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決網路問題的
必勝路徑

Goal!

Start!
之後記得要閱讀
跳過的內容唷

瞭解發生問題的徵兆

重點

網路哪裡比較容易造成問題

參考內容

消滅！「3沒有」問題 《 p.24-37 》

有效防範問題的網路架構 《 p.38-53 》

瞭解網路發生問題的原因

 重點

造成問題的原因是什麼？

該怎麼分析問題？

參考內容

網路無法連線的理由 《 p.84-91 》

網路無法連線的理由 《 p.92-145 》

取得解決問題的知識

重點

平常該注意哪些地方？

參考內容

排除故障 “發現 ”線索 《 p.8-23 》

預設值的陷阱 《 p.54-71 》

鎖定經常發生的問題及解決對策

重點

經常發生的問題及解決對策？

參考內容

廣播風暴擊退術 《 p.72-82 》

IPv4/IPv6並存期常發生的問題 《 p.146-165 》

記住可以解決問題的工具用法

重點

哪些工具可以派上用場？

該如何使用網路指令呢？

參考內容

網路營運管理工具的新標準 《 p.206-220 》

網管人員必學的網路指令講座 《 p.222-272 》

掌握發生問題時看到的狀態

重點

發生問題時，網路會變成什麼樣？

檢查哪裡才能確認該現象？

參考內容

網路實驗室 《p.168-203》

學習解決問題
的基本課程

想要及早解決問題的人，
可以從這裡開始

推薦給想知道
發生問題的徵兆及
基本解決對策者。

網路指令有助於排除故障

因此造成無法連線
或連線速度很慢⋯

解決問題的實用
講座課程

這裡要介紹目前
經常發生的問題及今後可能會

出現問題的因應對策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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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瞭解發生問題的徵兆

008 排除故障「發現」線索 

024 消滅！「3沒有」問題  
038 從 951人的回答中分析出
 有效防範問題的網路架構

054 直接用沒問題嗎？預設值的陷阱

072 防止網路斷線

 廣播風暴擊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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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故障

「發現」 線索 
「無法連線」、「速度太慢」－莫名其妙就會突然遇到網

路問題。儘管造成問題的「現象」形形色色，不過只要整

理「原因」，仔細觀察分析，就可以及早恢復正常，不會徒

勞無功。在這篇內容當中，收集了各種線索，讓您可以盡

早注意造成問題的成因，進而輕易排除故障。 （山崎 洋一）

註）文章中提到的人物，所屬部門、職稱、
產品＆服務＆企業名稱都是依據撰文時的
資料而定。

插畫：千野工一

I N D E X

IP位址篇 p.12

安全性篇 p.16

硬體篇 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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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消
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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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題

的案例。仔細分析過這些案例之 
後，發現全都是由「3沒有」問題
所引起（左圖）。

第 1是「沒有辦法重現！」這是
指，要解決問題時，卻無法重現

該現象的案例。如果無法重現該現

象，就不能瞭解真正的原因。

第 2是「沒有聽過！」這是指，
與網管人員之間，因聯絡疏失而造

成問題的案例。「我沒有聽過這件

事！」說出這句話的管理者，多到

出乎意料之外？自己不知道的事情

就是造成問題的原因，這樣真的很

難處理。

第 3是「沒有惡意！」這是指，
無心的動作而造成問題的案例。網

路線形成迴圈的問題，就歸納在這

種類型中。這個案例最棘手的是，

任何人都可能因為不小心，或以為

這樣做比較好而採取行動，結果反

而造成問題。

事實上，這「3沒有」也會出現
左圖這種複合狀況。重疊的部分愈

多，問題愈棘手。

 「3沒有」問題到底是怎麼發生
的？該如何解決？又要如何記取教

訓呢？我們參考了過去介紹過的案

例，採取「解決問題的 POINT」方
式向您說明。如果您想消除這些棘

手的問題，就必須徹底瞭解這些文

章的內容。                      （久保田 浩）

問題

特別報導

從 78個案例當中，計算找出原因到解決問
題要花多少時間

→ p.36沒有聽過！
→p.30

沒有惡意！
→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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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路

2樓

1樓

14 Channel 6 Channel

1 Channel11 Channel

6 Channel
寬頻路由器

具有WLAN功能
的筆記型電腦

無線 IP電話用

無線 IP電話用

無線 IP電話用
AP

無線 IP電話用AP 無線 IP電話用AP

無線 IP電話用AP

電腦用AP

IEEE：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沒有
聽過！

沒有
聽過！

不曉得無線 IP電話用的 AP
存在，所以沒有特別設定頻
道。結果電腦用的 AP變成
IEEE802.11a，照片中的是無
線 IP電話用的AP。

原因

突然 1樓有幾台電腦無
法透過WLAN列印檔案

現象

複合式印表機

「沒有聽過！」的問題是指，應

該事先知會網路或伺服器管理者的

事情，卻沒有告訴對方所造成的問

題。聯絡疏失或溝通不足是無法快

速解決問題的主要原因，這點其實

非常棘手。

最具代表性的類型是，「系統整

合商或網路服務提供商等外部公司

與網路管理人員之間出現了聯絡疏

失」、「公司內有多名管理者或窗

口，沒有妥善做到“橫向聯繫”」、

「之前的管理者交接不完整」等，

請您一邊參考實際案例，一邊思考

這些問題。

由不同系統整合商架設系統

我們先來看看 2家系統整合商分
別替相同企業用戶架設電腦系統及

電話系統的網路，因此造成問題的

案例（圖 2-1）。

A系統整合商的 X先生替企業用
戶架設了 WLAN。某天，X先生接
到該客戶打來的維修電話，說是具

有 WLAN功能的筆記型電腦無法列
印文件。到過現場的 X先生便負起
解決這個問題的責任。

他試著檢查了多台設定 WLAN的
筆記型電腦，發現部分可以列印，

部分無法列印。他認為，無法列印

Part2

沒有聽過！與管理者之間發生聯絡疏失

●與系統整合商等外部人員之間發生聯絡疏失。
●因為有多位管理者造成傳達疏失。
●之前的管理者交接不完備。

什麼時候出現？

圖 2-1  其他系統整合商設置了WLAN AP 這間公司的 IP電話系統是由總務部負責管理，而電腦方面的網路是由另一家系統整合商負責
架設。因此電腦網路架設的WLAN AP沒有特別設定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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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以「3小時解決」為目標 p.39
 分析原因及解決問題的訣竅

第一部分 懷疑交換器故障時 p.40
確認原因篇 網路指令及親自檢視有助於早期發現

第二部分 每天的記錄工作很重要 p.44
準備工作、 善用工具也是關鍵重點

解決對策篇

資料篇 解決方法？煩惱的問題？ p.51
 利用資料檢視問題的狀態

特別報導 問卷調查概要 p.47

從 951人的
回答中
分析出

的
網
路
架
構

有
效
防
範
問
題

註）文章中提到的人物，所屬部門、職稱、產品＆
服務＆企業名稱都是依據撰文時的資料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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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時內 
50.0%

3小時∼1天內 
23.0%

1天∼1週內
15.7%

1週以上
8.4%

無法解決
3.0%

不到1小時 20.6%
   1∼3小時內 29.4% ）（

3∼6小時內 14.5%
6小時∼1天內 8.5% ）（

其中回答不到1小時的人，將近半數
認為「比想像中還快解決」。

網路與連線問題密不可分。日經

NETWORK到目前為止，一直持續
舉辦「網路問題相關問卷調查」（調

查概要請參考 p.47的內容）。我們
依據取得的資料為基礎，試著分析

歷年發生問題的原因及解決對策。

這是為了讓公司或家庭，都能對網

路連線問題防患於未然，將損害降

低到最小，並且提供及早解決問題

的方法。

應該能在更短的時間內解決

這裡介紹的問卷調查結果中，共

有951位受訪者，其中有7成以上，
約 705人在過去 2年內，於工作場
所╱客戶的公司或住家遇過網路連

線問題。在遇到問題的經驗中，尤

其值得關注的是「花了很多時間才

解決問題」這一點。為了能及早解

決問題，必須從解決問題花費的時

間及其他回答之間的因果關係中，

找出有效的解決方法及防範措施。

首先，讓我們一起來瞭解，解決

問題到底需要花多少時間。這份調

查報告當中，705人遇過網路連線
問題，結果有半數的人「3小時之
內」就解決問題（圖 1）。

我們也進一步詢問，對於解決問

題的時間是否比想像中還短。在解

決問題的 684人中，回答「比我想
像中還久」的比例占了 6成。表示 

「比我想像中還久」的人，他們其

實認為「希望能更快解決」。而從

調查報告中可以得知，這些人屬於

多數派。

到底是哪個部分花了比較久的時

間？在詢問受訪者，找出原因及解

決問題時的煩惱時，我們發現「因

為找出原因的步驟錯誤，導致白費

了許多時間。」這種答案的比例最

高。解決問題的時間比想像中久，

大部分都歸咎於找出原因花了很多

時間。

因此，第一部分就要說明，從調

查結果及受訪者遇到的案例中，分

析出可以快速發現原因的方法。我

們希望把重點擺在，不管遇到任何

問題，大部分的原因會出現在哪

裡？該採取何種行動才能有效確認

原因？幫助您及早解決問題。

第二部分是，探索解決問題的實

際狀態，分析平日應該執行的準備

工作及行動。當您以短時間內解決

問題為目標時，這些內容可以提供

給您當作線索，思考應該採取的行

動。同時這裡也會介紹具體的案

例，提供您執行準備工作及行動的

參考依據。

（山崎 洋一）

前言：

以「3小時解決」為目標
分析原因及解決問題的訣竅

 解決問題要花費的時間圖 1 半數受訪者在3小時內就能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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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Network System技術部 路由器
組 課長 藤原 博史）。營業據點透過
寬頻網路，將 Log資料集中到檔案
中心的作法很常見。此時最好先在

syslog!伺服器的標準連接埠 UDP 
514號，更改連接埠編號。Log資
料本身最好先加密，不要以一般資

料傳送。

不需要的功能全部先關閉

公司的系統有時也會與別家公司

的網路或系統連接。Cisco的機器
擁有稱作 CDP!的功能，可以互
相交換連接介面或裝置的種類、OS
版本等基本資料。這項功能預設為

開啟，如果能公司網路內，妥善運

用，的確非常方便。不過若這是與

別家公司連接的機器，別家公司的

管理者可以看到機器內的資料，所

以請先關閉。

路由器及交換器等設備，為了執

行遠端存取，會啟動 HTTP伺服器
等功能。其他設置在 DMZ!，可以
從外部存取的機器，也最好先關閉

服務之外的連接埠。

即便是在預設狀態下，先關閉所

有連接埠的防火牆，「部分產品仍

會開啟管理用，但是不在預期內的

連接埠。到底做何用途？關閉比較

好嗎？要加上何種限制呢？操作手

冊中不一定會記載這些問題。」（富

士通 FSAS Service Business 本部
Infrastructure Solution 統括部 野

田 建治）此時，請與供應商聯繫，
瞭解連接埠的用途及關閉方法。

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允許

遠端存取時，利用存取控制表，事

先限制可以連線的 IP位址。「路由
器等裝置的存取控制表在預設值

內，擁有丟棄不符合任何規則的封

包，也就是稱作『默認的 deny』的
設定，所以拒絕╱允許的規則都要

設定清楚。」（NTT Communications 
Network 事 業 部 IP Network 部
Network Integration 課長山內 雅
之）請慢慢累積這種小常識，架設

穩定的網路環境。

 TNTP
Network Time Protocol 的 縮
寫。為了校正網路機器的時間
而傳送時間資料的通訊協定。

 T show指令
Cisco Systems等產品用來確認
路由器或交換器狀態的指令。

 T syslog
原本是為了BSD UNIX而開發，
現在已經成為標準的 Log管理
協定，廣泛運用。

 T CDP
Cisco Discovery Protocol 的 縮
寫。這是 Cisco為了取得附近
機器的溝通資訊，自行開發的
通訊協定。或者是指利用該通
訊協定的功能。

 T DMZ
DeMilitarized Zone的縮寫。把
對外公開的伺服器直接設置在
公司內的網路時，安全性風險
就會提高。因此利用路由器或
防火牆等建立分開的 DMZ區
域，把公開的伺服器設置在這
裡。

CDP：Cisco Discovery Protocol
HTTP：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
NTP：Network Time Protocol
UDP：User Datagram Protocol

1

7

9

4
2

8

5
6

營業據點 數據中心

電腦

路由器

LAN
WAN

syslog
伺服器

NTP伺服器

路由器的設定範例 （以Cisco的路由器為例）

8 統一使用的時區。

9 利用NTP同步時間。

レイヤー 3スイッチ ファイアウォールLayer 3交換器 防火牆

路由器

10 往外傳送Log時， 把UDP的連接埠編號
從預設的 「514」更改成其他編號， 資料
也要先加密。

6 連接其他公司管理的網路時， 關閉CDP功能。

5 取消輸入文字串時， 自動Name Resolution的功能。

4 先把密碼顯示加密化。

3 使用 「show∼」 指令以日期顯示確認狀態時的時間。

2 配合需求增加儲存Log的緩衝區容量。

1 以日期顯示記錄在Log或組態裡的時間。

7 如果不需要遠端存取HTTP伺服器， 請先關閉。

RouterX(config)#service timestamps logging datetime localtime msec
RouterX(config)#service timestamps debug datetime localtime msec
RouterX(config)#service password-encryption

RouterX(config)#logging buffered 40960

RouterX(config)#clock timezone JST 9

RouterX(config)#no ip domain-lookup
RouterX(config)#no cdp run
RouterX(config)#no ip http server

RouterX(config)#line console 0
RouterX(config-line)#exec prompt timestamp

RouterX(config)#line vty 0 4
RouterX(config-line)#exec prompt timestamp

RouterX(config)#ntp server 192.0.2.1

LAN

3

提高管理效率的預設值變更重點

先同步時間，改變顯示格式，當發生問題，必須檢查 Log時，比較容易執行。就安全性層面而言，關掉不
需要的遠端存取功能，加密 Log檔案，也很重要。

圖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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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大型封包無法送達
探索路徑MTU的不完整動作

最終回

NTT資料流通平台研究所
Network Security Project

藤崎 智宏出現

位址
枯竭

並存
期

常發
生的
問題

截至上一回為止，本講座已經針

對 IPv6/IPv4的 Fallback問題!、
非法路由器廣告（非法 RA）問題!
等，說明發生的原因及對策。這次

要解說在 Dual Stack的網路中，進
行 IPv6傳輸時，可能遭遇到的「MTU
問題」（圖 1）。

MTU（ 最 大 傳 輸 單 位 ） 是
Maximum Transmission Unit 的 縮
寫。這是代表在通訊連結（連接網

路機器之間的路徑）上，1次可以
傳送的最大資料長度（最大 IP封包

長度）。通訊連結有各式各樣的種

類，而 MTU值會隨著連結的種類
而異。假設乙太網路的 MTU規定
為 1500位元組!（表 1），可是對
於大部分以乙太網路連線的使用者

而言，MTU並非始終維持是 1500
位元組。尤其是，透過網際網路傳

輸的時候，通訊路徑中可能存在著

多個連結。

在通訊路徑的連結 MTU當中，
可傳送的最大封包長度代表最小

MTU，這個部分稱作「路徑 MTU

（Path MTU）」。IPv4對於連結 MTU
沒有明確的規定，但是至少必須能

處理 576位元組。至於 IPv6，規定
了連結至少必須擁有 1280位元組
的 MTU!。

IPv6若要傳送比 MTU還大的資
料時，開始存取網際網路的電腦等

“起點節點”，會先把封包分割成

小於 MTU的大小再傳送。可是在
IPv6網路中，可能發生無法分割封
包，導致傳輸中斷的情況，這就是

MTU問題。

MTU太小會重新傳送

假設 IPv4 在傳輸途中，遇到
MTU較小的連結，會將封包分割
（Fragment）之後，再傳送。IPv4
通常是交給路徑途中的路由器負責

分割。在通訊路徑途中分割後的封

包，會在送達的電腦或伺服器等“終

點節點”時，再還原成原來的封包

（圖 2）。

在 Dual Stack環境中發生的「MTU問題」
IPv4不會出現問題，可是 IPv6可能會出現封包無法送達的現象。

圖1

電腦
（Dual Stack）

IPv4
伺服器

IPv6
伺服器

路由器
（Dual Stack）

MTU：Maximum Transmission Unit

IPv4
網際網路

IPv6
網際網路

在Dual Stack之中， 部分使用IPv6傳
輸的封包無法送達目的地。

IPv4位址

IPv6位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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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畫：岸本 Musashi

初學者的
疑問

請教專家

「營運」與「維護」
有何差異？

 「營運」是每天讓系統或服務正

常執行的必要工作，這是廣義的

用語。具體來說，到底哪些工作

屬於「營運」，要視每個企業或服

務而異。話雖如此，一般而言，

備份、監控、批次處理等，即使

沒有特別問題，每天都必須執行

的工作，就稱為「營運」。

然而，「維護」包含在經常性「營

運」概念之中。但是，大部分處

理系統問題等「意料之外」的工

作，會特別稱作「維護」。更換機

器等硬體相關的工作也屬於「維

護」之一。

可是，實際在職場上，這些工

作內容無法清楚劃分。部分企業

的「營運」部門也身兼「維護」

工作，或者公司內部沒有「維護」

部門，而是委託硬體供應商負責。

另外，修正軟體的錯誤，也包含

在廣義的「維護」工作內。但是

根據服務或系統的要件，這個部

分也可能是由程式「設計、開發」

的部門負責處理。因此，「營運」

與「維護」之間，並沒有嚴謹的

定義。

大部分的企業都沒有徹底整理

出「營運」的工作內容。在這種

環境中，往往容易隨便把各種工

作加入「營運」之中。「這個部分

雖然沒有寫在營運手冊裡，還是

請你幫忙了。」像這種情況，就會

產生，麻煩員工努力解決系統端

不足部分的請求，也就是「利用

營運來彌補」。

 「利用營運來彌補」的領域增加
之後，雖然有利於溝通，卻會造

成員工的負荷。因此，清楚製作

出操作步驟，在盡可能的範圍內，

先把作業自動化，這點非常重要。

最近市面上也推出了可以有效建

立操作步驟的工具。相較於界定

「營運」或「維護」，釐清“必須做”

的事，更加重要。

（訪問者＝田村 奈央）

這次解答問題的專家：

日本UNIX用戶協會
副會長

波田野 裕一
（職稱為撰寫本篇文章時的現況）

包含在營運
內嗎？

改善了？

交給我！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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堀部：那是解除 LAN迴圈的通訊協
定，也就是 IEEE802.d。

原：沒錯，就是這個意思。

吉田：解除迴圈？？

原：連接 2條網路線（圖 1）時，
封包會不斷循環。生成樹就是避

免發生這種情況的機制。

吉田：可是，為什麼需要製造迴圈？

片岡：就由我來說明吧！

網路線或交換器建立備援架構是

為了提高 LAN的可靠性，也就是建
立雙重機制。比方說，在 L2交換
器之間，使用 2條網路線連接，變
成雙重線路。

但是，直接連接會造成廣播風

暴，形成不斷循環傳送某種封包。

這種封包會塞爆網路線而動彈不

得。「IEEE802.d 生成樹通訊協定
（Spanning Tree Protocol）」（STP）
是，即使 LAN的結構中，出現了迴
圈，理論上也不會造成凍結或損害。

片岡：哈哈哈。

吉田：片岡，你真厲害！以 3倍的
速度說明完畢了呢！

原：今天的片岡簡直判若兩人。那

麼，麻煩請準備 2台支援 STP的
L2交換器， 開始實驗吧！3倍人！

吉田：啊！走掉了！

堀部：欸，要怎麼實驗？

片岡：總之先製造出迴圈吧！那

麼，先準備 2條網路線⋯。

吉田：把交換器 A的 7號連接埠與
交換器 B的 2號連接埠連接在一
起⋯。

堀部：現在沒有形成迴圈，從 PC2 
ping 到 PC1 還 有 回 應。 先 執
行「ping -t」!，進入連續執行
ping指令的狀態吧！

片岡：接著來製作迴圈。

吉田：把交換器 A的 8號連接埠與
交換器 B的 1號連接埠也連接在
一起（圖 2）。

堀部：為了以防萬一，PC2使用
Wireshark!擷取封包。

吉田：就這麼做吧！開始。

片岡：到底會怎麼樣呢！奇怪，怎

麼 ping還有回應！

吉田：應該形成迴圈了啊⋯。

堀部：大概馬上就會出現了吧！廣

播風暴！！

吉田：廣播風暴？啊！交換器的

LINK/ACT燈號⋯。

 T開始激烈閃爍
這次使用的「CetreCOM GS908M」，
包含了顯示 LINK狀態的 LINK燈號
以及顯示資料傳輸中的 ACT燈號。
當 LINK/ACT燈號亮起時，代表已經
LINK UP，卻沒有傳輸資料的狀態。
燈號閃爍時，代表正在傳輸中。

 T網路的負載
廣 播 風 暴（Broadcast Storm） 對
Windows XP的影響，比對 Windows 
Vista還嚴重，甚至會造成 OS當掉。
推測應該是，當網路負載急速上升時，
OS判斷正在消耗 CPU效能，而拼命回
應如風暴般席捲而來的ARP請求廣播。
順帶一提，雖然 Vista也會受影響，卻
不會和 XP一樣，出現網路負載明顯上

升，造成浪費 CPU效能的情況。這個
部分也會受到 PC規格的影響。

 T全都是 ARP請求的廣播
交 換 器 之 間 的 LAN 連 線 速 度 是
1Gbit ╱ 秒， 可 是 連 接 PC 的 LAN
卻 是 100Mbit ╱ 秒。 另 外， 啟 動
Wireshark的 PC可能因為超出負載，
而造成擷取封包失敗的情況，所以實
際上可能出現更多廣播。

圖 2⋯⋯使用 2台 L2交換器，製作出形成迴圈的配線
為了在形成迴圈的 LAN中，送出廣播封包，而執行 ping指令。剛開始送出的 IP封包是
為了調查對象機器的 MAC位址，所以利用 ARP（address resolution protocol）送出廣
播封包。

L2交換器A L2交換器B

在迴圈狀態下，即使只發生
一個廣播封包，這個封包也會
持續在迴圈內循環。結果 LAN
就會出現「爐心融毀」的情況。

試著執行 ping
指令，看看會
變成怎樣吧！

使用ping指令確認
與PC1之間是否暢通

L2交換器之間
連接2條網路線

100Mbit╱秒
100Mbit╱秒

1Gbit╱秒

1Gbit╱秒

PC1 PC2

❶ ❶ ❷ ❽❼ ❽

圖 3⋯⋯產生「廣播風暴」（Broadcast Storm）時，LAN的使用率及 CPU的使用率  

利用 Windows XP的「Task Manager」確認網路及 CPU的使用率。這次實驗中，電腦
有兩個理論性 CPU，支援「超執行緒（Hyper-Threading）」。

發生LAN迴圈後，
負載急速上升

單一CPU的使用率
異常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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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當 LAN形成迴圈時，一個廣播
封包就能引起廣播風暴!。

片岡：那麼，要怎麼進行 STP實驗
呢？

堀部：現在，我正在查操作手冊⋯。

啊！我找到可以使用的指令了。

利用「ENABLE STP」指令，應
該可以開啟!。

片岡：這樣做就可以了嗎？好，馬

上來設定吧（圖 5）。

堀部：串列埠已經與交換器連接在

一起了!。以系統管理員身分登
入。

片岡：設定似乎完成了!，該怎麼
測試 STP呢？

堀部：那麼，一邊執行 ping指令，
一邊接上迴圈。連接埠 2別出問
題啊！

片岡：啊，ping不通耶！

堀部：大概是正在重新架設生成樹

吧！

使用 STP時，一旦改變 LAN的
型態（Topology），預設的轉換時
間最長需要花 50秒。

片岡：啊，好了耶！

堀部：可以 ping通了。

吉田：這次連接埠 1與連接埠 2的
LINK/ACT燈號狀態不一樣了。
連接埠 2的燈號閃爍，應該正在
傳輸封包，可是連接埠 1卻一直
亮燈。

片岡：連接埠 1被封鎖了嗎？

堀部： 欸， 利 用「SHOW STP 
PORTSTATE」指令確認各個連接
埠的狀態吧（圖 5下）。交換器
B的連接埠 2是「Forwarding」
為有效的連接埠!。

片岡：連接埠 1是「DISCarding」，
代表這裡的網路線被封鎖了!。

堀部：原來如此。

片岡：好，利用 STP解決了 LAN
的迴圈囉，趕快聯絡原吧！

原再度出場。

原：大家好，STP的實驗順利嗎？

吉田：片岡真的好拼唷。

原：這樣啊，以下是大石部長給大

家的訊息「各位第二研發中心的

同仁辛苦了。使用 STP後，理論
上應該可以解決 LAN的迴圈問
題，我想大家應該徹底瞭解為什

麼要採取雙重化備援架構了吧。

不過 STP也有切換速度太慢的問
題，現在已經有改良 STP的通訊
協定，可以再深入研究。另外，

片岡，你剛才交的文件錯誤連

篇。我重新檢查了你之前提出的

文件，也全都不行。明天之前改

好再交給我，完畢。」

片岡：欸∼！

原：就是這些。

片岡：封鎖連接埠！

原：不行（噗）。

堀部、吉田：文件的分量是今天早

上的 3倍⋯。

片岡：天啊∼。

圖 6⋯⋯在 L2交換器開啟 STP功能，停止迴圈
開啟 STP可以封鎖 L2交換器 B的連接埠 1，阻斷迴圈。

封鎖了 L2交換器 B
的連接埠 1之後，

ACT燈號就會持續亮燈

使用ping指令確認
與PC1之間是否暢通

L2交換器A   Root Bridge L2交換器B

100M╱秒 100M╱秒

1Gbit╱秒
PC1 PC2

❶ ❶ ❷ ❽❼ ❽

L2交換器B

1Gbit╱秒

DISCarding
 （Alternate）

Forwarding
 （Root）

實驗總整理

●使用 2條網路線，在 L2交換器之
間建立備援架構，就會出現迴圈。

●在迴圈狀態，送出廣播封包，網
路線會無法運作，要用 STP避免
這個問題。

 T串列埠已經與交換器連接在一
起了
沒有串列埠 的 PC，必須使用 USB串
列轉接線。PC端要使用 Windows附
屬的「HyperTerminal 」等。

 T設定似乎完成了
這次暫時開啟了 STP的設定。實際在
現場使用時，可以在設定的檔案中，
輸入 STP的設定指令，再把這個設定
檔儲存在快閃記憶體內。

 T「Forwarding」為有效的連接
埠
狀態為「Forwarding」，這個連接埠
屬於轉送連接埠（活著的連接埠），
Role（角色）是「Root」，所以從執
行指令的畫面中，可以得知接近生成
樹 Root（根）的連接埠。

 T這裡的網路線被封鎖了
狀態是「DISCarding」，所以成為被
丟掉的連接埠（現在被封鎖，無法使
用的連接埠），Roll是「Alter-nate」，
可以得知是交替用連接埠（等待中的
連接埠）。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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