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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隨著無線網路日益成熟，以及上網裝置的普
及化，使得單一獨立的無線網路環境，必須走向集
中管理控制和網路雲端應用的道路，這也是近年來
經常被學者提出的看法。而舊有無線網路環境仍然
以單一獨立架構和不同品牌無線設備為主，缺乏異
質性設備整合集中管理控制的功能，使得管理人員
無法即時得知無線網路環境運作的相關資訊；尤其
是在單一獨立的無線網路環境和不同品牌無線設
備下，要做到即時訊息掌控，有相當難度。本研究
之目的，利用架構方法，來規劃建置一無線網路系
統。以此方法，可有效降低建置無線網路系統架構
上所需時間、人力、設備成本，迅速掌握該系統完
成的進度。
關鍵詞：集中管理架構、企業架構塑模語言、無線
網路環境系統。
一、緒論
本 研 究 之 目 的 ， 利 用 架 構 方 法 (Architecture
Method) ， 來 規劃 建置 一 無 線 網路 系統 (Wireless
Network Systems)。以此方法，可有效降低建置無
線網路系統架構所需時間、人力、設備成本，迅速
掌握該系統完成的進度。然而現今無線網路環境，
由 於 在 建 構 和 管 理 過 程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Process)階段，僅只局限於單一獨立無
線網路環境系統中，同質環境和不同品牌無線設備
的管理，往往無法做到無線訊號含蓋範圍增加，也
無法即時監控及集中管理控制當前的無線設備狀
況。因此管理人員，可在於任何網路的環境下快速
監控維護無線網路系統，使無線訊號含蓋範圍迅速
增加和即時監控及管理，能達到集中管理控制系統
(Central Management Controller Systems)和即時維
護之目的。
在本研究中，將說明無線網路系統是以架
構方法(Architecture Method)為基礎，我們可以很快
地瞭解無線網路系統的不同配置管理架構，因此能
夠充分掌握無線網路環境系統之建置需求面，適時
做到問題解決(Problem Solving)的對應方案。
我們使用「企業架構塑模語言 ArchiMate」
，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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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ㄧ個讓使用者集中管理與快速掌控的無線網路
環境系統，並利用電腦及網路通信技術，提供隨時
隨地可集中管理控制的功能上。在現今國內的無線
網路環境系統中，尚未有人使用架構方法，去規劃
與建置管理無線網路環境系統。隨著無線網路日益
成熟，以及上網裝置的普及化，使得單一獨立的無
線網路環境，必須走向集中管理控制和網路雲端應
用的道路，也是近年來經常被學者提出的。而舊有
無線網路環境仍然以單一獨立架構和不同品牌無
線設備為主，缺乏異質性設備整合集中管理控制的
功能，使得管理人員無法即時得知無線網路環境運
作的相關資訊；尤其是在單一獨立的無線網路環境
和不同品牌無線設備下，要做到即時訊息掌控，有
相當難度。現今網路設備商與產品使用者，大都以
混搭方式，來建置無線網路環境，實在是既不易整
合又缺乏集中管理控制。近年來講求自動化與集中
管理化的潮流下，實在是背道而馳；因此方便且簡
單的管理系統，成為使用者需求中最為重要的議
題。因此，本研究希望經由此無線網路系統，設計
出簡單又快速建置操作介面，透過此介面，使用者
可以在任何網路的環境下，使用可上網設備，即時
監控與管理無線網路的相關資訊，並且利用得到的
資訊，做出最即時的操作控管。本研究之貢獻為：
以「企業架構塑模語言 ArchiMate」
，建構無線網路
環境系統，包括監控架構(Monitor Architecture)、
集 中 管 理 架 構 (Central Management Controller
Architecture) 、 無 限 擴 充 性 (Unlimited Scalability
Architecture)。本研究進而利用無線網路通信技
術，開發出雲端和異質無線網路設備集中管理控制
的無線網路環境系統，來整合集中管理。經由企業
架構對系統之策略規劃(Strategic Planning)，使得建
構目標明確；也大大提高專案的掌控度與系統的即
時性。
二、文獻探討與相關技術
(一) 無線網路系統(Wireless Network Systems)
無線網路一開始是用 Ad hoc Networking 方
式，來形成無線網路系統架構，此架構為一獨立基
本服務站(Independent Basic Service Set)，不必經由
Access Points(APs)。
APs 是構成無線網路的基礎元件，從本質上可

稱為無線集線器。[3] 。一個基礎結構的無線局域
網(Wireless LAN），通常會被稱為 Wi-Fi，它是由
幾個 APs 通過高速的有線網路與中央交換器相連
接，而交換器通常係經由有線方式，連接到企業內
部網或網際網路。但隨著網路環境多元化應用，此
架構已無法滿足，多年來，許多業者已經開發出其
它專有的解決方案。[2]
(二) 架構方法(Architecture Method)
架構方法可以結合企業實務，其基本概念為:
方法(Method) 、實務(Practice) 、核心要素(Essence
Kernel 、 語 言 要 素 (Essence Language) 等 。 [1]
ArchiMate 是一種整合多種架構的可視化業務分析
模 型 語 言 ， 屬 於 架 構 描 述 語 言 (Architecture
Description Language, ADL)的一種，它從業務、應
用和技術三個層次(Layer)，將物件、行為和主體三
個方面(Aspect)對產品、組織、流程、資訊、資料、
應用、技術領域(Domain)進行描述。ArchiMate 是
The Open Group 發佈的企業級標準，其圖形化描
述語言，正好可以作為 TOGAF 視圖的建模工
具。[7]
( 三 ) 集 中 管 理 控 制 系 統 (Central Management
Controller Systems)
每個 APs 連接到公司的有線的網路骨幹，延伸
移動使用者可以連接到網路的無線網路覆蓋區
域。然而，無線網路的 APs 眾多，它須要維持最
新的管理數據，將網絡中所有 APs 集中管理；因
此，對於無線網絡的理想管理策略，應該是集中式
和分散式的組合方法。[4]Meraki 最近開發了雲端
管理的無線局域網控制器來管理實際分散在企業
內的無線局域網。他們的做法，是將整個無線網路
架構將它整體雲端化為中央網路，來集中管理。[5]
系統管理員的工作以探討報告，去判斷問題的嚴重
性，並採取在他或他自己的裁量權做糾正措施。我
們假設一組系統管理員可透過 IP 位址廣播來解
決，這任意數量的網狀節點使得系統管理員可以存
取和連線。[6]使用集中管理來改善無線網路在建
置時，可有效降低建置無線網路系統上所需時間、
人力、設備成本，迅速掌握該系統完成的進度。
三、無線網路環境系統架構參考模式
要建制一個新系統架構中，要完整呈現此系
統整體架構實為困難，所以必須借由企業架構工具
ArchiMate 來實現。
本研究是以無線網路集中管理控制系統為基
礎架構，並以 ArchiMate 的視圖中來協助制定各種
無線網路在建構前和建構後之管理應用的參考模
型。此模型勢必非常適合未來在建構無線網路集中
管理控制系統的需求基準上。
本研究以 ArchiMate 的視圖來輔助說明，整個
主要利害關係人之間為何而關注且關注何事等。由
圖中得知設備製造商需負責維修網路設備，也需技
術支援網路系統管理者，而網路系統管理者只需管

理網路設備，如圖 1 所示。
(一) 主要利害關係人之關注
1. 設備製造商
當一個設備製造商要開發一產品時，必定先會
去調查相關產品價格，和功能且因價格的高低，必
定會影響其價格競爭性。然而也會以功能需求性，
做為產品開發方向。應而會產生另一種需求出來，
那就是產品技術支援，也就是要解決使用者，在使
用產品時所遇到的問題如安裝、應用、管理維護
等。如能掌握由前面所敘之要點，往往在市場上會
有一席之地，那就是所謂的市場佔有率。這就是設
備製造商所關注之處，如圖 2 所示。
2. 網路系統管理者
一般在建置無線網路環境系統，會先考量其
購置設備功能性，是否能有效符合需求。且因為在
建置無線時，必須注意到其無線訊號可含羞範圍，
這樣才能夠達到無死角的最佳化，所以訊號含蓋範
圍增加是需要關注的。然而因上敘所述其訊號含蓋
範圍增加，勢必相對要增加 APs，且如遇到較大無
線網路環境時，要去安裝和管理為數眾多 APs，實
在是有所難處。其雖以所以在建置時，勢必要考慮
到安裝簡單和集中管理這些功能需求。且要維護此
環境安穩使用時，必然會有一維修費用的需求產
生，以上就是網路系統管理者所關注之處，如圖 3
所示。
3. 經銷商
一開始推銷時，就應考慮到設備可擴充性，才
不置致於因功能局限，而無法擴充其功能。一般來
說要讓使用者，在穩定環境中使用，肯定不能發生
軟體不穩而導致當機問題，所以不容易當機也是一
種需求。況且還有要讓設備使用壽命延長，總不能
運作沒幾天，設備就因硬體不耐操而掛掉。如沒考
慮到上述所講需求勢必會發生客訴問題所以這些
都是環環相扣，這就是網路設備所關注利害關係所
在之處，如圖 4 所示。
(二) 無線網路環境系統架構
一個基礎結構的無線局域網(WLAN）
，通常會
被稱為 Wi-Fi。它是由幾個 APs 通過高速的有線網
路，來跟中央交換器相連接，而交換器通常經由有
線方式連接到企業內部網或網際網路。只要有無線
訊號存在的地方，使用者利用無線設備(Wireless
Client)連上 APs 後就可以使用網路資源，而且不受
限，一個簡易無線網路環境系統的建置架構如圖 5
所示。
(三) 無線網路集中管理控制架構
當管理者要即時掌握無線網路最新狀況時，只
要該處有可連上網路(如 ADSL、Optical Fiber、
XDSL 等)，經由 Internet 通過區域網路到達集中管
理控制系統，就可以去設定和管理為數眾多 APs。

就不需要到現場，且這是多符合效率。如能經由此
方式來執行，不管您建置多大的無線網路系統環
境，就可很迅速完成建置。再此本研究強調，集中
管理控制系統讓管理者，可以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
制下，也不再需要去現場進行故障診斷測試，就能
隨時掌握目前整個環境狀況，保持最佳化，如圖 6
所示。
(四) 集中管理控制系統
管理者最主要是透過集中管理控制系統，去對
目前環境上所有 APs 去做管理控制。然而集中管
理控制系統包含許多應用功能，如 RF 網路拓墣、
入侵偵測、帳號認證、流量監測和管理、追蹤 APs
存活、韌體更新等。也就是整合這些功能在系統上
來運作，便能夠對 APs 產生管理作用。並可以從
任何地方做遠端監控和管理這無線區域網路，使其
運作正常，如圖 7 所示。
四、結論
以架構方式來表達，再搭配 ArchiMate 的工
具，便可以快速又細膩呈現在建置一個系統時的整
體結構。Wi-Fi 架構是沒有統一規定，每個建置環
境(企業、學校、醫院)都是獨特的，這樣會造成管
理和維護困難，唯有整合集中控制才是最佳選擇。
集中管理控制系統是很有彈性，可以用模組方式來
擴充而不是死板板。節省建置成本和人力支出及系
統穩定運作，相容性佳。可以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
制下，也不再需要去現場進行故障診斷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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