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的另一端，世界的真實：真實網路流量測試實例
實驗室測試往往只能根據過去已知的網路行為進行測試。但網路應用推陳出新，
新興的網路應用，才是對設備穩定性的真正考驗。多點群播串流 (Multicast
Stream)、IPv6 相關技術與各項新興應用導入後，市面上主流產品準備好迎接挑
戰了嗎?
網通產品在通過實驗室測試後，只能保證

供大規模測試，(3)可提供長期測試，(4)

產品在實驗室的環境下測試過的項目及

可根據廠商送測產品內容進行環境調

流量不會出問題，但是真實世界的流量及

整。

網路行為，遠複雜過實驗室中能產生的項

本平台的環境除了提供交大宿舍網路學

目，而且網路應用日漸複雜，新興應用程

生使用外，也不斷的在更新與改進加入更

式產生的封包，在過去的網路環境中並不

多新的應用與協定使用，除了一般常見的

存在，也就是說在實驗室中並沒有這些新

IPv4 測試環境，因應 IPv6 發展至今已經

的樣本可進行相關測試，如何找出隱藏在

超過十年，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角落深處的 BUG，是各廠商測試實驗室要

(TWNIC)更指出 IPv6 將於 2010 年耗盡。

努力的目標，而網路測試平台(BetaSite),

常用的應用程式，例如 HTTP、FTP、DNS、

以下簡稱本平台，與真實網路流量測試

甚至是 P2P 軟體，不論是伺服器端或是客

(RealFlow Test)便是有效達成”找 Bug

戶端，都已經支援 IPv6。交大網路測試中

與重製 Bug"的方法。

心在 2009 下半年，將 IPv6 納入網路測試
平台中，增加流量的複雜度，以及提供廠

目前交大網路測試中心(NBL, Network

商一個測試 IPv6 功能的場所。

Benchmarking Lab)，在交大網路測試平
台內一共規劃了六個測試區域，提供給各
廠商一個測試自己網路產品穩定度的場
所。可以測試的對象一共有(1) 使用者端
軟體(End-user Software)、(2) 第二/三
層乙太網路換器(Ethernet L2/L3
Switch)、無線基地台(Wireless AP)、(3)
核心路由器)Core Router、(4) 統一威脅
管理( UTM)、入侵防禦系統(IPS)、病毒防
護 (Anti-Virus)、服務質量(QoS)、防火
牆(Firewall)，這六個區域在過去的測試
案中都累積了相當多的測試經驗，挖掘出
不少產品在實驗室測驗當中，沒有找到的
潛藏 BUG；本平台與其它的網路測試平台
不同的地方在於：(1)完全公開的環境，
不用再四處靠關係找地方測試，(2)可提

▲目前交大網路測試平台共 6 個測試區域

1.處理
處理特殊封包時
處理特殊封包時，
特殊封包時，造成設備 CPU 使用率
達 100%，
100%，並且不會下降
在本平台測試的案例中，曾經遇過開啟
PIM 以及 OSPF 功能，進行真實網路流量測
▲使用 IPv6 的 BT 下載

試的待測物，出現 CPU 負載昇高至 100%，

另一方面，中華電信於 2005 年全國開播，

移除待測物上所有線路後，CPU 使用率仍

採用多點群播串流(Multicast Stream)將

然不會下降的情況。

節目送達使用者家中的 MOD 機上盒，再由

將問題回報給送測廠商，RD 檢視設備中的

機上盒進行視訊解碼將節目輸出至螢幕。

工作佇列(Task Queue)後，發現該版韌體

由於使用多點群播(Multicast)方式傳送

在處理封包表頭(Packet Header)中 IP

節目，無論多少位使用者同時觀看，都只

length > 20、IP option = 0 的特殊封包

需傳送一份流量，因此可以大幅降低頻寛

時，會觸發到韌體中的 Bug，使得封包在

的需求。估計未來會有數位機上盒以及

設備內無窮迴圈傳送，造成 CPU 使用率無

L2/L3 Switch 的 IGMP Snooping，MLD

法下降。然而 IP 封包表頭最短長度就是

Snooping 測試需求。同樣在 2009 年下半

20 個位元組，亦即任何 IP 封包都超過 20

年，將多點群播串流列入本平台的測試環

位元組。而且具有 Option 欄位的 IP 封包，

境中。

IP Header Length 至少為 24 位元組，IP
封包長度必然也超過 24 位元組。這表示
觸發待測物 Bug 的，並不是任何網路程式
會發出的封包，推測可能是同學們中毒，
或是寫作業時疏忽，無意製造出來的不合
法封包。
2. Windows Vista/7
Vista/7 Gratuit
Gratuitous
uitous ARP
NetBook 上市後，價格和重量都符合學生

▲網路測試平台複雜的網路流量

需求，卻也意外發現網通設備隱藏的問題。
當使用者將他的 IP 由桌機更換給 NetBook

本平台在過去的測試案例，以及導入 IPv6

後，明明套用一樣的設定值，但是 NetBook

以及多點群播的過程中，發現不少實驗室

卻無法上網，而且本平台並沒有限制使用

中沒有發現的問題，換句話說這些問題就

者的 IP 和 MAC Address 對應。追查原因

是當產品賣到客戶端時可能會發生的問

後發現，問題居然出在一台測試路由功能

題 CFD (Customer Found Defect)，絕對

的待測物上。

值得各家廠商關注這些問題，減少公司出

除了因為逾時無動作，會將某個 IP 由 ARP

貨之後被退貨的情況，以及減少 RD 至客

表格刪去之外，這台待測物只會根據收到

戶端解 Bug 的成本。本文主要分為新興網

Gratuitous ARP，判斷某個 IP 對應的 MAC

路應用，以及實驗室中沒有發現的產品設

Address 已經更換，並更新 ARP 表格。但

計疏失，分二方面以實際案例與大家分享

是 Windows Vista/7，不會像 Windows XP

與探討。

一樣發出 Gratuitous ARP，只會發出來源

新興網路應用
新興網路應用造成的
網路應用造成的 Bug

IP 為 0.0.0.0 的 ARP Probe 封包。

並且設定丟棄未知的多點群播封包
(Unknown Multicast Frame)。
然而，開啟 IGMP Snooping 功能後，使用
者開始抱怨 IPv6 無法使用，追查原因後，
發現原來該待測物並不認得 MAC Address
以 33:33 開頭的 IPv6 多點群播封包，並
且將 IPv6 的多點群播封包視為未知的多
點群播封包直接丟棄。IPv6 本身使用多
▲Windows 7 網卡更換 IP 時，沒有發出

點群播至所有主機(Multicast to All

Gratuitous ARP

Host)取代 IPv4 的廣播(Broadcast)功能。
因此 IPv6 協定中的各種重要封包，例如

Windows Vista/7 的這個改變，造成根據

Router Advertisement， Neighbor

Gratuitous ARP 更新 ARP 表格的待測物不

Solicitation，都無法傳送給使用者，造

會更新 ARP 表格，仍然將封包傳給舊的 MAC

成 IPv6 無法使用。

Address。所以若使用者的 NetBook 作業
系統是 Windows Vista 或 Windows 7 時，
就會由於路由器沒有更新 ARP 表格，而將
封包傳給 IP 對映的舊 MAC Address，造成

產品設計疏失，
產品設計疏失，但沒有在實驗室
中測出的 Bug

無法上網的情況。而且舊的 MAC 已經不存

除了前述由於新興的網路應用或行為，所

在於下游 L2 Switch 的傳遞表格

引發的 BUG 之外。另外還有很多 BUG 是因

(Forwarding Table)中，L2 Switch 只能

為 RD 的測試不夠周全，操作習慣不同，

將這些封包泛濫(Flooding)給所有網路

拓撲不夠複雜，測試時間不夠長，造成一

埠，造成未知單播風暴(Unknown Unicast

些 BUG 在實驗室中沒有被發現，

Storm)，對網路品質有很大的影響。

1.驚爆
1.驚爆 13 天

實際上除了這台待測物外，另一間廠商也

在進行實驗室測試時，或許只注意到待測

將 Gratuitous ARP 功能列入測試項目中，

物在測試當時，是不是可以正常運作。為

但在廠商提出要求當時，同樣也不知道

了節能省碳，降低企業成本，可能下班時

Windows Vista/7 不會如預期發出

就將實驗室中的待測物關機，而沒有發現

Gratuitous ARP 封包。

待測物的工作排程有潛在的問題。
在本平台測試案例中，曾經遇過一台任務

3.IGMP Snooping 和 IPv6 互斥

排程有問題的待測物，開機後 13 天，會

本平台目前有和相關媒體業者合作，進行

出現流量轉送異常的情況。

標準解析度(SD, Standard Definition)

該廠商一共送測二台同型號的產品：待測

與高解析度(HD, High Definition) 多點

物 A 及待測物 B，二台組成一個虛擬路由

群播串流頻道播放。為了避免待測交換器

器備援協定(VRRP, Virtual Router

將多釋封包泛濫給每個網路埠 ，造成使

Redundancy Protocol) Group，作為某一

用者網路品質下降，我們特別將待測物的

棟宿舍的閘道器。然而，在實際上線前的

IGMP Snooping 功能列為第一個測試項目，

VRRP 模擬測試，重開了待測物 B，所以待

測物 B 的開機時間，較待測物 A 少了三天

餘二台交換器的設定和交換器 A 相同。

左右。

但在某次更新韌體後，由於新舊版韌體之

依照原定計畫，進行真實網路流量測試後

間有組態檔相容性問題，更新完成後，組

某天，待測物 A 出現流量轉送異常的情況，

態檔內只有堆疊中第一台設備的設定順

回報給廠商 RD 檢查待測物問題所在，RD

利讀入，其他台設備的設定全部消失，雖

回覆是 IPv6 的 SSH 任務當機所導致，要

然只是一項功能的 Bug，但卻幾乎造成整

求暫時不要使用這個功能。但是待測物A、

個網路癱瘓。

B 的 IPv6 SSH 功能，其實是關閉的，並且
也沒有任何 IPv6 路由，可以連線到待測
物 A、B。亦即根本無法使用 IPv6 SSH 對
設備作管理。甚至故意在區網內，使用
IPv6 SSH 嘗試登入尚未當機的待測物 B，
但是並無法造成待測物 B 當機。因此對於
這個回答，我們抱持存疑的態度。

▲ 同時開啟 Stack、RSTP、LACP 功能，在真

湊巧的是，待測物 B 也在三天後當機。比

實流量下測試穩定性

對二台待測物，開機時發送給系統記錄伺
服器的訊息，以及最後一次回應網管軟體

由於更新韌體後只有堆疊中第一台設備

SNMPc 的時間。發現待測物 A 和待測物 B，

的設定完整保留，原先在交換器 A 堆疊中

二台待測物從開機後到功能異常的時間，

所設定，橫跨二台設備建立的 Link

大約都是 13 天。

Aggregation Group 無法生效，同時觸發

為了驗證送測產品真的在開機 13 天後，

到韌體中 RSTP 功能的 BUG，造成拓樸出現

會出現轉送流量異常的情況，只將待測物

無法收斂的情形，大概每隔一分鐘會出現

B 更新為可以避免 IPv6 SSH 當機的新版韌

一次拓樸變更，當時雖然網路還是可以使

體，而待測物 A 仍然使用疑似有問題的舊

用，但是使用者反應網路斷斷續續。

版韌體。果不其然，最後待測物 A，的確

3.網管介面出錯
3.網管介面出錯

在第 13 天預估的時間點附近，發生流量

在過去的網路測試平台測試當中，網管功

轉送異常的現象。

能也是常被發現問題的一塊。由於在設計

2.待測物
2.待測物更新韌體後
待測物更新韌體後，
更新韌體後，原先設定無法順利
原先設定無法順利

的過程中，RD 通常使用主控台(Console)

讀入。
讀入。

對產品下指令，其餘方式(telnet/ssh、

送測廠商曾經要求在區域 2，也就是宿舍

http/https)相較之下使用的頻率較低，

機房，測試 Switch 的(1)堆疊(Stack)；

出錯的機率也就隨之提升。以下舉出幾個

(2)頻寬聚集(LACP, Link Aggregation

之前的測試案發現的問題。

Control Protocol)；(3)RSTP(Rapid

案例一、突然無法使用 SSH 連上待測物，

Spanning Tree Protocol)，三項功能同

但是其他網管功能正常。

時運作時的穩定性。

待測物 C 為一台路由器，某次遭受網路攻

下圖為當時的測試拓撲，交換器 A 的 Port

擊時，發現其他網管功能都正常，但是偏

1:1 和 2:1 為一個 Link Aggregation

偏只有 SSH 功能失效。

Group，1:50 和 2:50 為另一個 Group。其

檢視待測物 C 的所有 TCP 連線狀態，發現

攻擊行為的 SSH Session 在 TCP 狀態機中

固器根本不知道自己應該要接手閘道器

處於建立(Establish)狀態，這個狀態在

的工作，造成使用者沒有閘道器可以使用，

RFC 793 中沒有定義 Timer，所以這個

整棟宿舍網路中斷。

Socket 永遠不會逾時(Time out)。這次的
攻擊事件，使得待測物 C 的一個潛在危險
浮出水面。
待測物 C 的其他網管功能，都會在建立連
線的同時，開出一個新的 Socket，聆聽其
他的連線。但是 SSH 連線功能，卻因為錯

▲ Web GUI 設定 IPv6 功能，以及 Multi-path

誤的設計，必須等到已經連接的 SSH

route 二則案例的拓撲

Session，輸入正確的帳號密碼成功登入
後，才會開一個新的 socket listen port

案例三、通常設備為了安全起見，在一段

22。或是等待登入錯誤的 SSH Session 自

時間沒有進行操作後，會自動登出。然而

動離線，才會空出 Socket，迎接下一個連

待測物 D 在查看記錄檔時，需要按空白鍵

線。因為以上二個原因，造成待測物 C 的

換下一頁，當網管停在這種需要按空白鍵

SSH 網管功能無法使用。

換頁的畫面，待測物 D 卻不會和其他情況

如果網管人員為了安全起見，在待測物 C

一樣自動登出。如果網管離開位置的時間

上，只開啟 SSH 功能管理設備，那麼只要

過久，就有可能會造成設備有被有心人士

攻擊者只要建立一個不成功的 SSH 連線，

操作的情況。

網管就無法遠端對這台設備進行設定，必

4. Mult
Multi-path route 造成問題

須親自到現場去處理問題。

在這個測試案中，由本平台的 CISCO 7609

案例二、待測物 D 在使用 Web 操作介面，

將流量送給待測的交換器，再由交換器將

作 IPv6 的設定時，會造成組態檔中 IPv4

流量送給宿舍區的閘道器，由於宿舍區的

VRRP 設定消失，OSPFv2(IPv4 版本的 OSPF

閘道器是二台搭配作 VRRP，所以會有二條

稱為 OSPFv2)的狀態變為不啟用。

路徑將流量送往使用者。

圖中 VRRP Master 是閘道器 IP 的擁有者。

這台交換器的的負載平衡功能預設為開

當時使用 Web 操作介面設定圖中 VRRP

啟。當它的路由表中，有二筆同權重路由

Group 二台 Router 的 IPv6 後，檢查該 IPv6

可到同一目的地時，會自動作負載平衡，

功能的確有被正確設定。但是使用者卻開

將流量分配到這二條路徑上。這個功能在

始報修網路不通，路由查測(traceroute)

實驗室中並沒有測出問題，放到本平台進

看出路由沒有指向待測物，到現場檢查後

行真實流量測試後，卻出現網路有斷斷續

才發現二台待測物的 OSPFv2 狀態皆變為

續的情形。其實這就是實驗室測試最難作

Disable。

到的地方：流量真實性以及人性。

回復 OSPFv2 狀態後，接下來的測試中，

在實驗室測試中，可能只測試了傳送封包

由於送測的 VRRP Master 當機，理論上備

數量以及接收封包數量是否相符，或是由

備援路由器應該要接手閘道器的工作，但

測試儀器網路埠 A 傳送給測試儀器網路埠

是使用者又報修網路不通，檢查後發現，

B 的封包順序是否正確，但可能忽略了這

VRRP 的虛擬路由器設定全被清空，備援路

種測試的流量過於單調，或是不符合實際

情況的流量特徵。造成客戶端在使用時，
網路出現不順的情況。

結語：
結語：
由以上真實發生的案例，我們可以發現，
目前市場上的主流產品，仍然具有許多隱
藏的問題，沒有在實驗室當中被測試出來。
主要原因可以歸納為(1)產品設計當時，
錯估未來的趨勢，造成產品不符合時代所
需。一但新興的軟體或協定變成主流，立
刻顯露出產品規格的缺點。(2)在實驗室
中，使用測試儀器產生的流量不夠真實，
只考慮了合法封包以及合理的網路行為。
在遭受攻擊或是接收到不合法的封包時，
觸發產品中隱藏的 BUG。(3)測試實驗室操
作方式和網管習慣操作方式不同，沒有將
所有可能的發生情況考慮進去。通常 RD
習慣使用指令(CLI)操作設備，甚至直接
在機器旁邊用主控台操作。但是網管人員
可能只是坐在辦公桌前使用 Web 操作介面，
或是 Telnet 方式，遠端操作設備，如果
沒有將各種遠端操作，可能發生的情況考
慮進去，就有可能造成設備無法遠端操作，
輕則無法遠端管理，重則網路癱瘓。
文章內提到的待測物多半是市場上各家
廠商的主流商品，而出問題的韌體，大多
是官方網頁下載的最新版韌體，而不是內
部測試的韌體。所以其實目前市面上的眾
多產品，都還存在著許多沒有被測試出來
的 Bug，最嚴重的情況可能會造成整個網
的都無法使用的情況。這些 Bug 如果在產
品售出才被找到，對於商譽的影響，不可
小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