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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本書的主要目標是協助讀者通過 SWITCH 考試（300-115）。為了幫助讀者做

足準備，本書尚有其他目的：解釋眾多的網路主題、展示如何設定 Cisco 交換

器的網路功能，並解釋如何判斷網路功能是否運作。只要讀者的工作環境需要

用到交換器，就可以把本書視為一般的參考用書。本書和 Cisco Press 專業認

證手冊系列叢書的最大動機就是幫助讀者戰勝 SWITCH考試。 

接下來要談兩個主軸：SWITCH考試與本書內容的說明。 

CCNP SWITCH考試 

長年以來，專業證照是電腦產業不可或缺的工具，而且越來越受到重視。考取

證照的理由有千百種，但最為人所熟悉的理由是「可信度」。其他的考量也同

樣重要，擁有證照的職員/顧問/工作要比沒有證照來得更有價值。 

Cisco 將路由與交換方面的認證分成四種等級，依精通程度由低至高排列：入

門（Entry）、基礎（Associate）、專業（Professional）與專家（Expert）。對應

的證照名稱分別是：Cisco 認證初階網路工程師（CCENT，Cisco Certified Entry 

Networking Technician）、Cisco 認證網路工程師（CCNA，Cisco Certified 

Network Associate）、Cisco 認證網路專業人員（CCNP，Cisco Certified Network 

Professional）與 Cisco 認證網路專家（CCIE，Cisco Certified Internetworking 

Expert）。當然證照不止這些，只是本書重點放在企業網路的認證上。 

Cisco於 1998年推出第一個專業級的 CCNP路由與交換證照。為了取得認證，

你必須先通過一系列的 CCNP 主題，包括 SWITCH、ROUTE 及 TSHOOT 考

試。就大部分的 Cisco 考試而言，官方並不會公布所需的通關分數。你得親自

參加考試才會曉得。

欲知目前 CCNP 路由與交換認證考試的最新需求，請造訪 http://www.cisco. 

com/go/ccnp ， 尋 找 300-115 SWITCH 考 試 （ Implementing IP Switched 

Networks, SWITCH v2.0）。那裡可以找到其他的考試詳細資訊，例如涵蓋考試

主題清單的考試藍皮書，也能順便得知如何註冊考試。

此外，讀者可以造訪 Cisco Learning Network 網站 http://www.cisco.com/go/ 

learnnetspace 以找出考試的資訊、學習工具，並在論壇上和其他人交流，以獲

得更多關於 CCNP與其他 Cisco考試的資訊。 

SWITCH考試主題可區分為三大類型： 

 第 2層技術 

 基礎結構安全 

 基礎結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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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1列出考試與本書付梓時所涵蓋的主題。 

表 I-1 CCNP SWITCH考試主題 

考試主題 篇目 

第 2層技術  

設定與檢驗交換器的管理 I 

設定與檢驗第 2層協定 I, III 

設定與檢驗 VLAN II 

設定與檢驗 Trunking II 

設定與檢驗 EtherChannel III 

設定與檢驗 Spanning Tree III 

設定與檢驗其他的區域網路交換技術 V 

描述機箱虛擬化與匯集技術 VI 

基礎結構安全  

設定與檢驗交換器安全功能 VII 

描述利用 Cisco IOS AAA搭配 TACACS+與 RADIUS的裝置安全性 VII 

基礎結構服務  

設定與檢驗首站備援協定(First-Hop Redundancy Protocol) VI 
 

如何參加 SWITCH考試？ 

在本書出版之際，Cisco的所有職業技能認證考試統一採用考試供應商 Pearson 

Vue。欲參加 300-115 SWITCH 考試的讀者，請到 http://www.vue.com 進行註

冊，並選擇離住家較近的考場。 

CCNP SWITCH考試的流程 

SWITCH 考試與其他的 Cisco 考試遵循相同的一般流程。當你到達考場並完成

報到手續，工作人員會給你一些指示，並帶你到具有電腦的隔間。當你在電腦

座位前就定位，在測驗開始之前，有一些事情可以先進行。比如說，回答題目

範本以熟悉電腦和測驗軟體的操作。 

開始測驗時會出現一系列的題目，必須一題題的回答並進到下一題。考試不允

許回到之前進入過的題目並修改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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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考試出現的題型： 

 選擇題 

 情境題 

 拖放題 

 實作題 

 模擬題 

前三種題型在許多考試場合中經常可以見到。就單選題而言，你只需要點按選

擇題正確答案旁的圓圈（選項按鈕）就行了。若是多選題，需要勾選正確答案

旁的核取方塊。通常 Cisco 的考試引擎會告訴你需要選取多少個答案，還會防

止你選取超過限定數量的答案。情境題屬於題組題型，每一個題組表示有多個

選擇題牽涉到同一個情境案例。拖放題則是需要按住滑鼠左鍵不放，將物件

（例如文字欄位）拉曳到螢幕上的另一個區域，待你放置到正確區域位置（通

常拉曳到清單上）之後才放開滑鼠。因此就某些拖拉題來說，若想答對問題，

你必須將清單裡的五個圖示物件依照正確順序排列。 

最後兩種題型皆以網路模擬器來詢問問題。事實上 Cisco 係透過這兩種題型來

評估兩個差異甚大的技能。實作題通常先描述一個問題，而考生的任務是設定

一台以上的路由器/交換器來解決問題。接著考試引擎根據考生所做的修改或

新增設定來計算分數。模擬題可能是考試中最困難的題型。模擬題亦採用網路

模擬器，但並非以修改設定的方式作答，而是該題型包含一個以上的選擇題。

這類題目會要求使用模擬器來檢查目前的網路運作狀況，你必須解讀任何一種

show 指令的輸出來回答問題。雖然實作題需要根據相關的設定來排除問題，

但模擬題強調對正常與異常網路的分析能力，利用你所學過的網路知識與設定

指令來應付 show指令輸出。 

Cisco Learn Network（www.cisco.com/go/learnnetspace）網站提供了一些工

具，讓我們可以體驗考試環境與每一種題型的臨場感。當然，考試環境與你通

過 CCNA（獲取 CCNP、CCIP與 CCDP認證的首要條件是必須通過 CCNA認

證）時沒什麼兩樣。 

CCNP SWITCH 300-115專業認證手冊 

本書最重要且具體的目標就是協助讀者通過 Cisco CCNP SWITCH 考試（300-

115考試）。當讀者學會有關幫助自身通過 SWITCH考試的主題時，也讓讀者

對於做好一件工作有更深的認識。雖然本書及附贈的 CD 有許多考試準備工作

及試題範例，但其中所用的方法不是只讓讀者去拼命死記眾多的問題及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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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Topic

本書的方法可協助讀者發現哪些考試主題需要多加複習、完全瞭解並記住考試

主題的細節，以及證明自己沒有忘記這些主題的相關知識。所以本書不是藉由

死記來讓讀者及格，而是協助讀者真正學到並了解這些主題。SWITCH 考試只

是 CCNP路由及交換認證的一個基本主題，但對自認是真正的路由暨交換設定

高手而言，其中所包含的知識非常重要。 

讀者準備 SWITCH 考試的策略可能與其他讀者的策略有些許不同，這主要是

依據讀者已獲得的技巧、知識和經驗。舉例來說，如果讀者上過 SWITCH 課

程，你採取的方法可能和透過在職訓練學習交換技術的人不同。不管讀者使用

的策略或本身背景為何，本書是為了要協助讀者花最少的時間到達可通過考試

的程度。 

本書特色與考試準備的方法 

本書採用一些關鍵學習法來幫讀者複習考試的主題，全面理解並記住這些細

節，並證明你自己確實已消化吸收這些主題的知識。 

本書包含許多特色，提供各種方式幫助讀者做好準備以應付考試。倘若讀者僅

以閱讀的心態來瞭解主題，而不打算進一步深入研究，表示讀者還沒有十足的

信心來準備通過考試。本書的特點在於提供一些工具，協助讀者判斷哪些是你

應當學習的重點，複習這些重點，加強不會的地方，以從容準備考試。這些工

具包括： 

 評量測驗：每章一開始的測驗題能幫助你判斷學習本章知識所需的時
間。 

 基本主題：這是每一章的核心部分，解說章節中的協定、概念和設定。 

 考試的準備工作：當你讀完每一章的基本主題內文之後，「考試的準備
工作」一節整理出一系列的複習單元。這些單元包括： 

 複習關鍵主題：關鍵主題的圖示位於基本主題段落裡最重要項目的左

側。關鍵主題的複習單元列出該章節重要的主題及其對應的頁數。

雖然考試會考有關章節的內容，但讀者必須很清楚的知道列舉在每

個關鍵主題裡的資訊。 

 記憶表：其中的清單幫助你記住一些重點資訊，許多來自該章節重要

的清單與表格均內含在附贈的光碟上。這份文件僅列出部分資訊，

助你完成表格或清單。CD光碟裡的附錄 C放上未完成的表格，附錄

D則是已完成的表格，供讀者比較答案。 

 重要詞彙的定義：雖然 Cisco 考試不太可能詢問「Define this term」

這類的問題，但面對 SWITCH 考試，讀者最好要懂許多的網路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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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此單元列舉該章節最重要的專有名詞，要求你寫出簡短的定

義，答案請參考本書最後的詞彙表。 

 光碟上的考試練習軟體：附贈光碟內含考試引擎，涵蓋多組的選擇題。
讀者可以利用考試練習軟體來體驗真正的考試，並衡量您對交換主題的

瞭解程度。 

本書的編排方式 

雖然本書可以從頭讀到尾，但設計相當具有彈性，讓讀者可輕易地在各章節之

間挑選特定的主題來閱讀。儘管書中若干章節相互關聯並以彼此為基礎而發展

出來，但各章可以依任何順序來閱讀。若讀者有意閱讀全書，最好的使用方式

是依本書的章節順序進行。 

本書包含 23個章節及附錄，交換主題共分九大篇。下列是各篇的組成方式： 

第一篇：設計園區網路 

 第 1 章：企業園區網路設計——涵蓋不同園區網路模型、階層式網路設

計，以及如何利用模組化方式來設計、訂定區塊大小及擴展園區網路。 

 第 2 章：交換器的運作原理——涵蓋第 2層與多層交換器的運作原理，介

紹如何利用各種不同的內容可定址記憶體（CAM）及三元內容可定址記

憶體（TCAM）表來做出交換決策，以及如何監控這些表格以協助異常

問題的排除。 

 第 3 章：交換埠的設定——涵蓋 Ethernet 基本觀念、如何使用可擴展的

Ethernet、如何將交換器與設備連接在一起，以及如何確認交換埠的運

作，以協助異常問題的排除。 

第二篇：建構園區網路 

 第 4章：VLAN與 Trunk——涵蓋 VLAN基本觀念、如何在單一鏈路上傳

輸多個 VLAN、如何設定 VLAN trunk，以及如何確認 VLAN 與 trunk

的運作。 

 第 5章：VLAN Trunking協定——涵蓋使用 VTP 來管理 VLAN、VTP組

態設定、透過 VTP 剪裁以減少不必要的流量，以及如何確認 VTP 的運

作。 



 
   xxv  

第三篇：使用備援鏈路 

 第 6 章：傳統式擴展樹協定——涵蓋 IEEE 802.1D擴展樹協定（STP），

並簡介可以執行於交換器上的其他 STP類型。 

 第 7 章：擴展樹的設定——涵蓋 STP 根橋接器、如何自訂 STP 拓樸、如

何調整 STP收斂、備援的鏈路收斂，以及如何確認 STP的運作。 

 第 8 章：保護擴展樹協定的拓樸——涵蓋使用 Root Guard、BPDU Guard

及 Loop Guard來保護 STP拓樸，並包含如何使用 BPDU過濾，以及如

何確認這些 STP保護機制的運作是否適當。 

 第 9 章：進階式擴展樹協定——涵蓋使用在快速 PVST+ 的快速擴展樹協

定（RSTP），以及多重擴展樹（MST）協定。 

 第 10 章：匯集交換器鏈路——涵蓋利用 EtherChannel 來繫結交換埠、

EtherChannel 協商通訊協定、 EtherChannel 設定，以及如何確認

EtherChannel的運作。 

第四篇：多層交換 

 第 11 章：多層交換——涵蓋跨 VLAN 的路由、使用 Cisco 快速轉送

（CEF）的多層交換，以及如何確認多層交換的運作是否適當。 

 第 12 章：設定 DHCP——討論配置交換器轉送 DHCP請求或是擔任本地

用戶端裝置的 DHCP伺服器之方法。 

第五篇：監控園區網路 

 第 13 章：記錄交換行為——說明如何配置交換器產生日誌資訊，以及如

何善用具有精確時間戳記的日誌訊息。 

 第 14章：使用 SNMP管理交換器——探討 SNMP及如何用來監控與管理

網路上的交換器。 

 第 15章：以 IP SLA監控效能——說明如何善用 IP SLA探測器並根據要

求的服務水準協議參數來衡量網路的效能。 

 第 16 章：利用埠鏡射監控資料流——涵蓋可用來監控或複製交換式流量

到目標的方式，以達收集資料與分析之目的。 

第六篇：導入高可用性 

 第 17 章：瞭解高可用性——探討將多台實體交換器連接或配置為單一邏

輯交換器的方式，以提高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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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8 章：第 3 層高可用性——涵蓋 Catalyst 交換器上所提供的備援路由

器(或閘道)位址，以及如何確認該備援的運作是否適當。 

第七篇：保護交換式網路的安全 

 第 19 章：保護交換器的存取——涵蓋使用 MAC 位址的埠安全性、使用

IEEE 802.1x 的埠安全性、使用風暴控制來減少流量風暴，及保護交換

器的最佳做法。 

 第 20 章：VLAN 的安全維護——涵蓋如何使用存取清單來控制 VLAN 內

部的資料流、實現私有 VLAN，以及基於安全考量來監控交換埠上的資

料流。 

 第 21 章：防範欺騙攻擊——解釋 DHCP 窺探、IP 來源防護及動態 ARP

檢測這類的功能，利用欺騙的資訊來防止網路攻擊，以立於不敗之地。 

 第 22 章：管理交換器使用者——涵蓋交換器的「驗證、授權與記錄

（AAA）」機制，用來控制可以存取交換器的使用者有誰、在交換器上

所能做的事情有哪些，並提供發生之事的記錄。 

第八篇：最後的準備 

 第 23 章：最後的準備——本章解釋如何使用考試練習用的 CD 來加強學

習效果，接著是基本的學習計劃。 

第九篇：附錄 

 附錄 A：包含評量測驗的解答。 

 附錄 B：指出有關考試變化的更新。 

 術語表：術語表包含出現在第 1章到第 22章「重要詞彙」一節的所有名

詞。 

此外，讀者可以在本書附贈的 CD內找到以下的附錄： 

 附錄 C：記憶表——該附錄的表格列出每一章的一些技術內容，但這些

內容缺少了一部分資訊，讀者可以列印出來當做記憶訓練，請補上資訊

來完成這些列表。目標是幫助讀者記住考試可以派上用場的資訊。 

 附錄 D：記憶表解答——提供附錄 C的練習解答。 

 附錄 E：學習計劃——提供主要學習進度的工作表，幫助讀者記錄學習進

度。 



 

 

 

 

以下是本章涵蓋 CCNP SWITCH考試

所必須精通的主題： 

 階層式網路設計：本節詳細說明
園區網路三層式階層架構之設

計。 

 模組化網路設計：本節介紹依據
功能性模組的園區網路規劃流

程。讀者將學習到如何決定及擴

充設計中的模組。 

 



 

 

CHAPTER 1  

企業園區網路設計 
 

本章將介紹一種邏輯設計程序，可用來建立新型的交換式園區網路，改善現有

的網路架構。即使是龐大、錯綜複雜的園區網路，仍可採用一組具有組織性及

有效率的建構區塊（以階層方式）來設計網路。之後，可利用幾種園區設計模

型來分類這些建構區塊，提供最佳化的效率、功能性及延展性。 

1.1  評量測驗 
評量測驗可以協助讀者衡量是否應該讀完整章內容或直接跳到「考試準備重

點」一節。如果你對這些問題的作答或對主題知識的評量有所疑慮，建議看完

整章的內容。表 1-1 列出本章基本主題及其對應的測驗題，解答部分請參考附

錄 A「評量測驗解答」。 

表 1-1  基本主題與測驗題對照表 

基本主題 測驗題 

階層式網路設計 1–10 

模組化網路設計 11–17 
 

1. 碰撞領域（collision domain）存在於交換式網路中的何處？ 

a. 於一個交換埠上 

b. 遍及所有的交換埠 

c. 於一個 VLAN上 

d. 遍及所有的 VLAN 

2. 廣播領域（broadcast domain）存在於交換式網路中的何處？ 

a. 於一個交換埠上 

b. 遍及所有的交換埠 

c. 於一個 VLAN上 

d. 遍及所有的 V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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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VLAN主要用於下列何者？ 

a. 分割碰撞領域 

b. 分割廣播領域 

c. 分割自治系統 

d. 分割擴展樹領域 

4. 在階層式園區網路設計模型中所建議的層數是？ 

a. 1 

b. 2 

c. 3 

d. 4 

e. 7 

5. 園區網路採階層式設計之目的何在？ 

a. 使文件化的工作變得容易 

b. 為了遵循政治或組織的政策 

c. 為了使網路更容易預測及延展 

d. 為了提供網路更多的備援及安全 

6. 終端使用者 PC應連接到下列哪個階層？ 

a. 分散層 

b. 共同層 

c. 存取層 

d. 核心層 

7. 一般分散層中的設備屬於 OSI第幾層？ 

a. 第 1層 

b. 第 2層 

c. 第 3層 

d. 第 4層 

8. 階層式網路的分散層中，聚集的是下列何者？ 

a. 核心層交換器 

b. 廣播領域 

c. 路徑更新 

d. 存取層交換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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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階層式網路的核心層中，聚集的是下列何者？ 

a. 路由表 

b. 封包篩選器 

c. 分散層交換器 

d. 存取層交換器 

10. 在適當設計的階層式網路中，來自 PC的廣播將受限於下列何者？ 

a. 一個存取層交換埠 

b. 一個存取層交換器 

c. 一個交換式區塊（switch block） 

d. 整個園區網路 

11. 下列何者是典型的交換式區塊的元件？（複選） 

a. 存取層交換器 

b. 分散層交換器 

c. 核心層交換器 

d. 電子商務（E-commerce）伺服器 

e. 服務提供者交換器 

12. 下列哪些是常見的核心（骨幹）類型設計？（複選） 

a. 整合式核心（Collapsed core） 

b. 無迴圈核心（Loop-free core） 

c. 雙核心（Dual core） 

d. 階層式核心（Layered core） 

e. 多節點核心（Multinode core） 

13. 可連接到分散層交換器的存取層交換器之數量最大到多少？ 

a. 1 

b. 2 

c. 由存取層交換器上的交換埠數量所限制 

d. 由分散層交換器上的交換埠數量所限制 

e. 無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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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交換式區塊應依據下列哪兩種參數來決定大小？（複選） 

a. 存取層使用者的數量 

b. 存取層使用者的最大值 250 

c. 資料流模型（traffic pattern）及流量（flow）的學習 

d. 可用的機架空間大小 

e. 使用者存取的伺服器數量 
15. 當交換式區塊太大時會產生何種明顯的現象？（複選） 

a. IP位址已耗盡 

b. 存取層交換埠已插滿 

c. 廣播流量過多 

d. 分散層交換器的流量過大 

e. 出現網路壅塞 

16. 每個交換式區塊應擺放多少台的分散層交換器？ 

a. 1 

b. 2 

c. 4 

d. 8 

17. 在大型網路中，設計核心層所要考慮的最重要方向為何？（複選） 

a. 成本要低 

b. 即使每條 uplink 使用率都達到 100%，交換器也能夠有效地轉送資料

流 

c. 高速交換埠的密度要高 

d. 第 3層路由鄰居的數量要低 



 

 

Chapter 1     企業園區網路設計    7  

基本主題 

1.2  階層式網路設計 
園區網路是由一棟以上建築物的許多區域網路（LAN）所組成的企業網路，這

些區域網路互相連接，且通常位於相同的地理位置。一般企業都會擁有自己的

園區網路及實體佈線。園區網路一般包含有線 Ethernet 區域網路及分享式無線

區域網路。 

對資料流的瞭解是園區網路設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你可以善用高速的區域網

路技術並增加網路頻寬，以改善網路流量。但是，重點應放在整體設計的調整

上，讓人們可以知道、學習或預測網路流量。接著就能有效地提昇網路流量的

速度及管理效率，並擴充園區網路以因應未來的需求。 

我們以圖 1-1 的簡易網路開始談起。許多的 PC、印表機及伺服器全部連接到

相同的網路區段，並使用 192.168.1.0 子網路，在此網路區段上的所有設備必

須共用有效的頻寬。 

192.168.1.0  

圖 1-1  簡易共用型 Ethernet網路 

回想一下，如果在一個共享的網路上有兩台以上的主機同時嘗試傳送資料，訊

框就會互相碰撞與干擾。當碰撞發生時，所有主機必須停止傳送，並等待重送

各自的資料。這樣的共享網路所形成的碰撞範圍可稱之為碰撞領域（collision 

domain）。在圖 1-1之中，整個共享的網路區段就是一個碰撞領域。 

擁有 6 部主機的網路區段似乎看起來不怎麼擁擠。假設區段包含的是上百台主

機。若許多主機爭相共用相同的媒介，這時網路可能不會執行得那麼順暢。透

過網路分段的方式，可以減少一個區段上的工作站數量。換句話說，就是縮減

碰撞領域的大小，使得同時嘗試傳送的主機變少，自然降低了碰撞的機會。 

廣播流量會造成第 2 層網路效能上的問題，因為所有的廣播訊框洪泛到相同網

路區段上的所有主機。假如是大型的區段，廣播流量不但隨著比例而增加，且

會獨占頻寬。此外，區段上的所有主機必須傾聽並處理每個廣播訊框。為了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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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廣播流量，就有了在 LAN 區段的邊界上設置屏障的想法，使得廣播無法通

過或是被轉送出境。第 2 層網路的範圍便稱之為廣播領域（ broadcast 

domain）。 

欲限制碰撞領域的大小，可減少連接到相同交換器介面的主機數量。理想情況

是讓每一台主機連接一個專用的交換器介面，便可以全雙工模式運作，杜絕碰

撞的發生。即使有些介面屬於同一個 VLAN，但碰撞並不會波及到其他的交換

器介面，使得每個交換介面形成自己的碰撞領域。 

對照之下，當廣播流量被轉送之時，會被洪泛跨出交換器介面的界線。事實

上，廣播訊框會抵達屬於同一個 VLAN 的所有交換介面。換句話說，VLAN

決定了廣播領域的範圍。想要縮減廣播領域的大小，可以切割網路或是建立更

小的第 2 層 VLAN。這些小 VLAN 必須透過路由器或多層交換器這類的第 3

層設備才能互連，如圖 1-2 所示。與圖 1-1 相較之下，圖 1-2 多了兩個區段

（或 VLAN），並透過一台交換器 A（多層交換器）互相通訊。採用第 3 層設

備，區段之間不但不會有碰撞的情況發生，也聽不到彼此的廣播（不會被第 3

層設備轉送）。 

 

圖 1-2  網路分段的範例 

當有更多使用者及設備加入網路時，就表示網路還會持續成長。由於交換器 A

的交換埠數量有限，能夠直接連接到交換器 A的設備數量也有限。相較下，每

個網路區段可透過增加新的交換器來擴展網路的規模，如圖 1-3所示。 

 

圖 1-3  分段式網路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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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Topic

交換器 B與交換器 C分別匯集了往返於 VLAN 1與 VLAN 2的流量。當網路

持續成長時，可新增更多的 VLAN 以支援更多的應用程式或使用者群組。舉

個例子，圖 1-4顯示有兩個新的 VLAN（10與 20）裡設置了 VoIP網路電話。

相同的兩個匯集交換器可輕易地支援新的 VLAN。 

 

圖 1-4  透過新 VLAN的網路成長 

可預測的網路模型 

觀念上，應當設計一個可預測行為的網路，以提供低維護性和高可用性。舉例

來說，有個園區網路需要能夠以預定方式快速地復原故障及改變拓樸。你應當

將網路擴展為可輕易地支援未來的擴充與升級。在網路充斥各種協定及群播流

量的情況下，無論使用者的位置如何，網路都能有效率地讓使用者連線到所需

的資源。 

換句話說，網路規劃應根據資料流來思考，而非放在資料類型上。理想的情況

下，應當有系統地安排網路，使所有終端使用者均與資源存取之距離成本一

致。例如，位於網路某個角落的使用者之應用程式資料必須經過兩台交換器才

能到達電子郵件伺服器，則網路上任何其他位置的任何其他使用者，也應當需

要經過兩台交換器，以取得電子郵件服務。 

Cisco 已改善網路階層式設計，使網路規劃師能夠將網路安排到不同的設備階

層，這樣就會是個有效率、具智慧型處理、可擴展且方便管理的網路了。 

為了強調併入的階層體系，圖 1-4 可以再修改一下。圖 1-5 中，很明顯的可以

看出兩個階層：一是存取層，此層的交換器距離最接近終端使用者；二是分散

層，此層是存取層交換器的匯集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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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雙層式的階層架構 

當網路持續地成長時（如大樓林立、樓層變多，且使用者群組擴大），存取層

交換器的數量便隨之增加，使得分散層交換器的數量也勢必攀升。這時，需要

匯集分散層交換器的時候到了。階層體系多了第三層：核心層，如圖 1-6 所

示。 

根據網路服務（或資源）與終端使用者之間的位置關係，園區網路中的資料流

可分為三類。圖 1-7 描述 PC 和若干個檔案伺服器之間的流量類型，以及資料

流可能經過網路這三個階層的三種不同路徑。表 1-2 列出這些類型，以及從任

何使用者到服務位置之間所橫跨的園區網路範圍。 

 

圖 1-6  核心層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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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經過網路階段的資料流路徑 

表 1-2  網路服務的類型 

服務類型  服務的位置 網路資料流的範圍 

本地端 與使用者位於相同的區段/VLAN   只有存取層 

遠端 與使用者位於不同的區段/VLAN   從存取層到分散層 

企業 集中連接到所有園區使用者      從存取層到分散層到核心層 
 

你會發現到，找出資料流的路徑可說是輕而易舉。不管使用者位於何處，資料

流路徑永遠從存取層開始，然後進入到分散層中，也許還會再到核心層。甚至

在網路兩端的使用者之間的路徑變成一致且可預測：存取層→分散層→核心層

→分散層→存取層。 

每一層擁有各自的特性，可在園區網路中的適當地點提供實體及邏輯網路這兩

種作用。瞭解每一層的功能與限制，對於設計過程中如何適時地應用它們可說

是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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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Topic

Key 
Topic

Key 
Topic

存取層 

存取層存在於終端使用者連接到網路的地方。存取層交換器通常提供使用者之

間第 2 層（VLAN）的連結性。此層的設備（有時候稱為大樓存取層交換器，

building access switch）應擁有下列功能： 

 低成本的交換埠 

 高密度的交換埠 

 可利用上行鏈路（uplink）擴展到上層 

 高可用性 

 能夠集中提供網路服務（如資料、語音、視訊） 

 防護功能與服務品質（QoS） 

分散層 

分散層負責連接園區網路的存取層與核心層。此層中的設備（有時候稱為大樓

分散層交換器，building distribution switch）應擁有下列功能： 

 可匯集多個存取層交換器 

 針對封包的處理能提供更高的第 3層路由效率 

 提供安全性與原則型連線功能 

 QoS功能 

 核心與存取層之間的高速鏈路具備可擴展性與備援性 

分散層匯集了所有存取層設備的 uplink（即繫結在一起）。分散層交換器必須

能夠處理來自所有連線設備的總流量，也就是應具備高速鏈路的高密度交換

埠，以便支援存取層交換器所集中的流量。 

由於 VLAN 與廣播領域集中在分散層，故通常需要支援路由、過濾及安全

性。此層的交換器也必須有能力實現具有高傳輸率的封包路由。 

請注意，分散層通常是第 3層的邊界，此為路由 access VLAN之處。 

核心層 

園區網路的核心層提供所有分散層設備之間的連接。核心層（網路骨幹）交換

的資料流必須盡可能地有效率。核心層交換器應具有下列屬性： 

 極高的第 3層路由傳輸率 

 不執行高成本或不必要的封包處理（存取清單、封包過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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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援高可用性的容錯和彈性 

 進階的 QoS功能 

在園區網路核心層（網路骨幹）的設備應針對高效率的交換進行最佳化。因為核

心層必須處理整個園區龐大的資料量，故核心層應針對單純及效率問題來設計。 

園區網路設計雖然是以三層式架構（存取、分散及核心層）來呈現，但階層體

系可在特殊狀況下縮減或簡化。例如，鑒於中小型園區網路的規模或容量需

求，可能不需要全部 3 層的功能。在此情況下，可將分散層與核心層整合在一

起，以簡化設計及節省成本。當分散層與核心層結合而為一時，這樣的網路可

稱為整合式核心（Collapsed Core）網路。 

1.3  模組化網路設計 
設計一個具有三層的階層架構的網路相當的直觀，你也可以將一個現有的網路

導入階層式的設計，產生的網路就會是井然有序、有效率且可預測的。然而，

單純的階層式設計並不能滿足其他的最佳做法，像是備援性（針對交換器或鏈

路故障的情況）或擴充性（當網路需要增加大量設備時）。 

請參考圖 1-8 左半邊的階層式網路，網路的每一層只透過一條鏈路來連接到上

層。如果鏈路失效，則可能會有大部分的網路被隔離。此外，存取層交換器匯

集到同一台分散層交換器。如果分散層交換器發生故障，則所有使用者的網路

都會被孤立。 

 

圖 1-8  改善分散層與存取層的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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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降低分散層交換器的故障發生率，可增加一台次要的備援分散層交換器。

若要減少鏈路失效的可能性，可增加每個存取層和分散層交換器之間的備援鏈

路。圖 1-8的右半邊顯示改善後的結果。 

圖 1-8 中的備援設計仍存在著一個缺陷：只有一台核心層交換器。如果核心層

交換器故障，存取層的使用者雖仍能互相通訊，不過卻無法到達網路的其他區

域，例如資料中心、網際網路等等。若要減輕核心層交換器故障之影響，可增

加一台次要的備援核心層交換器，如圖 1-9 所示。同理，每個分散與核心交換

器之間最好也要加入備援鏈路。 

 

圖 1-9  具完整備援的階層式網路設計 

圖 1-9 的小型網路的備援需求一目瞭然，當網路成長且有更多的備援交換器與

備援鏈路加入到設計裡時，此設計給人們帶來一些困擾。以圖 1-9 來說，假設

若干個部門的使用者搬遷到這棟大樓或是隔壁棟的大樓，網路就需要新增更多

的存取層交換器才行。新增的存取層交換器是否應該拉兩條線到相同的兩台分

散層交換器？是否應該也要新增分散層交換器？若是如此，分散層的每一台交

換器是否應彼此相連，且連接到其他每一台核心層交換器，以產生一個完整網

狀（full mesh）的網路？ 

圖 1-10 顯示上述的網路設計。交換器之間有那麼多互連的鏈路，為了要知道

VLAN trunk 的位置、擴展樹拓樸的樣貌、具備第 3 層連接性的鏈路等諸多問

題，可能要讓您想到頭髮都白了。使用者雖然可以透過此網路進行連線，但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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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清楚他們是如何運作，或當不能運作時，到底問題錯在哪。這個網路看起來

比較像是個雜亂無章的蜘蛛網，卻不是一個有系統、有效率的設計。 

 

圖 1-10  凌亂的網路連接方式 

若要維持園區網路的系統性、簡易性及可預測性，你可以利用模組化的邏輯方

式來設計。此方法中，階層式網路模型的每一層可切割成基本的功能單元

（unit，即模組[module]），然後為這些單元決定合適的大小並進行連接，同時

允許未來的擴展與擴充。 

你可以將企業園區網路分成下列基本單元（建構區塊）： 

 交換式區塊（Switch block）：包含一群存取層交換器及與它們相連的分

散層交換器。亦稱作存取分散式區塊（access distribution block），因包

含這兩個交換層而獲得此名。圖 1-8至 1-10中，以虛線圍起來的矩形區

域代表一般的交換式區塊 

 核心區塊（Core block）：園區網路的骨幹，連接所有的交換式區塊。 

當然還有其他相關的單元存在。雖然這些單元對園區網路的整體功能幫助不

大，但可以單獨設計它們並將其加入到網路設計中。例如，包含企業資源或服

務的資料中心可擁有自己專用的存取與分散層交換器，形成一個連接到核心層

的交換式區塊。事實上，如果資料中心相當龐大，很可能也有自己的核心層交

換器（連接到正常的園區核心層）。請想想要如何將園區網路分成存取層、分

散層與核心層。交換式區塊包含存取層與分散層的交換設備，接著交換式區塊

連接到核心區塊，從而提供跨越園區的端對端連線。隨著網路規模日益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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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新增存取層交換器，並連接到現有的一對分散層交換器，如圖 1-11。或

是你也可以加入一個包含新成長區域的全新存取分散式區塊，如圖 1-12。 

 

圖 1-11  將存取層交換器加入到現有的交換式區塊以擴展網路 

 

圖 1-12  利用加入全新的交換式區塊以擴展網路 

決定交換式區塊的大小 

包含存取層與分散層設備的交換式區塊觀念事實上很簡單。然而，我們應當多

考慮幾項因素以決定交換式區塊的合適大小。交換設備的範圍使得決定交換式

區塊的大小深具彈性。在存取層上，交換器的選擇通常是基於交換埠密度或使

用者連線的數量來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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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層的大小必須由併入至分散層設備的存取層交換器之數量來決定。請考慮

下列因素： 

 資料流類型及模式 

 在分散層上第 3層交換容量之數量 

 連接到存取層交換器的使用者總數 

 子網路或 VLAN之地理邊界 

僅根據包含的使用者數量來設計交換式區塊通常不夠準確。一般來說，一個交

換式區塊內的使用者數量不應超過 2000 個。雖然這對初次評估一個交換式區

塊的大小有一定的幫助，只是沒有考慮正常運作的網路上出現的眾多動態程

序。 

相反的，應主要根據下列因素考慮交換式區塊的規模： 

 資料流的類型及行為 

 共同工作群組的規模及數量 

由於網路具備動態的本質，交換式區塊可能過大，無法處理其承受的負載。另

外，網路中的使用者和應用程式的數量通常隨時間的進行不斷成長。在這種情

況下，可能要縮小交換式區塊的規模。同樣地，應根據交換式區塊中的資料流

和模式來作出決策。你可以利用網路分析應用程式及工具來評估、塑模（即

「建立模型」）或測量這些參數。 
 

注意：實務上的網路分析流程已超出本書的範圍。資料流的估計、塑模和測量是非

常複雜的程序，每個都要依靠專門的分析工具才行。 
 

一般來說，如果觀察到以下情況時，表示交換式區塊過大了： 

 分散層的路由器（多層交換器）成為流量的瓶頸。擁塞的原因可能出於
跨越 VLAN 的流量過高、CPU 處理過於密集，或是原則或安全性功能

（存取清單、佇列等等）所需的交換時間過長。 

 廣播或群播流量降低了交換式區塊中的交換處理速度。廣播及群播資料
流被複製並同時從眾多的交換埠轉送出境，此程序對多層交換器來說都

是額外的負擔。如果出現龐大的流量，負擔也隨之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