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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機器外觀簡介

1-1 正面 

各機型視規格與配備外型有若干差異為正常情形

  

 

 

 

網路介面 預設 IP 地址 

0 192.168.16.25 

1 10.0.0.1 

 

兩個 Com Port：一個是 Console 介面（串列口），可使用Console 線和和一般主機

的Com Port 連接以進入系統。另一個則是HA Port， 一樣可使用Console 線串接

兩台， 達到 On-line HA 的功能（有關HA功能以及使用方法會在後面作介紹）。 

 

1-2 背面 

 

電源開關 電源線插槽 

Console 介面
HA 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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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建立連線到

建立連線共有三種方式： 

2-1 利用瀏覽器登入管理介面 

可利用筆記型電腦接一條網路跳線和PowerWall主機前面的網路介面的前三個介

面擇一對接，接著開啟瀏覽器，並在網址的地方輸入 

https：//IP address：Port/ 假設以 0號介面為網線的連接處，以 Internet Explorer 為

瀏覽器，並以 0號埠預設的 IP 位址為例，在網址的地方輸入 

 

 

 

 

 

 

以此方式連上之後會出現安全性警告的對話方塊，按“是”可繼續： 

  

和一般的 http 連接

不同，要在 http 之後

加 "s" 表示安全性

0號網路介面的預設 IP位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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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會出現“Login PowerWall”的登入頁面，要求輸入帳號和密碼： 

 

 

 

 

 

按下繼續瀏覽

輸入帳號 

輸入密碼 

按下 Login 後就可以進入系統主功能 

 

預設值： 

admin / 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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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的兩種方式則是文字介面的操作方式： 

2-2 利用 Telnet / SSH 的方式來連線 

和第一種方式相同的是利用個人電腦接一條網線和 PowerWall 的第一張網路埠 

(eth0 Port) 對接，接下來的步驟則是用 Telnet/SSH 的方式和 PowerWall 進行連

接，利用任何一種遠端控制的軟體 (建議使用 putty，在 google 中打入搜尋字串

putty 即可找到) 或是利用Windows 左下角的開始選單  運行  輸入“telnet 

192.168.16.25”就可以在文字模式下輸入帳號和密碼來登入系統。 

(注意：此時的預設帳號/密碼為 root/1234) 

 

2-3 用 Console 線和 PowerWall 連線 

利用 console 線將 PowerWall 的 console Port 和筆記型電腦或 PC的 Com1 Port 介面

連接起來，這時需要用的程式 (以Windows XP 為例，使用者可依作業系統不同

而做調整) 是在 windows 底下的開始功能表  程式  附件  通訊  超級終端，

點下之後可以看到 Hyperterm.exe這個程式： 

 

點兩下執行之後會出現連線說明的對話方塊： 



10 

 

 

  

 

按下確定後，會出現所連接Comport 內容的對話方塊： 

隨意輸入一個名稱 

選擇主機上通過 console

線和 PowerWall 相連的

Port，即為 Co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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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輸入帳號/密碼 (預設為 root/1234) 後就可以進入文字模式的系統畫面了。 

 

 

2-4 文字模式 (Text Mode) 下簡單命令介紹 

由 Telnet/SSH 或是經由 console 線和 PowerWall 連接兩種方式任一種連線上，輸入

帳號密碼之後 (預設值為 root/1234)，就進入了文字模式的操作介面，最快上手的

方式就是輸入【help】這個命令，可供操作的命令就會列示在螢幕上，當結束所

執行的命令時，請按 < Ctrl+C > 便可跳出程式並中斷所執行的命令。以下介紹

較為常用到的幾個命令，先需要輸入【tools】命令： 

 

arp：顯示目前的ARP對應表。 

在每秒多少位元這個

選項請選 9600，其它

選項可使用預設值。 

 

流量控制，改成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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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ping：ping 某個 IP 會回應其MAC位址，需指定網路介面， 可以查出是否有重

複使用的 IP，及某 IP 真正的MAC位址。 

使用方式：arping  <IP address>  -I  <Interface> 

 

clear：清除超級終端視窗的畫面。 

dig：DNS Record 檢查所使用的命令， 例如： dig test.com， 會列出 test.com For DNS

的相關資料， 詳細使用方式請參閱相關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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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g：監測目的主機網路狀況。 

traceroute：顯示到目的主機封包所經過的路徑。(-n 對 IP 地址不要作反查) 

 

ifconfig：直接輸入 ifconfig 後面不帶任何參數，會列出目前全部的網卡狀況，假

設只要看 eth0 這塊網卡的設定可輸入 ifconfig eth0。 

要設定網卡的 IP 位址和子網路遮罩則可輸入 ifconfig < Interface > < IP > netmask < 

netmask >，例如我想把 eth1 的 IP 設為 210.66.37.228，netmask 設為 255.255.248.0，

那我可以輸入 ifconfig eth1 210.66.37.228 netmask 255.255.248.0來達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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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可以監視系統的使用狀態，像 CPU、記憶體、平均的負載，總共有多少進

程，有多少進程是正在運行的等等。 

 

 

 

 

netstat：可以顯示出目前服務的連線狀態。 

PowerWall 已

開機多少時

間。 

PowerWall

的負載性能

比。 

PowerWall 的

CPU的使用情

PowerWall 的記憶

體使用情況與剩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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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te：可以顯示出目前的路由表。 

 

iptraf：是在 console底下，可以即時監控網路目前網卡的流量，監試 IP的Connection

狀態，詳細說明請參考第七章的系統使用分析。 

telnet：提供網路超級終端協定的連線方式。 

exit：離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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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t：輸入此命令後系統所有設定會恢復出廠時設定值，因此系統在執行此動作

之前會再詢問一次，以確認您是否真的執行此動作。 

 

reboot：重新啟動。 

passwd：修改 root 密碼命令，此與Web介面管理員 admin 不同。設定完畢後，請

再執行 save，才會將新的密碼存入系統。 

 

ssh：提供 Secure Shell 的連線方式。 

save：把所有設定值寫入 PowerWall 機器的記憶體，跟web介面上的 圖示作用

是完全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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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介面系統操作方式

3-1 系統主介面操作方式 

 

 

 

 

 

 

移到上面可以看保存的提示資訊，要注意的是只有當在主介面中的此按鈕被

按下時，所有的設定值才會寫入硬體中，重新開機時設定值才能保存。 

可按底下文字進入各個模組之中 此按鈕可以方便地切換管理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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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系統設定：基本模組

4-1 網路組態 (Network Configuration) 

在系統主功能表中點選 Network 可以進入網路組態參數的設定畫面。 

 

其中的五個圖示所代表的功能，分別下面一一介紹： 

 

4-1-1 網路介面設定(Network Interfaces) 

實體介面 、 、 、

點選 Network Interfaces 後會進入以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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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格中已經預設的 eth0、eth1、eth2、eth3 等等的已經都被建立起來，若是想要

更改裡面的設定可以直接點選網路介面的名稱，比如說點選功能變數名稱中的

eth0 會出現以下畫面： 

 

名稱 eth1是指定的無法更改，其它的選項包括了指定IP位址、子網路遮罩、MTU、

閘道 (如果是WAN 埠時，可在此輸入通訊連接埠，否則請留空)、ProxyARP 等

等，可以按照使用者不同的網路介面或環境做不同設定，變更會馬上生效，如果

希望在重新啟動後也有相同設定，可點選在系統主功能表中左上角的 Save 按鈕。

另外，當前連線所使用的網路介面的 IP位址，也是無法修改的，以防止管理員

正在運作的管理連線為之中斷，請由別的網路介面進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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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網路介面

ex：eth0:1，eth1:3，eth2:1，eth3:3 

每塊網卡都有 3個虛擬網卡介面， 可以把多條線路通過交換器或集線器設備串

接到一個實體網卡上。 

 

限制性：雖然可以接多條對外線路， 但是仍然是屬於有條件性的。以BP-304 為

例子， 一個實體網卡預設值會有三張虛擬網卡， 所以理論上可以接四條線路， 

但果四條都是固接式的線路時， 四條是可以通的， 但是四條線路只可以分開使

用，不可以做合併頻寬的使用， 但是可以互為備援線路。例如在NAT的規則中，

rules-1為 eth0走HTTP， rules-2為 eth0:1走 SMTP， rules-3為 eth0:2走 FTP， rules-4

為剩下的服務 (ALL) 走 eth0:3， 然後彼此再設為備援線路或備援規則，或者不

同實體或虛擬網卡也是可以合併的，例如：eth0 + eth1、eth0: 1 + eth1、eth0 + eth1

等等。但是，如果您設定HTTP 或其它服務同時走 eth0 + eth0 : 1 + eth0:2 等合併

多線路時， 實際上同一時間是只會走一條線路而已。 

介面

ex：pptp0，pptp1，pptp2，pptp3 

PPTP 介面是屬於RAS-Client 在連接 RAS-Server 時，所需使用到的介面，其作用

於當一大型網路是由兩點以上之跨越網際網路的各個分點，需使用

VPN-Aggregation 做為每一內部網路互相串連時，又希望能有自動偵測斷線， 並

有備援線路可以立即生效使用並可自動連接時，又或者希望做VPN的多線路頻

寬利用時，可以通過 PPTP-Server 的 Account-Link 的設定加上 PPTP-Client 的 PP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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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面的設定，以及 Server 和 Client 之間的 NAT 規則的建立去實現，可使VPN線

路的利用上更具彈性及多樣化，可支援動態 IP 的線路。(詳細的使用時機及設定

說明，後面的章節會有詳述) 

 

 

 

介面

ex：gre1，gre2，gre3，gre4 

GRE 介面基本上是 PPTP 介面所建立的加密VPN通道的簡化版本，唯一跟 PPTP 

通道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PPTP 通道 VPN是使用 pptpd + gre 通道所建立的加密

虛擬通道，而單純的Gre 通道是不加密的虛擬通道，且不支援動態 IP的線路。

但是，Gre 通道的 VPN通道，因不需加密所以品質較好，且線路偵測跟 PPTP 不

一樣，是直接點對點偵測彼此的 PowerWall，線路偵測的資料準確性高。並且可

以整合現有的VPN Gateway，達成VPN負載均衡的需求，讓 PowerWall1 不須負

責VPN加密的處理，只需要幫VPN傳輸達成負載均衡的目的即可。 (詳細的使

用時機及設定說明，後面的章節會有詳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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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路由與閘道 (Routing and Gateways) 

點選 Routing and Gateways 圖示後會進入以下畫面： 

  

預設路由器

當系統收到資料決定要往外送時，預設的路由器 ( Default router )要設定在哪一個

網路介面和哪一個路由器。以上圖為例，預設的路由器是 192.168.200.1，而預設

的路由設備則是 eth1。但是，如果是使用多線路閘道備援功能時，預設路由器將

會沒有作用，因為預設路由器將只對PowerWall本身有作用，對於內部用戶而言，

要走什麼線路將以NAT規則為主，而 PowerWall 本身的預設閘道器將由程式按

照線路的品質，自行動態調整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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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由表

則是當系統收到某個網段位址時，所要使用的網路介面和閘道，以上圖為例，當

系統要送資料到 192.168.[21~24].0 這些網段位置時，會以 255.255.255.0 做為子網

路遮罩，192.168.25.254 為閘道來傳送。此設定在重新啟動後才會生效，務必到

系統主功能表按 Save 按鈕。 

 

開啟 代理功能

這裡顯示哪些埠使用了 ProxyARP 的功能。由於 Proxy-ARP 的功能較為複雜，此

處不多作贅述，後面會有實例說明。 

 

第一行是要使用Proxy-ARP的網路介面，如果要使用eth0和eth1兩端為Proxy-ARP

的網段時， 則顯示 eth0 和 eth1 為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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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ARP 緩存表 

點選 ARP Cache Table 後，會出現ARP 緩存表的設定畫面： 

 

可以通過此表去查詢所有與 PowerWall 相鄰之網路介面或設備的MAC位址， 或

當某 IP 位址因為更換網卡時會改變所屬的MAC位址，此時可以手動刪除

PowerWall上的記錄， 也可以用”IP MAC”方式書寫文本導入ARP位元元址表，

讓 PowerWall 上的記錄可以快速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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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DNS 用戶端 (DNS Client) 

點選 DNS Client 後，會出現DNS用戶端的設定畫面： 

 

 

在 DNS伺服器的地方可以輸入 PowerWall 所能使用的DNS伺服器，由上而下代

表的是查詢動作的順序。不過一般情況下並不建議做此模組(DNS 用戶端)設定的

工作，除非 PowerWall 本身兼具為該公司網段對外的DNS伺服器，但一旦使用

PowerWall 作為 DNS Server 時，安全性和負載能力也相對地降低；DNS服務中最

好就要有一部屬於外部的DNS伺服器，以免 PowerWall 無法解析到外部其它網段

的主機記錄。 

 

  



26 

4-1-5 主機位址 (Host Addresses) 

點選 Host Addresses 可以進入主機位址的設定介面， 預設值是空白。 

 

這個功能其實就是將一些常用到的主機名稱稱與 IP 位址的對應關係寫到 hosts

這個列表中，不過由於這個清單並不會隨著網路的狀況而改變，所以如有需要必

須手動更新，不過也因為這個清單是在自己主機內部，所以可想而知查詢的速度

是最快的，也不必浪費網路資源，所以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來決定要將多少個主

機名稱稱寫入這個檔。若要增加主機名稱稱與 IP 位址的對應，可點選畫面上的

【加入一個新主機位址】。 

若要修改主機名稱稱與 IP 位址，可點選畫面上【IP 位址】欄位來修改主機表

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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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防火牆（ ）

5-1 前言 

什麼是防火牆

防火牆是一個定位用來分隔兩個不同網路的網路安全裝置，通常是介於企業機構

的內部、受信任的網路和網際網路。讓合法的用戶，可正常的取得公開於網路上

的資料；防止非法的用戶，蓄意破壞、商業性破壞及保護公開與尚未公開的資料

等。網際網路防火牆是一套軟體或硬體，可協助阻擋試圖通過網際網路進入您電

腦的駭客、病毒和木馬等。防火牆是最重要的第一道防線。 

 

為何企業需要防火牆

全球的企業都由通過網際網路和網際網路的技術來獲取新的和有利的企業關係，

並通過網際網路，來傳送所需資料與最新的資訊。防火牆協助企業平衡開放的網

際網路與保護私密性和敏感企業通訊完整性的需要。在連接上網際網路時，您的

伺服器在沒有受到防火牆的防護下，駭客就有可能取得於您伺服器上資料的訪問

權。並可能在您的電腦上安裝其想安裝的程式碼，用來毀損資料或造成伺服器功

能發生問題。也可以利用您的伺服器，為其它連上網際網路的伺服器或電腦產生

問題。防火牆可在多種惡意攻擊行為於網際網路傳輸到達您的系統前及造成您系

統出現問題前，協助您阻擋其進入您的伺服器，並對網管做到立刻的通知，產生

有效的警示。防火牆也能有助於防範他人，在不知情的情況下使用您的電腦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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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人的伺服器與電腦。 

防火牆的種類

硬體型防火牆：硬體型防火牆主要針對防止駭客入侵為主。 

軟體型防火牆：軟體型防火牆主要功能為防止駭客入侵及管理公司網路使用。 

 

硬體防火牆與軟體防火牆的比較： 

硬 體 防 火 牆 與 軟 體 防 火 牆 的 比 較 

  軟 體 防 火 牆 硬 體 防 火 牆 

安 全 性 中 高 

價 格 低 高 

安 裝 需 技 術 人 員 安 裝 容 易 

管 理 複雜 簡單/只須初次設定 

性 能 視主機性能而定 高 

彈 性 高 低 

軟體功能 多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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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功能

1.封包過濾 

封包過濾 (packet filtering) 。封包過濾是一種簡單的防火牆機制。封包過濾常與

路由器結合，且大部分的主要廠商都把封包過濾作為內定的設定。這種防火牆會

檢查封包的目的地和來源的 IP位址、TCP/UDP 埠，並根據管理員設定的簡單規

則來決定是否接受或拒絕封包。封包篩檢程式的功能為取得每一個封包，經由管

理員所設定的規則去進行過濾，檢查此封包是否允許封包的傳送或是拒絕封包，

封包篩檢程式存在於網路階層，並不會影響到封包內的資料。 

 

2.代理伺服器 (Proxy Server) 

位於應用層的代理程式是在防火牆上執行的一種軟體，能夠模擬網路連線的來源

和目的地兩端。每台電腦跟其它電腦的網路傳輸都必須通過此代理伺服器，進行

資料檢查並檢查連線的是否合法性，如此一來在檢查資料的過程中，能夠有效地

將受信任的區域網路和 Internet 隔離開來。代理伺服器的程式會檢查用戶端電腦

送過來的資料，並判斷是否為合法的資料要作轉送出去或是為非法的資料直接丟

棄。每一種不同的網路應用層 (如 FTP、HTTP、SMTP 等) 都有其代理程式，模

擬其網路通訊協定。因為應用層的防火牆不允許網路之間直接傳輸，所以便可以

將通過防火牆的網路傳輸活動作詳細的記錄和檢查。應用層防火牆所建立的「虛

擬連線」會自動將內部用戶端電腦的 IP 位址隱藏起來，不讓 Internet 的人知曉

內部網路的架構。代理伺服器又常被稱為應用程式閘道，允許通過防火牆間接進

入網際網路。 

proxy 也多運用在Http 協定上，它會將使用者瀏覽過的網頁儲存起來，若有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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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也瀏覽到相同位址的網頁時，則 Proxy Server 將預先儲存起來的資料送予

使用者，如此可大大地減少網路流量，設定於一定時間無人瀏覽時網頁將刪除，

多數主機將一些常瀏覽的網站更新時間設短，如此如可避免使用者瀏覽到過期的

網頁資訊。 

 

3.狀態檢測(stateful inspection) 

狀態型封包防火牆 (有時稱作智慧型封包過濾) 使用與封包過濾類似的方法來

控制網路傳輸，但會進一步地檢查資料封包流的內容，而不只是單純地過濾封包

而已。狀態檢視封包防火牆根據封包的來源和目的地 IP 位址、埠號及所要求的

服務來作判斷過濾。這種防火牆之所以稱作「狀態型」的原因是它們會記住之前

的連線狀態，目的是在記憶體中建立每一個資料流程中，封包的前後關聯性。防

火牆會根據此前後關聯性，來檢查每一個新收到的封包，並判斷此封包是新連線

或是現有連線的延續。如果是後者，防火牆所進行的檢查動作會比對新連線的檢

查少上許多。這類網路層的防火牆通常比較快，使用者可能甚至不會感覺到有封

包檢查動作正在進行，但是簡單也導致此種篩檢程式的最大缺點：無法辨識出同

一台機器上的不同使用者，因為沒有任何一種封包過濾(狀態檢測或是其它種類)

在預設設定中能夠進行使用者的認證。如果要作使用者身份驗證，必須另外加上

身分認證應用層代理才行。又稱動態封包過濾，是在傳統封包過濾上的功能擴展，

最早由 checkpoint 提出。傳統的封包過濾在遇到利用動態埠的協定時會發生困難，

如 ftp。您事先無法知道哪些埠需要打開，而如果採用原始的靜態封包過濾，又

希望用到這項服務的話，就需要將所有可能用到的埠打開，而這個範圍又非常大，

會給安全帶來不必要的隱憂。而狀態檢測通過檢查應用程式資訊（如 ftp 的 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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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PASS 命令），來判斷此埠是否允許需要臨時打開，而當傳輸結束時，埠又馬

上恢復為關閉狀態。 

 

防火牆的基本架構

A.未架設防火牆的架構 

一般小型企業與個人電腦往往無使用任何的防火牆，其伺服器或是電腦都直接暴

露在網際網路上，因此易在沒有阻擋下，讓駭客或是病毒可以直接對您的伺服器

或是電腦產生攻擊，造成作業系統軟體不正常的運作及中斷伺服器的服務，更有

可能被竊取公司或是個人的重要的資料，所以在未安裝防火牆下，直接暴露在網

際網路上，皆是相當危險的。 

 

 

  

sssss 

伺服器 

sssss 
個人電腦 

LAN 

交換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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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僅對外使用防火牆 

此種架構僅對外有使用防火牆，適用於一般小型企業與個人電腦使用者，因為其

大部份使用網路主要目的是提供客戶瀏覽web 伺服器的服務與郵件伺服器的發

送，並提供內部人員上網查詢資料等，如此的架構即可作到基本的防護，並可達

到其防護的效果。對於內部伺服器、個人電腦的作業系統與防毒軟體，還是要作

定期的更新，避免系統軟體因漏洞，或是個人電腦不當的使用產生中毒，影響內

部整個網路變成一個病毒封包的網路風暴，進而造成伺服器與所有的個人電腦受

到影響，如圖一，使用圖二的架構可防止如圖一產生的問題。 

 

圖一、伺服器與個人電腦同在一個 LAN 

 

  

伺服器 伺服器 

個人電腦 

LAN 

交換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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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伺服器存在DMZ區，與 LAN、WAN都分開。 

 

 

C.使用防火牆間隔WAN、LAN、DMZ、DB伺服器群 

此種架構的網路架構，適用於一般大型企業，也是基本架構中最完善的一種，因

為在此架構下，除了隔離網際網路與被信任的網路外，還可將內部的電腦與一般

服務伺服器互相隔離，避免因第一道防火牆被駭客的攻陷，危害到內部電腦與

DB伺服器。所以此種網路架構還可防範內部人員不當使用或是有意的攻擊DB

伺服器，達到客戶資料與公司重要資料做到最完善的防護。 

 

 

DB 伺服器群 

個人電腦    LAN 

伺服器    DMZ 

伺服器群  DMZ 

個人電腦   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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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設定 PowerWall 的防火牆 ( Security ) 

在系統主功能表中點選 Security 可以進入防火牆的設定畫面： 

 

5-2-1 設定網路介面優先權 

點選 Interface Priority 圖示可以進入介面優先權的設定畫面，假設所要設定的優

先權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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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中 PowerWall 的四個網路介面分別接到的是 ERP、INTRANET、DMZ以及

INTERNET，旁邊的數字表示的就是優先權，我們可以抓住一個觀念，就是數字

比較大的代表的是優先權比較大，而優先權相對較大的可以連線到優先權相對較

小的地方，以上圖的例子來說 ERP擁有最大的優先權，可以通過防火牆連線到

另外三處，而 INTERNET 的優先權為 0是最小的，就無法連線到另外三處，當

Security 的安全性原則未設定任何規則時，網路介面的優先權就已經定義好

Security 的預設存取權限 (Default Secuity Policy)。 

 

存取許可權如下表所示： 

網路介面名稱 網路接口別名 優先權 開放 (或搭配) 規則 

Eth(0) WAN 

(INTERNET) 

0 Security Policy 

Eth(1) LAN 

(INTERNAT) 

3 NAT 

Eth(2) LAN 

(INTERNAT) 

3 None 

Eth(3) LAN 

(INTERNAT) 

3 None 

Gre+ GRE 3 None 

ppp+ RAS[PPTP/L2TP] 3 None 

 

這樣的優先權的設定畫面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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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DMZ、INTRANET 是在系統預設中已定義的名稱，可直接選取使用，

其優先權相對也已經預先定義。若要設定 ERP 可在 NIC Alias (網卡別名) 欄位選

擇【自訂】，即可在右邊的格子裡輸入名稱。而優先權也可自己定義，我們可以

在網卡別名的地方選自訂後輸入 ERP，並在最右邊的優先權方格中設定為 5，如

此就完成了所想要優先權的設定了，最底下兩項分別是GRE和 PPTP-RAS 

(PPTP-VPN) 所使用的別名，可應用預設值，對於VPN或 RAS的網段而言，通

常是視同內部網路的，所以優先權一般也是預設值在3，跟INTRANET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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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設定防火牆規則及物件 

一般來說，當我們把網卡的優先權設定好了以後，防火牆會自動產生預設的過濾

規則，把所有由外部要進入DMZ及內部或DMZ要進入內部的服務一律阻絕掉，

只允許內部出去或內部到DMZ，及DMZ出去的封包通過。所以，當我們要對外

開放服務時，通常只需要到DMZ的設定畫面去做封包轉換的設定，PowerWall

會自動去做DMZ規則安全性原則的開放設定，也會自動加入DMZ主機的NAT

設定，所以並不需要去設定 Incomming 的過濾規則，除非有特殊使用時才需要

(FAQ會加以說明)。 

 

所以通常大部分的情形，有三種情況會使我們去增加安全性原則的規則， 

一種是要對內部的使用者作許可權的控管時，會使用到這邊的設定；第二種是要

開放外部的使用者連到 PowerWall 上，使用 PowerWall 所能提供給外部使用的服

務時，也須進來做開放的設定；第三種就是在 Proxy-ARP 的模式，或 PowerWall

作為 Router 時，內部網路是走真實 IP位址時，需開放外部的使用者，連入使用

內部的主機服務時(後面的章節會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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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 Security Policy 後可進入防火牆過濾規則設定畫面，如下圖所示： 

 

圖上各項代表的意思分別是： 

1.  

點選其旁邊的圖示可增加規則，若是點選第 1、2條規則旁邊的圖示 則除了

增加之外還會出現選取、刪除、向上移、向下移等等的選項，而且增加之規則會

的順序會在此條規則之後；如果要成為第一條規則，就一定要從 這裡去

增加規則。(當然也可以靠移動規則去達成) 

 

2. 來源地址 (Source) 及目的地地址 (Destination) 可以設定主機或是網路物件。

( 也可以在增加規則的時候去增加 (查看、變更、刪除) 物件 ) 

 

2.1 主機物件設定 ( Config Hosts Object )： 

假設我們想要增加一台主機 web-server，它的位置是在 INTRANET (之前的網路

介面設定中)，IP 則是 210.243.241.100，以下就是設定這台主機的步驟： 

 

2.1.1.把游標移到來源地址 ( Source ) 或目的地地址 ( Destination ) 上後會變成手

狀，點下後會跳出另一個視窗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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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在列表中應該只會有ALL 和 localhost 兩個物件，其它在圖中的物件是已

經被加進去過的，在下方的下拉式選單中選擇【New Group Object】後會出現增

加的按鈕，如下圖： 

 

 

2.1.2 按下  增加按鈕後會出現以下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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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按下 IP 地址左方的 後會出現輸入框 

輸入完成之後，點滑鼠左鍵選 圖示後選擇【儲存】，並在此頁的下方選擇

儲存，此時就完成了增加web-server 這台主機的設定工作。 

除了增加之外，我們也可以對清單中的主機物件選取之後選擇 ，來對選取

的對象進行查看，修改或刪除此對象。例如，發現web-server 的 Location 其實是

在 ERP而不是在 INTRANET 時，就可以在列表中選擇web-server 後按內容進入，

按web-server 的 IP 位址左方的小圖示 後選擇 edit(編輯)，就可以做修改的工作

了。 

 

2.2 Config Network Object (網路物件設定)： 

除了增加一台主機之外，也可以增加一個網路物件，設定的方式和和主機物件也

輸入要添加主機的名稱 

輸入要添加

主機的 IP 

主機所在位置，此

例中為 INTRANET 
按滑鼠左鍵，可

選擇保存或刪

除此行設定 

保存此物件,需先保存主機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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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像，假設目前想在 INTRANET 這個“Location”中增加一個名為 inSide-Lan 的

物件，主機為 192.168.16.0/255.255.255.0，設定步驟如下： 

同樣是把游標移到【Source(來源地址)或是 Destination(目的地地址)】變成手狀後

按下跳出畫面，選擇【New Group Object】後按下 鈕。 

 

增加的方式和增加主機的方法非常的相似，在 Include 的地方增加，但是稍有不

同的地方是在 IP Address 的地方，因為我們要加入的主機包含了 192.168.16.0 

~192.168.16.255，所以可以直接輸入 192.168.16.0/24 比較方便的方式來直接增加這

個範圍內的主機，當然我們也可以以一個一個加入的方式來增加。 

我們之前的操作都是在“Include”的地方來操作，在 Include 上方有一個 

Exclude，代表的則是這個網路物件不包含哪個主機，以上個例子來說，如果 

inSide-Lan 這個物件要包含的是 192.168.16.0~192.168.16.255 中除了 192.168.16.3

以 外的所有主機，那麼我們可以在剛剛增加的方式之後，在 Exclude 這個地方

加入一個 IP Address 為 192.168.16.3 的主機，inSide-Lan 這個物件就不包含

192.168.16.3 這台主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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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clude 的上方還有一個“In Group”的欄位，我們可以利用在它 、

按鈕，來把已在清單中的網路物件或是主機物件加到現在的這個物件之中，比如

說我想把在增加主機中增加的 web-server 加到 inside-LAN 這個物件之中，那我

可以在列表中選取 web-server，按下 按鈕，就可以把 web-server 這個物件加

進 inside-LAN 這個網路物件之中了。 

 

2.3 兩個特殊系統物件： ALL 和 localhost 

在清單中我們可以看到兩個物件，一個是 ALL，另一個是 localhost，是特殊的

系統物件，使用者並不能對這兩個物件作任何設定的更改，這兩個物件代表的分

別是什麼呢： 

localhost：PowerWall 本身 

ALL：除了 localhost 之外其它所有的主機 

 

以下面的圖示來說明： 

 

 

 

 

 

 

 

 

A B 

PowerWall 

Network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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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中 PowerWall 分別和線路 A、線路 B 以及內部網段 C 相連，localhost 指的

是 PowerWall 本身，而ALL 指的就是線路A和線路B所連接之外部網路和內部

網段C。 

另外還有幾個物件是在系統預設下會出現，例如當網卡優先權如下圖所示時： 

 

2.4.1  位址物件   

INTRANET-NET：通過 eth3 所接上的所有主機。 

DMZ-NET：通過 eth1 所接上的所有主機。 

ERP-NET：通過 eth2 所接上的所有主機。 

INTERNET-NET：通過 eth0 所接上的所有主機。 

PPP_Device-NET：通過 PPTP 或 PPTP-VPN 所連結接上的所有主機。 

 

2.4.2  線路對象  

ethx:x-line：當設定網卡 ethx 的 IP 設定時，如有輸入閘道時，系統會自動屬於 eth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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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線路對象 – ethx:x-line。下例為線路對象 eth3:1-line： 

 

ethx-PPPoE：ethx 所連接的撥號式ADSL 撥上線後所產生的線路物件。下例為線

路對象 eth3-PPPoE： 

 

 

pptpx：當 pptp-client 連接上 pptp-server 後產生的 pptp 線路物件。下例為線路對象

pptp1: 

 

 

3. 服務 (Service)   

把游標移到服務上，變成手狀後按下滑鼠左鍵會跳出另一個視窗，和增加主機、

網路物件相同的，可以增加另一個服務 (Service) 物件，這時的增加有兩個選項，

分別介紹如下： 

 

3.1 New Raw Object： 

選擇【New Raw Object】後按下 會出現如下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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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例中假設我要增加一個 Protocol Name 是 TCP，Destination Port 是 3306 的服務為

My-SQL，點選在 Protocol Name 旁的  圖示後會出現輸入框，Protocol Name 的

地方選擇 TCP，Destination Port 輸入 3306，接著按左方的 圖示，選擇【儲存】，

並按下 鈕後就完成了My-SQL 這個 service 的增加工作。 

 

3.2 New Group Object： 

假設已經增加了三種Raw Object 為 My-SQL、Oracle、MSSQL，這三種 service 都

是屬於 SQL的 service，則可以把它們歸類為 SQL-service，而 SQL-service 就是一

個群組物件，選擇【New Group Object】按 後會出現以下畫面： 

 

在 Object Name 的地方輸入群組物件的名稱 SQL-service，接著把已經增加的三個



46 

Raw Object 分別選取之後按 按鈕來加入這個群組之中，如圖中把My-SQL、

MSSQL、Oracle 這三個物件都加進去，選取 In Group 中的物件後按 按鈕可以

選進來的物件從群組中取消，選定之後按 鈕就完成了增加群組物件的工

作。 

 

4. 動作 ( Action )：  

None 代表此規則沒有作用， 可以搭配DMZ或其它規則作為一種Rules 開或關的

Switch。 

 

可以選擇Deny 或是 Allow 來決定是否要讓訪問的動作發生。 

除了 Deny 和 Allow 之外，另外的一個動作是 Log，表示我要不要對這個訪問的

動作做記錄，下面兩個圖都是一個 Log和 Allow 同時作用在一條規則上的例子： 

(Log 和 Allow 規則分成兩條，次序不可顛倒，否則先通過Allow 的規則後，就不

會跑到下一條規則) 

 

(Log 和 Allow 規則合併成一條，建議采此種設定) 

 

上圖表示的規則就是從jason這個物件到localhost(localhost這個特殊的系統物件指

的就是 PowerWall 本身)的所有服務先做 Log也就是記錄的動作，然後再讓訪問進

行，也可使用Allow+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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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ject： 跟 Deny 不同的地方是，Reject 會送回 ICMP destination unreachable。 

Allow+Log： 對此規則的定義采連線放行的動作，並做記錄。 

Deny+Log： 對此規則的定義采拒絕連線的動作，並做記錄。 

Reject+Log： 對此規則的定義採用直接回送 ICMP destination unreachable，並作記

錄。 

 

5-2-3 增加防火牆安全性原則  (Security Policy) 

接著讓我們來建立一條防火牆過濾規則，在增加網路物件時，我們已經新建立一

個 inside-LAN的網路物件；假設我們要新建立一條規則，要讓 inside-LAN這個

網路物件中的所有主機，在向其它所有主機(ALL，包含內部與外部網路)要求 ftp

和 http 兩種服務時，就拒絕其存取的動作。 

 

點選“No.”旁邊的圖示 ，選擇增加規則後，第一條規則會變成下圖所示： 

 

我們要阻擋的是 inside-LAN到所有電腦的 ftp 和 http 的服務，所以在來源位址欄

位下的圖示 按下後選擇【增加物件 (Add Object)】後選取【inside-LAN】，並加

進來。 

Destination欄位已經是ALL，和我們要增加規則的Destination相同，不用做更動(若

是要變更目的地時，可如同設定 Source 一樣，請自行設定)。 

按下 Service 欄位下的圖示 後，把 ftp 和 http 兩種 service 加入。 

Action 的地方選擇【DENY】，預設的選項應該就是DE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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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上述動作完成之後，第一條規則應該會如下圖所示： 

 

 

如此一來，就完成了我們想要的過濾規則的設定，最後記得按下畫面下方的

鍵把規則寫入設定檔中；如果，要讓增加的這條規則立即生效的話，請點

選 Security 設定頁面的左上角的Reload 圖示來啟動此新的設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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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防火牆規則實際例子 

假設現在有一家公司正使用著 PowerWall 來控管公司的網路，公司內部的 IP為

192.168.16.0/24，網管所在的 IP 則是其中一個 IP 位址 -- 192.168.16.1，網管想要

讓公司內部連外的 web service (即 http、https) 可以通過，但是其它的服務則被擋

住，而網管自身的 IP則是可以擁有對外的 telnet、ssh 和 ftp 的服務，這樣的管理

方式在防火牆規則中設定的方式如下： 

 

Step1.首先是把 192.168.16.0/24 這個網路物件加進來，如同在設定網路物件一節

中所提到的，假設此時的名稱為 inside-LAN，設定的畫面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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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 除了 inside-LAN這個網路物件之外，還得增加網管自已本身所在的主機

物件，此時取名為 administrator 設定的畫面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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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 另外，由於優先權的設定，所以內部及 DMZ出去外部的預設許可權是

Allow，所以DMZ的 Allow rules 的回應並不會被阻擋；但當您要管理內部對外的

訪問時，會不小心把DMZ的回應封包也給攔下，所以必須手動增加一個主機群

的物件，假設取名為 Server-Group，設定方式如下圖所示： 

 

Step4. 設定好了這兩個物件之後，接下來就是規則的建立了，第一條要設定則是

把 inside-LAN連外的web service 即 http、https 的服務放行使其通過，加上此條規

則後如下圖所示： 

 

 

Step5. 第二條要加入的則是讓網管可以擁有連外的 telnet、ssh、ftp 的服務，再加

上這條規則之後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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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6. 第三條要加入的則是讓 Server-Group 可以對DMZ incomming 的服務允許封

包回應出去的規則，再加上這條規則之後如下圖所示： 

 

 

Step7. 第四條要建立的是讓 inside-LAN連外的所有 service 都擋住(所以在目的地

位址的地方是設定 INTERNET-NET 而不是ALL，因為，如果設ALL 的話，內部

本身會連自己的DMZ或 Virtual DMZ 的主機服務都無法連上)，如下圖所示： 

 

如此就完成網路控管所想要的設定了。請特別注意，PowerWall 的規則如有同質

性時(如 1-4 條)，是有照順序作比對的，所以順序千萬不可前後顛倒，以免導致

設定無效。 

 

 

對於 PowerWall localhost 

PowerWall 的預設值是只允許優先權>=3的網路介面所連接的網段，才能登入

PowerWall的管理設定畫面，所以外部INTERNET的網路使用者當然是連不上的。

但如果要讓外部的使用者連進 PowerWall 的管理畫面或者用 SSH去設定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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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安全性原則的設定去做LocalHost的 eServer4(10000埠)和SSH(22埠)兩個服務

的許可權開放。 

 

 

通過來源地址： 

如果，發現有某個 IP位一直試圖攻擊 PowerWall 或對外提供服務的主機時，想要

通過 PowerWall 把此 IP 位址阻擋下來時，設定方式如下圖所示： 

 

 

通過目的地地址： 

如果，想要拒絕內部的使用者，連上www.playboy.com 的網站時，您也可以通過

PowerWall 的設定，達到此目的。設定的方式如下圖所示：(要先查出

www.playboy.com 的 IP 位址，可以用 nslookup 或 ping 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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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服務埠-1： 

如果，想要拒絕內部的使用者，使用 eDonkey 的服務時，您也可以通過 PowerWall

的設定來完成。設定的方式如下圖所示： 

 

 

通過服務埠-2： 

當發生類似衝擊波病毒發作時，造成網路癱瘓後，也可以通過PowerWall的設定，

把病毒所使用的埠給拒絕掉，讓未中毒的主機的網路服務仍可正常運作，設定方

式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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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DMZ 規則 (Inbound Policy) 

前言： 

對於 DMZ的定義而言，除了提供對外服務的主機區之外，他還是非軍事區，意

為其開放對外的服務埠，是無法受到防火牆的保護，所以狹義的 DMZ 是指實體

上也屬有別於 Trust 和 UnTrust 區域之間的網段，DMZ 與 Trust 之間是單向通

行而已，所以就算 DMZ 的主機被破壞，也不會影響到內部的主機運作。所以，

一般而言，此區域通常不會放置重要資源的主機在此區域，大多以 AP 主機為

主，DB 一般都是放置於內部網段。但是，廣義的 DMZ 是包含內部網段，也就

是說只要有開放服務提供給外部連結時，不管它的放置位址在哪裡都算是 DMZ

主機。 

但是，通常如果沒有規劃出一個獨立網段作為 DMZ 區時，或者 DMZ 的網段

不在一個獨立的VLAN之下時，跟標準的DMZ規劃最主要的差別，在於安全性

的問題以及DNS主機在規劃上的區別性。 

安全性而言，DMZ主機放置DMZ中，可以防止因主機遭到入侵而導致內部主機

毫無屏障，多一道防火牆作保護，除非駭客可以把防火牆也攻破，但至少也可以

拖延入侵的時間以增加發現和補救的時間。當然，如果採用Virtual DMZ 的功能

時，事實上DMZ跟 LAN會是同一段網路，當然也沒有多一層的保護，這也是

Virtual DMZ 唯一個缺點。 

但是 Virtual DMZ 有一個優點就是，在DNS設定的部份。傳統的作法是，如果

DMZ的主機放置於內部時，DNS主機就需要提供兩部主機，一台提供給外部的

使用者作DNS記錄的查詢；另外提供一台給內部的使用者作DNS記錄的查詢。

因為，內部的使用者是無法連結到DMZ所對應的真實 IP的主機，只能連結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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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部 IP，所以需要有一台DNS主機上的正查記錄是以內部 IP為主，讓使用者

可以使用網際網路的全名，去使用公司內部的主機，而不需要去記憶主機的內部

IP。而 PowerWall 所提供 Virtual DMZ 的功能，是可以讓內部的使用者，不管是外

部的真實 IP或內部的虛擬 IP，都可以正常的去連結公司的內部主機，所以DNS

主機也不需要分置兩台，只需要一台同時即可對內外部的使用者，提供DNS記

錄查詢的服務，又經濟又方便，管理上也容易很多。 

 

PowerWall 提供“虛擬非軍事區”(Virtual DMZ) 的功能，在“Security”模組中可

進入DMZ規則 (Inbound Policy) 的設定介面，假設有下圖的網路狀態： 

 

 

 

在設定網路介面優先權時，INTERNET 的優先權為 0較 INTRANET 的優先權 3

為低，這時如果A1這台外部的 public web server 想要訪問內部的A3這台內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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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ate web server 因為防火牆的隔離無法達到，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A2這台外部

的 public mail server 想要訪問A4這台內部的 private mail server 時，設定DMZ的

目的就在於讓A1 和 A3以及 A2 和 A4經由一對一對映的方式能夠讓外部的其它

主機也能訪問內部的主機，而如上圖的模式設定的方式如下： 

 

1.) 把游標移到來源地址 (Source) 或是目的地地址 (Destination) 上時

會變成手狀，點進去後增加物件。 

 

 

 

2.) 要增加的對象共有四個，如下列表格所示： 

對象名稱 IP LOCATION 

Pri-WWW 192.168.1.5 INTRANET 

Pri-Mail 192.168.1.6 INTRANET 

Pub-WWW 210.243.241.200 INTERNET 

Pub-Mail 210.243.241.201 INTERNET 

 

3.) 把游標移到No.旁邊的 變成手狀點下後，選擇增加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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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增加規則之後，把游標移到原始封包欄位下的目的地地址空格內的

可以看到下圖： 

 

點下後選擇增加物件，然後點選 Pub-WWW後，點選下方的 把物件加入目

的地位址的欄位之中，如下圖所示： 

 

把游標移到來源資料包 (Original Packet) 欄位下的服務 (Service) 空格，預設值為

ALL 內的圖示 ，變成手狀後按滑鼠左鍵點下選擇增加對象，把 http 和 https 兩

種服務加入。此時會發現轉換後封包欄位下的服務已經出現和原始封包服務欄位

相同的 http 和 https，相同的方式在 Translated Packet (轉換後封包) 的欄位下的

Destination (目的地地址) 欄位增加物件為 Pri-WWW，此時這一條規則就增加完成

了，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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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照和增加上一條規則相同的方式，增加第二條規則在原始封包欄

位下的目的地位址選擇 Pub-Mail，服務選擇 imap、pop3、和 smtp，

轉換後封包欄位下的目的地位址選擇 Pri-Mail。 

 

6.) 完成之後可以看到下列畫面，記得按下 OK 來使用此設定。 

 

(DMZ 的規則沒有順序性，只有規則不可重複性，例如：同一個原始封包的同一

個服務，是不可以分別轉換給內部的二台以上的機器，也就是對同一個真實 IP

位址而言，有服務不可重迭的限制) 

 

7.) 設定完 DMZ規則後，只是告訴 PowerWall 要把哪些真實 IP 位址所

需的哪些網路服務，該對應到內部虛擬網段(Virtual DMZ Zone)或

DMZ區段的那一台主機上，但是這些服務是否要開放給外部使用

者使用，並沒有任何關係；基於方便及簡化操作而言，PowerWall

會自動把開放規則給增加到安全性原則的規則中，並且以

DMZ1,DMZ2,DMZ3…….的編號來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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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通過 DMZ的規則，外部使用者可以連接到內部主機所提供的服務

後，主機必須要對所提供之服務，作反向響應的動作，會自動產生

NAT的規則 (DMZ 所產生的NAT是屬於靜態NAT，不支援

Multi-Routing，要讓DMZ主機可以Multi-Routing 的話，請參考對內

負載均衡的章節會有介紹)。  

 

9.) 可以為 DMZ區的主機設定頻寬限制，以便有效利用線路的頻寬使

用，避免頻寬被單一主機給佔據，尤其是中毒的時候；也可以讓同

一條線路上的各個主機，可以保障彼此有合理的使用頻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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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動態 NAT 規則 (Outbound Policy) 

1. 前言： 

NAT ( Network Address Translation )，顧名思義做的是網路位址的轉換，可以讓內

部區域網路中的機器使用虛擬私人 IP位址，通過 IP 封包中的來源 IP 位址轉換

成真實的實體公網IP位址，經由一個通往網際網路的路由器或伺服器連線出去，

而且只需要用到一個實體的網際網路所能認得的真實 IP位址就夠了。 

在“Security” 模組中點選進入動態NAT規則 (Outbound Policy) 的設定介面。 

 

2. NAT 規則專案說明：  

 

上圖中，前四個項目在之前都有介紹過，使用的方式也相同，後面的三個則是和

NAT相關的專案。 

 

No.：有分成 New Before-DMZ Rule， New After-DMZ Rule。 

一般而言，NAT規則都是設定在After-DMZ Rule，只有一個特殊情況下是要設定

在Before-DMZ Rule，就是當使用VPN Aggergration(PPTP-VPN)時，才會使用到，

這部分在下一章節講VPN的時候，會有說明。 

 

NAT 位址轉換： 

可以選擇YES(Auto Selection)、NO、或著選擇指定某個網卡的 IP位址來決定是否

要做NAT偽裝及NAT偽裝方式。一般而言，都是以YES或 NO為主，YES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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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所謂的動態NAT偽裝，除非有特殊情況，才會指定網路介面。 

例如：PowerWall 本身的位置也是路由器，很多專線的路由器在WAN埠的 IP 位

址，通常都是 ISP 本身跟局部互通的虛擬 IP位址，以WAN 埠的 IP 位址去做NAT

偽裝是無法上網的，內部的真實 IP主機，當然不需要NAT偽裝，所以不會有問

題；但是，如果在 PowerWall 上面還有連接其它的內部虛擬網段時，就會受到影

響，而無法做動態的NAT偽裝，此時就需要以指定網路介面的方式(靜態 NAT

偽裝)，用真實 IP 位址的網卡去偽裝，從虛擬 IP位址的WAN 埠出去。(後面用

PowerWall 作為專線路由器的章節，會有範例作詳細說明) 

 

 

PS：基本上，在設定NAT時把握一個原則就是，DMZ的 NAT規則由系統自動

建立，原則上無需變動；“NAT Before DMZ Rule”的 NAT規則，是使用在VPN 

聚合的設定時，屬特殊用途；一般而言都是使用“NAT After DMZ Rule”的 NAT

規則，根據來源位址、目的地位址、服務、從 (所使用的對外線路)、QoS(頻寬

限制)、NAT(IP 偽裝方式)所組合定義出來的規則，由細而寬有順序性的方式，去

設定內部對外使用所有線路的策略。 

 

3. 範例： 

以下圖為例，來說明NAT的設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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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說明設定，我們假設上圖中的 IP設定如下圖所示： 

 

三條外部線路的閘道： 

Router-1：210.241.239.249 

Router-2：203.69.97.153 

Router-3：210.243.241.222 

 

PowerWall 連接 ADSL 的網路介面 IP 位址設定： 

BP-eth0：210.241.239.252 

BP-eth1：203.69.97.155 

BP-eth2：210.243.241.193 

圖中PowerStaion的 eth3連接

的是內部的區域網路，eth0、

eth1、eth2 則是三條對外的線

路分別為ADSL1、ADSL2、

Cable Modem(名稱是自定

的)，現在我們想讓HTTP、

FTP、SMTP三種服務分別走

這三條對外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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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SL1：eth0  210.241.239.252  210.241.239.249 

ADSL2：eth1  203.69.97.155  203.69.97.153 

Cable Modem：eth2 210.243.241.193  210.243.241.222  

 

在 PowerWall 的系統裡，可以設定“備援線路”，以防線路中斷時，影響對外連

線。當然也可以使用以規則的順序性去達成備援的效果，形成所謂的”備援規

則”。 

 

假設我們想使用的備援方式如下圖： 

 

 

設定方式如下： 

 

# 備援線路 # 

利用和之前相同的方法，先建立一個網路物件，名稱為 LAN，IP 位址為

192.168.1.0/24(Netmask：24=255.255.255.0)，Location 是 eth3 或 Any 都可以。 

接著要建立的則是連線物件，將游標移到【從】上時會變成手狀，點下後會看到

熟悉的下圖： 

Ex.當ADSL1這條線路斷線

時，Cable Modem 線路就負

責來備援它，如果Cable 

Modem同時也斷線，ADSL2

就會再過來備援，達到多

重備援的目的。  

三條對外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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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增加主機、網路物件時一樣地使用右下角的下拉選單，選擇【New Group Object】

並按下【New】按鈕去增加線路物件。 

 

PS：如果當您在設定網卡設定 (Network Interfaces) 時，有把WAN 埠的設備輸入

“閘道”時，就可以不需要再來手動建立線路物件，系統會自動幫您建立，會以

eth0-line、eth1-line……等固定名稱出現。雖然不像手動建立可以自行定義好分辨

且好理解的線路物件之名稱，但是有一個最大的優點便是，當您更改線路的 IP 位

址時，可以不需要再手動建立或修改線路物件的內容，系統會自動幫您更新線路

物件的內容，名稱也不會有所改變，如果對於線

路的利用分配不變時，就可以不需要再更動NAT

的規則，直接可以應用新的變更，最多只需要更

改DMZ的Mapping 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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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先增加的連線物件為 SeedNet-T1，設定的頁面如下圖： 

 
 

在 Object 的輸入格內輸入“SeedNet-T1”(名字是可以自定的，但一旦按下“Save”

鍵後就不可以修改了。如果要修改名稱時必須先“Delete”刪除此線路物件後，

再重新建立新的線路物件)，“NIC”選擇【SeedNet-T1】在 PowerWall 上的埠 eth2，

“Bind IP”域值會自動決定，“Geteway IP”則輸入此條線路連接到的Router 的

IP 位址，“Weight”即權值，代表的意義在之後“對外多閘道設定”時會加以說

明。理論上權值越大，線路的使用率越高。“Backup Link”就是選擇要備援此條

線路的其它線路，這時因為要備援 SeedNet-T1 的線路Hinet-512K 還沒有被建立，

所以要等Hinet-512K 建立起來時，再進來更改此欄位內容。 

 

以同樣的方式去建立出另外兩個連線物件--SeedNet-512K 和 Hinet-512K，

SeedNet-512K 的 Backup Link(備援線路)SeedNet-T1 已經建立，所以可以設定。

Hinet-512K 的 Backup Link(備援線路)為 SeedNet-512K，最後把一開始建立的

SeedNet-T1 的 Backup Link(備援線路)設定為Hinet-51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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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列出建立 SeedNet-512K 這個連線物件時的設定情形 (注意這時因為備援的

連線物件 SeedNet-T1 已經建立了，所以可以選取，同樣地在建立Hinet-512K 也可

以選取 SeedNet-512K 來做為備援線路)  

 

設定好了連線物件之後，就可以增加NAT規則了。如果希望讓 LAN中的主機要

求HTTP(和 HTTPS)的服務都能經由 SeedNet-T1 這條線路出去時，請點選No.旁的

(New After-DMZ Rule)圖示，增加一條NAT規則，設定好的規則如下圖： 

 

由 LAN到 ALL(任何地方)的 http 和 https 服務經由 SeedNet-T1 這條線路； NAT

欄位選擇【YES(Auto Selection)】表示這條規則要做NAT偽裝 (動態 NAT偽裝

-Masque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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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兩條NAT規則的增加方式相同，增加完成的三條NAT規則如下圖： 

 

第二條規則關於 FTP服務在頻寬使用上；第三條規則關於 smtp 的服務，我們對

於頻寬並沒有設限，使用者可依不同需求做不同設定，來管理頻寬的使用狀況。 

 

# 備援規則 # 

當然除了在各條線路物件的“Backup Link”設定中，指定每條線路的備援線路。

但是，其實使用規則去達成備援的方式，有時候會比較具有彈性，也很清楚明白，

只要順序性沒錯就好。 

 

按下圖所示，第 2條規則為第 1條規則的備援，除非是 SeedNet-T1 斷線，否則第

2條規則平常是不會生效的；第 4條規則為第 3條規則的備援，第 6條規則為第

5條規則的備援，但第 4條和第 6條規則的頻寬使用限制都有別於其相對應之主

要規則；第 7條規則則是一條墊底且最後絕對會Match 到的規則，只要不屬於前

六條的規則，都會被涵蓋到第 7條規則，而且是會走多閘道線路之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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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對外多閘道設定： 

 

通過服務 

 

在上述的設定中，每條規則的使用連線部分都僅設定一條線路，除了第 7條規則

之外，例如在 ftp 的服務就只設定了 SeedNet-512k 這一條線路；其實也可以把其

它的線路也加進去來，達到頻寬合併使用的目的。 

舉例來說，也可以把Hinet-512K 這一條線路也加到 ftp 服務中。第 4條規則是除

了前 3條之外的任何服務，皆會以第 4條的規則為主。換言之，除了 http、https、

ftp、smtp 之外的其它服務，會以 SeedNet-T1、SeedNet-512K 這兩條線路為主要線

路，平均負載在這兩條線路上，且沒有頻寬的限制。至於第 5條規則，是在

SeedNet-T1、SeedNet-512K 兩條線路都斷線後，第 1、4條的規則都會失效，被第

5條規則給涵蓋取代之。有人會想為什麼不把第 5條和第 4條合併成一條，說穿

了只是為了保障 SMTP的服務品質，現在的網路需求除了上網瀏灠網頁之外，就

屬 E-Mail 的郵件收發為最重要，所以這樣的設定只是不希望讓其它的流量，分

享了Mail 的頻寬，除非其它的線路都斷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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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按第 2條的規則所示，LAN所要求的 ftp 服務可以走 SeedNet-512K 這一條路

之外，也可以走Hinet-512K 這一條線路。但是在早期Release 版本的 PowerWall，

如何決定要走哪一條路就和之前所提到的權值設定就有關，權值設定得越大，這

條線路的使用率就越高，如果 SeedNet-512K 這個連線物件的Weight 設定值為 3，

而Hinet-512K 這個連線物件的權值設定為 2，那麼 SeedNet-512K 和 Hinet-512K 使

用率的比就是 3：2，按照使用者不同的需要來設定NAT，可以有效地管理頻寬，

得到優化的網路品質。 

但是，事實上不一定是如此，因為就實際上使用率而言，和設定者對使用情況的

不清楚，往往會偏重在其中一條線路上。所以，在新Release 版本的 PowerWall

的功能之中，已經做了些許的改良；權值已經不具有任何的意義了，但不代表權

值已經消失了。只是因為在新版的 PowerWall 中，系統會自動偵測每條線路的狀

況，依照線路的使用效率及擁塞情況，自動分配權值給所使用的負載平衡之線路，

並予以自動調整其權值，讓同一條規則中的每一條線路的使用率可以達到平均的

負載。 

以即時而言，或許沒有辦法馬上看出其效果，但是以長期的使用下來，兩條線路

所負載的流量會達到一個接近相等的平均值，這可以通過長期觀察MRTG的流

量圖得到答案。如果要以自行手動設定的權值，作為分配的依據時，只有一個方

法，那便是把線路斷線偵測的功能，予以關閉。但是，如此一來，線路如果斷線

的話，系統便無法得知，PowerWall 的功能便無法完全發揮，取捨之間，使用者

真的需要自行多加考慮。 

 

理論上，http 和 https 對頻寬的使用上，大多是以下載的部份為主，上傳用的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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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是外部的WebMail 的使用量很高；而且，http 和 https 的流量持續期間很短，

不太會有頻寬被獨佔的情形，因此事實上是不建議設定頻寬的限制的。除非，有

人使用類似 FlashGet 或 eDonkey 等，可以通過 http 進行大量下載的軟體，對 http

進行暴力訪問，這當然就另當別論了。 

 

通過來源地址 

如果，真有這樣的情形，說真的也難防堵，唯有靠公司內部的行政規定，予以加

以規範外；要不就是通過內部的使用分析軟體，或者 PowerWall 所配合 PacketShow

的統計後，把內部使用者的 IP地址或MAC地址，在 PowerWall 的安全性原則中

阻檔在防火牆之前。 

 

(建立拒絕使用 http+https 服務的主機群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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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允許 Bad-used-http-user 所包含之來源，到外部網路(INTERNET，不包含自己公

司之內部 FTP、WEB主機)的 FTP、http、https 的連線) 

 

另外，還有一個方法就是，可以通過信息管理的手段，把內部的電腦按照部門、

職務、或其它分類的方式，用子網切割的手段，做 IP位址的定址分類，再依照

分類出來的 IP位址，建立出個別的主機群物件，在通過NAT規則分別依照使用

度與重要性給予不同的使用頻寬去使用 SeedNet-T1 的 http 和 https 服務，不讓彼

此間互相擠壓到其它部門的頻寬。 

 

例如：(請參考下圖) 

Lan-1 物件 192.168.1.0/27 為伺服器群所使用的 IP位址。 

Lan-2 物件 192.168.1.32/27 為管理部所使用的 IP 位址。 

Lan-3 物件 192.168.1.64/27 為業務部所使用的 IP 位址。 

Lan-4 物件 192.168.1.96/27 為財務部所使用的 IP 位址。 

Lan-5 物件 192.168.1.128/27 為製造部所使用的 IP位址。 

Lan-6 物件 192.168.1.160/27 為資財部所使用的 IP位址。 

Lan-7 物件 192.168.1.192/27 為研發部所使用的 IP位址。 

Lan-8 物件 192.168.1.224/27 為一級主管以上所使用的 IP位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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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目的地地址 

另外，如果有某一個目的地位址，對公司內部使用者有急切或者重要的頻寬或單

一線路的使用需求時，也可通過NAT規則的部份，達成此目的。接續上個例子：

研發部的同仁，只能使用Hinet-512K 的線路跟 HP互傳資料，因為對方有鎖定我

方的 IP位址；而財務部的同仁跟美國總公司之間的 FTP的傳輸，又該如何設定

他呢。 

首先要建立出HP的主機物件及美國總公司的主機物件。然後增加出兩條規則，

並且要把這兩條規則放到最前面。因為，再強調一次，規則的比對都是由上而下，

所以規則的範圍越小，就要放越前面，以免被其它大範圍的規則所涵蓋，而導致

小範圍的規則，產生不了作用。也就是說，規則要由上而下，相對的規則所涵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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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範圍度要由小而大。 

 

 

(第 1條規則會讓研發部的同仁，跟HP之間的任何服務，只會走Hinet 線路，不

會受到後面規則線路分配的限制；第 2條規則會優於第 11條規則，使財務部同

仁 FTP到美國總公司時，不會受到第 11條的頻寬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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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智慧頻寬管理

Smart QoS 的功能是用於對進出的頻寬流量進行管理。可以針對主機和連線控制

最大的頻寬流量設定。 

 

6-1 連接策略 

連接策略－針對連線控制最大的頻寬流量設定。 

 

點選主介面的 Smart Qos 會進入主選單如下： 

  

 

然後點選 Connection-Policy 就可以進入連接策略的設定 

 

 

操作欄：可以選擇這行的規則刪除還是停用。 



76 

順序欄：可以選擇執行規則的順序，當規則的應用出現重複的時候，規則在前的

優先執行。 

連線符合條件欄：選擇指定的來源主機和目的主機，以及所指定的服務。當一個

連線符合這三個條件時，則執行這個管理機制。 

總頻寬欄：則限制傳送和接受總的頻寬量。 

單一來源主機的頻寬欄：則只是限定一個 IP位址的資料傳輸頻寬流量。 

單一連線的頻寬欄：針對一個連線的資料傳輸頻寬流量。 

選項欄：勾選雙向檢查，則是這條規則相對建立了兩條來源和目的相反的規則。 

優先權數字越大的，優先的許可權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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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主機策略 

6-2-1 匹配規則 

在 Smart-QoS 模組中，點選 Host-Policy 則顯示下面介面。 

 

 

操作欄：可以選擇這行的規則刪除還是停用。 

順序欄：可以選擇執行規則的順序，當規則的應用出現重複的時候，規則在前的

優先執行。 

連線符合條件欄：選擇指定的來源主機和目的主機，以及所指定的服務。當一個

連線符合這三個條件時，則執行這個管理機制。匹配規則中的目的主機以及服務

都預設為ALL。 

頻寬策略欄：是限定一個 IP位址或 IP 位址組群的資料傳輸頻寬流量。 

選項欄：匹配規則預設勾選雙向檢查，這條規則相對建立了兩條來源和目的相反

的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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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靜態規則 

 

與匹配規則不同的是，靜態規則中可以自主選擇目的地以及服務選項，且可以自

由選擇是否開啟雙向檢查。 

 

6-2-3 忽略規則 

 

忽略規則是針對匹配規則而做的忽略設定，在匹配規則中設定的規則由於無法選

擇目的地以及服務，故需要在忽略規則中增加一條規則對例外情況做處限制的忽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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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應用層頻寬控管 

 

P2P 規則是針對如今最令企業頭疼的頻寬佔用情況做的規則設定。 

不同於其他同類產品的封鎖方式，PowerWall 可以允許主機使用 P2P 軟體，但是

對其寬頻佔用做了限制。 

如圖，IT-group 這個 IP 位址段的主機能使用HTTP 以及 XunLei(迅雷)，但是使用

頻寬的上限為 300Kb每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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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匹配規則與忽略規則的應用 

在匹配規則中設定了 Lan的使用者對所有的頻寬都限制為最大 500Kb每秒，而

Lan 使用者需要訪問 Lan-1 的 ftp，如果限制住了流量會影響工作的效率，所以只

需在忽略規則增加一條對Lan-1的 ftp服務頻寬限制為NO就解決了這樣的問題。 

當然你也可以在靜態規則中增加所需要的服務的限制，但是如果服務量很多的話，

建議您使用匹配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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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參數設定 

 

 

智慧頻寬管理策略： 可以選擇停止/連接策略/主機策略 

QoS 運作模式： 分為 Routing/Bridging 兩種模式 

忽略相鄰網段間的流量： 選擇是否忽略相鄰網段的流量 

忽略 VPN 連接： 選擇是否忽略VPN連接造成的流量 

連接策略服務等級： 系統內設關鍵應用，語音等級，網頁瀏覽，檔案傳輸以及

最大利用律 5個內設等級，你也可以選擇自訂，並在下面兩欄中修改啟動基準值

及往返時間。 

主機策略啟動基準值： 在使用主機策略時候基準值的設定，建議不要設定 0KB，

會造成伺服器負載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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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進階設定

7-1 第七層應用過濾 

功能說明： 

如今企業面臨最大的問題之一是通信軟體造成的佔用頻寬資源，降低工作效率以

及公司機密的洩露，第七層應用過濾功能就是用來封鎖 P2P 軟體以及 IM 軟體 

設定實例： 

假設 PowerWall 有一條內網的連線，IP是 10.10.0.1/24，如今需要封鎖這個網段的

使用者禁止使用BT，eMule，以及QQ，MSN。 

只需在第七層應用過濾這裡增加這個位址段的使用者禁止使用即可。 

 

點選功能表列的 Advenced 。其中第一個 Layer 7 Application Filter 就是我們所要

使用的應用層過濾功能的設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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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Wall 根據分析資料包的內容來禁止 IM以及 P2P 軟體，因此就算QQ等軟體

更改伺服器以及服務埠，PowerWall 依舊能夠成功阻擋相關服務。 

 

選項中分為：    

禁止  阻擋封包 

允許  封包通過 

忽略  不進行封包檢測減低負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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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連接頻率限制 (Connection Rate Limit) 

在進階設定模組中點選 Connection Rate Limit 進入連接頻率限制的設定介面： 

 

此處可以設定某個特定來源 IP或者網段每秒對於 PowerWall 本身的連接數量限

制，最大同時連接數量限制（支持 TCP、UDP 和 ICMP三種協定），一般可以用

於防止DoS甚至是DDoS 攻擊。 

 

即時封鎖主機以及封鎖歷史記錄 

分別記錄事件時間，動作，主機位址，開始封鎖時間，封鎖時間，封鎖原因 

 

 

  



85 

7-3 DHCP 

在‘Advenced’選單中點選 DHCP 可以進入設定介面。 

 

 

 

7-3-1 子網 

點選 Subnets 進入設定，編輯DHCP服務使用的網路位址、子網路遮罩、和 IP

範圍。 

 

其中右上角的按鈕分別表示： 

 

啟動伺服器  停止伺服器  重新啟伺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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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按“增加一個新的子網” ，進入“建立子網路”介面： 

選擇網路介面並定義位址範圍，編輯完後，點選“Greate”鍵，建立DHCP的子

網。 

b. 點選已建立的子網路項目，進入“編輯子網路”介面： 

 

選擇網路介面並定義位址範圍，按 OK 按鈕儲存並返回；按“Delete”按鈕可刪

除該子網路；若需要對DHCP的使用者端主機作進一步的設定，請按“Eedi Client 

Opion”按鈕，進入功能表： 

 

編輯完後，點選 OK 鍵儲存並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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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主機與主機組 

點選 Hosts and Host Groups 按鈕進入“主機與主機組”的設定介面： 

 

按“增加新的主機”進入“建立主機”介面： 

 

確定需要分配固定 IP位元元址的主機和伺服器，填寫主機名稱稱，硬體位址（即

MAC位址，可選）和分配的 IP位址，作用是可以固定此電腦，讓它可以每次都

固定取得這個 IP位址，如下圖顯示。 

 

編輯完後，點選 Create 鍵，以完成固定DHCP 主機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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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編輯客戶選項”中，一般不作修改，對於需要調整的內容只要在編輯方塊中

輸入相關資訊即可，如圖顯示： 

 

編輯完後，點選 OK 鍵儲存設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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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全域選項 

點選 Global Options 進入選項介面，可以在此設定所有網路， 主機與群組設定。 

 

編輯完後，點選 OK 鍵儲存缺省設定值。 

完成所有編輯後，點選 或 啟動DHCP服務。 

 

7-3-4 列出已租用的 IP 

點選 進入“DHCP租用”介面，察看當前DHCP的 IP 使用情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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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DNS 伺服器設定 

在 Advenced 選單中點選 DNS ，可以進入DNS 伺服器管理的介面： 

 

 

其中右上角的按鈕分別表示： 

啟動伺服器  停止伺服器  重新啟伺服器 

 

7-4-1 增加正查功能變數名稱 

點選“ new master zone   ”會顯示如下圖所示。 

 

在“功能變數名稱/網路位址”的欄位，填寫主域的名稱。 

按“Create”鍵，完成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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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已建立的主域，可以進入此功能變數名稱的細節設定，如下圖所示。 

 

點選 建立主機名稱稱和 IP地址的正向查詢對照表，如下圖所示。 

 

 

在“主機名稱稱”處，輸入主機名稱稱 (例如 mail)，如果是網際網路的全名，則

在後面增加一個“.”(例如mail.test.com.cn)。在“IP 位址”處，輸入該主機所對

應的 IP位址，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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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 Create 鍵後，就完成了一個主機名稱稱解析定義的設定操作。 

 

點選 ，確定功能變數名稱伺服器主機名稱稱的正向解析名稱伺服器，

如下圖所示。 

 

 

點選 ，可以讓多個主機名稱稱解析到相同的一台主機位置，將一

台主機的名稱設定給其它的別名 (例如讓 tc1、tc2 都等於 tc) 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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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機別名”欄位，輸入要解析的主機別名。在“實際名稱”的欄位處，輸入

對應已建立的實際主機名稱稱。然後按點選“Greate”建立別名。 

 

點選 ，此功能變數名稱的郵件伺服器主機所在，這裡要輸入的是

主機的名稱而不是 IP位址，而且不可以使用主機別名作為MX記錄，這是標準

規範所定義的，要特別注意。 

 

 

在“郵件功能變數名稱”處，填寫郵件功能變數名稱的名稱。在“郵件伺服器”

處，填寫郵件伺服器的主機名稱稱。“優先權”欄位：如果有多台郵件伺服器時，

可以根據優先權的數值來決定優先使用哪台郵件伺服器來處理郵件。優先權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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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小，則優先被使用，當然也可以有相同值的優先權，以輪流方式使用。 

 

完成編輯後，按“Create”鍵以建立新的記錄。 

 

在完成所有的編輯設定後，點選 或 ，啟動或重新載入DNS的服務，完

成這個服務的所有設定。 

 

7-4-2 增加反查功能變數名稱 

點選“new master zone”  

在“功能變數名稱/網路位址”處， 填寫需要反向查詢解析的網路位址，例如

“192.168.100.16”，並在功能變數名稱類型中選擇點選 “反查 (由 IP 地址查名

字)” ，顯示如下圖所示。 

 

 

按 Create 按鈕，完成增加反查功能變數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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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已建立的反查功能變數名稱後，會顯示下圖畫面。 

 

 

點選 以便建立 IP 地址和主機名稱稱的反向查詢對照表，如下圖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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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IP 位址”處填入主機的 IP位址。在“主機名稱稱”處填入該 IP所對應的功

能變數名稱，如果是全名的話，則要在後面增加一個“.” ，如下圖所示。 

 

按“Create”按鈕後，就完成了一個反查解析記錄的增加操作。 

 

 

接著點選  確定所設定的反查解析之名稱伺服器的主機名稱稱是否

正確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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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WebAXL 設定 

在‘進階功能表’功能表中點選 WebAXL 進入設定介面： 

7-5-1 訪問存取控制 

在WebSherlock 設定介面點選Access Control，進入存取控制介面： 

 

 

建立新的存取控制清單： 

規則運算式存取控制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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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伺服器地址存取控制清單 

 

 

網頁伺服器規則運算式存取控制清單 

 

 

網頁伺服器主機名稱存取控制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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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 拒絕網址清單 

在WebAXL 設定介面點選 URL Back List，進入拒絕網址清單介面： 

 

7-5-3 參數設定 

在WebAXL 設定介面點選進入參數設定介面： 

 

此處可輸入網址資料庫主機的位址，按確定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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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流量報告

8-1 QoS 頻寬限制 

 

 

 

 

此處是列出該主機目前的 Tx/Rx 頻寬限制，及即時傳輸流量 

您可以點選 圖示具體查看主機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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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Top N List 

 

PowerWall 通過 Top N 的圖表對當前主機的連接狀態以及所使用服務的頻寬流量

做了餅狀及條形的圖讓您對頻寬管理中的機器情況有個直面的瞭解 

 

類別： 顯示 主機 及 服務 

圖表： Pie 及 Bar 

圖表內容：Rx Total Bytes 

          Tx Total Bytes 

          Rx Total Packets 

          Tx Total Packets 

 Rx Rate 

          Tx Rate 

 Rx Packet Rate 

 Tx Packet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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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主機狀態 

 

此處列出單一主機的傳輸量、即時連接統計及 QoS 連接統計 

可以根據資料做昇冪或降冪排列，而此處的資料會在 Top N 中以圖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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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服務頻寬分析 

 

此處列出目前所有服務的流量頻寬資料 

 

 

8-5 應用協定分析 

 

能針對應用層的協定記錄具體不同服務的流量. 

同樣. 您可以點選 圖示具體查看服務的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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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連接狀態 

 

此處列出所有受到頻寬統計的連接資訊。 

同樣. 您可以點選 圖示具體查看單一連接的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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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即時狀態

9-1 系統資源 

 

首先，進入 PowerWall 的即時狀態功能表，選擇 System Resources。接著進入底

下的畫面，有系統狀態、系統連線、網卡流量、GRE通道四種統計表。 

 

點選各種統計圖表： 

系統狀態統計圖：CPU 佔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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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負載 

 

 

可用記憶體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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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連線數統計圖 

TCP 連線數 

 

 

UDP 連線數 

 

 

ICMP 連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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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卡流量統計圖 

 

 

GRE 通道流量統計圖 

 

 

 

注：流量圖中綠色代表下載流量，藍色代表上傳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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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線路狀態 

有鑒於客戶常質疑 PowerWall 在做線路偵測時，是線路偵測有Bug，還是線路品

質真的有問題；但沒有相關的資料提供給管理員，作為參考依據，所以在新的版

本之中，加入線路狀態的Web畫面給管理員觀看。事實上，線路偵測的日誌檔，

本來就有，只是Web介面並無提供相關畫面，給予即時觀察，只能通過參數設

定中啟用 Link-Status Mail 的方式，把日誌檔以 E-Mail 的形式發送給管理員瀏覽；

但這沒有即時性，也無說明，所以就算發給管理員也難以瞭解，所以新加入此功

能模組，並以表格排列和即時更新的方式，通過此章節說明介紹，讓管理員可以

加以明白並自行觀察。 

首先，請先進入進階功能設定主頁，然後點選“入站容錯機制”模組，會顯示出

如下圖的畫面。跟以往不同之處，在於線路名稱多加了象徵超級連結符號的底線，

也就是每一個線路名稱都可以點選，點選該條線路後，便可以進入該線路的偵測

程式所寫的日誌檔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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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下的畫面就是某一線路的偵測後所響應的相關資訊，後面敘述中會有每一個欄

位的說明介紹，此線路偵測結果是以系統預設值的偵測節點數和回應時間。 

 

欄位說明： 

1. 時間 

 每一次線路偵測的啟動時間，前後約相隔 30-40 秒左右便偵測一次。 

2. 狀態 

 每一次線路偵測完後，系統判斷出的線路狀態。如果是NORMAL的話，代

表線路一切運作正常。當線路狀態呈現 FAILED時，代表當時線路偵測時，線路

是斷線的狀態。 

 

3. Avg RTL 

 線路偵測的所有節點所得之回應時間的平均值。 

4. Total RTL 

 線路偵測的所有節點所得之回應時間的總數。 

5. S Hops 

 線路偵測時，可以成功回應的節點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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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F Hops 

 線路偵測時，無法成功回應的節點數。 

7. Fail Ratio 

 線路偵測時，無法成功回應的節點數占總節點數的百分比，比率超過 80%的

話，系統便會判斷線路為斷線狀態。 

8. 閘道 

 此條線路的對外閘道之 IP地址，一般就是Router 或 ADSL 的 ATU-R。 

9. 網卡 

 此條線路在 PowerWall 上所相連的網路介面名稱。 

10. 當實際上有線路斷線的情形發生時，DDNS模組最底下會產生一個名為“線

路狀態改變記錄”新的連結，也就是記錄線路狀態有改變時的情形，意即斷線時

發生時間與線路何時恢復正常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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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即時連線統計 

 

 

即時連線統計記錄了來源主機以及目的主機的 Total, TCP-NEW, TCP-EST, UDP, 

ICMP記錄。 

如果某來源主機連接數量過大，就可以認定其中了病毒，在內網大量發送資料包。

如果某目的主機連接數量過大，可以認定其在對伺服器做工作，可以在安全性原

則中禁止他訪問伺服器。 

點選每個主機可以直接查看主機連接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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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連線跟蹤 

此功能在於可以看見即時的連線狀態，當您點入此頁面後，此畫面會以靜態的方

式呈現出您點下按鈕當時的一個連線狀態，此畫面不會動態更新，如果您想看更

新此畫面時，並須手動去重新整理畫面。 

通常此功能並非監控之用，此功能可以協助您看出NAT規則是否正確，有從正

確的線路NAT出去；是否有不正常的機器因為中毒產生亂髮封包的特徵或有蓄

意攻擊的大量阻斷式服務，通常不正常的網路狀態，並不會是即時性的連線，通

常都會長達一段時間，所以只要能在此時間區段中，能夠擷取到連線跟蹤的畫面，

就可以提供管理員做出初步的判斷依據。 

 

9-5 即時封鎖主機 

即時封鎖主機以及封鎖歷史記錄 

分別記錄事件時間，動作，主機位址，開始封鎖時間，封鎖時間，封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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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歷史記錄

10-1 系統資源 

此處記錄顯示系統狀態、系統連線、網卡流量、GRE通道的報表資料，可以分

日圖表、周圖表、月圖表和年圖表來查看資料記錄。 

 

10-1-1 系統狀態的圖表顯示 

系統狀態的圖表顯示，包括CPU佔用率、系統負載、可用記憶體空間、Concurrent 

Connections、Concurrent Hosts 等顯示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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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系統連線的圖表顯示 

系統連線的圖表顯示，包括 TCP連線數、UDP 連線數、ICMP連線數的顯示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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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 網卡流量的圖表顯示 

網卡流量的圖表顯示，包括各網卡在使用過程中的流量統計的資料顯示。 

 

10-1-4 GRE 通道的圖表顯示 

GRE 通道的圖表顯示，包括建立的各網路介面 GRE通道的資料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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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 內部的MRTG主機 

PowerWall 本身支援 SNMP，所以如果當您內部有MRTG的主機時，可以去擷取

PowerWall 上的流量資訊，可以得到比較強大的MRTG的統計功能，及長久性的

資料儲存。PowerWall 上的 SNMP的帳號為預設值 public，不需要密碼。至於內

部的MRTG主機的架設方式，請自行參閱相關的書籍或資料，也可洽詢桓基科

技的技術諮詢部門。 

 

10-1-6 SSH 模式下的即時流量監控工具—Iptraf 

首先，您必須先有 SSH的軟體，您可以自行上網搜尋取得，或到下列網址取得： 

http://the.earth.li/~sgtatham/putty/latest/x86/putty.exe 

把抓下來的 Putty，存放在桌面上即可，putty.exe 是可直接執行的小程式。 

 

接下來，執行 putty 這個程式，會出現底下畫面，請在Host Name (或是 IP address)

的欄位中輸入 PowerWall 的內部 IP，然後在 Protocol 的欄位中點選 SSH，此時 Port

的欄位會變成 22 (此為 SSH所使用的埠)，然後選擇底下的“Open”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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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進 PowerWall 後，請輸入 console 的帳號 root，密碼為 1234 (預設值)。 

 

在 PowerWall 之 命令提示符號【PowerWall：】下，輸入執行命令【tools】，然

後繼續輸入【iptr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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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會出的畫面是顯示版權宣告。 

 

 

Iptraf 的功能選項如下： 

 

 

iptraf traffic monitor：是即時監控顯示每一個連線的 session 狀態，類似 sniffer 或

tcpdump的功能。 

Gereral interface statistics：是統計每一個介面簡易的流量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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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ailed interface statistics：是觀察每一個介面詳細的流量統計。 

 

如下圖 iptraf traffic monitor 顯示 session 連線，內部 192.168.7.70 連線到 Internet 

202.1.237.33 之 web server，及傳送與接收的封包數量多寡。 

 

 

下圖Gereral interface statistics可以看每一條線路使用狀況，和檢查頻寬是否超載，

上下頻寬相加起來的流量為多少。例如下面圖示的 eth1 每秒上下傳總共使用了

30.2 kbit /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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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Detailed interface statistics”後，可以選擇要觀察的網卡，利如下圖所示的

eth3，就可以看到此網路介面的詳細的流量資訊。 

 

 

PS：我們可以到網站 http://iptraf.seul.org/，看【Iptraf】的詳細操作使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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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Console 登入記錄 

此處記錄了通過Console 連線管理 PowerWall 的日誌，通過 SSH登入同樣也會被

記錄下來。 

 

 

10-3 WebAdmin 登入記錄 

這裡記錄的是通過Web介面登入管理 PowerWall 的記錄，會記錄具體登入時間，

IP，以及登入使用者帳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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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系統運作記錄 

此處記錄了具體系統專案更改的記錄，能讓您清楚的瞭解管理員對 PowerWall 做

了哪些操作更改，方便管理。 

 

 

10-5 安全記錄 

這裡與 8-4 記錄的內容大致相同，只是這裡記錄的都是在多鏈路系統中更改的防

火牆策略的記錄。 

 

 

10-6 動態封鎖記錄 

記錄了動態封鎖的歷史記錄以及開封時間等具體資料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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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連線記錄 

此處是記錄了歷史連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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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系統組態

在系統主功能表中點選 System 後，就可以進入  PowerWall 的系統設定介面： 

 

11-1 語言 

這個介面可以讓您選擇 PowerWall 所顯示的語系，可選擇的語言包括了英文、

繁體中文和簡體中文，系統預設值為英文。 

 

選中語言後，按 即可立即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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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系統日誌 

11-2-1 系統日誌管理 

在系統組態選單中，點選 Log 進入系統日誌介面。 

1. 系統日誌：是記錄主機操作的連線記錄，HA的偵測記錄，線路狀態的偵測記

錄，還有一些其它 PowerWall 所使用的服務相關的記錄。 

2. 連線記錄：是記錄PowerWall中MultiHoming模組的安全性原則所選擇需要Log

的規則。當安全性原則中，如果在Action(動作)中使用Log、Allow+Log、Deny+Log、

Reject+Log 時，便會把所有符合規則的連線資料，予以記錄下來。 

3. 記錄目標：選擇要接收 PowerWall 所傳遞的日誌資料。因為 PowerWall 本身不

具備大量的儲存裝置，所以需要有一部以上的日誌伺服器，PowerWall 僅支援 Unix

系統的 Syslog，Syslog 的設定方式會在後面說明。請在此欄位輸入遠端日誌伺服

器的 IP位址，安全記錄和連線記錄主機是可以在同一台機器，也可以分開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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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系統管理員 

11-3-1 增加帳號及變更密碼 

點選 Admins，可以進入 PowerWall 使用者的設定介面。 

 

 

若是要增加使用者可以點選“增加管理員”按鈕，會出現下列的使用畫面 

 

1. 帳號 (Username)： 輸入想要加入的使用者帳號。 

2. 密碼 (Password)： 此使用者的密碼。 

3. Modules： 

決定加入的此使用者可以進入哪些模組。 

4. 修改帳號內容： 

在使用者表格中已有的使用者，可直接點選帳號稱後進入如同增加使用者的畫面，

也和增加使用者方法相同，並可更改其中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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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系統時間 

在系統組態介面點選 System，進入系統的時間設定： 

 

此處可設定系統的時間，並能與NTP伺服器做時間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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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系統服務 

在系統組態介面中點選 Services，進入系統服務的參數設定介面： 

 

此處可以設定 雙機備援、DNS服務、DHCP服務、網頁過濾服務、IPSec VPN服

務、PPTP/L2TP、SNMP服務、DAC代理認證服務、資料同步服務、系統日誌，

連接頻率限制，動態主機封鎖，NTP 網路時間校時，ARP 封包監聽這些服務的

啟動與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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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備份/恢復/更新 

1. 如何使用 PowerWall 管理介面來做 image 程式升級 

(1). 在系統組態介面中點選 Backup/Restore/Update ，進入操作介面； 

(2). 點選“瀏覽...”的按鍵。 

 

(3). 選擇要更新的 image 檔。 

(4). 選擇好要更新的 image 後，按下 Update Now 立即更新按鈕更新程式。 

(5). 更新設定檔後的完成資訊，請重新開機 PowerWall，使 PowerWall 可以使用新

的程式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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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參數設定

首先，點選系統主功能表中選擇 Parameters 點選後，會進入底下的參數設定的分

類畫面。 

 

以下是參數設定各欄位的說明 

 

12-1  線路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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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路狀態檢測

Path Detection (路徑偵測法) 

Node Detection (節點測試法) 

停用 

是否啟動線路偵測程式：除非環境特殊，否則建議開啟。 

檢測節點列

可以設定檢測的目標 IP位址列，兩個 IP 之間用空格分割。建議使用外部連接的

路由作為節點的 IP位址 

   

每一站最大超時 預設值為

線路偵測程式所偵測之每一個網路節點的有效回應時間，建議使用預設值 6秒，

除非網路品質很差，就可以把秒數調高一點，讓系統不至於將它誤判為斷線。 

最大站數 預設值為

線路偵測程式所偵測之網路節點數，建議採用預設值 5點，除非是高可靠度的要

求，否則不要調高這個值，因為 5點之中，扣除ATU-R(Gateway)，4點之中至少

要有 1點有回應，線路才是通的，也就是不可以超過 80%的無回應節點數。因此，

數值越高，所需回應的節點數也會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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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次數 預設值為

線路偵測程式對每一條線路的偵測次數，建議採用預設值 3次，也就是說連續偵

測 3次都是斷線狀態的話，就會在MultiHoming/NAT 中把線路標示成斷線狀態，

圖示為 ；如果線路回復後圖示就會變成 。所以，當只有一條線路時，以預

設值而言，線路從斷線開始到程式確認為斷線大約需 6x3=18 秒；如果有兩條線

時，約需 18+另一條線路的回應時間(6-18)，所以會是大於 18秒小於 54，以此類

推。因為 PowerWall 在偵測線路時，一條一條輪流偵測，並非同時一起偵測，因

為一起偵測會對加重系統的負擔。 

線路檢測的協議 預設值為

線路偵測程式所使用的通訊協定，可以使用UDP、ICMP的方式做偵測，建議使

用系統預設值兩者都用，也就是系統會先使用UDP，如果不行就會使用 ICMP，

所以 PowerWall 出去的通路設備中，至少要讓其中之一可以順利通過，線路偵測

程式才可以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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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郵件通知 

 

可以根據選項.具體選擇如何發送郵件通知。 

 

線路中斷 預設值為

當此動作設定值為Action 時，會在線路斷線時 (Line Down) 或斷線後線路恢復時

(Line Up)，發一封通知郵件給 PowerStaton 的管理員，至於管理員的設定值，在後

面的設定欄位。 

線路狀態 預設值為

發送線路狀態的偵測結果給 PowerWall 所設定的管理員信箱，預設值是不發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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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建議值)。因為發送此郵件，會隨者時間的成長，而郵件也會越來越大，造成

管理員因郵件大小所產生的困擾。除非您認為線路的狀態友值得懷疑之處，可以

用此線路狀態記錄的郵件，做線路品質的觀察與監控。 

記錄修改 預設值為

當DNS記錄發生動態更新的動作時，是否要發送通知郵件給 PowerWall 系統的管

理員。缺點跟線路狀態所產生的問題是一樣的，所以預設值是關閉的(也是建議

值)。 

寄件者 預設值為空白

設定發通知或Alert 郵件時，此郵件所使用的寄件者電子郵寄位址，用處在於管

理員可以快速的判別此郵件由誰而發，用意為何。 

收件人 預設值為空白

設定通知或Alert 郵件，收件人是誰，通常是設定為 PowerWall 的管理員。 

伺服器 預設值為空白

設定發通知郵件或Alert 郵件時，所用的發信主機之 IP位址。 

授權帳戶 預設值為空白

通知郵件或Alert 郵件寄件者的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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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密碼 預設值為空白

通知郵件或Alert 郵件寄件者的密碼。 

 

其他記錄 預設值為

其他記錄都為第十章歷史記錄中的通知郵件。當發生錯誤時會主動發送郵件到指

定郵箱。 

12-3  入侵偵測系統 

 

入侵偵測系統

有 Log to Local，Log to DB和停用三個選項 

記錄伺服器

填寫 IDS記錄伺服器的位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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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帳戶

填寫 IDS記錄伺服器的訪問帳戶 

訪問密碼

填寫 IDS記錄伺服器的訪問密碼 

  

12-4 入站容錯機制 

 

動態 記錄更新 預設值為停用

支援動態更新名稱伺服器，可以即時更新正向查詢的主機名稱稱解析設定，這功

能通常是搭配內送負載平衡所使用，至於詳細的使用時機與設定說明，在DMZ

的章節中已經作過介紹，此處不多作贅述。 

伺服器 預設值為空白

輸入您公司所屬的Domain Name Server 的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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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金鑰 預設值為空白

一般而言，動態更新僅需把 Linux 的 Bind 服務的設定中，加入允許更新的來源

IP位址即可；Win2000 以上的AD DNS 服務中，把動態更新從“安全性更新”改

成“是”即可。但是，DNS Server 也可以用一個金鑰去做更新時的認證物件，當

您的DNS Server 是以此方式做允許動態更新的動作時，可以將DNS所允許的

Share Key 輸入此欄位中，讓 PowerWall 在更新 DNS Server 時，可以用此私人金鑰

做為遠端動態更新之用。 

4-4 DNS 記錄存活時間 (TTL) – 預設值為 120 Sec 

每跳 DNS A 記錄在其它的DNS 伺服器的 Cache 中的有效存活值。例如：當Hinet

的 DNS Server(168.95.1.1)，為您到Hgiga 的 DNS Server 中查詢到 ns.hgiga.com 的 IP

位址後，會把此 IP位址 Cache 在 Hinet 的 DNS Server 中 120 秒，等到下一個 Client

來詢問時便把Cache 中的記錄響應給使用者，除非這個Cache 的記錄已經過了有

效值時，才會重新在向Hgiga 的 DNS Server 做重新的詢問，以 120秒為有效值時，

可以使DNS記錄的更新，作到快速的即時性更新。使 Incomming 的服務，可以

快速的在On-Line 及 Off-Line 的線路上做快速的切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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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智慧頻寬管理 

 

 

智慧頻寬管理策略： 可以選擇停止/連接策略/主機策略 

QoS 運作模式： 分為 Routing/Bridging 兩種模式 

忽略相鄰網段間的流量： 選擇是否忽略相鄰網段的流量 

忽略 VPN 連接： 選擇是否忽略VPN連接造成的流量 

連接策略服務等級： 系統內設關鍵應用，語音等級，網頁瀏覽，檔案傳輸以及

最大利用律 5個內設等級，你也可以選擇自訂，並在下面兩欄中修改啟動基準值

及往返時間。 

主機策略啟動基準值： 在使用主機策略時候基準值的設定，建議不要設定 0KB，

會造成伺服器負載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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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流量報表 

 

 

主機狀態： 選擇是否開啟主機狀態的統計圖。只有開啟才會有‘即時狀態’中

的‘TOP 10’選項的圖示 

連接狀態： 同主機狀態。選擇是否開啟連接狀態的統計圖。 

應用層協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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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聯絡技術支援

關於使用 PowerWall 產品相關的設定、韌體升級、異常排除、文件更新，可由

桓基科技網頁、客服中心電話、技術服務電子信箱，來尋求技術支援。 

 

桓基科技網頁： Http://www.hgiga.com 

客服中心專線：電話：+886-2-2599-1833  

 

客服中心電話在上班時間提供服務並有輪值工程師處理技術問題。 

技術服務信箱：service.support@hgiga.com 



總公司：新竹市東區水源街 69 號
電話：(03)574-4019、574-4141
傳真：(03)572-7899

www.hgig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