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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P 產品技術走向與測試需求
林毓達
工研院交大網路測試中心
VoIP 的柳暗花明
看著媒體上琳瑯滿目的電信業者廣告-以秒計費、每秒 0.0x 元、網內互打免
費等口號，其實正反應著通訊消費市場之有利可圖。下面圖 1 是交通部電信總局
的統計資料，表 1 是速博於 2003 年的營收統計，比較之下可以發現業者在電話
的營收仍然遠高於網路服務的營收，進而吸引二類電信業者風起雲湧地搶食這塊
大餅；不過二類電信業者的資本小、也缺乏骨幹線路的建置，要如何競逐市場？
筆者認為秘密武器之一就是網路電話(VoIP)的應用服務。

圖 1. 電信業者營收比例分配(資料來源:交通部電信總局)
表 1. 2003 年速博營收統計(資料來源:速博股東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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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 VoIP 的應用問世，不過限於頻寬少、設備成本高，初期的市場都是
針對跨國企業為主。隨著寬頻建設普及與電信業者拓展市場，意味著 VoIP 使用
群已經從企業用戶擴散到家庭消費市場，也反映出經濟規模與商機在成長中，進
而吸引許多網路通訊廠商投入產品的開發與製造。下表是筆者針對國內 VoIP 產
業之上中下游廠商所整理的一份清單，其中 CPE 設備廠商分成兩群，上半部是
一般網通廠商跨足 VoIP 領域，而下半部則是耕耘 VoIP 多年且只作 VoIP 產品的
廠商。
表 2. 台灣 VoIP 產業版圖比較
設備

廠商

CPE
(用戶端)

神腦國際(Senao), 友訊(D-Link), 明泰(Alpha), 合勤(ZyXEL), 居
易 (DrayTek), 中 磊 電 子 (sercomm), 聯 光 通 信 (UFOC), 康 全
(Comtrend), 英保達(Importek), 國碁(Ambit), 東訊(tecom), 亞旭
(Askey), 智邦 (Accton/SMC), 環隆電氣(usi),華碩(ASUS), 智易
(arcadyan), 建漢(Cybertan), 智捷(Z-Com)
畢迅(BCM), 偉僑(Welltech), 國庭(Accel), 世紀通(ACT), 創介
(innomedia), 昱源(Vodtel), 先博(antek), 興翰(VoDA)

CO
(局端)
IC Chipsets
(晶片廠商)

WalkerSun(花果山)
世紀民生(MYSON), 創傑(ISSC), 義隆(EMC)

不難想像這個市場(尤其 CPE 設備)的競爭是相當激烈的。VoIP 如果只是單
純節費功能，卻忽略與傳統電信整合互通而限制使用族群，或是無法克服 NAT
單向通話的麻煩，也無法抵擋網路攻擊的話，那就失去基本的使用誘因了。進階
面來看，wireless VoIP 結合 GSM 或 3G 的雙網手機，以及多功能合一的 Gateway
產品可以減少採購多個設備的花費與放置空間，最具有加值效果。所以筆者特別
針對這樣的大眾化趨勢提出幾個對於產品新技術的觀察預測，希望可以作為廠商
研發上的參考與讀者採購上的比較依據。
ENUM 環境互通測試
ENUM 是一種 VoIP 門號發放的應用服務，藉由 E164.arpa(ENUM 的 domain
name server)來執行網域名稱與電話號碼的轉換，運作原理和 DNS 相同。國內目
前有 IPOX 聯盟在推網路電話註冊門號暨法規環境，並結合 TWNIC 與工研院電
通所建置了一個實驗性質的門號平台(http://www.ipox.org.tw)。可以預期 ENUM
的應用與伺服器將會與 DNS 一樣普及，甚至兩者合一；所以 ENUM root server
的建制與管理將是影響日常 VoIP 應用是否順暢的關鍵。不過重點是它所要達到
的互通測試效果，包含不同 ISP/ ITSP 之間、用戶端設備彼此互打以驗證 ENUM
解析的正確性，以及門號碼數設計是否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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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 Traversal
由於大多數的家庭用戶是由 ISP 業者分配 private IP 再透過 ADSL 上網。如
果對方是 public IP 的話，則回傳時會發生無法找到 private IP 的麻煩。為了解決
這種單向通話的問題而有國際組織提出 STUN 的解決方案。網路上也有免費的
軟體可用，安裝在個人電腦即成為 STUN server 作測試驗證。使用上用戶端必須
有指定 STUN server 的設定欄位，而且 STUN 位址必須是 public，如下圖 2。不
過像這樣要使用 VoIP 卻還得設定其它 server 以確保順暢是不方便的作法，筆者
認為 IP 分享器或是 SIP Proxy、Gatekeeper 若能加上 STUN server 功能將是不錯
的附加價值。
2. STUN server收到來自IP
140.113.87.200且port 1234的封包

Client要在port
1. send query to
5060接收封包
STUN server
NAT

3. STUN server送response給
client並告訴它public IP=
STUN server
140.113.87.200, port 1234 IP=140.113.87.1

Client
IP/Port=10.1.1.10/5060

WNA IP=140.113.87.200
Port=1234

圖 2. NAT traversal via STUN
VoIP Security
筆者認為網路安全首當其衝的問題就是 DoS(Denial of Service)攻擊，至於病
毒感染、竊聽等需要較高的技術和特殊存取方式才能辦到，所以目前的威脅等級
尚低；以 SIP 與 H323 產品為例，讀者可利用 UDP flooding 模式不斷送給待測物
的指定 port(5060 或 1719)就可以干擾用戶端設備的運作，使其無法接聽或撥出，
嚴重的情況還會產品當機。這顯示說 VoIP 產品的設計普遍缺乏防火牆的概念，
如果能加上封包過濾的機制將有助於提升產品的穩定度。
VoWLAN
隨著 WLAN 熱潮興起、hot-spot 建置密度建増，業界已經有 Wi-Fi Phone，
以及整合手機 GSM 2.5/3G 系統的雙網手機，讓使用者在固定地點就可以用
WLAN 通話節費，否則切換成一般手機服務模式。這種應用所面臨的技術困難
則是電源消耗過高與漫遊存取控制不易。不過筆者認為因為技術門檻較高、而且
手機普及率已經超過 100%，若能結合 VoIP 提供差異化功能才是廠商值得發展的
方向。而測試上應該要有隔離箱放置待測物且能阻絕外來 RF 的干擾，並把無線
轉成有線，模擬 fading、roaming 現象，以便量測 SNR(訊噪比)、訊號靈敏度、
無線傳輸下的 voice quality。
IAD Gate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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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P 於家庭市場的產品主要有 Residential Gateway 與 IP Phone 兩類，筆者
個人比較看好 RG 這種 box 產品，它的優勢在於多功能合一，硬體方面 WAN 端
是 ADSL 介面，即可當 ADSL modem；同時有多個 LAN port 作為 Switch/Hub 功
能，讓家中多台電腦上網或串聯；或加上 WLAN Access Point 而成為無線橋接
器，免除拉線的困擾；以及 USB Port for Printer Server，讓使用者裝設網路印表
機，不需要依附專用的電腦來提供列印分享。換言之，晶片廠商將不能只提供
VoIP 的 solution，而要把消費者的需求整合成 total solution 以爭取更高利潤；而
系統廠商則得發揮 SI 系統整合功力，除了讓功能可用，還得測試產品的穩定性
以及效能；例如同時傳輸 data + voice 的效能會比單純使用 voice 時來得差，但是
差多少？怎樣的數值才可以被接受？傳統電信的發展超過一百年，可靠度高達
99.999%，相對於 VoIP 產品則可以進行 bulk call testing，模擬大量、長時間的撥
號、接聽測試以量測 MTTF(Mean Time To Failure)。
在規模經濟的驅使下，市場趨勢必定要迎合 SOHO 族群與家庭用戶，而產
品 的 差 異 化 是 吸 引 消 費 者 的 關 鍵 。 許 多 網 通 大 廠 因 為 長 期 經 營 Security
Gateway、SOHO Router 產品而把技術優勢帶入 VoIP，所以筆者相信 All-in-One
Box 會是未來的殺手級產品，而 VoIP 將會成為附加的功能之一。
總結：競爭力的關鍵
任何一家公司若是在軟、硬體無法自行研發生產，想在市場出頭的機會就很
渺茫；有些公司用權利金"購買"部份技術，或是代理行銷國外產品，遇到客戶各
式各樣客制化需求服務，如果 SI 整合能力不足，可能努力一場，產品最後還是
被下架處理。因為工程師平常接觸的 H323、SIP、MGCP 等都只是通訊的協定
標準，當面對使用者則是毫無標準可言。廠商應該有提供各種功能需求、變更規
格與測試驗證的"彈性"，才能在眾多競爭對手中脫穎而出。
NBL VoIP 領域測試服務
目前網路測試中心(NBL, Network Benchmarking Lab.)在 VoIP 領域方面的測
試服務有功能(Functionality)、效能(Performance)、符合性(Conformance)、互通性
(Interoperability)與評比(Benchmarking)五大類，總共約 200 個測試項目。成立不
到一年時間內已經服務多家包含晶片與系統廠商的產品測試；在功能測試有獨家
的攻擊測試，效能測試方面有語音品質和話務能力外，我們也能針對多合一產品
而提供 Throughput, Latency, Packet loss, Anti-DoS, VPN Tunneling 等項目；符合性
也有自行開發的 test cases 來驗證 SIP 產品；互通性則與固網業者合作，將提供
與固網局端、ITSP 服務業者的實際互通測試。綜觀台灣現有的 VoIP 測試單位，
NBL 是測試項目最完備的領先者，追求完美的理念從未改變，歡迎業界廠商參
觀指教或資訊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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