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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 1990 年網際網路興起，至今網路的普及幾

乎已經深入每一個家庭之中，而使用者對網際網路
的品質要求也日益精進，不論是在網路的頻寬、速
度與品質上都在追求有更穩定的網路狀態，因此本
研究將利用企業應用整合（Enterprise Application 
Integration：EAI）平台整合後端異質性供裝網路系
統 ， 搭 配 服 務 導 向 架 構 (Service Oriented 
Architecture：SOA)規劃建置網管品質服務(Quality 
of Service：QoS)系統界面，並藉由智慧卡管理機
制，設定瀏覽權限，讓網路維運人員可以在有網際
網路的地方隨時監控網路品質，提供使用者更穩定
的網路服務。  

關鍵詞：EAI、供裝網路系統、服務導向架構、品
質服務、智慧卡、網路服務  

 
Abstract 

 
The Internet is emerged from 1990, and internet 

is almost popularizing in every family. The Internet 
user has more and more requirements, the user’s 
demand for internet not only in the bandwidth of 
network but also in the quality of stability network. 
Hence, this research uses Enterprise Application 
Integration (EAI) technique to integrate heterogeneous 
network provisioning system and uses the Service 
Oriented Architecture (SOA) to plan the Quality of 
Service (QoS) on the network. The research also 
applies the smart card mechanism for the system and 
settles the authorities of user browsing service. The 
employee of network maintenance can monitor and 
control the quality of network from the internet 
through this system. This system provides more stable 
network service for user and employee can work more 
efficient. 

Keywords： EAI、 network provision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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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網路帶給使用者很多便利性與多元的服務，但
對於網路的管理者而言，卻是充滿許多的挑戰，每
當網路有問題時即直奔網路機房查修線路，對於障
礙的管控與網路的供裝情況皆無從瞭解，即使瞭解
也僅止於部分重要網路電路，因此為了有效管理網
路線路與障礙流程，本系統將透過 EAI結合各異質
性網路供裝查修系統，並利用 SOA 技術架構來設
計網管 QoS管理系統界面流程。  

為了達到高訊務傳輸頻寬與高傳輸效能的網
路系統，目前大多數的網路皆採行寬頻網路的設計
方式[1]，而寬頻網路又為整個網路系統之核心，如
ATM網路或 SDH網路，因此對於此類型的網路監
控與管理格外重要；再者，寬頻網路的供應廠商繁
多，不同廠商提供不同種類型的網路設備與架構，
但彼此均採用高頻寬的傳輸界面設計，如光纖傳輸
界面。因此此類型的寬頻網路設計大多委託較具規
模與經驗的電信服務公司來規劃與設計，簡化客戶
端的網路規劃設計。  

一般的網路安裝維運管 理程 序 (Network 
Installing and Maintenance Procedure)包括網路線路
訂單服務(Network Circuits Ordering Service)、網路
供裝 (Network Provisioning)、 網路維護與回復
(Network Maintenance and Restoration)、網路資料管
理 (Network Data Management)、網路品質管理
(Network QoS Management)與網路線路帳務服務
(Network Circuits Billing Service)等，其程序繪製如
圖 1。  

以 ADSL 寬頻服務架構來說，用戶端的設備
(ADSL Transmission Unit Remote：ATUR)由許多不
同品牌廠商提供，因此其終端設備皆為不同型式，
所以電信公司為了需要一個統合的接取設備



(Access Multiplexer)來與用戶端進行連接，進而連接
至骨幹網路如 ATM 網路，而不同的寬頻架構就需
要不同的接取服務系統，因而也產生許多的異質性
接取服務平台，所以本研究藉由 EAI的特性，將各
異質性接取服務平台整合，並藉由 SOA 的設計與
技術，提供網管人員一個整合性供裝網路 QoS管理
系統界面，其架構示意如圖 2，藉由 SOA的架構整
合網路安裝維運程序等六項維運流程，而網管人員
即可透過本研究規劃之系統，進行網路品質服務查
核。  

 

圖 1 網路安裝維運管理程序 

（Network Installing and Maintenance Procedure） 

 

圖 2 異質性接取服務平台整合示意圖  

本研究將於第二節進行文獻探討，並對相關技
術進行說明，本系統之細部架構將於第三節說明，
第四節分析本系統實作過程與技術，並引用範例來
說明此一架構，最後第五節為結論與未來發展。  

 

2. 文獻探討 
 

本研究採用 EAI整合後台異質性接取設備，並
利用 SOA 架構來建置整合性供裝網路 QoS管理系
統，以下將針對各項技術與架構進行說明：  

2.1. 企業應用整合(Enterprise Application 
Integration：EAI) 

 
企業面對新的競爭生態與環境，為了繼續生存

並且獲利，必須結合企業內的各項優勢來強化自己
的競爭優勢。而這個具有吸引力的觀念便是所謂的
企業應用整合 (Enterprise Application Integration, 
EAI)[2]。企業整合主要的目的是要打破企業的組織
隔閡，以便利企業資訊、控制與物流系統的流通。
藉由結合需要的功能以及各個不同種類的功能元
素，改善企業內部的資訊傳遞、合作及協調。如此
一來企業的行為便像個整合性的個體，不但可以提
升企業內部的彈性、生產力，並有能力面對管理上
的改革。  

在現今大部分的企業均已電腦化，在舊有系統
中早已存有企業原本運行的所有營運資料以及原
本企業的運作規則(Business Rules)，其中就包含了
企業的舊有流程與相關資料[3,4,5]。若忽視舊有系
統將導致舊有資料必須另行轉換，甚至無法匯入新
系統，如此一來企業多年營運資料將付諸流水。因
此，若能在新的資訊系統中隱含舊有企業運作流
程，再經過萃取、整合及轉換步驟後，即可取得企
業舊有資料，接著便可依照新的資訊系統，來進行
企業新舊資料整合與利用。如此一來，不但舊有資
料得以保存，企業對於舊有資訊系統的投資不至於
隨著新系統之導入而付諸流水。  

 
2.2. 服務導向架構(Service Oriented 

Architecture：SOA) 
 

經由上述了解系統整合的重要性，因此許多研
究嘗試了各種解決方案，並且獲得一些成果[6]。最
早的解決方案是資料的整合，整合資料帶來立即的
好處，使用者可以快速取得所需的所有資料。但是
因為企業的應用系統通常來自不同的供應商，所以
整合所有的資料庫非常不容易。後來的方法則是 
AP-to-AP 的  EAI 整合方案，由  AP 與其他的系統
溝通，取回所有需要的資料，這方法的缺點在於應
用系統採用不同的通訊協定與  API，當多個系統互
動時，需要的轉接程式與資料轉換程式大量增加，
如果要與其他企業的應用系統互動，則情況變得更
為複雜。服務導向架構  SOA 使用  XML 與  Web 
Services 為底層基礎，解決通訊協定與資料溝通的
問題，而且包含安全、交易、商業流程整合等等功
能，使  SOA 成為最有彈性的系統整合方案。  

SOA 具有幾個重要的特質[6]。第一個特質是
每個服務((Service)有一個明確的界限，其他的程式



只能透過服務窗口要求服務。第二個特質是獨立自
主(Autonomous)，每個服務不必倚賴其他的系統，
我們獨立佈署服務，並且管理多重版本，別的程式
不能存取服務內部的功能與資料，例如傳進來的資
料既不能修改，也不能退回。第三個特質是共用 
Data Schema 與資料規定((Validation Contract)，因
為每個服務使用的內部資料格式不一定相同，所以
不可以傳遞物件，而且資料必須符合規定，Text 
Format Data 是以前常用的方法，現在  XML 則是
最佳選擇。第四個特質是運用 Policy，SOA 使用  
policy 設計連接埠規定、資料規定、功能規定、安
全規定等等，並且協調服務之間的互動流程。  

 
2.3. 網路維運系統 
 

一般來說，網路服務的規劃，必須根據目前網
路的拓撲結構與實際設備的訊務量來設計，同時要
對各項網路設備進行管控，如路由、接取器、網路
伺服器… 等，因此需要一套完整的網路維運系統來
管理[1]，其包括網路供裝 (Network Provisioning)、
網 路 維 護 與 回 復 (Network Maintenance and 
Restoration) 、 網 路 資 料 管 理 (Network Data 
Management) 、 網 路 品 質 管 理 (Network QoS 
Management)等，透過網路供裝進行網路架構的設
計與連結，搭配網路維護與回復來管理線路，並將
網路實體線路的使用資訊記錄於網路資料管理系
統，除此之外，也必須對網路線路的品質進行管
控，確保使用者的權益。  

 
3. 系統架構 
 

本研究的整合性供裝網路 QoS 管理系統界
面，除了整合後端接取平台服務之外，也提供給前
端網管人員一個便利的查詢監測的管道，如圖 3所
示，包含了有各種異質性接取服務平台、整合性接
取服務平台與網際網路 QoS平台等，現將其功能分
述如下：  

l 異質性接取服務平台，主要支援各種異質性網
路服務，以 ADSL 網路服務為例，其終端設
備為許多不同類型或品牌組合而成的服務網
路系統，因此需要一接取網路統合用戶端設
備，連至 ATM 或 SDH 骨幹網路，在此時便
需要一接取網路服務平台來監控此類型的線
路，而不同類型的接取方式就需要不同類型的
接取網路服務平台。  

l 整合性接取服務平台，即將不同的接取服務平
台，統合成一個整合型服務平台，就如同企業
整合主要的目的是要打破企業的組織隔閡，以
便利企業資訊、控制與物流系統間的流通，而
整合性接取服務平台，可將異質性接取平台統
合，並提供相關的網路線路資訊給前端平台使
用。  

l 網際網路 QoS 平台，網管人員可使用此一平

台來查詢各種網路線路資訊，如網路線路訂單
服務、網路供裝、網路維護與回復、網路資料
管理、網路品質管理與網路線路帳務服務等，
網際網路 QoS 平台與整合性接取服務平台連
接，即可得知相關的網路維運管理資訊，並透
過服務導向架構的設計，衍生多樣化的查詢服
務與申告功能，提升網路維運品質，降低網管
成本。  

 

 

圖 3 本研究的系統架構  

 
4. 系統實作技術-範例探討  
 

本研究之系統，僅需依靠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 (MSIE)即可使用，網管人員僅需利用識別卡
登錄，即可瀏覽相關的資訊，其實作設計架構如圖
4。  

 

圖 4 實作設計架構  

在圖 4中一共有四個模組，網管 QoS管理系統
界面，主要採網頁設計方式，網管維運人員只要透
過網際網路連結至本系統，經過認證即可開始監
控、查詢與維運網路；而利用 .NET所開發之網際網
路 QoS平台，用來接受網路維運人員的指令與整合
性接取平台相互傳遞訊息，而網路維運人員亦可透



過服務流程方式與整合性接取平台相互溝通，溝通
方式皆採用Web Services。  

為了強化系統的安全性，本系統的登入畫面採
取智慧卡認證方式來識別使用者的身分，圖 5即是
本系統的登入畫面，在此畫面輸入智慧卡中的 PIN
碼後，系統會驗證使用者身分，驗證通過後，隨即
進入圖 6的首頁畫面，在首頁中即有網管人員所需
要的整合性供裝網路 QoS管理系統界面，其中包括
有企業專線障礙即是監視圖 (如圖 7)、企業專線障礙
維修進度(如圖 8)、企業專線障礙歷史(如圖 9)…
等，在圖 7中的即時監視圖反映出目前企業的專線
現況，並利用不同顏色來標明網路線路障礙的嚴重
程度，而圖 8與圖 9則是顯示網路障礙的現況明細
與歷史資料等資訊，這些資訊包括專線號碼、速
率、處離情形、申告時間、申告原因、申告次數及
修復時間等，而這些界面的背後皆隱藏著以服務為
導向的流程架構。  

 

 

圖 5 登入畫面  

 

圖 6 首頁  

 

圖 7 網路監視  

 

 

圖 8 現有障礙查詢  

 

圖 9 障礙歷史查詢  

 

圖 10  Web Services界面  



本系統的服務導向架構，係由圖 10 中之
WebServices 組合而成，每一個 Web Service界面皆
擁有各自的工作流程，而本系統中的每一項功能皆
是部分 Web Services 的組合，現以專線障礙歷史來
說明其服務導向架構，從圖 11中可得知，當使用者
一登入至本系統後(如登入，代碼 1)，即進入服務導
向架構，緊接依序進入讀取智慧卡資訊模組(代碼 2
跟 3)，隨後進入本系統由使用者進行選擇服務項目
(代碼 4，本例為專線障礙歷史)，並依照使用者選擇
進入整合性接取模組，並取得企業識別資訊(代碼
5)，依照此識別進行擷取所屬專線資訊(代碼 6) ，
再篩選符合資訊後(代碼 7)，將資訊送給原先的進入
點(代碼 8)，並顯示資訊給使用者 (代碼 9) ，最後使
用者利用登出功能(如代碼 10與代碼 11)，離開本系
統。  

 

圖 11 服務導向架構 -以專線障礙歷史為例  

 
5. 結論與未來發展 
 

本研究提供一個供裝網管 QoS 管理系統界
面，讓網路維運人員或網路線路的使用者能透過此
一界面查得企業線路的租用情形、使用狀況、維運
情形、線路資料與網路拓撲圖等，同時也利用企業
應用整合技術 (EAI)整合後端異質性接取網路設
備，藉此查詢界面，方便系統受理與查詢作業，除
此之外，本研究也利用服務導向架構來設計與管理

資料流程，簡化系統的開發時間，降低系統複雜
度，並透過讀取智慧卡模組、整合性接取模組與網
際網路 QoS 模組之互動，提供一彈性查詢互動系
統，提升使用者查詢效能。  

未來本研究將延伸此一系統架構，發展個人化
的網路維運之應用，以期讓每一個企業與使用者能
透過個人化之設計與安排，使用符合自己需求的查
詢界面，增進網路維運效率，簡化維運人員工作流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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