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桓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ww,hgiga.com 

 

  

 

 

 

產品白皮書 

 

 

 

 

 

    

 

2013 



 

 

                                                    1 

 

桓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ww.hgiga.com 

 目   錄  
一、前言 ................................................................................................................................................... 2 

二、桓基科技公司簡介 ........................................................................................................................... 3 

三、企業對於網路管理的需求 ............................................................................................................... 5 

四、PowerStation 產品特色及功能 ......................................................................................................... 6 

1.頻寬整合 (Bandwidth Aggregation) ............................................................................................. 7 

2.對外流量負載平衡及線路容錯 (Outbound Balancing and Fault Tolerance) .............................. 8 

3. VPN 通道整合 (VPN Aggregation) ............................................................................................ 9 

4. 對內流量負載平衡及負載容錯 (Inbound Balancing and Fault Tolerance) .............................. 9 

5. 彈性配置線路分配政策 (Policy Routing) ................................................................................ 10 

6. 智慧型線路狀態偵測 (Smart Link Dectection) ....................................................................... 11 

7. Smart QoS 保障網路服務品質 ................................................................................................... 12 

8. IPv6 Ready 支援新世代 NGN 網路 ........................................................................................ 14 

9. VPN 解決方案 (Secured VPN Solutions) ................................................................................. 18 

10. 伺服器負載平衡 (Server Load Balance) ................................................................................ 19 

11. 智慧型位址轉譯（Smart NAT） ............................................................................................ 19 

12. 不當網頁過濾系統 (Smart Web Filter) .................................................................................. 20 

13. 完整的監控及報表功能 (Reports and Logs).......................................................................... 21 

14. 防火牆功能 .............................................................................................................................. 21 

15. 警訊記錄與分析 ...................................................................................................................... 22 

16. DAC 身分認證閘道系統 ......................................................................................................... 23 

17. 有效阻擋即時通訊、P2P 軟體 ............................................................................................... 23 

五、PowerStation 應用實例 ................................................................................................................... 24 

 泰豐輪胎股份有限公司 ............................................................................................................. 24 

 鼎新電腦公司 ............................................................................................................................. 25 

台南縣政府 ................................................................................................................................... 27 

 桃園縣網中心 ............................................................................................................................. 29 

 台東縣網中心 ............................................................................................................................. 30 

 藍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32 

 台糖學苑 ..................................................................................................................................... 33 

 網咖業者 ..................................................................................................................................... 35 

六、PowerStation 產品規格列表 ........................................................................................................... 38 

 



 

 

                                                    2 

 

桓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ww.hgiga.com 

 

一、前言 

  

 由於企業對於網路的依賴度越來越高，單一線路已不敷使用；各大企業皆曾遇過因網

路斷線，而造成了莫大的困擾與損失。因此，讓企業網路不中斷之最佳策略，便是建置一

套擁有線路備援的網路環境，才能確保對外網路連線穩定與暢通。 

此外，隨手可得的攻擊工具造成網路攻擊層出不窮，阻斷服務(Denial ofService：DoS)

與伺服器漏洞(exploits)的攻擊分別令網站及企業頭痛，網路上的組成份子也愈來愈多且複

雜。網路管理者必須有效控制封包的進出，進而管理及阻擋 Internet 上成員惡意存取企業

內部的資源，或防止自己的員工由 Internet 下載或上傳不當內容。然而企業本身應意識到

網路是個極不安全的國度，必須對自身的企業進行網路安全解決方案的規劃與評估。 

桓基科技 PowerStation 領先業界同時支援 IPv4/IPv6 協定(IPv4/IPv6 Dual Stack)，兼具

負載平衡與頻寬管理功能的網路設備，可將對外頻寬合併使用充分利用網路資源，內建線

路偵測機制能夠自動判斷網路頻寬使用狀態，並由流量平衡演算法來計算出最快路由路徑

（Routing  Path）使網路頻寬使用更有效率，其智慧型 QoS  頻寬管理功能更能追蹤每

一條連線  (session)，檢查是否有頻寬濫用情形，並可設定頻寬使用政策確保網路服務連

線正常，而異常事件警訊功能在線路異常時提供警訊，使網路管理者無需再煩惱線路與頻

寬問題。 

   除此之外，針對企業的子公司間在利用 Internet 傳送機密文件時，封包亦極可能被 ISP 

或網路上的有心人士所監聽，PowerStationt 除了可記錄攻擊甚或加以阻擋，甚至能繼續提

供服務，具有封包加密與認證機制的虛擬私有網路(Virtual Private Network：VPN)可以解

決企業用戶的安全傳輸需求。 

桓基科技具備多點連線方案及規劃能力與豐富的建置經驗，完整的資安產品線、全方

位技術團隊、完善的售後保固服務與即時提供解決方案，客戶高達八成的維護續約率，擁

有企業經營的最佳口碑，絕對是企業用戶首先考量的高效能、低成本的優質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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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桓基科技公司簡介 

 關於桓基科技 

桓基科技成立於 1993 年，多年來以產品技術原廠為定位，陸續開發提供各種資訊安

全相關的產品，包含網路安全、電子郵件、內容安全等各種資訊安全完整解決方；營業據

點以台灣為中 心，並持續經營中國上海、新加坡、菲律賓、越南等東南亞市場。定位於

技術原廠的桓基科技，始終保持的持續的研發技術領先與創新，堅強的研發團隊涵蓋 

Linux、Unix、Windows 平台，並通過擁有 CMMI Level 3 的認證保證軟體的要求與品質。   

歷年來研發推出產品也持續獲得肯定， 2004 年郵件安全中的郵件過濾產品 

SapmSherlock 獲得資訊月「傑出資訊應用暨產品獎」、2007 年防火牆產品 PowerStation

通過 ICSA Labs 國際級的測試認證。數位看板產品於 2008 年、2009 年分別陸續獲得經

濟部中小企業處「創新研究獎」與「2009 COMUPTEX Taipei Best Award」 。2010 年新

世代防火牆產品 PowerStation 通過取得 IPv6 Ready Logo 國際認證，PowerWAF 雲端防

火牆技術贏得 2010 年『資訊月傑出應用』。2011 年 WAF In -The - Cloud WAF 雲端防

護服務」榮獲國家品牌玉山獎之「最佳產品獎」。2012 年 C&Cmail 榮獲台灣精品獎。 

桓基科技定位在整體解決方案提供者（Total Solution Provider），結合產品、行銷、

服務三大力量，以累積的產品知識和服務機制，結合資訊系統硬體整合及開發，提供客戶

加值型服務；將產品朝向 SaaS 軟體服務的模式發展，憑藉著多年的資訊安全開發經驗，

將產品推向雲端運算的應用，提供更符合客戶需求的服務模式。 

 主要客戶群 

藉由桓基一系列產品所提供的完整解決方案，桓基的客戶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迅速

地處理他們所面臨到的每個資安問題。這些客戶包括了：  

 
*鴻海精密工業 [PowerStation]  

*康師傅控股 [PowerStation]  

*廣達電腦 [MailSherlock]  

*力晶半導體 [MailSherlock] 

*中華汽車[C&CMail]  

*矽統科技 [MailSherlock]  

*偉創力 [PowerStation,MailSherlock]  

*總統府 [PowerStation,PowerLog]  

*教育部 [PowerCluster,C&Cm@il,FloWing]  

*國立交通大學 [PowerStation,C&Cm@il,FloWing] 

*經建會 [C&Cm@il]  

*中國石油 [PowerStation,SpamSherlock]  

*中央氣象局 [PowerStation]  

*台灣自來水公司 [C&Cm@il,PowerStation,MailSherlock,Power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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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期展望 

桓基科技在產品開發上依據不同客戶應用的需要，將硬體與軟體之間做「最佳化、最

有市場競爭力」的設計，並深度開發各種伺服器平台的安全管控能力，此外，桓基未來更

將運用既有產品鞏固國內市場，並放眼全球市場的完整佈局，以迅速取得相關的軟體發展

技術，掌握軟體系統的發展先驅。  

 

台 灣 總 公 司 ： 30069 新竹市東光路 55 號 5 樓之 1  

      電 話 ： +886-3-574-4141 

      傳 真 ： +886-3-572-7899  

         網 站 ： www.hgiga.com 

            

台 北 營 業 處 ： 104 台北市民權西路 27 號 2 樓之 1 

      電 話 ： +886-2-2599-1266 

      傳 真 ： +886-2-2599-6920 

            

高 雄 營 業 處 ： 80778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四路 12 號 3 樓之 3  

      電 話 ： +886-7-537-3068 

      傳 真 ： +886-7-536-0374 

            

中國上海分公司 ： 上海市普陀區新會路 71 號 2 號樓 104 室 

      電 話 ： 021-33531810 傳真：021-62662977 

 

中國深圳分公司 ： 深圳市福田區深南大道 6006 號華豐大廈 1406 室 

      電 話 ： 0755-82905058-808 傳真：86-755-25312235 

             網 站 ：http://chn.hgiga.com/ 

 

 

 

 

客  服  專  線 ： 0800-222-739 , +886-2-2599-1833  

 

客  服  信  箱 ： service.support@hgiga.com 

 

 

file://192.168.19.20/總企劃處共用區/2010%20戰鬥機種資料準備/5_白皮書/www.hgiga.com
http://chn.hgiga.com/
mailto:service.support@hgig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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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企業對於網路管理的需求： 

1. 頻寬整合：隨著企業對網際網路的仰賴比例日益升高，國內外分公司及上下游商業

夥伴往來密切，複雜的網路架構及網路頻寬遂成為 MIS 管理上最棘手的問題。面對

這樣的困境，企業除了不斷擴增對外線路，以尋求更大的頻寬外，現在更需要整合

公司多條對外線路，以節省不必要的租線費用開支。頻寬大小、網路的穩定性、和

網路費用，是企業網路三個最主要的考量條件。 

2. 網路安全：完備的網路安全機制，對外能夠有效的保護企業內部伺服器主機的資料，

免於受到駭客侵襲，對內能夠偵測內部的網路活動，避免破壞性攻擊行為由內部網

路發動，慘遭木馬屠城。 

3. 遠端存取：需要有認証機制，讓取得授權人員得以經由網際網路（公共網路），或是

無線網路連線進入公司內部網路存取資料或作業。 

4. 網路存取必須有效控管及記錄：所有資訊的保密，不但要避免駭客的入侵，更需防

患的是內部使用者的洩漏。網路使用者的權限必須要詳細規劃，所有網路資源存取

也必須被詳細記錄，以供日後網路保安、稽核使用。 

5. 異常連線封鎖：不論是來自外部或內部，異常的網路流量都會造成正常的網路服務

暫時停止服務。管理人員也無法預期在甚麼時候、是哪一個設備、來源的 IP 網路位

置，會發出異常網路流量；所以，唯有能夠自動偵測、自動阻擋異常網路流量的安

全閘道設備才是符合企業的需求。 

6. 對內／對外線路備援：線路穩定、不中斷是企業對於網際網路的最基本需求。整合

企業多條對外路線並設定彼此相互備援是必然的規劃。 

7. 頻寬管理功能 (QoS)：QoS 提供穩定、可預做規劃設定的資料傳送服務，達到應用

服務所需的保證頻寬、最小延遲時間。 

8. VPN 加密連線：企業營運規模朝國際性跨國界發展，也連帶的帶動了網路的另一項

VPN 加密傳輸需求。隨著世界貿易的頻繁，許多公司在海內外據點眾多，在進行重

要資料傳輸時，多數企業皆會採用 VPN 的網路模式連結，對傳輸資料做加密、認證

的保護。 除此之外，一般也會採用負載平衡及相互備援的概念，當某條 VPN 連線

發生中斷時，隨即能偵測到而改由另一條 VPN 線路繼續作業，所以在加密的需求下

也能提供一個不斷線、可靠的網路服務。 

9. 過濾不當網頁：員工在企業內正常的使用網路服務，可增加工作效率，然而，若是

員工瀏覽不當網頁，除了減少應有的工作產值外，也造成網路頻寬的浪費，如果能

夠對所有員工及網站做好分級，並依據使用權限瀏覽網頁，自然是管理上的一大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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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PowerStation 產品特色及功能 

1. 硬體式架構：工業等級硬體設備，內建高速運算處理器、所有防火牆功能與強化過的作

業系統完全嵌入硬體晶片中，不但可免除軟體防火牆來自作業系統弱點的威脅，其硬體

優異的運算速度與隨插即用的特性，更可讓您大幅降低整體擁有成本，有效掌控企業內

外進出的資料流。 

2. 模組化功能：可依企業需求搭配選購模組，滿足各類使用需求。 

3. 高度穩定性：PowerStation 是一項技術性相當成熟的產品，並具備 HA 備援功能，國內

銷售數量達千台，品質、功能受到各行各業的肯定及信賴。 

4. 新世代網路支援：支援 IPv6 協定，全面提供 IPv6 Ready， 並相容現有 IPv4 協定 

(IPv4/IPv6 Dual Stack)，協助客戶邁向次世代網路架構 (NGN)。 

5. 人性化系統管理介面：人性化 Web 介面具備易使用、好管理、可存 Log、利追蹤等優

點，讓系統使用者得以經由畫面，清楚掌握每一條網路的使用狀態、每一台設備的使用

頻寬等重要資訊；PowerStation 更可以將這些資訊匯出，系統管理者可以將它轉入資料

庫，用於後續追縱、行為模式判別等管理作業。 

6. 透通型架構：無須更動原先架構便可輕易融合現有網路，僅需將 PowerStation 加到路由

器之前，經由 Web 導引式介面，經由簡易的設定，即可順利提升企業網路整體效能。 

7. 資安上下游相關產品完備：PowerStation 可以搭配桓基科技所出品的企業群組郵件伺服

系統 C&Cmail、郵件歸檔稽核系統 MailSherlock、垃圾郵件過濾系統 SpamSherlock..等

多項產品，將企業內部網路的資安控管做到滴水不漏。 

8. 技術原廠直接支援：PowerStation 係由桓基科技自行研發，技術支援、設備維護也是由

桓基科技直接對客戶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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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PowerStation 產品功能 

     PowerStation 產品本身已是技術成熟的產品，人性化管理介面易於操作、設備本身

穩 

定性高，系統管理者不須為不同的 ISP 設定繁複的程序而煩心，只要透過 Web 介面的

簡易設定引導，均可以有效的簡化管理數條網路線路的複雜性。 

   1.頻寬整合 (Bandwidth Aggregation) 

為能讓所有連外的線路達到最有效的運用，PowerStation 將所有連外的線路

頻寬整合起來，讓網路交通負載平均分配到所有 WAN 連線，使企業能以較高的

頻寬與外界連線。 

 

PowerStation 支援 T1、 E1、ADSL、專線等多種連線方式，並可將不同連

線頻寬整合，支援內進外送線路負載平衡 (Inbound / Outbound Load Balancing) 、 

動態 VPN 通道(Dynamic VPN Tunnel)及 VPN 通道整合(VPN Aggregation)等全方

位功能。另外，以數條費率較為低廉的 ADSL，取代 T1 專線，除了不必支付高

額的專線費用，也能享有專線等級的頻寬，不僅整合頻寬，連費用也能節省。 

 

 

 

 

 

 

頻寬整合 

對外流量負載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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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對外流量負載平衡及線路容錯 (Outbound Balancing and Fault Tolerance) 

網際網路是目前各企業對外溝通的一個重要管道，而穩定、不中斷是企業對於網際網路

最基本的需求。為分散連外網路斷訊的風險，企業常同時租用分屬不同 ISP 的線路做為備

援。 

 

當其中一條連線中斷時，PowerStation 會自動按照內部與外部使用者之需求，或依照所

定義之規則，分派到其他可使用之 ISP 線路上，全程完全不須網管人員介入。這不僅減輕網

管人員的負擔，也可以保障網路服務可靠性與實用性、確保廣域網路連線暢通，讓企業的商

業運作不會因為斷線而停擺，進而達到分散斷訊風險的目的。 

 

 

 

 

 

 

 

PowerStation 透過靜態分配政策，輔以動態線路品質即時監測，系統可自動 

依當時線路的回應速率與暢通程度，參考所設定的流量分配政策，透過流量平衡演算法去

計算出最佳路由路徑（Best Routing Path），讓使用者永遠都可連上最快線路。 

 

 PowerStation WAN Load Balance 圖例 

 

對外負載平衡與容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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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VPN 通道整合 (VPN Aggregation) 

PowerStation VPN 通道整合功能可以使用多條對外線路建立多條 VPN 通道，可以同

時選擇不同的 ISP 業者，以達到最大的容錯性。企業兩點間的辦公室可同時使用多條 VPN 

通道，傳輸重要的資料流，利用 VPN 通道整合、合併多條對外線路的頻寬，達到最高穩

定性、可靠性及線路使用率。任何一條線路斷線， PowerStation 也會自動重導流量至正

常的 VPN 通道，滿足企業容錯政策。 

 

 

4. 對內流量負載平衡及負載容錯 (Inbound Balancing and Fault Tolerance) 

當客戶使用網域名稱來瀏覽企業網站時，平均分配流量於各線路上，當其中一條線路發

生斷線情形時，客戶仍可經由其他線路連接至企業網站.。 

 

對內流量負載平衡的重要性與技術困難度遠高於外送流量負載平衡 (Outbound 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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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ance)；然而對內流量負載平衡也必須要有備援與分流的能力，多重 WAN 連線的功能才

有效果，也才有投資效益。 

 

PowerStation 內建 SmartDNS 技術，並搭配各項對內流量的平衡技術，使得 PowerStation

的流量平衡效能與國外網路設備大廠同級產品相當，並可支援多重網域(Multi-Domain)。 

 

PowerStation 內建「虛擬動態網域名稱服務資料庫」（Dynamic Virtual DNS Database, 

DVDD），針對來自網際網路的名稱查詢 (DNS Query)，系統會自動選擇最佳路徑，回應其

IP 給使用者，達到內進流量負載分配；另一方面，也減少企業自行建置 DNS 伺服器的負

擔。 

 

另外，PowerStation 會隨時依照不同 ISP 連線情況，自動調整 DNS 資料，以確保外部

使用者透過 DNS 查詢您的主機位址皆是正常運作的 IP 位址，保持對外服務永不斷線。 

 

 

 

 

5. 彈性配置線路分配政策 (Policy Routing) 

PowerStation 能依預先制訂對外連結的最佳路徑，提昇網路作業的整體效能。藉由政

策性路由（Policy Routing）彈性配置連外頻寬，企業可以將關鍵網路 

服務（例如 Mail Service），配置在可靠度高的線路上；而將較不重要的服務（例如 WWW）

配置在可靠度相對較低的線路上，確保企業營運永不停頓。 

   

對內流量負載平衡 

對內閘道備援與容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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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智慧型線路狀態偵測 (Smart Link Dectection) 

為避免傳統線路偵測方式所造成的誤判（判斷第一個預設路由器是否存在，或是利用

Ping 去偵測遠端的某台主機），PowerStation 的智慧型線路狀態偵測(Smart Link Detection) 

機制可以同時偵測多個外部網路節點，再經由所有對外線路共同去測試，再依所有外部節

點及封包路徑之反應情形做交互比對，以反應真實的線路狀況；此項功能可以提高線路偵

測的可信度，用以判定整條線路是否通暢，並據以提供線路備援之能力，達到完整之線路

容錯的功能；網管人員更能夠透過此項功能的多重交互應用，明暸對外線路的品質狀況，

流量瓶頸點等重要判讀資訊。 

 

 

 PowerStation 技術及應用 

 

 最低流量法 (The Least Traffic)  內容優先法 (Content Routing) 

 最短路徑法 (The Shortest Path)   政策性路由 

 最快路徑法 (The Fastest Path)   動態流量偵測 

 循環分配法 (Weighted Round Robin)   瓶頸偵測 

 快速學習法 (Fast Route Learning)   IP 靜態分配 

 內外流分工 (Inbound and Outbound 

Ba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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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Smart QoS 保障網路服務品質 

QoS： (Quality of Service，網路服務品質)，是指網路服務的品質包括流量、速度、優

先權利等的總稱，是利用網路組合元件或技術來達成特定應用服務需求的保證能力。QoS

提供穩定、可預測的資料傳送服務，如達成應用服務所需的保證頻寬、最小延遲時間等需求。 

 

一般而言，網際網路並沒有提供服務品質的保證，在資料傳輸的過程，常常會因為當時

的網路上同時傳遞的資料傳輸量而影響傳輸速度。當不同封包在同一時間點都要進行傳輸時，

就會有搶奪頻寬資源的混亂情況發生。有些關鍵性的商務資料，如即時視訊、語音或線上下

單、ERP 資料同步等，對於頻寬的需求及延遲的敏感性都非常高，如果沒有適當的管理機

制，這些關鍵商務性資料的 I/O 就只能在出口前慢慢排隊及互相搶奪，網路作業的即時性則

被延滯。 

 

傳統解決方式是升級到更快的頻寬，但這個方式僅是短暫有效，因為它並沒有對於各種

應用程式的網路需求、影響頻寬的各項因素去分析瞭解，以致搶奪頻寬資源的情況仍會繼續

發生，更積極的作為是應該導入 Quality of Service 管理。 QoS 管理是透過封包分類、流量

分析、設定政策、實施管理、監控報告等方法與步驟來達成設定順序、頻寬保證、速率限制

等網路服務品質需求。藉由頻寬管理機制，能提供系統管理者彈性控制有限資源－頻寬，讓

各個不同應用網路階層都可以獲得保障的頻寬，讓對外頻寬達到最佳使用率，以達到精準監

控網路頻寬使用效能的目的。頻寬管理也可以將使用者傳輸的內容做不同等級的分類，重要

的資訊及內容則擁有較多的頻寬並優先傳輸，這樣可以將有限的資源做最妥善的應用，優先

傳輸重要資料。 

 

企業在考慮升級網際網路頻寬需求時，宜先導入頻寬管理機制為內部網路頻寬做一完整

檢視及管理，將網路頻寬的使用率發揮到極致，以達到成本效益的最佳化，同時，又可保障

公司重要關鍵性 (mission critical) 應用程式有保證頻寬及優先使用權可供使用，以維護公司

正常運作。 

 

實施 QoS 網路頻寬管理的 4 步驟： 

1.收集流量封包加以分析。 

2.分類並定義 QoS 管理政策。 

3.將 QoS 定義設定在設備上。 

4.實施管理政策並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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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 QoS 設備的管理政策機制，施行步驟是： 

1. 將各項規則設定。 

2. 套用 QoS 政策。 

3. 分析檢討頻寬使用量。 

4. 重新規則設定，網管人員必須定期更新 QoS 管理政策。 

 

PowerStation Smart QoS 則是根據企業頻寬管理政策（業務需求、應用服務、或封

包的型態或重要性等不同策略），動態追蹤每一條網路連線，並能鎖定單一連 

線使用頻寬、單一來源主機使用頻寬，及總頻寬大小限制。藉由 Smart QoS 的監測，網

管人員能夠立即掌握所有內部網路各主機(IP)的流量，當網路封包數量異常（例如病毒

感染），或瞬間大量連線時（例如 P2P 程式），PowerStation 均能提供充份的資訊供網管

人員判讀，以期能夠及早因應、確保重要資訊或應用服務優先暢通及防止網路資源被濫

用，以達到最佳連線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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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IPv6 Ready 支援新世代 NGN 網路 

現階段網際網路是在 IPv4 的基礎上運行，由於高度網路普及與行動網路之迅速發展，

所伴隨而來大量位置需求讓有限的 IPv4 位址空間更捉襟見肘，預計在不久的將來 IPv4 

可用位址空間即將全數耗盡有，2000 年的 IPv4 位址使用率約 44% ，2010 使用率則達

到了 81%。IPv6 則可以提供高於 IPv4 十萬倍的可用量 

各國也陸續在轉換以及移轉的過程當中。 

 

 

    PowerStation 已全面提供 IPv6 Ready， 並相容現有 IPv4 協定 (IPv4/IPv6 Dual 

Stack)，協助客戶邁向次世代網路架構 (NGN)。 

   

IPv4 address utilization: 2000 vs. 2010 

Mill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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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werStation 技術應用 

 

1. Policy：管理政策。對於經過分類後的封包類型，該給予何種對待的規則。 

例如 

 政策一：email 的封包類型將給予優先權的傳遞順序。 

 政策二：ERP 的封包將獲得 45%的保證頻寬等等。 

 

2. Priority：優先權，設定管理政策的參數之一。優先權高的封包將比優先權低的封

包享有先行傳輸或較高頻寬的權利。 

 

 PowerStation QoS 圖例及說明 

 

 一般企業網路架構 

   透過 PowerStation 可將企業線路整合使用，並制訂頻寬管理政策，確保 

    網路頻寬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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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使用關鍵商務應用服務網路架構 

 PowerStation 頻寬管理可確保企業員工透過網際網路或是 VPN 連線使用

Oracle,SAP,ERP 等資料庫連線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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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總部與各地分公司間使用 VoIP 網路電話聯繫 

    利用 PowerStation 頻寬管理，依據頻寬使用優先權設定，可確保 VoIP 使用 

    頻寬正常。 

 

   

 

 

 大型學生宿舍之頻寬控管 

   利用 PowerStation 頻寬管理讓使用者人數眾多的學校宿舍，也能確保網路 

   連線正常，不受 FTP、P2P 等異常連線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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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VPN 解決方案 (Secured VPN Solutions)  

運用公眾網路免費與便利的特性，多據點企業可以在公眾網路上建構專屬的跨地域私有網

路－ IP VPN（Virtual Private Network）；為了不使私人的資料在公眾網路上遭到攔截，加密

及解密的技術，在企業虛擬網路中可說極為重要。如此，企業內部資料的傳輸，將打破疆域

藩籬，真正達到零時差、零距離。 

 

PowerStation 能將企業虛擬私有網路的技術在應用於公眾網路的骨幹做私人的資料傳輸：

PPTP/L2TP Tunnel 及 IPSec Tunnel。 

 

PPTP/L2TP Tunnel 支援用戶端認證方式：PAP 、CHAP 、MS-CHAP 、MS-CHAP2 ，支

援高強度資料加密：MPPE（40/128 bits）。 

 

IPSec Tunnel 支援資料認證方式：MD-5 、SHA-1 。支援最高強度資料加密：3DES（168 

bits）。適合點對點的加密連接方式，可將企業所有分支據點的網路連結成一個高安全性的區

域網路。 

 

所有在公眾網路上傳輸的資料都經過 3DES（168 bits）或 MPPE（128 bits）加密，資料保

密安全無虞。 

 

 VPN 通道整合 (VPN Aggregation) 

PowerStation VPN 通道整合功能，可以使用多條對外線路建立多條 VPN 通

道，可以同時選擇不同的 ISP 業者，以達到最大的容錯性。企業兩點間的

辦公室可同時使用多條 VPN 通道，傳輸重要的資料流，利用 VPN 通道整

合 合併多條對外線路的頻寬，達到最高穩定性、可靠性及線路使用率。 任

何一條線路斷線， PowerStation 也會自動重導流量至正常的 VPN 通道，

滿足企業網路容錯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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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端存取 PPTP/L2TP Tunnel  

 透過 PPTP/L2TP 通道，在網際網路的所有員工皆可利用 Windows 內建的 

PPTP/L2TP 用戶端程式連線到企業內部作資料存取。 

 

 

 

 10. 伺服器負載平衡 (Server Load Balance) 

隨著近年來網路發展迅速，眾多企業利用網路的便利性及效率性，讓整體企業的運作

邁向 e 化的整合應用，例如 ERP、CRM 系統的導入、電子郵件、電子商務 

的運用等等；然而 e 化是要配合網路實際環境，如何建構一個不斷線、快速反應的網路環

境，是企業在規劃其網路政策時所不能忽略的重要課題。因此，企業網路的伺服器就必須

具有備援的功能，以避免伺服器硬體損毀而造成無法彌補的錯誤，讓企業的人力與金錢皆

蒙受損失，但多主機式的規劃卻會面臨負載不均衡的問題。 

 

PowerStation 可以在多主機式的架構下，將故障的主機隱藏，並對正常運作的主機進

行傳輸流量分配，同時避免傳輸流量集中在少數幾台伺服器上，完全不影響正常的網路運

作，為企業打造可靠穩定、高效率的電子商務平台。 

  11. 智慧型位址轉譯（Smart NAT） 

可依照所選定之路徑自動切換對應之外部公眾位址（Public IP）；也可將外部公眾

位址 與通訊埠（Port）轉換為自訂的內部私密位址（Private IP）和通訊埠，以增加內

部主機的安全性。對於需要在內部網路使用外部公眾位址的企業， PowerStation 提供

了穿透（Pass-Through）功能，讓外部公眾位址可直接穿透 PowerStation 到企業內部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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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不當網頁過濾系統 (Smart Web Filter) 

不當地使用網路可能導致生產力下降、公司資源浪費等相關問議題。 

PowerStation 可搭配桓基科技研發的【WebSherlock】，提供不當網頁過濾功能，幫您有效管理

員工使用公司網路的瀏覽權限，阻絕不當網頁、增加瀏覽速率，讓您找回流失已久的頻寬與工

作效率。【WebSherlock】是採用世界第一大廠 SurfControl 的 URL 資料庫核心，能辨別上億

筆網站資料。其架構完全採透通（Transparent）模式，不需修改員工瀏覽器的設定，立即就能

享受網頁過濾帶來的效益。 

 

  PowerStation Smart Web Filter 圖例 

 

 

 

 

 使用者欲連線至一個網站，電腦會提出一個向外連線的請求， 

PowerStation 會對網址類別資料庫 (URL Database) 查詢該網址的所屬類

別 ID。 

 如果該網址有正確的類別 ID，則 PowerStation 將根據使用者個人過濾政

策作決策，若法則允許使用者連線至該網址，則會放行。 

 如果使用者個人過濾政策禁止存取該網頁類別，PowerStation 會送出「封

鎖 (block)」 訊息至使用者瀏覽器，並將該事件存放至過濾之稽核記錄

中。 

 如果該網址沒有所屬的類別 ID，則依系統政策設定決定是否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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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完整的監控及報表功能 (Reports and Logs) 

PowerStation 提供圖表方式記錄過去時間（日/ 時/ 分）所有封包的統計流量；

呈現異常上網狀況、即時上網活動狀況，用圖表量化網絡頻寬的使用情形，並以即

時圖形化流量分析統計，方便網管人員分析與追蹤網路使用狀況；並可即時顯示多

個 WAN Port 傳輸狀況與流量分析及障礙報告。 

 

 

14. 防火牆功能 

 狀態檢視（Stateful Inspection） 

PowerStation 支援狀態檢視（Stateful Inspection）功能，可檢視資料流的來

源位址、目的位址與來源埠號、目的埠號，以決定是否放行或是拒絕該資流流。  

 動態封包過濾（Dynamic Packet Filtering） 

通訊埠只在回應使用者連線要求時才開啟，並只持續一段連線要求所須的

時間，旋即關閉。PowerStation 允許您設定政策讓系統自動判斷情況，以決定

是否開啟通訊埠，並在通訊結束後關閉。 

 防範多種網路攻擊行為（Anti- Network Attacks） 

可防範多種網路攻擊行為，例如：IP Spoofing、Ping of Death、Port Scanning、

SYN Flooding、Non-First Packet、Land、Smurf 等，使駭客或意圖不軌人仕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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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入侵，徹底保障企業內部網路的安全。 

 可彈性運用的 DMZ（De-Militarized Zone） 

PowerStation 允許您定義真實的 DMZ 網段或虛擬的 DMZ 區，讓您在設

置網際網路公有服務主機(Internet Server)時，擁有更彈性的運作空間。 

 可自行定義 LAN 、WAN 、DMZ 、VPN 網段。並可定義遮蔽網段（Screened 

Subnet），作為企業內部網路與外部網路之間的緩衝區。 

 硬體防護（Hardened Protection） 

PowerStation 採用硬體式架構，所有防火牆功能與強化過的作業系統完全

嵌入硬體晶片中，不但可免除軟體防火牆來自作業系統弱點的威脅，其硬體優

異的運算速度與隨插即用的特性，更可讓您大幅降低整體擁有成本（TCO, Total 

Cost of Ownership）。  

 

 

 15. 警訊記錄與分析 

內建網路型入侵偵測系統（Network 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PowerStation 會記錄與

安全相關的事件，您可以透過瀏覽器來觀看這些記錄。在確認攻擊事件之後，會建立完整的

IDS 警訊記錄，並會依據安全防禦政策進行完整的封包截取， IDS 警訊記錄也可自動輸出

到外部資料庫，如 MySQL，做進一步的分析，以利網管人員可以透過入侵記錄，追查來源

與目的之 IP 位址、通訊埠、通訊協定等。管理者也可以設定 PowerStation 立刻將緊急事件

以 E-Mail 通知相關人員，例如伺服器正遭受攻擊等；也可搭配桓基科技研發的 SMS2Way，

以手機簡訊方式通知網管人員，提供更即時性的警示訊息，以便即時採取因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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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DAC 身分認證閘道系統 

DAC 適用於高度安全需求的環境或是無線網路環境。DAC 將防護功能提高至使用者層級，

當使用者欲存取網路資源時，必須要提供合法的識別 ID。 

 

PowerStation可使用內建的認證資料庫或是利用外部認證系統（AD, LDAP 或是 POP3, SMTP, 

RADIUS 主機）進行認證程序。隨著使用者等級不同 PowerStation 也提供不同的權限控制（Service 

Level Agreement）。 

17. 有效阻擋即時通訊、P2P 軟體  

    制定規則限制即時通訊軟體，企業可以降低綱路頻寬被濫用的比例，避免公司重要商業機密

經由即時通訊軟體非法對外傳遞，或是在辦公室下載非法軟體。 PowerStation 具 Layer 7 內容過

濾器的功能，可以針對特定的應用網路協定進行控管。對於員工於上班時擅自使用即時通訊軟體，

或是使用 P2P 軟體佔用企業網路頻寬，均能夠做有效阻擋，經由規則制定、限制特定服務或應

用程式，達到充份掌控的目的，例如 內部使用者禁止使用 MSN 或是特定群組禁止使用 BT 作

檔案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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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PowerStation 應用實例 

 泰豐輪胎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hem121.com.tw 

泰豐輪胎為台灣首屈一指的輪胎製造廠，全公司 700 多位員工，在加強品質製造的同

時也重視網路資訊的整合及應用。過去固定以租用專線及 ADSL 的服務，作為電子郵件

及連結網路的路徑。然而專線及 ADSL 高額的租金費用、頻寬流量時而不穩，加上每位

員工又必須由資訊管理者設定個別的 SMTP 、POP3 專屬帳號，造成帳號管理不易，因

此決定採用桓基科技『負載平衡 VPN 防火牆-PowerStation』。 

 

其特有的頻寬整合、頻寬備援， 可將原本多條專線、ADSL 合併為一，更有效節省開

支。另外，網路位址轉換功能，亦能有效解決企業內部 IP 不足問題。自從改用桓基『負

載平衡 VPN 防火牆-PowerStation』後，公司內部網路表現，無論是 Email 或上網瀏覽，

不再有不穩定的現象，而企業內部使用者帳號設定也不再是管理者的瓶頸，實在是一台符

合經濟效益，又能增進工作效率的防火牆。 

 

 

 

   

http://www.chem121.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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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鼎新電腦公司  http://www.dsc.com.tw 

鼎新電腦成立於 1982 年，員工人數 850 人，資本額 10 億元，累積客戶 13,000 家以上，

年營業額逾 30 億，為現今國內最具規模的商業應用軟體領導廠商．並於 90 年 4 月 9 號正

式掛牌上市。1993 年與新加坡股票上市之電腦諮詢企業集團(CSA)投資合作，拓展國際市

場，於 1996 年 8 月取得經濟部商檢局 ISO-9001 國際品保認證．2002 榮獲經濟部第三屆工

業永續精銳獎-技術服務類獎之榮譽。 

 

鼎新歷年來服務企業電腦化近 16,000 餘家，客戶遍及台省各地及香港，大陸。客戶類

別更橫跨製造、買賣流通及金融、服務之各行業，如電子電機、資訊、機械五金、化學化

工、車輛、塑膠、橡膠製品、製藥、服飾、日常用品、精品儀器、休閒服務、金融產業等。 

 

鼎新電腦共有六個據點，台北總公司、桃園分公司、新竹分公司、台中分公司、台南分

公司、高雄分公司；這六個據點的資訊交換均透過專線及 ADSL 的網路架構以 VPN 的型

態相互連結，另外，再加上一組 Internet 做為備援。 

 

由於主要的資源在台北總公司，大多的流量都是由各分公司連到總公司，依該公司的原

來規劃，雖然有兩組 VPN 分別建置於不同的線路，但是仍會有因為其中一分公司之主要專

線 VPN 斷線，所有分公司便需要手動變更路由器的靜態路由設定，才能啟用備援線路的

情形發生，以致 ADSL 備援線路閒置在旁, 線路(頻寬) 使用率低。因此必須一個提供分公

司與台北總公司之間、分公司與分公司之間的 VPN 負載平衡及容錯的網路環境。 

 

PowerStation 應用方法： 

1.  各區配置一台 PowerStation，聯結所有連外線路 

2.  各分公司 PS 與 總公司 PS 間共建立三條 VPN 通道 

3.  GRE Tunnel 1 ： 建置於主要 IP-VPN 上 

4.  GRE Tunnel 2 ： 建置於備援 IP-VPN 上 

5.  GRE Tunnel 3 ： 建置於網際網路 上 

 

運作模式： 

1.  同時使用 VPN Tunnel 1 / 2 , 提供 VPN 負載平衡 

2.  當 VPN Tunnel 1 / 2 均斷線時啟用 VPN Tunnel 3 (備援線路) 

 

http://www.ds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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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效益： 

1.  安裝迅速、不影響原來網路架構 

2.  提供真正 VPN 負載平衡及容錯的網路環境 

 

  

 

 

 
利用 IP-VPN 作 

當 IP-VPN 異常時透

過網際網路作 V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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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縣政府  http://www.tainan.gov.tw 

台南縣政府以打造「數位南瀛」為目標，建置以台南縣政府府內為主的無線寬頻網路，

架構公眾無線區域網路（WLAN）先期示範區，提供完整解決方案，以利未來作為全縣公

眾無線區域網路應用的依據；同時，也希望透過計畫持續性的擴展及執行落實，來實際驗

證台灣生活與行動學習；透過無線寬頻計畫帶動政府與民間企業的攜手合作，提供地方便

利性的無線數位科技，也順便帶動地方對於資訊應用的需求。  

 

建置內容： 

1. 以內部網路的型態，連接台南縣政府與台南縣文化中心、南區服務中心兩個位於外部

單    

2. 位的網路。 

3. 建置一個無線上網的空間，並建立身份認証機制。 

4. 提供網路監控系統，並分析所有無線網路流量狀況 

 

PowerStation 應用說明： 

1. 以 PowerStation 內建 VPN 連結功能，利用 VPN 將南區服務中心、文化中心兩個府外 

機關的網路主幹連結，讓無線上網使用者，可以透過虛擬 VPN 模式連接至縣府網路，

並且使用同一套上網驗証機制。 

2. PowerStation 本身就是集中式的控管裝置，它能就各式網際應用做出頻寬控制及管理，    

諸如 HTTP、SMTP、POP3、FTP 等等，均可以依連結做出頻寬限定及控管，並且可

以利用防火牆規則將無線網路的連線限制在特定的區域，不致於讓無線網路的使用者直

接進入縣府的重要網路做資料存取。所以 PowerStation 能在網路權限控制管理上有適

當表現。 

3. PowerStation 將無線網路整合至縣府現行網路，並且啟動內部 LDAP/ POP3/ RADIUS  

的認證機制，確保網路安全架構及歸屬不同的認證機制。例如府內員工就可以以 

LDAP/POP3 伺服器做為認證的中心，而臨時性的府外使用者，則可以參用 

PowerStation 內部認證或 RADIUS 認證模式，將內外使用者的權限跟存取控制做清楚

的分割。 

4. PowerStation 所佈建的網路主幹可以提供即時流量報表，若從報表上發現網路流量異 

常，即可阻隔無線網路上網，避免有心人士利用該無線網路攻擊府內網路而無法控制；

在該設備上所提供的網路流量報表，可以讓管理人員隨時了解網路流量狀況。 

http://www.tainan.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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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owerStation 提供 DHCP 服務，無線上網裝置在本案所建置之無線寬頻覆蓋範圍內移 

動均可無間斷連接（漫遊）上網，無須再變更網路設定。 

6. 認證架構對府內員工及府外人士基本上是不同的，府內員工可以利用現有的電子郵件帳 

號，透過 POP3 或 LDAP 的協定來做認證，對府內員工而言，沒有再申請帳號的必要；

另外一方面，對於府外人士，他們可以透過服務台人員取得臨時性的帳號，透過內部 

SSL 或 RADIUS 的協定做認證，這些帳號使用的時間有限，使用的頻寬有限，僅能夠

直接連結網際網路，不能夠直接存取縣府內部網路。有關各種帳號認證及使用網路的紀

錄，包括 IP 位址及 MAC 位址，都會被詳實紀錄，可供日後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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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縣網中心 

桓基科技 PowerStation 領先業界全面 IPv6 Ready 支援新世代網路 

唯一榮獲桃園縣政府『建置中小學優質化均等數位教育環境』 

資訊設備評選案 IPv6 防火牆採用 

 

    面臨即將來臨的 IPv6 新一代網路，是否網路安全又再度即將暴露在危險當中？桓基科

技想的看的更遠、想的更週全！2009 年桓基科技推出全新一代 PowerStation 網路安全閘道

設備，領先業界同時支援 IPv4/IPv6 協定 (IPv4/IPv6 Dual Stack)，為新世代多重安全防護的

網路閘道設備，領先業界全面完成 IPv6 支援提供新世代網路提供完善的安全與保護。搭配

上新一代安全 ASIC 晶片及高速內容處理器，於單一設備上提供多重威脅安全防護及高速

處理能力，具有比傳統防火牆性能更高、延時更低、功耗更低、系統更穩定的特點。 

 

 

    國內 IPv6 的推行也在 2002 年正式開始，並隨著 NGN 新世代網路的規劃，政府逐漸

由各網路骨幹與 ISP 逐漸推行 IPv6 Ready，包含了有線網路與無線網路，各種的網路服務，

都逐步規劃雙協定的網路建設與移轉計畫，在 2009 年將配合學術網路 NGN 計畫，提供 

IPv6 移轉之經驗進行輔導。預計將學術網路移轉至雙協定網路，完成中小學雙協定網路化；

桓基科技 PowerStation 也因領先業界率先提供 IPv4/IPv6 雙協定支援之網路防火牆，因此

榮獲桃園縣政府『建置中小學優質化均等數位教育環境』資訊設備評選案 IPv6 防火牆採用

之殊榮。 

 

    桓基科技 PowerStation 是一套安全的網路防火牆閘道設備，為保護各機關內部網路及

資料存取安全所設計的防火牆，藉由攔阻辨識所有進出網站的存取動作，能防止任何有害網

路安全的行 為，避免惡意破壞者的入侵；而動態封包過濾（Dynamic Packet Filtering）技術

提供網路封包過濾的效能最佳化，兼具安全與速度。除此之外，內建 IDS 入侵偵測模組能

提供網路攻擊事件即時偵測，同時記錄入侵來源位置與相關攻擊手法，是捍衛單位/機關資

訊安全的最佳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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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東縣網中心 

 

桓基科技 PowerStation 領先業界提供 NGN 次世代防火牆提供第一保護 

 

    榮獲桃園縣、台東縣『建置中小學優質化均等數位教育環境』資訊評選案採用，為國內

受到最多採用的次世代防火牆產品 

 

    桓基科技針對 NGN 新世代網路，推出領先業界同時支援 IPv4/IPv6 協定 (IPv4/IPv6 

Dual Stack) 之 PowerStation 網路安全閘道設備。全面完成 IPv6 IPv4/IPv6 協定 (IPv4/IPv6 

Dual Stack)、新一代安全 ASIC 晶片及高速處理器，以領先前瞻的技術能力，提供 NGN 新

世代網路的完整安全保護。 

 

2009 年 10 月  

– 協助桃園縣政府 『建置中小學優質化均等數位教育環境』資訊評選案建置次世代防火牆。 

 

2010 年 1 月 

– 協助台東縣政府 『建置中小學優質化均等數位教育環境』資訊評選案建置次世代防火牆。 

 

桓基科技繼 2009 桃園縣之後，於 2010 年一月接著協助台東縣建立次世代防火牆與資訊設

備，桓基科技也在『建置中小學優質化均等數位教育環境』資訊評選案中建置超過四百台以

上設備，為國內受到最多採用的次世代防火牆產品。 

 

在最重要的服務方面，桓基科技為技術原廠，在研發能力上擁有 100% 的台灣優質研發團

隊，超過十年以上的資安開發以及通過 CMMI Level3 的品質保證，可以保證提供產品最佳

的技術研發能力，而在桃園縣與台東縣的就地服務方面，桓基科技提供了優秀技術領先的原

廠技術工程師，並與當地廠商共同建立完整的服務網絡，保證提供最優質且快速的服務保證，

在桃園縣與台東縣各學校建置設備的過程中，也就是因著優秀的技術能力、迅速親切的服務，

才能在最短時間內將此兩縣市內大量學校的設備進行安裝與快速地上線。 

 

領先業界全面支援 IPv6 協定 

現階段網際網路是在 IPv4 的基礎上運行，由於高度網路普及與行動網路之迅速發展，所伴

隨而來大量位置需求讓有限的 IPv4 位址空間更捉襟見肘，預計在不久的將來 IPv4 可用位

址空間即將全數耗盡，有鑑與此 PowerStation 已全面提供 IPv6 Ready， 並相容現有 IPv4 

協定 (IPv4/IPv6 Dual Stack)，協助客戶邁向次世代網路架構 (N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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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權威 ICSA Lab 認證 

PowerStation 成功通過 ICSA 實驗室 (ICSA Lab) 一連串的嚴格測驗，並取得 ICSA 企業級

防火牆認證 (Corporate Firewall) 為用戶提供最完整即時網路安全防護。 

 

入侵偵測 IDS / IDP 警訊記錄與分析  

IDS 入侵偵測防禦模組支援多項偵測機制，包含狀態攻擊碼與協定異常偵測等，有效阻擋 

L2-L7 最新網路型病毒、蠕蟲攻擊與間諜城市，阻擋未知攻擊和威脅避免頻寬被非法利用。 

 

L7 應用層過濾有效杜絕 P2P 濫用與非法軟體 

透過內建應用軟體辨識引擎 (L7 Classification Engine)，結合網路流量封包過濾，採取檢查封

包內容或比對特徵，可有效控管百餘種 P2P / IM / Tunnel / Streaming 之非法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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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neweb.com.tw 

藍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設立於 2000 年 5 月，集合來自 IBM 體系及國內各大電子商務

專業公司及國內外知名大學研究所，具備豐富實務經驗之志同道合之菁英共同創立。並引

進建邦創業投資集團及裕隆集團等兩大集團之資金，為一專業之電子商務金流整合及系統

服務公司。   

 

電子商務方面，藍新科技公司架設完整穩定之網路商家金流機制，擁有自行架設之付款

閘道(Payment Gateway)，除提供信用卡付款機關等做直接連線，並與各大型入口網站合作

建置線上繳費中心機制，提供網路消費者帳單整合及代客繳費服務。 

 

藍新科技對於網路的需求：制外，亦結合銀行之網路銀行轉帳機制，提供網路使用者多

重付款工具。  

 

藍新與各相關之公用事業機構，如稅務機關、大哥大業者、水電瓦斯及監理機。藍新科

技的電子商務服務，係提供線上金流機制應用的相關服務。內容可分為提供消費者於網路

及無線領域中進行帳單查詢及繳付的「帳單繳費」服務，及個人對個人(C2C)支付款服務的

「個人帳房」服務。因此，除了付款資料的保密性相當重要之外，對於網路品質要求必須

非常穩定，絕對不得斷訊。 

 

 

 

 

 

 

 

 

 

 

 

 

 

 

 

 

 

 

http://www.neweb.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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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糖學苑  http://www.taisugar.com.tw 

大專學生人口快速成長，但是學校所能提供的宿舍床位卻是供不應求，因此刺激學區租 

屋市場的需求，大型的集合式出租住宅也應運而生。 在各大學院校附近有越來越多的新

建民營學生宿舍，不但內部設備五星級、生活機能完善外，加上有專業的物業管理團隊經

營，安全管理受到肯定，家長比較能放心，學校方面也樂於與此類型出租住宅合作，做為

對外招募學生時的號召。 

 

台糖公司早期以製糖起家，近期企業轉向多角化經營；目前，台糖也與不少大學合作推

出五星級豪華宿舍，台中東海大學的「東海學院」是首例，推出後造成轟動，因此台糖接

下來分別在苗栗、斗六、朴子市、歸仁、楠梓、麻豆立德管理學院「安南學苑」、屏東市

「椰林學苑」等地，興建學生宿舍；由於房間內寬頻網路、家俱、冷氣一應俱全，設施規

劃完善，宿舍安全管理嚴密，頗受學生及家長的好評，進駐率相當高。台糖公司目前除了

積極和各大學合作，興建大型學生宿舍外，也將經營觸角擴大到提供中科、南科等企業員

工宿舍出租管理的領域，除了經營項目與學生宿舍相仿外，更以提供優質的生活環境，吸

引高科技人員承租進住。 

 

台糖大型學生宿舍對於寬頻網路的需求： 

1. 提供高速、不斷訊的優質網路平台 

2. 為確保網路頻寬不被濫用，嚴格控管上線電腦及其流量 

3. 對外單一主機識別 

4. 為避免因電腦中毒，而造成內部電腦交互感染，網路活動必須監控 

5. P2P 軟體影響網路傳輸品質，必須被控管 

 

PowerStation 功能應用： 

1. 整合對外的所有 xDSL，將對外的網路交通負載平均分配到所有 WAN 連線，並相互備 

援，分散連外網路斷訊的風險。 

2. DAC 身份認證系統，確認只有經由登記註冊的電腦可以連線使用網路資源。 

3. 實施 Smart QoS 頻寬管理政策，動態追蹤每一條網路連線，並能設定單一連線使用頻     

寬、單一來源主機使用頻寬，及總頻寬大小限制。 

4. 藉由「即時連線」的監測，立即掌握所有內部網路各主機(IP)的流量，當網路封包數量   

異常（例如病毒感染），或瞬間大量連線時（例如 P2P 程式），PowerStation 均能提供充

http://www.taisuga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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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的資訊供網管人員判讀，以期能夠及早因應。 

5. 預先規劃對外連結的最佳路徑，搭配政策性路由（Policy Routing）彈性配置連外頻寬， 

提昇網路作業的整體效能。 

 

      功能效益：使用者認證、WAN Load Balance、斷線備援、政策性路由、頻寬管理、異常連

線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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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咖業者 

『網咖』這個結合 ISP、電腦軟硬體等多種產業於一身的新興產業，近年來在線上遊戲的

流行帶動下，使得它成為時下青少年熱愛的場所。網咖提供聲光效果、較好的硬體設備，為

網路線上遊戲建構一個較好的場所。決定網咖是否能夠穩定持續經營的因素，除了地點的選

定等客觀因素外，加盟網咖系統業者的選定、硬體設備的等級、線上遊戲簽約數量、網路頻

寬大小、品質等等，均有所影響。 

     

網咖業者每月固定成本包含人事費用、店面租賃、基本水電瓦斯外，線路費用算是每個月

最大宗的固定成本。線路頻寬越大，不論是線上遊戲或影音瀏覽等服務，都會有較高品質的

服務等級，線路費用通常決定於所申請的最大頻寬。 因此，若是店家能夠提供越高頻寬的線

路品質，就越能夠吸引更多的客人上門及留住現有客戶。 

 

網咖業者對於網路的需求： 

1. 降低連線費用，但是不能影響線上遊戲連線品質。專線/光纖線路的每個月固定成本太

高，雖然專線/光纖線路所提供的品質十分良好，但是每個月的線路費用也是相當可觀。

網咖業者需要不斷的降低成本，而同時維持固定的服務品質，才能夠在日漸擁擠的網咖

市場維持自己的高度競爭力。 

2. 店內要可以使用 P2P 軟體，但是不能影響線上遊戲連線品質。常有一些客人來網咖使

用線上影音等大量頻寬消耗性的服務 (線上影音的頻寬消耗性是一般線上遊戲的 

20~30 倍)，或是使用者利用 P2P 共享工具 (如 BT、eMule、eDonkey、Kuso、 ezPeer、

ClubBox 等) 來即時下載歌曲或是影片檔，由於大量下載容易將線路頻寬佔滿，造成線

上遊戲的延遲，使得玩家的不滿而導致離客率增加。 

 

3. 網咖業者幾乎都沒有採取防火牆的佈署，由於線上遊戲電腦必須使用公共 IP，所以店

內主機很容易遭受來自網路上的攻擊；另外，也會因為病毒或是蠕蟲 (worm) 的感染，

這些中毒主機會進而去攻擊其他主機，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對外頻寬全部被佔用而造成線

上遊戲無法使用。  

 

PowerStation 功能應用： 

1. 降低專線的速度，而以新增加一條 12M/1M 的 ADSL 補上頻寬；網咖用戶最常使用的     

服務就是線上遊戲，而線上遊戲跟 VoIP 算是同一類型的應用服務，對頻寬的使用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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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要求線路品質高，不容許任何的延遲及封包遺失。 因此線上遊戲所需要的網路頻

寬走專線進出，而其他則由 ADSL 進出。如此，除了能夠有效降低連線費用、也能夠

兼顧線上遊戲的連線品質。 

2. 實施 Smart QoS 頻寬管理政策，保障每一台電腦的使用頻寬。 

依照服務優先性 (線上遊戲 > 上網瀏覽)、頻寬的使用量 (不希望因為共享軟體或是線

上影音使用，而造成線上遊戲的延遲) 加以控管。動態追蹤每一條網路連線，並能設定

單一連線使用頻寬、單一來源主機使用頻寬，及總頻寬大小限制，及時監測網路使用情

況，一旦發現異常的網路連線，能夠即時封鎖該異常主機及提供詳細的線上報表供店家

分析。 

 

現有一般網咖業者的網路架構圖：  

線路廠商會提供一顆路由器放置於店家機房，店家再把所有的 PC 連接到一(數) 個集線器

上，分配公有 IP 位址給店內 PC。 

 

  

 

加裝 PowerStation，降低專線的頻寬，使用 ADSL 來分擔專線頻寬的負載 

由於使用 ADSL 擔任流量分擔，專線的使用量已大幅降低，店家可將原本專線的最大頻寬降

級，達成最終節省成本的目標。 

 

功能效益 ： 節省成本、專線分流、斷線備援、頻寬管理、異常連線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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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店家回報，除了每月的固定成本下降，店家也很少接受到使用者抱怨關於線上遊戲會延遲

或是遭受到不明人士到網咖進行惡意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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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PowerStation 產品規格列表 

PowerStation 線路負載平衡系統 

產品型號 2400 3600 4800 5800 5800S 6800 9200 

硬體規格 

網

路

介

面 

1000Mbps 4 6 8 8 6 8 Max 24 

SFP 0 0 0 0 4 0 Max 8 

IPv4 FW 

Throughput 

(Mbps) 

500 800 1,000 2,500 4,000 6,000 10,000 

IPv6 FW 

Throughput 

(Mbps) 

400 500 800 2,000 3,200 4,800 8,000 

VPN Throughput 

(Mbps) 

50 80 180 200 400 600 1,000 

Concurrent 

Connections 

500,000 500,000 1,000,000 3,000,000 5,500,000 6,000,000 8,000,000 

New Connection 

Per Sec 

5,000 7,000 15,000 20,000 40,000 80,000 80,000 

Recommended 

Users (Max) 

200 500 1,000 4,000 20,000 20,000 20,000 

Customer Scale Small 

Business 

SMB Enterprise Enterprise Enterprise Enterprise MSSP 

軟體規格（所有硬體機種都具備相同功能） 

系統基本架構 1. 設備網路埠提供支援數個 10/100/1000 Mbps 網路介面（如上表

所示），並可彈性自訂每個埠為 WAN、LAN、DMZ 和 VPN 等，

自訂網路安全等級。 

2. 彈性之網路環境設定，每一個實體網路介面可以定義不同的安全

等級，如 WAN、LAN、DMZ、TRUST 及 UNTRUST 區等不同的安

全區域，自訂網路安全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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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支援多條以上線路均衡負載功能，線路可支援專線、固定制 

ADSL、撥接制 ADSL (PPPoE) 等兩條以上不同 ISP 及異質流量頻

寬整合。 

4. 單一網路介面可支援虛擬網卡功能，擴充可連接的對外線路，並

支援 IEEE802.1Q VLAN 模式環境。 

5. 提供 IP/MAC 網路位置鎖定功能，避免使用者任意更換主機 IP

位置，並能限定特定網卡清單的主機使用網路資源。 

6. 提供 L2 透通模式、L3 NAT 路由模式及混合模式 (Mixed Mode, 

可以同時啟用 L2 & L3 模式)。 

7. 提供透通(Transparent)功能，讓外部公有 IP (Public IP) 可直接對

應企業內部使用，依照所選定的路逕自動切換對應的外部公有 IP 

(Public IP)，將內部網路位址對應到合法外部位址  (可選擇 

Proxy-ARP 或是 Bridge 模式)。 

IPv6 (IPv4/IPv6 

Dual stack) 相

關功能 

1. 可於單一介面上同時設定多組 IPv4 與 IPv6 的位址，並同時支

援 IPv4 與 IPv6 的靜態路由設定。 

2. 針對  IPv4/IPv6 封包，支援完整狀態封包檢測機制  (Stateful 

Packet Inspection)。 

3. 可以支援 Router Advertisement 機制，可快速支援 Client Stateless 

Auto-Configuration。 

線路負載均衡 1. 提供政策性路由 (Policy Routing)，可依封包的來源、目的地、網

絡服務類別，固定由特定廣域網路線路送出。 

2. 提供線路狀態自動偵測，監控連線狀態與線路品質，一旦發生任

一線路故障，系統會自動將流量從故障線路重導至正常線路。 

線路偵測設定 線路狀態偵測方式支援： 

A. 節點偵測法：指定遠方節點當作是線路狀態參考點，偵測協

議可為 HTTP、ICMP 及 DNS 協議，並可以指定遠端偵測節

點的數目，以降低誤判情況。 

B. 多節點路徑偵測法：依序測試對外線路的各節點，至少偵測

五～十個節點，不會因為單一節點之狀況而造成線路整體運

作誤判。 

NAC 使用者

存取控制 

可顯示 IP 及 MAC 對應紀錄，並可支援手動匯入 IP/MAC 對應表

達成 IP/MAC 封鎖功能。 

統計報表功能 線上個別使用者行為監控，包括即時連線內容、頻寬使用分析等。 

VPN 安全加 1. 支援遠端使用者以加密通道協定，建立 PPTP 及 L2TP 私有虛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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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傳輸 網路存取功能。 

2. 支持 VPN Tunnel Routing，於兩端私人網路之間建立多條 VPN 通

道，流量負載均衡及頻寬合併功能，能使用多條 VPN 連線。 

動態頻寬管理 1. 頻寬管理可針對來源位置、目的位置及服務，提供頻寬限制，頻

寬限制包含最大頻寬/保證頻寬/優先頻寬。 

2. 頻寬管理可對特定來源位置、目的位置及服務，排除頻寬管理。 

深層封包辨識 針對封包資料區塊 (payload) 進行特徵碼比對，執行深層資料檢查。 

伺服器負載均

衡 

支援多種服務負載均衡演算法: 

A. Round Robin 輪詢演算法 

B. Weighted Round Robin 權重輪詢演算法 

C. Least-Connection 最少連接演算法 

D. Weighted Least-Connection 權重輪詢演算法 

E. Destination Hash 目的位置雜湊演算法 

F. Source Hash 來源地址雜湊演算法 

網頁過濾功能 

(選購) 

結合網頁類別資料庫，提供 URL 類別阻擋，類別可達 40 種以上，

如色情類、賭博類、交友類等並可設定特定分類網頁禁止存取。 

警示功能 提供郵件警示(Mail Alert)可將對外線路狀況、對外線路中斷、DDNS

記錄修改等異常訊息，使用 E-mail 通知管理者帳號。 

系統狀態 提供圖表方式顯示特定時期(即時/日/周/月/年)系統運作狀態，包括 

CPU 使用率、系統負載、可用記憶體、即時連線數及線上主機數。 

管理介面 1. 可使用網頁式 (Web-Based)，Command Line 及 SSH 安全連線進

行系統設定與管理。 

2. 網頁式管理設定介面，支援語系為繁中/簡中/英文，並提供資料

傳輸 SSL 128bit (HTTPS) 加密。 

網管功能 1. 支援 SNMP v2 及 Syslog ，可將系統事件傳至遠端 Syslog 主機。 

2. 主機無流量限定及無授權人數使用限制。 

其他服務 1. 內建 DNS 伺服器及 DNS Proxy Server。 

2. 內建 DHCP 服務，可針對不同子網，給予不同的設定。並具備

多組靜態對應，可依用戶端機器之網卡位址 (MAC Address) 分派 

IP 設定。 

3. 雙主機備援 (High Availability) 可以主 /副模式 (Active/Passive 

Mode)串接達成自身容錯備援，單機發生故障無法運作時，備援

設備可接續網路運作。雙主機之間設定值為自動同步，不需人為

手動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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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認證 1. 產品通過國際著名 ICSA Corporate Firewall 4.1a 的資訊安全認證。 

2. 取得 IPv6 Ready Logo 認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