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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遠距學習環境的建置，可彌補課堂學習的不

足，不論對學習者或教學者都有相當程度的助益。

本研究建置之網路實驗室系統，能以遠距的方式操

作及學習網路設備，為模擬出更接近真實的學習情

境，本系統具有可配置虛擬主機的機制。學習者在

時間配額內，以遠端預約的方式，規劃及設定自己

遠距學習的時間，而所有的操作與學習都是在遠端

的真實設備上進行。 

 

本系統建置的遠距實驗室，可達成跨校資源分

享的特性與需求，管理者增刪現有的郵件伺服器列

表，即可立即提供校內或校外的學習者進入使用。

本文即描述建置本系統時的經驗，期能提供後續有

意建置者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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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stallation of distance-learning environment 
aims to facilitate not only the learners but also the 
teachers in a relatively high degree for it supplements 
the insufficiency in the in-class learning. This project 
of installing the network lab enables learners to 
operate network equipments in distance. By creating 
the simulation in the learning scenario, this project 
also mechanizes in dispatching virtual host. Learners 
are given the specific time quota and allowed to set up 
their schedule in which time they prefer planning and 
configuring by reserving on the system. Moreover, all 
the learners’ operating and learning proceed on the 
real equipment in distance. 
 

This distant laboratory system meets the 
requirement of sharing resources among schools. By 
adding or deleting the mail server list on hand, the 
system can immediately provide service for learners 
from the domestic school or the school outside. This 
paper thus describes the experience in installing the 
system and offers solutions as the reference for those 
who endeavor to install the system. 
 
Keywords: Distance Learning , Router , Switch。 
 

1. 前言 
 

網路的使用已非常普及，網路設備的效能也不

斷提昇，功能也越來越複雜，有關網路設備相關之

規劃、建置、管理的技術，也漸漸被大專院校的資

訊系科所重視，紛紛開設相關課程。 
 

不論是教育部或各級學校所使用的網路設備

中，思科( Cisco ) 的路由器及交換器佔有率都極

高。近年來該公司大力推動的各級證照，更是網路

管理領域必備的證照之一。該公司大力推動的網路

學院，花費巨資建置電子教材，免費提供給大專院

校使用，對學子更是助益頗多[5]。然而除了電子教

材之外，其實習課程所需要的網路設備，是學習過

程中極重要的環節。一般的學校在有限的經費下，

大概只能準備少數的幾套設備供學生使用，即便是

以本校一人一機為例，在上課時數限制及實驗室使

用率極高的情況下，很難在非假日的時間再提供學

生操作練習的機會，常常必須將自由上機或輔導的

時段安排於週六、日進行，造成師生假日時間安排

上的困擾。 
 
雖然網路學習系統的發展已有相當時日，但是

在網路上發展實驗室學習系統這個領域，卻一直是

較缺乏的項目[3]，以本校資管系的網路管理課程為

例，雖然建置了網路教學平台，且陸續加入了影音

教材、題庫等內容，卻一直無法滿足學生在實作練

習上的需求。基於以上，建構一個遠距網路實驗室

是非常需要的。然而在有限的設備下，如何能充分

的利用所有時段，使學生在任何有網路的地方，都

可以進行操作學習，即為本系統欲達成之目標。 

 
一般學校系所內若開設前述的網路管理課

程，大概都已購置了一些路由器或交換器，必須將

這些已購置的設備充分利用，另外再增購部份設備

予以整合建置，方能將設備的購置經費降至最低。

雖然曾有相關的實作提出初步的雛形實作[1]，但是

仍有許多問題需要被解決與建置，包括以下問題︰ 
 

1. 預約及配額制︰若採取隨到即用的方式，

學習者會抱怨原先為了練習挪出了時間，

可是卻被搶先佔用，在實際上反而會造成

使用意願及設備使用率降低的問題，因此

還是採用預約及配額制較妥當。採用預約



及配額制包括必須考慮每學期給學生多少

時間配額，預約的記錄，配額的使用狀況、

設定…等。 
2. 終端機模擬介面︰每個終端機模擬程式會

被指定使用一個特殊 Port ，若同時設定

多台的設備，常讓使用者在視窗切換過程

中錯亂，甚至造成設定錯誤，必須常常在

設定的過程中，隨時注意使用的是哪個視

窗或使用的是哪個 Port，增加了學習者練

習時的困擾。 
3. PC 主機模擬︰相關實驗教材的拓樸圖

中，都會有多台測試主機的設置，以利於

進行實體的測試及除錯動作。此外，教材

中有關 IOS 復原的實驗，亦需要有主機

才能操作進行。然而，要遠端遙控多台的

實體主機就必須使用  KVM-over-IP 設

備。購置多台的主機與 KVM-over-IP 設備

在成本上根本不符合效益，因此最簡單的

解決方法就是採用一台伺服器模擬多台 
PC 主機方式。另外還要考慮到前一個使用

者在 PC 主機上的設定或動作，不能對下

一個使用者造成影響。因此，這部模擬主

機的伺服器在軟體、硬體上都必須有配套

的解決方案。 

 
2. 系統架構與實作 
 
    接下來即為本系統的架構與建置方法︰ 
 
2.1 軟、硬體需求與架構 
 

本系統建置之環境，以能夠提供 CCNA 課程

的實驗範圍為主。建置系統所需要的設備區分為

『實驗性設備』與『控制性設備』，實驗性設備即

是為了提供學習者操作及練習時使用的設備，此類

設備上面不會有任何預設的控制或管理性的設

定。控制性設備則是為了控管實體的設備，故不允

許一般使用者登入此類設備進行設定。以下就這兩

類設備分別進行說明︰ 
 
2.1.1  控制性設備 
 

控制性設備包含了軟、硬體的配置，以下即為

本系統使用的設備規格與部份設定︰ 
 
1. 控制用路由器一部︰ 
 

使用機架式 Cisco 2610XM 及 Async 16A 控
制卡，路由器負責繞送及連接到各個設備的 
Console Port ， Async 16A 控制卡最多可連接 16 
組路由器或交換器的 Console Port 。在控制用路由

器上必須先完成以下之設定，以啟用  Async 線
路︰ 

 
line con 0 
line 33 48 
session-timeout 2 
exec-timeout 1 0 
session-disconnect-warning 10 
no exec 
transport input telnet 
transport output none 
 

Async 16A 控制線路可使用的 Port 編號自 
2033 至 2048 ，將來外部連線如果要進入實驗設

備的 Console Port ，只要 telnet 適當的 IP 與 Port 
編號即可進入，也就如同在實驗室中使用電腦的 
RS-232 接到網路設備的 Console Port 一般。 
 
2. 控制用交換器一部︰ 
 

主要功用是藉著 Vlan 的規劃，達到虛擬線路

的目的。本系統使用的交換器是機架式的 Cisco 
2950。 
 
3. 管理伺服器一部︰ 
 

伺服器有兩部，分別為管理伺服器與模擬主機

伺服器，為節省成本與減少佔用空間，除了可以使

用價位較高的機架式伺服器外，亦可採用小型化的

準系統。管理伺服器的硬體等級則不需要太高，建

議 CPU P-4 、 RAM 512M 即可。作業系統平台及

資料庫系統採用的全部都是免費軟體 LAMP 
(Linux,Apache,MySQL,PHP) [2]。 
 
4. 電源重置一部︰ 
 

本系統進行遠端電源遙控使用的設備為 APC 
的 Power Distribution Unit ，型號為 AP7900 [7]。此

設備為機架式，共有八個可控制的電源插座，可透

過網路以 telnet 、web 或 SNMP 等方式進行電源

插座的開與關控制，設備面板上會以數字的方式顯

示目前消耗的安培數。在本系統的程式中，是以 
SNMP 的方式來進行遠端電源控制。 
 
2.1.2  實驗性設備 
 

實驗性設備包含路由器、交換器與虛擬主機伺

服器，其架構與關連分別敘述如下︰ 
 
1. 實驗路由器五台及交換器兩台︰ 
 

本系統使用的實驗路由器型號為  Cisco 
1721 ，此款設備並非機架式，屬早期購置的桌上

型設備，但是因為其體積不大，因此可以堆疊置於

機櫃中。實驗交換器則為機架式的 Cisco 2950。 
 

本系統無法預約單一的路由器或交換器設

備，實驗設備依據課程內容被分為兩組，這是為了



防止不當預約單一設備，反而將連接的整組設備切

割破碎，無法有效使用設備。且依據原廠標準教材

的實驗內容，通常在實驗教材的拓樸中，路由器使

用的數量只要 2 至 3 台即可，因此本系統將設備

分為 A 組與 B 組，A 組主要是兩台路由器，可

做一般路由協定的實驗，其 Serial Port 兩條對接，

可做單一路由器、RIP 及容錯、ACL 等相關的實

驗，範圍相當於原廠實驗課程的前半段。B 組設備

為三台路由器及兩台交換器，可以進行RIPv2、
EIGRP、OSPF 等路由協定及STP、VLAN、WAN 相
關的實驗，範圍相當於原廠實驗課程的後半段。如

此規劃下，可讓不同進度的同學都可以進入此系統

練習。線路架構如下所示︰ 
 

 
A 組設備 

 
B 組設備 

 
 

圖 1 實驗設備架構圖 
 
    下圖為實驗設備與控制設備間線路連接的架

構，右邊的控制用路由器與電源控制的網卡介面都

連接到交換器，且與管理伺服器接到此交換器的介

面屬同一個 Vlan，以互相通訊。 
 

 
 

圖 2 實驗設備與控制設備線路架構圖 
 
    下圖為實際機櫃中配置的情況。 

 
圖 3 機櫃實體配置圖 

2. 模擬主機伺服器一部︰ 
 

模擬主機伺服器的CPU 與記憶體因為需求較

高，建議 CPU 3G 以上，RAM 要 2G bytes 以上，

除要安裝一片負責與外網通訊的一般網卡外，還必

須另外再購置及安裝一塊負責內網的特殊網路卡， 
本系統使用的是 Intel Pro/100 Desktop Adapter ，編

號為PILA8460MBLK20 的網路卡[8]，此網路卡支

援 802.1q 功能，有關設定方法稍後敘述。 
 

本系統之模擬主機伺服器使用的作業系統為 
Windows XP，亦可以採用 Windows 2003 Sever 或 
Linux 做為伺服器平台，但是考慮將來在設定操作

上的便利性，所以本系統採用 Windows XP。 
 

在作業系統安裝完畢後，模擬主機伺服器還必

須安裝一套 VMWare Server 1.0 [6]，此軟體為免費

軟體，若要合法使用，僅須在安裝前上網登記資

料，即可取得若干組的授權序號。此軟體類似微軟 
Virtual PC 的伺服器版，在使用前只要先製作一份

作業系統的 .vmx 檔，然後直接將此檔案進行複

製，即產生了多個虛擬主機的 image 檔。而此伺服

器主機只要有足夠的記憶體及 CPU 速度，就可以

同時在一台實體主機上開啟多個作業系統，這些作

業系統也可以是異質的。該公司官方網站內亦已預

先做好許多免費系統的 vmx 檔，下載後直接開啟

就可以使用。 
 

模擬主機伺服器在虛擬主機作業系統建立完

成後，還必須考慮到將來實際使用時的狀況︰若前

一個使用者在某個虛擬主機上進行了某些破壞性

的設定或變更，下一個使用者不能受到前一個使用

者的影響而無法進行實驗。這時就必須要能夠重新

啟動作業系統及還原虛擬主機的機制。解決的方法

就是在每一個虛擬主機上都安裝還原軟體。如此，

當下一個使用者進入虛擬主機時，只需要重新啟動

每一個虛擬主機的作業系統，就可以將環境恢復到

初始狀態，本系統採用的還原軟體為北軟的還原精

靈 6.1。 
 

模擬主機伺服器的另一個重點，在於增購的 



802.1q 網路卡，此網路卡透過交換器與實驗設備的

FastEthernet 介面相連。VMware 與其他設備的架

構圖如下所示︰ 
 

 
 

圖 4  VMware 關係架構圖 
 

架構中，學習者藉由 VMware console 此軟

體，經過路由器的存取清單後，操作伺服器中的虛

擬主機。外網網卡配置一個 public IP 供使用者連

接， 每個虛擬主機上則都有其對應的虛擬網卡。 
 

控制交換器連接  802.1q 網卡的  Port 設為

trunk port ，此交換器有數個 Port 連接到實驗設備

的  FastEthernet port ，這些  Port 分屬不同的 
Vlan ，於是到主機的虛擬線路即建立完成。驅動程

式安裝完畢後，必須於網卡驅動程式上先建立 
VLANs ，這裡每部虛擬主機都必須配置一個獨立

的 VLAN ID 。接著再設定 Virtual Network ，其

設定參考畫面如下圖所示︰ 
 

 
 

圖 5 虛擬網卡設定示意圖 

 
2.2 權限管理系統及操作介面 
 

在系統中，程式處理的工作主要分為『權限管

理』及『操作介面』兩部份。權限管理處理的項目

包括︰每個學生每學期的配額時間及使用記錄、帳

號密碼的認證與存續、時間的預約與線路管制、管

理者的基本參數設定及查詢介面。操作介面必須實 

作的包括︰模擬終端機、遠端電源遙控、虛擬主

機。系統中大部分的操作可透過網頁介面的方式完

成，盡量減低操作複雜度，減少學習者操作時的挫

折感。上述兩個部份的架構與流程，分別敘述如 
下︰ 
 
2.2.1 權限管理 
 

為方便及減輕管理者帳號管理之負擔，本系統

直接向郵件伺服器的 POP3 進行密碼驗證，使用者

以選單選擇向哪一部伺服器進行認證，管理者可透

過管理介面，彈性的增刪認證的伺服器清單，也可

以使用校外的郵件伺服器進行認證。如下圖所示︰ 
 

 
圖 6 認證架構 

 
系統之首頁畫面直接顯示當日已被預約的時

段及機組，代表此時段該組設備無法再提供預約。

首頁畫面也可選擇要登入練習或進行預約，使用者

可預約現在或未來的時段，每次以一小時為單位，

時間配額不足即無法預約。預約成功後，配額時數

即扣減一小時，可以同時預約兩組設備，但是時數

配額也扣減兩小時。預約後不能再取消，以免佔用

時段。為防止不當之存取，只允許登入認證成功之

主機  IP 對管理伺服器的特定  Port 進行存取操

作，如果更換 IP 就必須重新登入，此限制存取的

清單將會由管理伺服器以模擬 telnet 方式，設定於

區域邊界的路由器上。首頁畫面如下圖所示︰ 
 

 
圖 7 首頁之預約狀態畫面 

 



2.2.2 登入與操作介面  
 

登入認證成功後，使用者端的瀏覽器會透過系

統提供的 Java Telnet Applet 介面[9]，連接到管理

伺服器，而管理伺服器上設置有  port forwarder 
[4]，經由預先設定的對應表，可將使用者原先 telnet 
所使用的目的地 Port 轉換成為其他的 Port ，如此

就可以達到隱藏內部實際 Port 的目的。如下圖所

示︰ 
 

 
 

圖 8 首頁之預約狀態畫面 

 
本系統虛擬終端機使用 Java 的介面，因此使

用者若第一次登入系統練習時，  必須先安裝

JRE ，可直接點選畫面下方的連接進行 JRE 的安

裝，安裝過的主機則不必安裝。登入及認證畫面如

下圖所示︰ 
 

 
圖 9 登入畫面 

若登入帳號、密碼驗證有誤或未先進行登記預

約，都無法進入系統。若驗證成功，將會出現如下

圖 10 的兩個視窗。大視窗中除了顯示設備的拓樸

架構外，各設備均對應有一個按鈕，此按鈕按下去

後，就會開啟該設備的虛擬終端機畫面，且該按鈕

上的文字會顯示 Using （使用中），如圖 11 所示。

為避免作業系統的桌面被太多視窗塞滿，造成操作

設定時的混亂，當某一台設備設定完畢後，可以先

關閉該終端機視窗，當需要使用時，再點選畫面上

的按鈕即可（類似軟體模擬器的操作方式）。小視

窗中的按鈕等於是各練習設備的電源重置開關，當

按下按鈕後，該設備的電源就會被關閉，等數秒後

會自動再開啟該設備之電源，此功能主要是用於清

除記憶體設定或進行密碼復原時使用（本系統使用

shift-break 鍵進入 rommon 模式）。 
 

 
圖 10 操作主畫面 

 
圖 11 開啟模擬終端機畫面 

以下是以 SNMP 協定進行遠端電源重置的片

段 PHP 程式碼︰ 
 
$object_id = '.1.3.6.1.4.1.318.1.1.12.3.3.1.1.4.'.$outlet; 
$type='i'; 
$value='3'; 
$community = 'xxxxxx'; 
snmpset ($host,$community,$object_id,$type,$value); 
 

程式碼中，$host 為電源遙控設備的  IP ，
$outlet 為電源遙控設備插孔編號，$community 為
電源遙控設備內部預先設定的 community string 。 
 
2.2.3  虛擬主機操作介面  
 

操作虛擬主機介面可直接使用  VMware 的
Server console ，但是因為 VMware 並沒有單獨將

Server console 提供下載，故必須從 VMware Server 
Windows client package 的 zip 版中抽取檔名類似

VMware-console-x.x.x-xxxxx.exe 的檔案，然後置於

網站及網頁中提供學習者下載安裝。安裝完畢後執

行 console 程式時，只需要輸入主機 IP 、帳號及

密碼即可使用。 
 



3. 結論 
 

本系統中因為每台路由器的 FastEthernet 介

面都可以有虛擬主機，若在每個虛擬主機上都安裝

TFTP Server ，那麼就能夠讓每一台路由器操作讀

取與儲存設定檔的動作，若將路由器的 IOS 檔案

置於其中，更可以進行 IOS 復原的相關練習。 

 
此系統中的虛擬主機，亦可應用於其他電腦軟

體課程之遠距學習中，尤其是某些只能在校園中安

裝使用的限制性版權軟體，例如︰管理類的 ERP
系統、工程類的AutoCAD….等，這些軟體學生不能

攜帶回家安裝，又礙於實驗室的開放狀況時，可以

使用能還原設定的虛擬主機，讓學生透過遠距的畫

面來進行操作與練習。 
 

本系統之設計主要為輔助學習性質，雖然已可

滿足初步的遠距實驗需求。但未來仍有需要持續發

展及加強的地方。包括以下幾個方向︰ 
 
1. 目前因為人力與時間的限制，僅能直接使用

VMWare 的 Console 介面進行虛擬主機的操

作，在使用管控上仍有缺陷。未來可實作設計

能夠完整控管的 web 操作介面。 
2. 目前的設備僅能提供給 CCNA 的實驗課程範

圍使用，對於更進階的 CCNP 範圍，則必定需

要再進行系統修改與設備增購。 
3. 未來可評估遠距虛擬實驗室與實體實驗室在學

習成效上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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