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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如同新網路技術的急速發展及 Internet 的使用人口快速成長，交換區域網

路的架構是越來越複雜。對網路管理人員的最好的方法是要有更好的網路

管理技術和使用有效網路工具幫助他控制和管理網路問題。本論文提出的



架構是一個以網路管理標準的網路管理模式(OSI)及電信網路管理標準

(TMN)為基礎所建立之資料獲取中介軟體系統來蒐集近代乙太交換區域網

路的資料流量及支援效能評估與分析之網路管理系統。此外，在一個共用

物件請求經紀人架構( CORBA )平台上，實作一個 Web-based 的三層式模組

系統。因此，在管理局部區域網路變得更容易得多。 系統由三個子系統

組成。第一個是以全球資訊網為基礎並結合 GUI 技術為使用者介面之圖形

化使用者介面子系統。第二個是以依據簡易網路管理協定(SNMP)標準和

存在每一個網路裝置中的 RMON 功能為核心的資料獲取子系統。將需要

做為效能評估與分析的網路資料流量儲存到資料庫裡。第三個是應用 

CORBA 技術和以 JAVA 程式語言寫成的資料連結子系統。這個網路流量

資料透過資料獲取子系統蒐集和傳送到使用者介面子系統。 這個工具的

目標是要，為將來發展網路管理效能之支援，所提出基本的交換區域網路

管理系統的架構。 這個架構的主要目標是要提供有用的中介軟體，有效

地蒐集網路資料流量，使一般網路管理工具得以進行它的效能評估與分

析。  

摘要

(英) 

As the dramatically progress of new network technologies and rapidly growing of 

Internet users, the architecture of local area networks becomes more and more 

complicated. The best way to a network manager to control and manage network 

problems is to have the better network management skills and employ efficient 

network tools to assist him. This thesis establishes a data acquisition middleware 

system based on open system interconnection (OSI) reference model and 

telecommunication management network (TWN) standards to collect the traffic on a 

modern Ether switched local area network to support a network management 

software for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In addition, the system is 

implemented as a Web-based three-tier model on a Common Object Request Broker 

Architecture (CORBA) platform. Therefore, it makes the task to manage a switched 

LAN become much easier. The system consists of three subsystems. The first one is 

the user interface subsystem, which is implemented in Web-base with user graphic 

interface. The second one is the data acquisition subsystem, which is implemented 

complying with SNMP standards and having RMON function residing in each 

network device. The network traffic data needed to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is collected and stored into a database. The third one is the data connection 

subsystem. It is implemented by applying CORBA technology and written in JAVA 

programming language. The network traffic data are thus collected and transferred 

to the user interface subsystem through the data acquisition subsystem. The goal of 

this tool is to construct a fundamental switched LAN management system for future 

development of network management performance support. The main goal of this 

construction is to provide a useful middleware to efficiently collect network traffic 

data for a generic network management tool to proceed its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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