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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anet Ethernet executive information system(EIS) traffic load 

摘要

(中) 

一個 Intranet 規劃者，在建置 Intranet 網路系統時，期能在最經濟的成本

下，建構企業的 Intranet 網路系統，目前許多企業為了提昇競爭力加入了

高階主管資訊系統，在網際網路風行之後，EIS 也使用 Web 的技術，而

成為 Web-based EIS。Web-based EIS 加入後形成了新的企業網路系統資訊

環境，此時就需詳細考量網路上的各種傳輸負載量、傳輸速率等問題。



因此，Ethernet 通道的通信傳輸量負載是企業網路效能的重要評估指標。

本研究目的在建立 Intranet 企業網路的實證模型，提供企業規劃者實務的

網路流量資料，主要觀察有二點：（1）Ethernet 通道的通信流量效能實

證模型，觀察 Ethernet 通道的通信事件傳送狀態、（2）Intranet 之網路使

用者的通信行為模型，觀察 Intranet 網路使用者(網路連線機台)的通信事

件行為。 在研究中以一石化業公司所蒐集的封包資料為分析依據，依研

究觀察主體分別得到以下的具體成果：（1）Ethernet 通道的通信事件發

生頻率，最高值為 180(次數／分)，資料長度 64 Bytes 佔全部系統傳送總

次數的 45.77%，最長的通信長度為 924Bytes，每日夜間時段皆會有

900Bytes 以上的資料長度產生，機台負載分佈數最高為 135 台，最大通信

負載率為 0.91。（2）Intranet 系統所有網路連線機台的通信事件發生頻率

最高為 193（次/分），資料長度最高為 2498Bytes。(3)WWW 通信事件之

平均長度為 7247 Bytes，最長為 54696Bytes，最短為 1933Bytes，1518Bytes

與 3036Bytes 佔全部通信長度的 83％，使用頻率最高為 198（次/分）。

（4）Intranet Web-based EIS 通信事件使用頻率最高值為 20(次數/分)，平

均長度集中在 400∼1000 Bytes 間最高為 9681Bytes，最低為 285Bytes，通

信傳送最大的負載率為 0.003，最小的負載率為 0.000001。（5）建立

Ethernet 通信事件發生頻率 λ 值之數學公式，發生頻率 λ 值的計算公式

為 λ=N/T，Intranet Web-based EIS 發生頻率 λweb 值的計算公式為

λweb= (Nmis +Nwww )/T，亦為 λweb=λmis+λwww，λmis 為原 Single 

MIS 模型之通信事件發生頻率，λwww 為 Internet WWW 之通信事件發生

頻率。（6）Complex Web 模型比原來 Single MIS 模型之通信事件總資

料長度增加 4.8 倍，平均通信事件資料長度增加 4.3 倍，由 199.53Bytes 增

加到 873.67Bytes。 本研究以實證分析為方法，並選定一企業做為實證研

究的依據，在研究中蒐集 Intranet 的實際資料流量，分析網路通道及網路

使用者的使用模型，伺服主機網路傳輸負載模型，以及模擬 Intranet Web-

based EIS 的行為，這些實證的資料可提供企業作為規劃 Intranet 網路架構

的重要參考工具。  

摘要

(英) 

When policy makers construct an Intranet network system, economics is usually 

one of the top priorities. To add a competitive edge, many enterprises include EIS 

in their Intranet systems. Since WWW is gaining popularity, EIS begins to employ 

Web technologies and becomes a Web-based EIS. This newly-formed Intranet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demands careful consideration of network issues such as 

traffic load and transfer rate, etc. Therefore, the traffic load in an Ethernet channel 

is an important assessment index of enterprise network efficacy. The purpose of 

this thesis is to establish a pragmatic model of Intranet enterprise network, and 

provide enterprise policy makers realistic network flow information. Two 

observation subjects of this research are: (1) communication flow efficiency 

pragmatic model in an Ethernet channel: mainly observe the transmission state of 

communication events in an Ethernet channel; (2) communication behavioral 

model of an Intranet user: mainly observe the communication behavior of Intranet 

users (network on-line consoles). This research is based on the network packet data 

collected from a petroleum chemical company. After careful analysis, we arrived at 

the following observations: (1) for the frequency of occurrence of communication 



event in an Ethernet channel, the maximum value was 180 per minute; in 45.77% 

of the total number of transfers, the data length was 64 bytes; the longest 

communication length was 924 bytes; there were occurrences of data length over 

900 bytes at night time; the largest value in on-line console load distribution was 

135 with the highest communication load rate 0.91; (2) for the frequency of 

occurrence of communication event of all the on-line consoles in an Intranet, the 

maximum value was 193 per minute, the longest data length was 2498 bytes; (3) 

the average length of a WWW communication event was 7247 bytes with 54696 

bytes and 1933 bytes being the longest and the shortest, respectively; the data 

length of 1518 bytes and 3036 bytes represented 83% of the total communication 

with the highest frequency of 198 per minute; (4) for an Intranet Web-based EIS, 

the highest frequency of communication was 20 per minute with average length in 

between 400 and 1000 bytes, longest 9681 bytes and shortest 285 bytes; the 

maximum and minimum values of communication transfer load rate were 0.003 

and 0.000001; (5) derive an analytical equation for the frequency of occurrence of 

Ethernet communication event ? = N/T, for an Intranet Web-based EIS ?web = 

(Nmis + Nwww)/T = ?mis + ?www, where ?mis is the frequency of occurrence of 

communication event for Single MIS model and ?www is the frequency of 

occurrence for Internet WWW model; (6) the total communication event data 

length of Complex Web model increased 4.8 times over that of Single MIS model, 

while the average length increased 4.3 times from 199.53 bytes to 873.67 bytes. In 

this research, we employed pragmatic analysis and selected an enterprise as the 

basis of our research. By collecting real data flow in an enterprise Intranet, 

analyzing network channel, network users’ utilization model and server network 

traffic load model, and simulating Intranet Web-based EIS behavior, we hope that 

these realistic data can serve enterprises a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planning and 

improving their Intranet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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