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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網路技術近年蓬勃發展，各種網路服務也應運而起，隨著網路越來越普及，意味著網

路服務必須同時服務更多使用者。現今大多數網路服務伺服器已不再是單一伺服器對外提

供服務，而是透過網路連結多台伺服器所建構成的系統，除了傳統觀測頻寬使用率、網路

連通性之外，如何以更貼近使用者角度、更全面的方式來量測網路服務品質，是網路管理

者需要面對的問題。因此，許多人提出了針對網路伺服器的一些可用性偵測與斷線回報機

制，可以在伺服器發生問題的第一時間通知管理人員。 

 

使用舊有的網路層（Network Layer）、傳輸層（Transport Layer）、以及 SWPM（Simply 

Web Traffic Meter）等技術，偵測 n-tier架構的網路服務時，可能會發生偵測結果正常但其

實被偵測的服務已經發生問題的狀況。有別於基於網路層和傳輸層的偵測機制，本文所提

出之網路服務可用性偵測機制，使用了應用層（Application Layer）的偵測技術，能夠偵測

n-tier架構的網路服務是否運作正常。 

 

關鍵字：斷線回報、可用性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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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由於現今伺服器所能提供的服務越來越完善，且大多數已不再是單一伺服器對外提供

服務，而是透過網路連結多部伺服器共同提供服務，這意味著如果伺服器本身或網路連線

出了問題，使用者將無法正常使用服務。因此，許多人提出了針對網路伺服器的一些可用

性偵測與斷線回報機制[1]，可以在伺服器發生問題的第一時間通知管理人員。 

本文將提出一套方法，透過模擬使用者實際在瀏覽器上使用系統服務時，測量操作特

定服務所耗費時間，得知系統的服務品質狀況，如此一來，不僅可以更精確貼近使用者感

受，也能避免傳統偵測方式無法查覺應用層服務異常的情形，最終會把長時間量測的結果

透過網頁方式呈現，讓管理者易於瞭解所管理伺服器的服務狀況。 

下一節中，將先介紹常見的網路品質狀態量測方式，針對各種方式的優缺點做簡單的

分析和比較。 

2 相關相關相關相關的網路品質狀態量測方法的網路品質狀態量測方法的網路品質狀態量測方法的網路品質狀態量測方法 

本節將說明相關的網路品質量測方法原理，以及這些方式可能面臨的問題或困難點。 

2.1 基於基於基於基於 SNMP的網路品質監控的網路品質監控的網路品質監控的網路品質監控 

許多網路設備都支援 SNMP（Simple Network Management Protocol）協定，網路

管理人員只需要利用適當工具，便可自網路設備中取得所需的資訊，例如網路傳輸資

料、封包傳遞數、封包錯誤數等。另外，只要在需要被監控的伺服上安裝 SNMP Agent，

那麼，管理人員亦可以取得該伺服器的資訊，例如伺服器的處理器負載以及記憶體使

用量[3]。 

SNMP雖然功能強大、使用方便，但在低階網路設備上仍可能不被支援，且若欲

對伺服器進行監控，必須在每一台伺服器上都安裝 SNMP Agent，一旦管理的伺服器數

量龐大，勢必會對管理人員造成困擾。另一方面，透過 SNMP所取得的資訊，有時候

並無法反應出真正的問題，例如，當網頁伺服器和資料庫伺服器的負載皆正常，但網

頁程式存取資料庫時卻發生了問題，以致於網頁程式無法正常運作的狀況，就無法透

過 SNMP偵測出來。 

此外，SNMP在使用上必須在網路設備或伺服器上，啟用 SNMP的服務功能，

這也意味著，入侵者可能有機會透過 SNMP 強大的管理功能，對伺服器網路服務造成

潛在的安全性風險。 

2.2 Ping 

Ping（Packet InterNet Grouper）是一種很簡單也易於使用來瞭解網路連接狀況的

工具，主要是利用發送 ICMP Echo Request封包，量測網路上出發地至目的地來回所

需時間。但在實務上，不少網路設備對 ICMP封包，會做加速或攔截阻絕的處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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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因為隨著網路安全議題越來越受到重視，且 ICMP往往淪為入侵者測試網路連通

性的手段，基於安全性的考量，許多網路管理者選擇將設備對 ICMP的回應關閉，這

當然就使得 ping變得無用武之地。 

此外，ping是在 Layer 3網路層中進行，只能夠得知兩點之間網路封包傳送與接

收是否順暢，如果 server服務失效的問題是發生在更上層的 Layer4或 Layer7，極有可

能 ping指令的偵測結果是正常的，但 server卻無法正常建立連線。 

2.3 TCP Socket 

由於基於 Layer 3的量測方式無法完全偵測出伺服器的服務異常狀況，為了解決

這樣的問題，乃有利用開啟 TCP socket方式來偵測網路或伺服器的狀態[1]，以避免伺

服器本身的網路連線正常但卻無法提供服務的情況。主要的方式是利用建立 TCP socket 

連線來對伺服器特定通訊埠進行測試，好處是不必為了不同的 TCP服務撰寫不同的測

試程式，除了減少開發程式的時間之外，同時也增加系統的通用性。 

即便如此，當 TCP socket連線成功建立時，只是表示對伺服器上的某個通訊埠連

接正常，對於後續的網頁伺服器或後端資料庫的服務可用性，並無法保證服務正常，

舉例來說，可能資料庫中的某個資料表因不明原因被鎖住，造成其他程式無法存取該

資料表，對偵測程式來說，只要成功建立 TCP socket程式就認為伺服器服務是正常上

線，但對使用者來說，感受到的卻是網站出了問題。 

2.4 SWPM（（（（Simply Web Traffic Meter）））） 

SWPM是以 WWW 應用為基礎的網路品質自動化量測系統[2]，用以量測使用者

從連接網站至首頁完全呈現所需花費時間。這套量測系統可連線到指定的網站，藉由

取回網頁時間、解讀回應之 HTTP header的狀態碼（ex:[200 OK] 、[404 Not Found]）、

分析網頁內容、取回網頁所需其他元件，最後計算全程所需時間，作為網站品質量測

的依據。好處是，不會有 ICMP封包可能被阻絕的疑慮，再者因為 SWPM系統是基於

應用層上進行，當網站於應用層服務發生異常時，能即時反應給管理人員。 

不過，這套系統僅能針對 WWW 網站首頁的整體呈現的傳輸時間進行自動化量

測，遇到多功能整合性的網站服務，無法以合適的方式分析量測，例如需要連接到後

端驗證資料庫進行身份認證、或是需要與使用者互動的網頁表單，這些網站載入首頁

頁面是正常的，在 SWPM系統上看起來也是正常的，但可能後端資料庫發生異常，導

致使用者實際操作送出登入或表單資料失敗。 

因此，為了解決此一問題，本文提出了另一種機制，同樣也是在應用層上進行，

但可以針對網站各種服務進行自動化的操作與記錄花費時間。 

3 系統架構系統架構系統架構系統架構與實作與實作與實作與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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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將說明本文所提出之基於登入式系統為基礎之網路品質量測系統。主要是利

用 PHP/cURL與網頁伺服器做各種自動化互動並記錄花費時間，可以在網路應用層上

模擬使用者操作系統服務時的實際狀況，抑或針對系統上特定服務功能進行監控與服

務品質的量測。本文以 PHP/cURL撰寫自動化登入流程，針對 emoodle教學系統進行

品質量測，利用 php程式呼叫 curl函式方式，在背景執行 php script，登入 moodle系

統量測並記錄回應時間。 

3.1 PHP/cURL 

為了更精準反應使用者實際使用網路及伺服器服務之狀況，並避免前節所提到目

前常用量測方法的缺點，我們選擇了自由軟體 cURL[4]，對目標伺服器進行網路品質量

測。cURL支援許多常用的協定，例如 FTP、FTPS、HTTP、HTTPS、SCP、SFTP、TFTP、

TELNET、DICT、LDAP、LDAPS、以及 FILE。由於 cURL是基於應用層執行的程式，

可以偵測出網路層正常但應用層服務異常的情況，對於大部份的網站服務，cURL都可

以針對不同需要監控的服務做自動化處理，達到長期量測服務品質的目的。 

cURL提供了獨立執行的 exe檔，同時也可以和 PHP結合，我們採取後者的方式

-PHP/cURL。主要的原因是 PHP除了可以撰寫網頁程式之外，亦可以 script方式在背

景執行，有助於針對不同服務開發各種偵測程式，以及長時間不間斷地進行量測工作。

同時，透過 PHP呼叫執行 cURL函式，方便對接收到的資料進行解析處理，並可將結

果直接存到資料庫中。 

本文以登入 moodle教學平臺為例，記錄自載入登入網頁至登入成功載入重導頁面

所耗費時間，以達到偵測應用層服務的目的。 

3.2 PHP/cURL自動化登入量測程自動化登入量測程自動化登入量測程自動化登入量測程式設計式設計式設計式設計 

在設計量測程式前，當然必須先清楚整個系統服務的架構與流程，像是登入頁面

的網址、頁面中各個需要用到的表單欄位名稱、登入成功會導到什麼網址、網頁是否

有使用 cookie…等等。因為這些資訊對 cURL來說，就是用來代替一位真正的使用者的

眼睛、雙手，告訴 cURL 該怎麼來操作系統、如何判斷處理回傳的資訊。在這一個階

段裡，我們先利用獨立的 cURL.exe程式搭配適當參數，以人工方式針對目標伺服器進

行測試與分析，得到確切的相關資訊之後，再把這些資訊設定改寫成 PHP/cURL script。

圖 1即為針對銘傳大學 moodle系統首頁自動化登入量測程式設計的流程圖，圖 2~圖 4

則為 PHP/cURL程式碼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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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1  php/cURL 自動化登入流程自動化登入流程自動化登入流程自動化登入流程 

 

 

圖圖圖圖2  php/cURL 抓取抓取抓取抓取網網網網頁程式片段頁程式片段頁程式片段頁程式片段 

圖 2中的程式碼，預先將需要的資訊設定好，例如要抓取的網頁網址、測試用的

登入帳號及密碼、模擬 cookies暫存、設定 timeout時間等資訊，以便執行抓取網頁的

功能。 

 

 

圖圖圖圖3  php/cURL 判斷登入判斷登入判斷登入判斷登入是否是否是否是否成功成功成功成功程式片段程式片段程式片段程式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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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該網站會將使用者重導數次，因此程式必須解析每一次抓回的資訊，直到成

功登入為止。圖 3的程式碼片段是用來判斷是否登入成功的關鍵，首先針對第一次抓

取回來的網頁進行 http header內容解析，如果解析第一次登入後的 http code數值為 303

即表示登入成功，同時因為我們在圖 2程式碼第四行中設定了 timeout時間為 20秒，

如果超過 20秒才收到回應，我們仍判定為 timeout登入失敗。此外，依據正常流程，

若成功登入後系統會自動將使用者重導至另一頁面，因此必須同時符合這兩項條件，

才能判定為成功登入；反之的任何情況皆視為登入失敗。 

 

 

圖圖圖圖4  php/cURL 登入成功抓取登入成功抓取登入成功抓取登入成功抓取重導網頁重導網頁重導網頁重導網頁程式片段程式片段程式片段程式片段 

 

由於我們的目標是針對整個 moodle的登入系統服務品質進行量測，因此必須再

記錄登入成功後，載入重導網頁所花費的時間，這樣才是一般使用者完成系統登入系

統所感受到的整個流程。因此，圖 4的程式碼再次利用 cURL抓取重導的網頁，並依

據回傳的 http code數值和網頁是否包含登出 link，來判定重導網頁是否可正常載入。

若成功抓取重導網頁，則記錄下抓取成功的時間，至此即為整個登入流程所花費的總

時間。本文即據此數據來評估 moodle登入系統服務的網路品質。 

 

4 量測結果與結論量測結果與結論量測結果與結論量測結果與結論 

PHP/cURL是實際去模擬一個 client向伺服器要求提供服務，透過這種方式，不

再只能量測網頁載入時間，而可以在同一次的流程裡，同時針對 web server、網頁程

式、後端 DB server進行測試，比先前介紹的 SWPM系統功能更加完整。和 SWPM系

統一樣，PHP/cURL系統是在應用層上進行，針對被設定監控的服務，透過各種標準

的通訊協定（本文採用 HTTP protocol）對伺服器進行量測，即使在網路層正常而應用

層異常的情況，仍然可以察覺並發出警告。同時，也可以在 web server服務正常但 DB 

server失效的情況，發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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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P/cURL的自動化量測網頁伺服器方式，也彌補了單靠 SNMP取得監控伺服器

或網路設備資訊(如 CPU使用率、記憶體使用率、網路頻寬使用率)，來判定伺服器服

務是否正常的不足之處。與 ICMP封包相較之下，亦不會有被管理者阻絕的問題，因

為 PHP/cURL量測系統服務的方式就如同使用者操作系統一般。 

除此之外，雖然利用開啟 TCP socket連線方式[1]偵測網路設備或伺服器的上線

狀態，能夠偵測出網路層正常但機器本身無法提供服務的情況，但仍然無法保證整個

網站在應用層的服務可用性，而 PHP/cURL可以針對網站在應用層的服務是否正常提

供服務，來進行自動化量測，可在使用者感受到網站出了問題時， 確保管理人員能在

第一時間得知系統發生異常。 

此外，為了方便管理人員能夠清楚知道 PHP/cURL量測的結果，透過 Open Flash 

Chart將量測結果繪製成如圖 5的二十四小時監控圖。程式設定每 25秒對 moodle首頁

執行一次自動化登入動作，並記錄所花費的時間。從圖 5中可以很輕易地知道哪些時

段系統服務變得較緩慢，或是被判定 timeout，而不再只限於 SNMP所能提供的制式網

路資訊。 

 

 

圖圖圖圖 5 登入登入登入登入 moodle教學平台所教學平台所教學平台所教學平台所花費時間之統計圖花費時間之統計圖花費時間之統計圖花費時間之統計圖 

 

5 未來工作未來工作未來工作未來工作 

本文所提出的機制可以依照系統架構不同，針對不同的服務功能進行監控與量

測，像是學生在 moodle平台進行作業繳交功能、或是教師透過網頁上傳檔案的網路品

質。此外，考慮到目前的網路服務失效或斷線警報發送機制，並沒有辦法判別伺服器

是因為忙碌或是其他原因暫時無法提供服務，或是真的發生異常狀況。未來計劃將

PHP/cURL量測所得到的結果，與同一時段內記錄SNMP所回報的伺服器資訊(CPU 使

用率、記憶體使用率、網路頻寬使用率)結合，進行進一步的分析，期望能找出一合適

的模式來作為系統是否真正失效的依據，進而使用在服務失效或斷線警報發送與否的

機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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