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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宿舍網路經營管理可說是各大學網管人員的必修

課程，過去的宿網管理系統著重於自行研發宿網管理

系統，或導入自由軟體使其應用於校園網路。這兩者

都需要計中人員投入研發的人力與成本才能付諸實

行，對於精簡人員編制的學校單位來說，看到這些宿

網管理系統多只能望文生嘆，難以實行。本文以中國

科大宿舍網路管理為例，我們導入一個低成本的路由

器軟體，在不變動原有網路架構下，將宿舍網路以社

區電信業者的方式經營，並且把宿網流量導至 ISP 業

者的 FTTB 線路以減少 TANET 的負擔。此外，還可

以針對使用者進行身份認證與限制流量等網管功能，

而這些都不需要變動現有宿網架構，或另外花費時間

撰寫宿網管理程式與介面，相較於傳統管理程式而

言，功能更為強大且成本低廉。相信這樣的成功案例

可作為其他學校後續宿舍網路經營管理的參考。 

關鍵詞： PPPoE，宿舍網路，社區網路供應商。 

1. 前言 

回顧過去 TANET 論文集對宿舍網路解決方案的

介紹，幾乎多屬 IP-MAC 設定管理功能、依 Netflow

資訊進行流量監控，以這兩項為主要功能的宿網管理

系統。而綜觀各校宿網架構因網路設備不同，自行研

發程式的結果，也造就了各個管理系統介面上的差

異，這也顯示出缺乏可套用至各校宿網架構的單一宿

網管理機制。此外，宿網管理長久以來也不斷受到乙

太網路惡意程式廣播封包所困擾，這也不是只靠

IP-MAC 管理綁定程式就能解決的，難以採購管理系

統與 ARP 病毒難以解決的結果，間接迫使各校宿網漸

漸走向全部委由 ISP 業者外包的方案。 

本文以中國科大為例，在不變動原有宿網硬體設

備與架構下，我們藉由路由軟體設定閘道器將封包轉

向業者 ISP 線路。在實際維運上，一來我們將宿網流

量完全導向 ISP 業者線路，這樣可以符合 TANET 的立

場。二來我們可以社區電信業者的方式經營宿網，依

不同使用者收費的標準而開放不同的頻寬使用，並且

視學校經營狀況動態採購對外頻寬，這樣也符合校方

經營的立場。第三，我們的自建 ISP 方案，兼顧執行

教育部封鎖 P2P 的要求，並非將宿網完全委外 ISP 置

身事外的作法，在這中間我們仍握有主控權，相信這

也符合教育部對大學宿網管理的理念。 

所有的網路架構新增或異動，最擔心的就是費用

成本與網管人員投注的人力時間，我們實際做到以最

低的時間與成本去自建 ISP 方案，其運作穩定可節省

以往網管人員在處理宿網問題的時間成本。此外，藉

由商用軟體的介面便利使用與設定，大幅減少技術人

員在學習自由軟體方案的進入障礙。這樣的架構與效

益可提供其他學校做為校園網路或宿舍網路經營的未

來發展方向。 

2. 文獻探討 

過去宿網解決方案，多為自行開發管理系統，以

解決 ARP 問題延伸的 IP-MAC 對應或交換器

Port-MAC 對應的管理程式 [5,7,11]。其中再延伸以

Netflow 資訊進行流量控管的程式[4,6,12]，此外為以

SNMP 為主，用以監控流量[3]或 ARP 監控之網管程式

[8]等。由於均屬自行研發管理系統，所以仍然缺乏共

通性的整合解決方案可供參考 

宿網流量全部導向 TANET 有其適當性的議題。劉

大川等人認為，宿網應由共用頻寬的 Ethernet 轉型為



獨用頻寬的 FTTB [12]。而且目前 TANET 出國頻寬速

度在不及電信業者的線路速度下，學校可以較經濟的

方式承租電信業者FTTB的方式提供更好的連線速度。 

3. 架構與實作 

3.1 路由器軟體 RouterOS 介紹 

由於我們在去年已經成功將 PPPoE 導入學生宿網

[9]，在後續擴充應用上，也成功的把宿網封包導向 ISP

業者的 FTTB (光世代)線路，這些都可以藉由 Linux 自

由軟體方案完成。然而我們發現自由軟體在經過這樣

的應用組合拼裝之後，雖然功能強大，但是各式應用

的組態設定在進行互相關聯與整合時，顯得不易操作

與維護，一旦問題發生，在追查個別功能之間的關聯

性問題時，顯得額外困難，也造成自由軟體方案應用

在宿舍網路時的不便之處。 

因此，如何簡化設定程序，讓網管人員可以輕易

地使用設定與維護的工作，這對於自由軟體方案而

言，實在是一條困難又艱辛的道路。而且，各大學網

管人員精簡人力的情況下，也難以投入時間成本去研

究與導入宿網的自由軟體解決方案。 

我們一開始在網路上發現RouterOS這套路由器軟

體，是抱著測試的心態去購買使用(美金 250 元)。

RouterOS 是由 MikroTik [1]無線路由器廠商出產的路

由器軟體，其封包傳輸處理概念與 Linux 的 Netfilter

運作架構相似，但不同的是其設定以物件操作為主，

擺脫 Linux 指令式操作介面與各種 conf 組態檔設定的

技術障礙。在設定與使用上，它已經將所有相關功能

整合起來，以整體服務的角度去進行設定。由於整合

功能齊全、易於使用、效能良好，無論國內外已經有

許多電訊業者以 RouterOS 架設社區網路的實例。 

經過我們實測結果良好，因此本文站在提供校園

網路解決方案的角度來介紹，我們可以用一般機架式

伺服器，加上一個路由器軟體，就可以輕易將校園網

路改造成小型 ISP 供應商。加上 RouterOS 低成本、高

效能與穩定性都有很好的表現。事實上，本文技術架

構全是由我們自行建置，中間並沒有代理商提供技術

支援或服務，而且我們也沒必要特別去推銷一套美金

250 元的軟體。下圖為 RouterOS 圖型化物件操作介面。 

 
圖 1  RouterOS 使用介面 

3.2 宿網架構簡介 

中國科大新竹校區住宿學生約 1000 人，分為四棟

建物，我們將這四棟建物依照不同樓層，區分不同的

Vlan，例如一宿 A 棟六樓的網路號碼為 10.1.6.0/24，

這樣編排出了 25 個 Vlan 組成宿網。以最經濟的方式

建設硬體架構，在各樓層間以 D-Link DES-1228 交換

器 1000M FE 接上該棟建物之唯一集中交換器 D-link 

DGS-3100，最後這四棟 DGS-3100 以光纖方式接回電

算中心機房 Cisco 3550 交換器內。 

在原先的架構下，一開始就註定了我們沒辦法在

宿網管理上走向 802.1x 管理路線，我們只能在硬體設

備維持現況不動的情況下，推出我們的 ISP 自建方案。 

 

圖 2  中國科大宿網架構圖 

 

我們去年導入 PPPoE 自由軟體方案時，僅使用一台



IBM X3550 作為伺服器，現在則直接以 RouterOS 取代

Rp-PPPoE 軟體，因此不再需要另外增購伺服器。因為

原伺服器沒有特別擴充網路卡，所以申請的四路獨立

對外的 FTTB 線路我們把它接在 Cisco 6006 的 FE port

上，以 Vlan 的使用方式，讓 RouterOS 透過 Trunk 線

路將流量導向這四條線上。 

使用 FTTB 線路首先要克服的是使用者的上傳/下

載集縮比的問題，由於我們一棟建物只用一條

100M/5M 的線路，所以限定個人 PC 頻寬為 10M/128k

的流量限制。我們發現 FTTB 雖然下載 10M 足夠使

用，但使用者會不自覺開啟某些佔用上傳頻寬的應用

程式，如果在上傳 5M 流量達臨界值時，會直接影響

下載的速度表現。為了使用上感覺更順暢，我們將 UDP

封包導向學術網路。這是一條過去宿網走的路線，它

仍然是受到頻寬管理器(Cisco SCE)的限制，將封鎖所

有 P2P 傳輸封包。這個 UDP 封包分流的方式是我們特

有的作法，並不是必要的功能選項，未來各校可視情

況增設 FTTB 線路或維持全部導向原有 FTTB 線路。 

3.3 PPPoE 封裝傳輸 

宿網改用 PPPoE 的最大好處在於排除區網 L2 廣

播的問題，尤其是宿網到了後期，各式廣播型病毒成

了宿網經營者的惡夢，無論使用 IP 綁定 MAC，或 MAC

綁交換器 Port 的方式，都無法擺脫 L2 廣播惡意程式

的痛苦。這樣的問題已沉痾難解，而使用者只會責怪

校方宿網龜速，不可能去怪罪自己電腦如何中毒，這

都使得網管人員有苦難言。 

使用 PPPoE 封裝格式，可避免傳統 Ethernet 網路

協定的困擾，消除 ARP、DHCP 欺騙等問題，亦不需

藉由 IP-MAC 綁定作業而發展相關 802.1x 或 SNMP 等

管控之類技術，尤其是 802.1X 認證技術，還需要全面

更換宿網交換器，改為單一 PC 對應至交換器單一 Port

的方式，這需要挹注大筆的硬體投資才能完成。 

我們採用 ISP業者的執行方式，以PPPoE將Client

封包完全導向路由器，將使用者視為單一獨立個體傳

輸封包。統一集中控管的另一個好處，還可以避免傳

統宿舍內部影音資料分享所衍生的其他問題。在我們

使用 PPPoE 技術後，宿網原先聘請的三位宿網經理從

過去疲於奔命處理各個 Vlan 的 PC 廣播風暴與中毒的

問題，到現在改採 PPPoE 時期處理 PC 問題的工作量

幾乎是天壤之別。 

3.4 使用者身份驗證與限頻管制 

 使用者即時頻寬限制與每日總量管制，為各校宿

網基本功能需求，雖然 RouterOS 已內建頻寬管理功

能。但是由於不同使用者需要不同等級的頻寬與總量

quota 限制，這需要透過 Radius 伺服器配合 SQL server

來完成 AAA 驗證、授權  (RFC-2865)、帳戶處理 

(RFC-2866)等管理功能。以本校而言，我們將老師帳

號與學生帳號設定不同的頻寬限制。由於這是一個標

準網路協定，所以我們只要以單一伺服器架好 Radius

及 MySQL 即可，接下來 RouterOS 會自動依據 Radius

資料庫記錄給予使用者不同的 Quota 與頻寬限制。 

驗證 (Authentication)：在這段實際應用上，我們

可以寫一個簡易的宿網管理程式，每學期將住宿學生

學號(username)轉入 Radius 資料庫內，要求 Radius 轉

向學校 LDAP 主機進行密碼認證。這一部份如果不撰

寫管理程式，也可以簡單的用 SQL 語法將資料轉進資

料庫內即可。 

使用 Radius 認證方式也可以設定依 Username 綁

定指定網路卡MAC後分配指定特定 IP，達成Username 

= MAC = IP Address 三種綁定作業。不過目前我們認

為 Radius 已經有很好的 Accounting 功能，網路 NAT

轉換資訊也都記錄到 Netflow 資料內，就不必要再進

行綁定 MAC 的設定工作。 

授權 (Authorization)：驗證通過後依 Radius 資料

表內使用者等級給予頻寬限制的授權作業。這一點在

未來應用發展上很重要，我們可以把學校當作是 ISP

供應商或社區電信業者，未來住宿學生可依收費情況

給予不同頻寬使用，當學校取得經費來源後可再繼續

擴充 FTTB 對外頻寬線路。這可視學校經營方式而定。

Radius 使用者等級資料表如下圖所示： 



 
圖 3  RADIUS 資料庫表格欄位 

帳戶管理(Accounting)：為了刻意懲罰超量使用

者，我們在資料庫端撰寫自動化執行程式，每日計算

Radius Accounting 資料庫內，使用者 In/Out Total Bytes

數，一旦程式發現超量使用者，將變更其 Radius 資料

庫之使用者等級欄位，待懲罰日期過後再恢復原等

級。下圖為我們宿網管理的唯一資料庫程式概圖。 

 

圖 4  宿網資料庫程式運作 

刻意懲罰超量使用者，是我們特別測試做為 AAA

的使用功能，這並不是系統運作的必要項目，在使用

上也僅是改變 Radius 資料庫的欄位值即可。 

3.5  NAT 轉址 

對於 PPPoE 的使用者封包轉向 ADSL 線路，

RouterOS 會自動進行 NAT 轉址服務。此外，RouterOS

也可以設定為單純提供 NAT 服務設備，這樣的作法與  

翁仁芳[5]等人利用 IPCop軟體做全宿舍的NAT服務的

結果是一樣的。 

3.6 封鎖 P2P 傳輸與不當資訊防治 

RouterOS 可辨識部份 P2P 傳輸封包，我們只需要

在 RouterOS 的防火牆內設定丟棄 P2P 封包即可。如有

需要進行不當網頁資訊防治，可參考我們過去的作法 

[10]，直接在申請的 FTTB 線路加上色情守門員即可。 

3.7 強制導向使用者讀取校園訊息公告 

我們利用 RouterOS 對封包標記(mark)的功能，當

有重大訊息需要公告時，我們可以強制將使用者 http

封包先行導向我們要公告的網站，待 30 秒閱讀時間過

後使用者才能正常瀏覽其他網站，而且我們設定僅強

制閱讀一次，不會造成使用者在後續使用上的不便。 

 

圖 5  強制讀取校園訊息公告 

3.8 強制導向 Proxy 

我們可以在Cisco路由器上設定Policy Route強制

導向 Proxy 伺服器，而這個 Proxy Server 就是 RouterOS

本身，這是它的內建功能，只需勾選服務項目即可。

為此我們又再另外採購一套RouterOS，移作學校 Proxy 

Server 之用，強制全校 WWW 流量導向至 RouterOS，

並再將 WWW 封包以 NAT 方式轉至另一線獨立的

100/5M FTTB 專線，網管部份改以 Netflow 記錄方式

留存記錄。這些都可以勾選欄位方式設定即可。 

3.9 對外 ISP 線路整合與備援 

我們使用四路光世代 100M/5M FTTB 線路對外

連線，支撐新竹校區宿網 1000 人使用者，我們將這四

路線路分屬不同 Vlan 透過交換器接上 RouterOS，並於

RouterOS 路由設定各線路互為備援使用，當第一線路

故障中斷後，自動將流量導向第二線路，除非 ISP 業

者提供的四路線路全部中斷才無法繼續提供服務。我

們可設定由系統自動偵測線路復原時間，一旦復原立

即將封包導向原來線路使用。 



雖然 RouterOS 可支援線路負載平衡，但是實際

運作上發現宿網使用者在執行線上遊戲時會斷線的問

題，所以我們改採行獨立建築物以個別線路的方式來

處理，避免這樣的斷線問題。 

3.10 網路管理 

RouterOS 內建 Cisco Netflow 統計封包格式，我

們可延續使用傳統 Netflow 路由器統計封包方式，將

NAT 的通聯記錄保存至遠端主機，作為後續記錄分析

或網管稽核的工作。亦如同所有的網路設備一般，

RouterOS 支援 SNMP 協定可讓我們針對各介面 I/O 流

量或 CPU、Memory 等進行 MRTG 繪製工作。此外，

支援 Cisco AAA MIB 格式，可將 PPP 使用者總數或個

別 PPP 使用者資訊繪製圖表或監控即時使用者人數之

用。我們將 PPP 使用人數繪製成即時 MRTG 圖，可看

出六月間的尖峰時段約 400 人次同時使用網路。 

 
圖 6  即時監控 PPP 使用人數 (30 天) 

3.11 效能表現 

我們讓 RouterOS 做 PPP 認證、頻寬限制、導向

FTTB 的 NAT 處理、UDP 分流導向、封鎖 P2P 封包、

Netflow傳輸等等工作，其伺服器的CPU表現都在 10%

以內，其效能表現比去年只做 RP-PPPoE 而已卻佔用

10-20%的情況要好多了，這也表示出 RouterOS 相較於

一般自由軟體有較高效率的處理能力。 

 
圖 7  伺服器 CPU 效能圖 (30 天) 

CPU 實際運作效能是一個指標，我們實際以一台

機架式伺服器(中信局契約價 15 萬)加上一個近萬元的

路由器軟體，就能在現有校園網路架構下，建構一個

服務宿舍學生的社區網路服務供應商的方案。 

4. 結論 

我們提供的宿網解決方案與過去各大學宿網管理

系統的概念不同，這可做為一個用來取代現有各校網

路架構的整套解決方案，不需要另外自建或購買專屬

的宿網管理系統，也不需要換購原有網路交換器設

備，同時可以將宿網流量導至電信業者 FTTB 線路，

減輕學術網路負擔。並可藉由管理介面設定使用者身

份認證、P2P 封鎖與限制頻寬流量等控管作業，做到

實際將宿舍網路以社區電信業者的方式經營運作，以

期達到教育部、學校、學生三方共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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