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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隨著網路技術快速發展，電腦網路環境也日益複雜，為了維持網路正常運

作，整合性網路管理系統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網路管理的範圍包括了

從管理分佈在網路上各種不同的系統與設備，到企業內部區域網路組態管



理，以及對外連接網際網路效能管理。我們規劃的智慧型網路錯誤管理系

統包含了三個部份，網路拓樸探索與管理系統、分散式網路流量蒐集與分

析系統與分散式網路錯誤管理專家系統。網路拓樸探索與管理統功能為搜

尋網路上所有裝置，記錄及管理其運作，並以圖形化介面顯示其網路拓樸

結構圖。網路流量蒐集與分析系統捉取與監控網路上之交通流量，並能設

定過濾條作，當網路出異常現象時或是已有某些可能之徵狀便主動通知網

路錯誤管理專家系統。網路錯誤管理專家系統便依據其錯誤排除專家子系

統進行診斷，以因果關係作為專家系統之推理核心、case-based 之方法增

加其知識庫，使其具有不斷學習能力，才能在日益複雜的網路環境中發揮

最佳功效。 一般網管系統的拓樸搜尋是以送出 ICMP 封包格式的 ping 指

今來判斷網路裝置是否存在並辨識各種設備的種類與狀態，最後找出各裝

置間的連接關係與分析出網路拓樸圖，這樣作法的缺點是需要較長的搜尋

時間且缺乏效率，本系統是以分析路由器內管理資訊庫(MIB)資料來判斷

網路拓樸，並以此拓樸介面作為網路管理系統介面，加值各種網路管理功

能．系統實作是以 Java 語言開發，系統測試的場所以輔仁大學之校園網路

為資料蒐集場所來驗證系統並與目前著名的網管軟體作比較，評估的內容

包括功能性與效能性的比較，功能性比較是本系統與其它系統所具有功能

之差異性，本系統的優點為具有網路錯誤診斷資訊及各種相關歷史資訊，

缺點則為圖形介面的親和性較差，效能性比較是指針對某特定功能效率的

比較，本系統拓樸分析是否正確經與其它系統比較後發現是無誤証明分析

方法有效，在搜尋分析的效率與其它系統比較發現有較好的效率。  

摘要

(英) 

As the repaid development of network technology, the computer environment 

becomes more and more complexity. In order to keep network performance in 

normal operation, the integrated network management system is the most important 

tool. The general scope of network management consists of from managing any kind 

of network systems and devices of a network to the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of a 

local area network in the enterprise and th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of a network 

connecting to the Internet. We propose a network fault management expert system, 

it includes three parts: network topology discovery and management 

system(NTMS), distributed network traffic flow collection and analytic 

system(DNTS), and distributed network fault management system(DNFS). The 

NTMS discoveries, records, and manages the devices residing in a network, and 

then uses graphic user interface to display the network topology, so that a network 

manager can monitor the network status and manage the network. The DNTS 

collects and analyzes the traffic flow in the network,and then generate alarm for the 

DNFS to analyze the fault events of the network. The DNFS analyzes the alarms, 

infers network fault events, and gives solution or suggestion to solve the problems 

raised in the network. It uses cased-based reasoning to increase the knowledge base. 

It also has self-learning capability to adapt more and more complicate network 

environments in the future. Many network management systems send ICMP packets 

to identify an alive device in a netowrk and what kind of the device is. Through this 

way, they find out the relationship of connectity of the devices and analyze the 

network topology. We propose another suggestion through the inofrmatoion 

provided in management information base (MIB) in a network device to analyze the 



network topology. The topology interface can be used to manage the network. We 

implement this system in Java language and test this system in the Fu-Jen University 

campus network. Our system also compares with other famous network 

management tools. The result shows that our system has the advantage over most of 

similar products in network fault management with providing history information. 

Our system has the same network topology output as that provided by other tools, 

but the GUI is not good enough. We are going to enhance it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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