
進行兩兩對測，並將結果寫入 NOC 的網路監控資
料庫中。量測的結果會自動製表供一、二線網管
人員查閱。當封包遺失值超過預先設定的門檻值
時，即啟動現有的告警機制，使網管人員能迅速
進行故障查修。

1.2 Server based 網路量測
Server based 網路量測則為將安裝 perfSONAR
工具程式的伺服器安裝至 TWAREN 各核心節點及
各 GigaPOP 節點，直接接於骨幹路由器之下。由
各台伺服器通 過 TWAREN 骨幹網路彼 此 Fully
mesh 互相進行量測。量測項目包含 ping (來回延遲
時間)、One Way ping[4] (取得單向封包遺失率)，
必要時亦可進行頻寬量測。為了使 One Way ping
能得到正確的單向封包延遲時間值，各台伺服器
需經由 NTP[5]網路校時的方式，維持各台伺服器
時間一致。Server based 網路量測的結果預設會自
動儲存在各個 perfSONAR 的量測資料庫 (MA) 中。
之後以自行開發的程式每5分鐘向各台伺服器索取
最新量測結果的方式將量測結果集中，並修正為
NOC 監控及告警所需的格式後統一寫入 NOC 網路
監控資料庫中。
兩種量測方式所量測的端點及途經的骨幹路
段相同，但由於量測使用的設備及機制不同，因
此兩種量測呈現出的結果反應了不同的特性。

2. 量測方式特性比較

Router based 網路量測及 Server based 網路量
測由於方式的不同，其特性可見以下差異：

2.1 Router based 網路量測可用度較高
由於網路完成建置的同時，各地的 Router 皆
已備妥，因此使用 Router 進行網路量測不需要額
外的設備。且由於 Router 一般皆全時運作，需要
的維護較一般伺服器少且可事先預期，因此量測
的結果產生較為連續且穩定。
Server 端的 perfSONAR 量測系統需要事先預
裝，且為了安全考量，作業系統及 perfSONAR 程
式本身均需隨時進行升級。若 perfSONAR 升級後
的資料儲存及輸出格式改變，更需費時修正讀取
程式加以對應，因此 Server based 的網路量測一般
可用率較低。

2.5 TWAREN 量測結果觀察及比較
為了將 Router based 及 Server based 量測方式
進行比較，我們將兩種量測方式所測得的
TWAREN 各點兩兩間日平均封包遺失率數據繪製
為3D 曲面圖。各圖左半邊為 Router based 量測結
果，右半邊為 Server based 量測結果。圖中 Y 軸
(高度)為封包遺失率 (Packet Loss Rate; PLR)。兩種
量測方式雖不相同，量測時間亦並非完全一致，
但含蓋時間均為選定日期的全日。選取具代表性
的日期比較如下。

2.2 Server based 網路量測結果較接近使用者
感受
由於 Cisco Router 的設計，會在設備忙碌時專
注於封包 Forwarding，優先忽略回應 ICMP。因此
Router 間互 ping 易受 Router 負載影響，在網路仍
然順暢，客戶端體驗正常時，即有可能在量測結
果中出現封包遺失。易高估網路封包遺失率，也
可能誤導網路品質的判斷結果。
Server 間的量測封包對於 Router 來說屬於使
用者封包，優先權與一般訊務相同。因此量測封
包是否遺失或被主動丟棄，可以等量反應正常訊
務流經相同路段時的狀況。量測的結果一般較貼
近使用者的感受，更能反映客戶端實際的網路品
質。

2.3 Server based 網路量測類型較多元
perfSONAR 除了一般的 ping 之外，還支援
One Way ping，能夠反映網路單向的品質，更有利
於網路單邊障礙，例如接頭鬆脫、GBIC/SFP+模組
故障的位置確認。有必要時亦可進行定時頻寬量
測。Router based 量測則僅能進行 ping 網路測試。

2.4 Server based 網路量測精度較高
Server 端目前為每5分鐘進行一次量測。每次
量測時送出的 ICMP 封包數量較多且密集，因此在
封包遺失率等資料在平均後可以提供精度更高 (小
數下更多位) 的數值。
Router based 量測則僅由 Router 在進行 ping
測試後提供通或不通的結果，在寫入資料庫後，
事後由程式對較大的時間範圍區間進行統計及平
均，求得封包遺失數值。因此實際 ICMP 取樣數較
少，求得的數值精度更低。為取得足夠的資訊求
得可靠的數值，需要的間隔較長，反應速度易受
限制。

圖1 TWAREN 骨幹封包遺失率比較圖 (5/25)
圖一呈現2016/5/25的平均封包遺失率。圖中
右側的 Server based 量測結果，各點間封包遺失率
均為 0。左側的 Router based 量測則在暨南大學
(NCNU) 出現封包遺失率高峰。由於 Router based
量測所使用的 ping 為去回雙向量測，若封包遺失
是由於線路因素引起，則應該在圖中相對於
NCNU 的直向及橫向均形成高峰 (即暨南大學對各
校、及各校對暨南大學應測得相近的封包遺失結
果)。然而圖中僅中正大學 (CCU) 雙向對稱出現微
幅封包遺失，曁南大學僅單向出現高峰。
由於網路量測的主要目的是測試線路品質。
兩種量測方法含蓋期間相同 (均為當天全日)，只要
其中之一呈現封包遺失率為0，即足以證明該線段
網路品質良好。此例中 Server based 量測結果為0，
即足以證明此日 Router based 量測所呈現的暨南大
學及中正大學之封包遺失率上升均非線路品質因
素。事後證實此段期間暨南大學 Router CPU 飆高，
應為 Router 在負載較重的情況下減少回應 ICMP
Echo Request，被量測方判定為封包遺失之故。

圖2 TWAREN 骨幹封包遺失率比較圖 (5/31)
2016/5/31的結果呈現，台北主節點 (TP)、中
研院 (ASCC)、宜蘭大學 (NIU)、東華大學 (NDHU)
及中興大學 (NCHU) 在兩種量測方式中均有大致
等量的封包遺失率上升現象。但在 Router based 量
測中另有台大 (NTU)及暨南大學產生更高的高峰。
由於此兩間學校在 Server based 量測並無封包遺失
現象，根據前述「只要其中一種方法封包遺失率
為0，即證實線路品質良好」原則，台大及曁大的
封包遺失高峰均非因為線路品質因素引起。

圖4 TWAREN 骨幹封包遺失率比較圖 (6/4)
2016/6/4 的 Server based 量 測 僅 清 華 大 學
(NTHU) 對 部 份 學 校 單 向 出 現 封 包 遺 失 。 由 於
Server based 量測使用 One Way ping 的結果計算封
包遺失率，雙向為獨立量測，互不影響。此例中
清大傳送端並無封包遺失，僅在接收端對部份學
校出現封包遺失。Router based 量測則除了清大出
現較高封包遺失外，中正大學、暨大、交通大學
(NCTU)、中央大學均出現 Server based 量測所沒
有的小幅封包遺失現象。

圖3 TWAREN 骨幹封包遺失率比較圖 (6/2)
2016/6/2 的 例 子 中 ， 東 華 大 學 、 中 山 大 學
(NSYSU)、及中央大學 (NCU) 的封包遺失率在兩
種量測方式中大致相同。但 Router based 量測多了
暨大及中正大學的封包遺失現象。基於前述原則，
由於此一現象在 Server based 量測中並無出現，因
此可判定為非線路品質因素引起。

圖5 TWAREN 骨幹封包遺失率比較圖 (6/23)
2016/6/23的 Router based 量測結果中，中正大
學、暨大、清大、交大、中央大學等多所學校封
包遺失率均超過1%，最高者甚至超過1.4%。但若
對照右側的 Server based 量測結果，上述學校線路
品質均甚佳，無任何封包遺失。僅新竹主節點傳
送端單向出現0.18%封包遺失，此部份與 Router
based 量測結果吻合。比較兩者後可以發現，僅新
竹主節點的線路品質可稍注意，而此一事實卻被
其他學校非線路品質所致的高量封包遺失現象所
掩蓋，單以 Router based 量測結果難以反映出來。

圖6 TWAREN 骨幹封包遺失率比較圖 (7/3)
時序進入7月，TWAREN 100G 設備均正式上
線後，可從圖6觀察出，各段線路品質均甚良好穩
定。Server based 量測幾乎沒有偵側到任何封包遺
失，而 Router based 量測亦僅在少數學校觀到非常
輕微的 (<0.01%) 封包遺失現象。顯示線路品質良
好。

2.6 量測方式差異分析
Router based 量測所進行的是一般 Two Way
ping，因此理論上 A 點對 B 點量測所得的結果應
與 B 點對 A 點量測的結果相似 (僅量測進行的時間
不一定相同)。但實務上觀察量測的結果，兩個量
測方向所取得的結果往往有相當的差異，反映
Router 量測的其中一個弱點就是量測的結果往往受
到 Router 本身的特性及當時的負載狀況的影響，
因此得自不同 Router 的量測結果較難直接比較。
但由於只要有其中一個量測方向呈現良好的結果，
就足以證明途經線路及兩端設備工作正常，因此
同時對比雙向的量測結果即可排除其中一向的
False Alarm。
Server based 量測所產生的封包遺失率資訊得
自於 One Way ping，因此兩個量測方向所代表的
含意不同。從 TWAREN 實際結果觀察，大多數的
封包微量遺失都僅發生在其中一個單向上，因此
Server based 量測的結果對於故障位置的判定具備
相當的參考價值。但由於 Server based 量測所呈現
的數值精度較高，少量封包遺失即會反映在量測
的數值上，因此較易受到其他環境因素的影響。
大多數的微量封包遺失現象往往在隔天後即自動
恢復正常，因此需要訂立適當的維護反應門檻，
以免形成 False Alarm。
經過交叉比對這兩種量測方法所產生的
TWAREN 骨幹量測結果，可以發現在沒有重大網
路障礙狀況發生的情況下，Router 及 Server 量測
產生的結果頗為不同。Router based 的量測基本上
完全含蓋 Server based 量測的結果，但受到 Router

CPU 負載或其他因素影響，Router 在某些情況會
減少或停止回應針對本身的 ICMP Echo Request 封
包，使量測方因為並未收到 ICMP Echo Reply 而判
定封包遺失。因此往往在日平均統計結果中會多
出許多封包遺失的現象。由於此類封包遺失的平
均值往往較實質線路品質因素產生的封包遺失率
要高，等於來自設備因素所致的封包遺失現象往
往掩蓋了對線路品質現況的觀察。
由於 Router CPU 的飆高往往與遭受網路攻擊、
路由表空間用盡或網路設定錯誤相關，同樣為網
管中心人員必須關注追蹤並解決的問題。因此
Router based 量測及 Server based 量測結果的互相
對照便呈現高度的的價值。Server based 的量測反
映實際使用者可得的線路品質，其結果較貼近使
用者的觀感。而藉由比較 Server based 的量測結果，
即可區分 Router based 量測所出現的封包遺失現象
究竟來自線路品質問題或是設備負載問題，因而
能早期縮小問題範圍，提高故障查修效率。此外
由於 Server based 量測較能反映使用者實際使用網
路的感受，在評估網路品質、計算網路可用率時，
較能避免高估網路品質障礙，較客觀的呈現實際
網路可用性。
此外在網路高度壅塞時，由於封包隨機遺失
的情形會隨之增加，兩種量測方式均會呈現封包
遺 失 率 飆 高 的 現 象 。 此 時尚 需 同 時 參 考 Router
CPU 數據及網路流量現況，才能進一步區分是否
真的有線路品質問題產生。
Server based 量測除了提供封包遺失率的測量
之外，亦可提供單向、雙向延遲時間的歷史資料，
並藉由 perfSONAR 內建的網頁介面提供簡便的查
詢畫面。在發現問題需要進一步釐清時可提供進
一步的資料。如圖7、圖8所示。

圖 9 TWAREN 升級前骨幹架構

圖7 TWAREN 封包遺失 Dashboard 介面

在升級為 100G 骨幹後，TWAREN 的 Layer 3
架構如圖 10 所示。四個核心節點間的線路升級為
100G，基本架構不變。但各 GigaPOP 節點則各以
50G 頻寬連向兩個不同的核心節點，以達到最高的
網路可用率。

圖8 TWAREN 單雙向延遲時間圖 (月檢視，台北主
節點至中央大學)

3. Server-Mode 骨幹轉移效能比較
3.1 TWAREN 新舊骨幹架構比較
TWAREN 原有骨幹架構如圖 9 所示。四個核
心節點彼此以兩條 10G 線路相連，各個 GigaPOP
節點則以一條 10G 線路做為 uplink 與其中一個核
心節點相連。為了提高整體骨幹的可靠度，各
GigaPOP 節點另以一條線路連向附近 GigaPOP 形
成外環，提供額外的線路保護。

圖10 TWAREN 新骨幹 Layer3架構圖
若從底層架構來看，各 GigaPOP 連向核心節
點的 50G 線路又是由 5 條 10G 線路建立 Port
Channel 的方式合併頻寬而成。為了減少單點故障
造成的影響，各條 10G 線路實際上繞行不同路徑，
或是途經其他 GigaPOP 節點才到達核心節點，實
際訊號路徑長度各異，因此各段 Layer 3 邏輯線路
所量測得到的封包延遲時間與節點間的直線地圖
距離並不一定成比例。

3.2 100G 骨幹移轉前後效能比較

TWAREN 骨幹從五月底陸續進行「教育學術
研究骨幹網路頻寬效能提升計畫」之 TWAREN
100G 新、舊骨幹網路電路第一階段移轉作業[6]。
第一階段轉移作業主要是將原有 TWAREN VLPS
VPN 共用骨幹轉移至 TWAREN 100G 新骨幹，但
由於 TWAREN VLPS VPN 屬於 Layer2 網路架構，
而 TWAREN 100G 新骨幹主要是 Layer3 架構，因
此在尚未完全轉移至 Layer3 架構前，轉移過度期
間會從各個 GigaPOP 機房內部之 Cisco 7609V 設備
建置數條 GE 或 10GE 線路至當地之 Cisco ASR 路
由器。在轉換期間我們透過 server-based 國內 16
台主機之兩兩互相監測，定期收集 240 筆資料。利
用 perfSONAR 量測系統，我們可以清楚記錄骨幹
網路架構轉移之切換點時間、網路延遲時間及封
包遺失率。圖 11 為我們整理骨幹轉移前後效能比
較資料，每一儲存表的上方資料為第一階段轉移
前的網路延遲時間，下方資料為轉移後的網路延
遲時間。以東華大學至中山大學為例，我們觀察
到從 6 月 1 日開始，這兩個 GigaPOP 間之網路延
遲 時 間 由 原 本 的 13.7ms 降 至 8.34ms ， 透 過
perfSONAR Dashboard[7]之頁面查詢 (圖 12)，亦可
透過圖型化歷史資料清楚的發現明顯的差距。由
於網路延遲時間與光所經過光纖的距離是成正比
的，經過分析後，原本東華大學至中山大學的封
包會經由台北、新竹、台南、中山等節點，光纖
所經過的距離較長；而新骨幹則是依據國網中心
設計之路由政策，所經過的節點為東華大學、台
南、中山大學，其光纖所經過的距離較短。另外
我們亦發現，交通大學至部分節點之網路延遲時
間有稍微變長之現象，後來經過分析，因為
TWAREN 新骨幹為增加網路可用率，透過「異地
雙中心」光傳輸架構，任一 GigaPOP 之路由器
Dual Homing 到兩個主節點的傳輸架構，使任一主
節點故障不影響 GigaPOP 連線。因此交通大學到
部分節點先經由台北主節點再到其他地方，與原
先經由新竹主節點再到其他地方之走法不一樣，
因此增加了部分的光纖距離長度。TWAREN 於 8
至 9 月份時會進行第二階段轉移，屆時我們亦將利
用 server-mode 之量測系統監控骨幹之效能數據，
確保網路品質。

圖11 網路效能轉移前後比較

圖12 東華大學至中山大學效能曲線圖

4. 結論
本研究以兩種機制類似、但方式不同的網路
效能量測方法實地對 TWAREN 骨幹進行量測並進
行 比 較 。 其 中 Router based 量 測 的 標 的 為
TWAREN 各節點路由器，而 Server based 的量測
標的則為直接連接於上述路由器的量測伺服器。
結果顯示兩種量測方式呈現相當不同的量測結果，
分別反映出網管人員在偵測及查修網路問題時所
需要的不同面向資訊。兩者可以互補不足，提供
網管人員最需要的即時網路狀態。
適逢 TWAREN 進行 100G 骨幹升級，連續量
測的結果忠實呈現出 100G 骨幹與舊有骨幹不同的
效能特性。100G 新骨幹所採用的雙核心節點連線
及同階層底層線路採用不同實體路徑的設計，在
大幅提高線路面對單點故障時的可用率之餘，也
帶給效能量測全新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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