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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SNMP與網路管理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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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TER與GATEWAY是用來串接不同網段的節點，其目的就是要快速地將封包遞送到正確的網段，節
省透過全域廣播 (BROADCASTING) 來詢問所有 SERVERS 是否為接收者 (RECEIVER) 的時間。而
SERVER，簡單的說，就是企業用來提供顧客電子化服務的電腦，像全國科技資訊網路 (STICNET,
http://sticnet.stpi.org.tw/sticweb/html/index.htm) 這項電子化服務背後就會設置一台相應的
SERVER (簡稱SSE)。因此，網友們在使用「全國科技資訊網路」的時候，只會感覺到它所提供的服
務，但其實，從網友們在自己電腦 (簡稱UPC) 的瀏覽器上打入STICNET http的位置之後，由UPC送
出去的資料就會透過GATEWAY與ROUTER傳到SSE上，SSE就會針對它所收到的需求，回應適當的訊
息或資料。
隨著網路使用日趨普及，有愈來愈多的人或企業開始習慣用它來作資訊交流、為顧客提供更便捷的服
務，用來串接網路不同節點間的ROUTER、GATEWAY、SERVER或是其他網路設備也會隨之增加。一
旦這些設備發生問題，系統或網路管理人員就必須花費相當多的時間去找出發生問題的機器，然後再進
一步排除障礙。因此，建立一套有效的管理方法降低這些不必要的苦差事乃時勢所趨 (吳顯東，
1998)，SNMP就是目前最常被使用的管理協定，本篇文章的目的即在淺析SNMP與網路管理間的關
係，供系統與網路管理人員參酌。
SNMP的基本觀
SNMP是簡易網路管理通信協定 (Simple Network Management Protocol) 的簡稱，系統或網路管
理人員可以透過它來讀取或監控網路設備的運作情形，例如用它來關掉ROUTER上的某個
INTERFACE、監控網路流量是否正常，或是伺服器上CPU、RAM或HDD被使用的情形。目前SNMP的
版本有SNMPv1 (RFC 1157)、SNMPv2 (RFC 34163418)與SNMPv3 (RFC 34103418/2576) 三
種，每一個版本都有不同的加強重點，不過，市場上還是以SNMPv1的產品為主。
基本上，在SNMP的世界裡有兩種角色：MANAGER與AGENT。所以，除了那些我們準備要監管的網路
設備之外，還必須找出一台SERVER (又稱為Network Management Station, NMS) 安裝負責管理
工作的軟體  輪詢AGENTS的狀況與接收由AGENTS發出的TRAPS。AGENT的部份，通常OS廠商都
會事先在系統裡內建SNMP AGENT SERVICE，好降低系統或網路管理人員的工作負擔。不過，它並不
是一個預設啟動的服務，所以系統或網路管理人員可以視情況增掛SNMP SERVICE的選項，NMS就可
以透過與AGENT間事先講定的協定 (UDP) 與埠 (161/162) 作資訊交流。另外，AGENT自己如果發現
系統或網路發生問題的話，也可以非同步發出TRAPS知會NMS，NMS就會依照TRAPS的內容進行後續
的調校動作。

圖1 SNMP SERVER與AGENT間的關係
在上面的運作架構下，NMS與AGENT間溝通用的 “語言” 都定義在管理訊息資料庫 (Management
Information Base II, MIBII) 裡，所以，我們可以視它為SNMP的物件資料庫。所以，NMS可以存取
的任何一種狀態或統計資訊都定義在MIBII中。另外還有SMI (Structure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是用來定義MIBII內存物件間的關係結構與NMS用來評斷Acknowledgements是否正常
的水準值。不過，許多網路設備商為了能完整判讀出新產品 (如新型ROUTER) 本身的運作的效能，自
己也可以發展專屬的MIB供NMS使用。
SNMP與網路管理
執行系統或網路管理時，基本上，管理人員必須先針對每一種系統或網路設備設定不同等級的管理行動
(inactive/reactive/interactive/proactive)。然後，就可以按照ISO對網路管理功能的分類，分項管
理系統或網路的狀況 (佚名, 2004) 包含故障管理 (FAULT)、配置管理 (CONFIGURATION)、帳戶管
理 (ACCOUNTING)、效能管理 (PERFORMANCE) 與安全管理 (SECURITY) 五項：
1. 故障管理目的在偵測、紀錄與通知AGENT在系統或網路上出現的問題，如果按通報的時間點來看，
又可進一步區分為REACTIVE或PROACTIVE兩類，簡單講，REACTIVE就是當故障或問題發生後才做
反應、PROACTIVE則是為各種可能的情形設立門檻值，如硬碟使用量超過90%或某台網路設備回報說
收到的封包有超過5%是損壞的，那NMS就必須主動發出ALERT給系統或網路管理者；
2. 組態管理主要與ROUTER、BRIDGE、SWITCH和主機的實與邏輯連接有關，目的在監控系統和網
路的組態資訊，讓各種版本的硬體和軟體都能被正常地追蹤和管理；
3. 帳戶管理用於決定網路運作和管理的成本，並且監看系統與網路資源的使用率，目的在確保各項資源
是否有公平地提供給所有使用者；
4. 效能管理通常牽涉該使用何種資料來提供效能評估標準的問題，通常這取決於系統與網路的種類，目
的在量測和回報系統或網路效能的各種情況；
5. 安全管理目的則有兩個：對某特定AGENT進行控制，包括避免未經授權的個人存取、使用和變更網
路的相關措施，其中包括實體的安全管理與邏輯的安全管理問題，如網路隔離政策或設立系統密碼。
那SNMP是否能夠使用來達成前述的五個網路管理的重點呢?!如表一所列。基本上，以SNMPv1來看，
可以滿足故障管理、效能管理與配置管理的目的；SNMPv2與SNMPv3則可以再加上安全管理的功能。
但是，截至目前為止，SNMP還沒有辦法發揮帳戶管理的功能：
表1 SNMP與網路管理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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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NMP與故障管理：MANAGER可以透過GET指令向AGENT查詢MIB的資訊、AGENT也可以主動發
出TRAP知會MANAGER自己發生的問題。一般來說，MANAGER都會定期去輪詢每一個AGENT MIB的
資訊，不過，”定期” 需要設多久就沒有一定的標準；
2. SNMP與組態管理：MANAGER也可以透過SET調整遠端設備的內部參數甚至是RESET它 (如
ifAdminStatus)。因此，這部份的功能存在許多安全性上的質疑，所以許多設備對SNMP在這功能上的
發揮多有限制；
3. SNMP與效能管理：MIB II裡面有許多物件都會記錄網路封包進出的情況 (如
ifInOctets/ifOutOctets)，MANAGER可以向AGENT查詢這些物件記錄的資訊，透過固定的計算方法
就可以算出網路效能值；
4. SNMP與安全管理：基本上，SNMPv2就是為了解決SNMPv1欠缺安全性考量的問題而設計的版本，
不過設計的安全機制卻相當複雜，因此接受度並不高。所以，又再進一步發展SNMPv3重新設計安全機
制。
如果系統或網路管理人員想要佈署SNMP環境，目前市面上有許多軟體都可以用，從自己寫程式到購買
昂貴完整的系統平台都可以。基本上，有四種軟體是用來支援SNMP管理環境的，包括AGENT、NMS
(MANAGER)、設備本身獨有的MIB與趨勢分析軟體 (Mauro與Schmidt，2007)，如表2所述：
1. AGENT：每一個符合SNMP通信協定之可被管理的網路設備都會有一個SNMP AGENT，主要是負責
接收來自網管軟體的命令 (林軒立，2003)，並回報該設備現有之狀況。當設備本身出現異常時，
AGENT也會發出TRAP告知MSN。目前幾乎所有網路設備與伺服器都會內含SNMP SERVICE
(AGENT)，像HP Extensible SNMP Agent、Microsoft、Sun Microsystems…等等，都會在作業系
統中內含SNMP SERVICE；
2. NMS：NMS其實就是扮演MANAGER的角色，透過它，系統與網路管理人員才能夠遠端管理
AGENTS，例如SERVER、ROUTER、SWITCH或是PC，只要它具有SNMP SERVICE都可以被NMS所
管。目前有許多可以運用的NMS，如HP Big Brother、SolarWinds或Nagios…等等。不過，旗艦版
的NMS比較適合用在較大型、較複雜的網路環境中，安裝成本當然也就愈高、愈困難；
3. 設備本身獨有的MIB：MIB是架構在網路中監控與被監控的設備上，可用來儲存各式各樣的SNMP物
件，以進一步管理網路上的各項設備，因不同種類或使用不同通訊協定之網路設備 (林軒立，2003)，
均有其獨特的網路管理模式，所以，不同廠商出產的設備可能會有一些專屬的MIB供NMS讀取、判讀，
像Sun Management Center、CiscoWorks 2000或3Com Total Control…等等都有其設備本身獨
有的MIB；
4. 趨勢分析軟體：在SNMP環境中，NMS可以藉著將AGENT回傳的ACKNOWLEDGES歷史紀錄儲存起
來，透過RMON (RFC1575/2021) 中提供的BASELINE STATISTICS進行系統或網路效能趨勢分析。
目前可用的趨勢分析軟體包含MRTG、CONCORD HEALTH或TRINAGY等。
另外，除了上述這些套裝型的軟體之外，功力較高的系統或網路管理人員也可以自己撰寫SNMP應用程
式，像NetSNMP C Library、SNMP framework for Perl或SNMP++…等等，都可提供給系統或網
路管理人員創造屬於自己的SNMP工具箱。
表2 佈置SNMP環境可用工具集

AGENT

NMS

軟體

參考網址

HP Extensible
SNMP Agent
Microsoft
Sun
Microsystems
Big Brother
SolarWinds

http://h20229.www2.hp.com/products/snmp/index.html
http://www.microsoft.com/technet/network/deploy/confeat/snmp.mspx
http://tw.sun.com/press/report/20060829/index.html

http://bb4.com/
http://www.solarwind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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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gios
Sun
Management
Center
CiscoWorks
2000
3Com Total
Control
MRTG
CONCORD
eHEALTH
TRINAGY
NetSNMP C
Library
SNMP
framework
for Perl
SNMP++ ()

http://nagios.org/
http://www.sun.com/software/products/sunmanagementcenter/
http://www.netcraftsmen.net/welcher/papers/cw2000.html
http://www.itworld.com/Net/3050/

http://mrtg.hdl.com/mrtg.html
http://forums1.itrc.hp.com/service/forums/questionanswer.do?
threadId=
457034&admit=682735245+1179717411714+28353475
http://www.trinagy.com/
http://net snmp.sourceforge.net/
http://www.switch.ch/misc/ leinen/snmp/perl/
http://www.agentpp.com/

結論
對SNMP與網路管理間關係有些瞭解之後，我們可以知道SNMP的好處是，就算系統或網路管理人員不
在現場，仍能夠透過它持續監控伺服器與網路的運作效能，大大減輕了系統與網路管理人員的工作負
荷。系統與網路管理人員可以進一步參考SNMP Link (http://www.simpleweb.org)、The simple
Times (http://SNMPLink.org)與SNMP Research (http://www.snmp.com) 上發表的相關資訊
或技術文件，補充所需的MIB資訊加強系統與網路管理的功力，另外，也可以加入一些專門在討論
SNMP的新聞群組，如comp.dcom.netmanagement或是complprotocols.snmp分享自己的經驗與
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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