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TCP/IP 通訊協定簡介

 Class E 保留給特殊用途或實驗用途，其 W 的範圍為 240 到 254。
在設定主機的 IP 位址時請注意以下的事項：

 網路識別碼不可以是 127：它是供迴路測試（loopback test）使用，可用來檢查
網路卡與驅動程式是否正常運作。雖然您不可以將它指派給主機使用，不過一
般來說 127.0.0.1 這個 IP 位址用來代表主機本身。

 每一個網路的第 1 個 IP 位址代表網路本身、最後一個 IP 位址代表廣播位址，
因此實際可分配給主機的 IP 位址將少 2 個：例如若所申請的網路識別碼為
203.3.6，它共有 203.3.6.0 到 203.3.6.255 的 256 個 IP 位址，但 203.3.6.0 是用
來代表此網路（因此我們一般會說其網路識別碼為 4 個位元組的 203.3.6.0）；
而 203.3.6.255 是保留給廣播用的（255 代表廣播）
，例如若送訊息到 203.3.6.255
這個位址，表示將訊息廣播給網路識別碼為 203.3.6.0 網路內的所有主機。
圖 1-2-1 為 Class C 的網路範例，其網路識別碼為 192.168.1.0，圖中 5 台主機的主
機識別碼分別為 1、2、3、21 與 22。

圖 1-2-1

子網路遮罩
子網路遮罩也佔用 32 個 位元，當 IP 網路上兩台主機在相互溝通時，它們利用子
網路遮罩來得知雙方的網路識別碼，進而得知彼此是否在相同網路內。

1-5

Chapter 1

Windows Server 2016 基本網路觀念

圖 1-3-7

Link-local 位址以 FE80 開頭，其首碼為 FE80::/64。IPv6 路由器在收到目的地為
link-local 位址的封包時，絕對不可以將其路由到區域連結之外的其他連結。圖 13-8 中右方倒數第 1 個箭頭所指處就是一個 link-local 位址，此畫面是透過執行
netsh interface ipv6 show address 指令得來的。

圖 1-3-8

圖 中 link-local 位 址 （ FE80:: 開 頭 ） 結 尾 % 後 面 的 數 字 13 是 網 路 介 面 索 引 值
（interface index），為何需要介面索引值呢？因為 link-local 位址（與 Site-local 位
址）的前置碼可以重複使用，也就是站台內的所有連結都可以使用這個相同的前置
碼（因此位於不同連結內的節點，其 link-local 位址也可以相同），這會造成使用
上的混淆。例如圖 1-3-9 中的伺服器擁有兩張網路卡，它們分別連接到連結 1 與連
結 2，同時連結 1 內有 1 台電腦、連結 2 內有 2 台電腦。圖中 IPv6 位址都是 linklocal 位址（其中連結 1 內的電腦 1 與連結 2 內的電腦 2 的 link-local 位址相同），
此時若您要在伺服器上利用 ping 指令來與連接 2 內的電腦 2（或電腦 3）溝通時，
此封包應該要透過網路卡 2 來送出，但是您要如何讓這台伺服將封包從這一片網
路卡送出呢？此時您可以在 ping 指令後面加上此片網路卡的介面索引值（圖中的
值為 12）來解決問題，例如 Ping FE80::10DF:D9F4:DE2D:3691%12。

1-14

1-3 IPv6 基本觀念

自動設定的 IPv6 位址的狀態分類
不論是 IPv6 主機自動設定的 link-local 位址、或利用路由器傳回的首碼所建立的
global 或 local 位址、還是透過 DHCPv6 取得的任何一個 IPv6 位址，這些 IP 位址
在不同的時機有著不同狀態，如圖 1-3-17 所示：

圖 1-3-17

 Tentative（暫時性）：當產生一個新的 IPv6 位址時，它是處於 tentative （暫
時性）狀態，此時 IPv6 主機會透過送出 Neighbor Solicitation 訊息來執行 DAD
（Duplicate Address Detection，重複位址偵測）程序，以便偵測此位址是否已
經被重複使用，如果 IPv6 主機收到 Neighbor Advertisement 回應訊息，就將此
位址標示為已經被重複使用。

 Preferred（慣用）：若確認了此 IP 位址的唯一性（IPv6 主機未收到 Neighbor
Advertisement 回應訊息），就將此位址的狀態改為 Preferred，而從現在開始
它就是一個有效的（valid）IPv6 位址，IPv6 主機可利用此位址來接收與傳送封
包。

 Deprecated（已過時）：一個狀態為 Preferred 的 IPv6 位址有一定的使用期限，
期限過後，其狀態就會被改為 Deprecated，它還是一個有效的位址，現有的連
線可以繼續使用 Deprecated 位址，不過新的連線不應該使用 Deprecated 位址。

 Invalid（無效的）：處於 Deprecated 狀態的位址在經過一段時間後就會變成無
效的（invalid）位址，此時就不可以再透過此位址來接收與傳送封包。
在圖 1-3-18 中執行 netsh interface ipv6 show address 指令後，可以看到有幾個
處於不同狀態的 IPv6 位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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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18

另外圖中最左邊有個位址類型欄位出現公用（Public）這個字眼，這是因為 IPv6 的
位址又可以被分類為公用、臨時與其他位址。其中公用與臨時位址的說明如下：

 公用 IPv6 位址（public IPv6 address）：它是一個 global 位址，主要用來接
收連入連線（incoming connection），例如用在網站，這個位址應該要在 DNS
伺服器內登記。公用 IPv6 位址的 interface ID 可以是 EUI-64 位址或利用亂數
產生。

 臨時 IPv6 位址（temporary IPv6 address）：此位址主要是用戶端應用程式在
啟始連線時使用，例如網頁瀏覽器就可以使用此位址來對外連接網站，這個位
址不需要在 DNS 伺服器內登記。臨時 IPv6 位址的 interface ID 是亂數產生，
這是為了安全上的考量，因為是亂數產生的，故每次 IPv6 通訊協定啟動時，其
IPv6 位址都不一樣，如此可避免使用者的上網行為被追蹤。
為了安全起見，Windows Server 2016、Windows Server 2012（R2）、Windows
Server 2008（R2）、Windows 10、Windows 8.1（8）、Windows 7 與 Windows Vista
預設是利用亂數來建立 unicast 位址的 Interface ID （包含 global 位址），而不是
用 EUI-64。
您可以透過 netsh interface ipv6 show global 指令檢視目前系統是否利用亂數來
產生 interface ID，如圖 1-3-19 所示為已經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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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10

互相備援的 DHCP 伺服器
如圖 2-5-11 所示左右兩個網路各有一台 DHCP 伺服器，左邊 DHCP 伺服器 1 有一
個 192.168.8.0 的領域 1 用來對左邊用戶端提供服務、右邊 DHCP 伺服器 2 有一個
192.168.9.0 的領域 1 用來對右邊用戶端提供服務。同時左邊 DHCP 伺服器 1 還有
一個 192.168.9.0 的領域 2，此伺服器用來做為右邊網路的備援伺服器，右邊 DHCP
伺服器 2 也還有一個 192.168.8.0 的領域 2，此伺服器用來做為左邊網路的備援伺
服器。

圖 2-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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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網路延遲設定
以圖 2-5-12 為例來說，圖中兩台 DHCP 伺服器位於同一個子網路內，且是採用
80/20 分配率，其中的 DHCP 伺服器 1 是主要伺服器，它可以出租 80%的 IP 位址，
而 DHCP 伺服器 2 是備援伺服器，它可以出租 20%的 IP 位址，它在主要伺服器
（DHCP 伺服器 1）因故暫時無法提供服務時，可以接手繼續替未擁有效 IP 位址的
少數用戶端提供服務。因此我們希望平常是由主要伺服器（DHCP 伺服器 1）來出
租 IP 位址給用戶端，可是若用戶端是向 DHCP 伺服器 2 租到 IP 位址，以致於只
佔 20%的 IP 位址很快就用完的話，此時若 DHCP 伺服器 1 因故暫時無法提供服務
時，DHCP 伺服器 2 也因為沒有 IP 位址可出租，而失去了做為備援伺服器的功能。
此時可以透過子網路延遲功能來解決此問題，也就是當 DHCP 伺服器 2 收到用戶
端租用 IP 位址的要求時，會延遲一小段時間才回應用戶端，以便讓 DHCP 伺服器
1 可以先出租 IP 位址給用戶端，也就是讓用戶端向 DHCP 伺服器 1 租用 IP 位址。

圖 2-5-12

要設定讓 DHCP 伺服器 2 延遲回應用戶端要求的話，請在此伺服器上【開啟 DHCP
管理主控台如圖 2-5-13 所示點擊欲設定的領域點擊上方內容圖示進階標籤
在子網路延遲處設定延遲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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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DNS 概觀
當 DNS 用戶端要與某台主機溝通時，例如要連接網站 www.sayms.com，該用戶端
會向 DNS 伺服器查詢 www.sayms.com 的 IP 位址，伺服器收到此要求後，會幫用
戶端找尋 www.sayms.com 的 IP 位址。提出查詢要求的 DNS 用戶端被稱為 resolver，
而提供資料的 DNS 伺服器被稱為 name server（名稱伺服器）。
當用戶端向 DNS 伺服器提出查詢 IP 位址的要求後，伺服器會先從自己的 DNS 資
料庫內來尋找，若資料庫內沒有所需資料，DNS 伺服器需求助於其他 DNS 伺服器。
以下將詳細說明這些查詢的流程。

DNS 網域名稱空間
整個 DNS 架構是一個類似圖 3-1-1 所示的階層式樹狀結構，這個樹狀結構稱為
DNS 網域名稱空間（DNS domain namespace）。

圖 3-1-1

圖中位於樹狀結構最上層的是 DNS 網域名稱空間的根（root），一般是用句點（ . ）
來代表根，根內有多台 DNS 伺服器，分別由不同機構來負責管理。根之下為最高
層網域（top-level domain），每一個最高層網域內都有數台的 DNS 伺服器。最高
層網域用來將組織分類。表 3-1-1 為部份的最高層網域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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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

接下來測試網站是否運作正常：到圖 4-1-1 中測試電腦 Win10PC1 上開啟瀏覽器
Microsoft Edge，然後透過以下幾種方式之一來連接網站：

 利用 DNS 網址 http://www.sayms.local/：此時它會先透過 DNS 伺服器來查詢
網站 www.sayms.local 的 IP 位址後再連接此網站。

 利用 IP 位址 http://192.168.8.1/。
 利用電腦名稱 http://WEB1/：它適合區域網路內的電腦來連線，由於它可能需
要利用 NetBIOS 廣播方式來找尋網站 WEB1 的 IP 位址，然而網站的 Windows
防火牆會阻擋此廣播訊息，因此請先將網站 WEB1 的 Windows 防火牆關閉。
若一切正常的話，應該會看到圖 4-1-7 所示的預設網頁。您可以透過前面圖 4-1-6
右邊的動作窗格來停止、啟動或重新啟動此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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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透過【對著 sayms.local 區域按右鍵新增主機】的途徑，如圖 4-4-1 所示為完成
後的畫面。

圖 4-4-1

設定 Default Web Site 的主機名稱
網站 Default Web Site 目前並沒有主機名稱，因此需另外新增之：【如圖 4-4-2 所
示點擊 Default Web Site 右方的繫結…點擊清單中類型為 http 的項目按 編輯
鈕在主機名稱處輸入 www.sayms.local，其餘欄位不變...】，注意此主機名稱
需與在 DNS 伺服器中登記的主機記錄相同。

圖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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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父系 CA 的 CRL 發佈點：按 + R 鍵輸入 MMC 後按 Enter 鍵檔
案功能表新增/移除嵌入式管理單元從清單中選擇憑證後按 新增 鈕
選擇電腦帳戶後按 下一步 鈕、 完成 鈕、 確定 鈕如圖 5-4-18 所示展開到
個人之下的憑證雙擊獨立次級 CA 的憑證點擊詳細資料標籤下的 CRL
發 佈 點  從 最 下 方 可 看 出

CRL

發 佈 點 的 網 址 為

http://dc.sayms.local/CertEnroll/ …，其中的 dc.sayms.local 是父系 CA
的主機名稱（從前面的圖 5-4-5 中的 http 路徑也可看出其主機名稱為
dc.sayms.local ）。

圖 5-4-18

若下載憑證撤銷清單（CRL）失敗的原因是因為無法解析父系 CA 主機名
稱 dc.sayms.local 的 IP 位址的話，請在 DNS 伺服器建立 dc.sayms.local
的主機記錄或將其直接輸入到這台獨立次級 CA 的 hosts 檔案內。此處我
們採用 hosts 檔案，並假設父系 CA 的 IP 位址為 192.168.8.1，因此請利
用記事本開啟%Systemroot%\System32\drivers\etc\hosts 檔，然後如圖 54-19 所示將 dc.sayms.local 與 192.168.8.1 對照資料輸入到此檔案內，存
檔後再如前面圖 5-4-16 所示重新啟動次級 CA 服務即可（可能需要先利
用 ipconfig /flushdns 指令清除 DNS 快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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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 CA 還提供了許多其他憑證範本，不過您必須先將其啟用後，使用者才可以來
申請，啟用途徑為：【對著圖 5-5-5 中的憑證範本按右鍵新增要發行的憑證範
本選擇新的範本（例如 IPSec）後按 確定 鈕】。

圖 5-5-5

您可以變更內建範本的內容，但有的範本內容無法變更，例如使用者範本。若想要
一個擁有不同設定的使用者範本的話，例如有效期限比較長，則可以先複製現有的
使用者範本、然後變更此新範本的有效期限、最後啟用此範本，網域使用者就可以
來申請此新範本的憑證。變更現有憑證範本或建立新憑證範本的途徑為：在憑證授
權單位主控台中【對著憑證範本按右鍵管理在圖 5-5-6 中對著所選憑證範本按
右鍵選擇複製範本來建立新範本、或選擇內容來變更此範本內的設定】。

圖 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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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或手動發放憑證
使用者向企業 CA 申請憑證時，需提供網域使用者名稱與密碼，企業 CA 會透過
Active Directory 來查詢使用者的身分，並據以決定使用者是否有權申請此憑證，
然後自動將核可的憑證發放給使用者。
然而獨立 CA 不要求提供使用者名稱與密碼，且獨立 CA 預設並不會自動發放使用
者所申請的憑證，而是需由系統管理員來手動發放此憑證。手動發放或拒絕的步驟
為：【開啟憑證授權單位主控台點擊擱置要求對著選取的憑證按右鍵所有工
作發行（或拒絕）】。
若要變更自動或手動發放設定的話：【對著 CA 按右鍵內容在圖 5-5-7 的背景
圖中點擊原則模組標籤 內容 鈕在前景圖中選擇發放的模式】，圖中將其改為自
動發放。

圖 5-5-7

撤銷憑證與 CRL
雖然使用者所申請的憑證有一定的有效期限，例如電子郵件保護憑證為 1 年，但是
您可能會因為其他因素，而提前將尚未到期的憑證撤銷，例如員工離職。

撤銷憑證
撤銷憑證的方法為如圖 5-5-8 所示：【點選已發出的憑證對著欲撤銷的憑證按右
鍵所有工作撤銷憑證選取憑證被撤銷的理由按 是（Y） 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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