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報導: 真實網路流量測試環境、技術與應用之系列報導(RealFlow Test by NBL)
系列之一:
"一張擺脫真實網路世界險惡環境的護身符
一張擺脫真實網路世界險惡環境的護身符 - RealFlow Certification"
"NBL 打造全球唯一的測試模式 真實網路流量測試環境
真實網路流量測試環境、
、技術與應
用 ，讓您的產品在真實網路環境下 嘛攏嘸驚"
嘛攏嘸驚
“採購資安設備時不再只有 ICSA 或 NSS，更需要 NBL 的 RealFlow
Certification”
“在數百位台灣廠商代表熱烈的掌聲中，友訊科技與合勤科技的產品於交通大學
獲頒全球第一張的真實網路流量測試認證(RealFlow Certification)”
=====================================================================
目前世界上對於網路安全產品的測試認證裡，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是由
ICSA(http://www.icsalabs.com/)與 NSS(http://nsslabs.com/)這兩間測試實驗室所核
發出來之認證，為了獲得由 ICSA 或 NSS 所核發的一張認證，廠商的花費動輒數
百萬台幣。然而，在坊間卻依舊經常聽見取得這些認證的產品的一些負面評價，
例如: "一放上網路沒多久就掛了"、"有時會不穩定的重開機"、"有時會造成網路
變慢或是連線斷掉"...等等不穩定的狀況。
因此在取得這些知名認證後，是否即代表該產品在險惡的真實網路世界中能夠安
然無恙、處之泰然 ? 答案很顯然地是否定的 !!

Customer Found Defect (CFD)
對於產品在顧客端的真實網路環境下被抓出來的問題，我們稱之為 Customer
Found Defect(簡稱 CFD)，CFD 例子一如在家中用使用 wireless 上網時，玩 on-line
game 常常會斷線或是用 P2P 抓檔案過一陣子後速度變好慢，CFD 例子二如在學
校宿舍使用電腦經過 Ethernet switch 上網時，實驗了網路安全課程所寫的封包製
造程式結果造成整間宿舍的同學都不能上網，或是明明是使用 Gigabit Ethernet
卻只能跑 10/100Mbps，CFD 例子三是在公司上網被 Security 產品控管時，用 MSN
被擋就算了連用 Web Mail 也被擋，除此之外有人不行看股票但有人可以看。
身為顧客的您，會希望買到的產品在使用上出現問題嗎 ? 一定不想 !!
身為產品廠商的您，會希望產品在顧客端被發現問題嗎 ? 肯定不想 !!

CFD 所造成的負面影響

當產品的問題是在顧客端被發現時，其對產品及公司的形象是直接地傷害，為了
要拯救產品及公司形象當然會將解決 CFD 視為相當高的優先權，然而解決 CFD
的成本非常大，我們從解決 CFD 的三個步
驟來討論，第一步是要能釐清問題、將問
題描述精確，這包括要知道產品的設定狀
況、使用者電腦的設定狀況、使用者所執
行的各種應用程式、各個應用程式的設定
狀況、產品過了多久才出問題、出問題的頻率大概是多久一次...等等，通常使用
者是不會回覆太多細節給廠商了解，舉例來說，微軟的作業系統裡有一個機制是
要讓使用者 “按個鈕” (push a button)便可回報所遇到的問題，如右，曾經在一個
研討會上做過調查，看到這樣的”popup”視窗，會去點選 “回報此問題”的人數比
例大概只有 2%。可見要讓客顧回報產品問題的困難度有多高了。解決 CFD 的第
二步是要在公司內部的測試環境重製出 CFD，由於在第一步中所能獲取的資訊有
限，造成測試人員要嘗試各種排列組合來重製出在顧客端所發生的問題，有的問
題重製要花好幾天、有的根本重製不出來。當重製不出來時，解決 CFD 的第三步
就是要研發人員親自到案發現場(也就是顧客所在地)釐清問題、重製問題與解決
問題。整體而言，第一步(Identify)會耗費許多對外與對內的溝通時間，第二步
(Reproduce)會浪費許多重製問題的時間，第三步(On-Site Debugging)則會有相當
龐大的差旅費支出，特別是對於顧客是在國外的案例而言，對於出差人員的食、
衣、住、行花費將十分可觀。
CFD 除了有成本上的問題之外，也
很容易造成公司員工向心力瓦解、
相處不和睦的問題，以右圖的流程
為例，當 CFD 發生時 Customer 不
滿意產品品質便將其退貨，Sales
除了會被顧客抱怨外也沒了業績，
接著發生 FAE 無法完整地釐清產品
問題，然後 QA 無法在公司的測試環境重製出顧客端的問題，由於問題無法被重
製 RD 便無法確切地解決產品問題，導致產品品質無法提升，對 PM 來講整個專
案徹底的失敗，從 Company 的角度來看便會處於一種惡性循環中，在這樣的循
環裡，常常會因為責任歸屬的問題，大家怪來怪去，造成公司整體向下力的下滑

降低 CFD 之道
既然 CFD 讓公司所付出的代價這麼大，那麼
該如何減少 CFD 呢 ? NBL 從測試的角度出發，
思考如何提供一個容易 Identify、Reproduce

及 Debug 的真實測試環境，從真實網路流量
測試的環境、技術與應用三方層面來提出解
決之道。第一個層面(環境)是最根本的問題，
所謂解鈴還需繫鈴人，我們該如何找到一群
使用者來使用產品，就像顧客一樣地在日常
生活中來使用產品，對於這樣的一群使用者
我們稱之為「Beta Site」
，在 Beta Site 上我們
可以將未上市的設備擺上去進行測試，目前
NBL 與交大計中在交大宿舍網路上建置的
Beta Site 共有約一千三百位同學的參加，也
就是說有一千三百位用戶在測試放在 Beta Site 上的網路產品，此 Beta Site 的架
構如右圖，共有六個測試區(Zone)，此環境可以測試的產品包括: End-user software,
Ethernet L2/L3 Switch, Wireless AP, Core Router, UTM, IPS, Anti-Virus, QoS Firewall,
Network Forensic, Anti-Malware/Botnet, SOHO Router, Home Gateway, Broadband
Gateway, DSL Router, IAD Gateway。第二個層面(技術)是在發展錄製與重播真實網
路流量的技術，為了要解決有些產品因為某些因素而不適合直接放在 Beta Site
上面進行測試，這些因素包括流量速度與環境符合度..等等，在錄製流量的技術
方面，必須要考慮如何在高速的環境下錄製流量可以沒有遺漏封包，NBL 使用一
套專門的硬體與軟體來達到此目的，在重播流量的技術方面 NBL 使用 Open
Source 工具如: tcpreplay 和 tomahawk，也使用商業測試工具如: Spirent Avalanche
和 Karalon Traffic IQ Pro ， 除 此 之 外 也 自 行 開 發 重 播 工 具 如 : natreplay 和
socketreplay。第三個層面(應用)是基於流量錄製與重播的技術，開發相關的應用，
目前已開發出兩大應用系統: PCAP Library 以及 In-Lab Live Test (ILLT)。PCAP Library
這套系統即是流量資料庫，可應用來找出可能造成網路安全產品漏判(False
Negative)與誤判(False Positive)的網路流量，In-Lab Live Test (ILLT)這套系統可應用
於家用閘道器的穩定性測試，檢驗是否有穩定性問題如: 當機、重開機、程式當
掉、變慢、容易斷線。

比較 Lab Test、
、Field Test 及 Replay Test
若將測試分成實驗室測試(Lab Test)、實地測試(Field Test)以及重播測試(Replay Test)
三類的話，我們可以歸納出這三類測試方法的一些特性，其中在設備投資與人力
投資的這兩部份的資料是以 NBL 本身為例來做說明，提供作為公司安排測試資
源時的參考，唯有真正地投入真實網路流量測試，才能降低 CFD 的發生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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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Flow Certification
利用真實網路流量測試環境、技術與應用所進行的相關測試，統稱為「RealFlow
Test」
，而「RealFlow Certification」則是對於在 RealFlow Test 過程中表現優異的產
品所頒予的認證，來鼓勵那些一直在 RealFlow Test 過程中努力不懈，最後將其穩
定性提升至符合認證標準的優質產品。NBL 目前提供 RealFlow Certification 服務
的產品類型包含 SOHO Router 及 Security Appliance 兩類，未來還會繼續擴充至其
它產品類型。
待測物(DUT)必須通過兩階段的測試方能取得 RealFlow Certification，第一階段要
透過連續四周以上(720 小時以上)的真實網路流量持續測試(Field Test 或是 Replay
Test，依產品類型而定)，若產品在測試過程中沒有任何不穩定的情形發生即可通
過此階段的測驗。RealFlow Certification 的測試流程，在一開始時會先有個 1~2
周的熱身期讓 DUT 適應測試的環境，在熱身期間廠商人員會教導 NBL 測試人員
有關 DUT 的使用，熱身期間廠商 access DUT 不受任何限制，若產品在熱身期間
還算順利的話，接下來便會正式開始認證測試，測試過程中廠商人員將不能
access DUT，完全由 NBL 測試人員來操控 DUT。
第二階段則要進行基本功能性與效能性測試。以 SOHO Router 為例，在第二階段
要測試的功能性項目包括 dhcp, dmz, port forward, mac/ip/url filter, nat traversal,
qos..等等與待測物上有相關的主要功能，要測試的效能性項目包括 throughput,
connection capacity, connection rate..等等。至於 Security Appliance 在第二階段的
重點測試項目還包括各類辨識功能的準確程度，例如辨識惡意流量、應用流量、
IM/P2P 流量…等等。

取得 RealFlow Certification 的產品，代表其在真實網路流量的環境中有很好的穩
定性，也就是說當該產品銷售到顧客端時可以更穩定地運作。
友訊科技與合勤科技產品於 2008 年間通過 RealFlow Test 的嚴苛考驗，經過為期
半年至一年不等的測試過程中不斷地改良、修正產品的問題，從所有當期同時進
行測試的四十多款網通產品中脫穎而出而獲得 RealFlow Certification。本次獲證
產品類型共有兩類：(1) 網路安全設備產品類：合勤科技 ZyWALL USG 2000，(2) 家
用閘道器類：友訊科技 DIR-615 與 DIR-300。
FAQ:
Q1. RealFlow Certification 的測試過程會開啟 DUT 的哪些功能 ?
A1. 多數網通產品的功能愈漸複雜，但問題通常都是在整合的時候容易有問題。
因此雖然在流量變複雜的時候容易有問題，但產品本身也很可能會有問題。所以
在做認證測試的時候，NBL 會將常用的功能都打開來測，在各種不同功能組合下
進行測試，DUT 有開啟哪些功能會公布在測試報告中。
Q2. RealFlow Test 穩定性測試的變因眾多(例如流量有高峰有低峰等)，NBL 如何保
持其客觀性?
A2. 因使用者無法受我們的控制且有其特定行為模式，所以流量大小或種類的因
素不會是測試過程中的「操縱變因」或「控制變因」
，而是測試過程的環境 Profile，
我們會將流量大小及種類記錄下來作為解析測試結果時的參考。RealFlow Test 著
重的是流量內容與行為的真實性，認證的「時間」為其中一個重要因素，一個產
品的測試通常都是一開始會有很多問題，逐漸修復各項問題之後產品會漸趨穩定，
才會發給認證。
Q3. 測試過程所使用的網路流量，NBL 如何以合法方式且不違反隱私的情況下提
供廠商進行測試使用?
A3. NBL 是採取召募的方式來號召同學加入 BetaSite，同學要不要加入 BetaSite 是
他們自由意志下的決定而非強制被迫加入，而在加入 BetaSite 的程序中會讓同學
充份了解到加入 BetaSite 的權利與義務，因此只要廠商與 NBL 的合作中可以遵守
我們對於同學隱私的保障規範(簽署 NDA 是必要的程序)、承擔必要之責任風險，
則廠商便可取得真實網路流量進行測試。
Q4. BL 如何改善使其更貼近企業級產品適用的流量?
A4. (1) 交大 Beta Site 的流量也只是一種類型，擴展網路流量的類型與範圍是未
來重點工作項目之一。
(2) 相較於企業流量，校園流量更具挑戰性，原因在於學生的網路使用行為遠比

員工的網路使用行為更具多樣性，同時企業對於員工網路的使用行為規範也比學
校來得更加限制。許多廠商都有把產品放上自己公司網路測試、把自己公司當作
BetaSite 的經驗，但都發現能找到的問題遠不及校園網路的環境。
Q5. 若要申請相關認證，其申請程序為何?
A5. NBL 今年初已正式公告提供相關測試認證服務，有興趣的廠商可直接與 NBL
連繫(03-5736727 #213; 陳小姐) 或上 NBL 網頁(www.nbl.org.tw)了解相關測試服
務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