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隨
著物聯網、大數據技術的興起，以及網路應

用的多元化，企業對網路頻寬及可控制管理

的需求越來越高，為解決傳統實體網路環境運作

架構所面臨之限制，大幅提升網路運作彈性、效

能與降低成本，軟體定義網路（Software Defined 

Networking, SDN）架構的概念被提出，並已成為下

一代網路技術發展之重心，眾多指標企業（例如：

Google、Facebook、微軟、VMware 等）都已積極

投入開發相關關鍵技術與應用。其核心概念是將

傳統實體網路環境下的交換器（Switch）或路由器

（Router）等網路設備之控制層（Control Plane）

與資料層（Data Plane）功能分離，控制層改以軟

體集中控管的方式，網路硬體設備僅單純負責封

包轉送等資料層的工作，大幅改善傳統實體網路

缺乏靈活性之缺點。

SDN 市場現況與發展趨勢

SDN 軟體定義網路，是一種新的網路架構概

念，旨在透過軟體應用程式操控設備，控制、更

改或管理網路資料流的行為。以往網路資料是由

設備本身控制，藉由其內部的軟體程式控制設備，

並且個別獨立運作。傳統網路架構支撐了現有網

路架構，但由於現今網路應用程式快速成長，種

類多、數據存取量龐大，為了滿足需求，增加了

許多資安與應用服務設備，造成傳統網路的衝擊。

難以調整與更動的網路架構或是過多設備造成的

縱深過長鏈路，成為網路管理頭痛的對象。而

SDN 打破傳統網路架構的限制，提供彈性的配置

機制解決方案，可自由依照需求客製化調整網路

架構，解決傳統架構問題，降低 IT 在處理繁雜網

路架構異動及排除網路障礙的除錯時間成本。其

亦可提供自動化部署方式，增加部署速度，依照

業務需求增減，按照既有政策自動更動服務。因

此，SDN 被視為未來網路發展重點。

SDN 基本介紹

SDN 廣泛定義的架構（圖 1）包含應用服務

層、控制層、及基礎架構層。各層的元件、功能

及介面說明如下：

網路設備（Network Devices）：指交換器、路由

器、虛擬交換器，或抽象的轉接面（Forwarding/

Data Plane）。所有的轉發規則，都儲存在網路設

備裡，使用者資料封包在這裡被處理、轉發。網

路設備透過南向介面（Southbound Interface）接收

控制器發過來的指令，同時也透過南向介面主動

上報事件給控制器。

南向介面（Southbound Interface）：是指控制

面跟資料轉發層之間的介面，傳統網路的南向介

面存在各個設備商的私有程式碼中，並未標準化；

在 SDN 架構中，希望南向介面是標準化的，例如

Openflow 標準介面。

控制器（Controller）：SDN 網路中的核心元

素，向上提供應用程式的程式設計介面，向下控

制硬體設備。通常運行在一臺獨立的伺服器上，

例如一臺 x86 的 Linux 伺服器或 Windows 伺服器。

北向介面（Northbound Interface）：傳統網路

裡面，北向介面是指交換器控制面與網管軟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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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N 解決方案提供集中控制及操作功能，能

幫助網路管理員及工程師快速且高效地提供新服

務，對服務提供商及大型企業來說，由於移動設

備、社交媒體、雲端計算的服務不斷成長，甚至

物聯網、大數據流量的成長，對網路頻寬及可操

作性提出越來越高的要求，適合採用 SDN 解决方

案達到快速部署應用程序及服務。種種優點，驅

使企業對於 SDN 解決方案需求大幅上升。

SDN 未來趨勢

傳統的網路架構無法滿足時下快速膨脹的大

量應用程式需求，SDN 技術提供解決方案，讓網

路能夠建立可調式架構，完善網路環境。2016 年

底，VMware 宣布購買 SDN（軟體定義網路）新創

公司 PlumGrid 的 IP 及技術資產，並接管了部分

員工，以加強自身 OpenStack 軟體 NSX 的定位。

接著一系列網路新創公司被收購後，如：Nicira

被 VMware 高 價 收 購、Contrail 被 Juniper 收 購、

Embrane 被 Cisco 收購等，SDN 市場逐漸被大公司

的產品所佔領，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產品是思科的

ACI 及 VMware 的 NSX，新創企業選擇擁抱行業巨

頭成趨勢。SDN 會變成當今網路企業巨擘的主力戰

場，不外乎就是皆寄望 SDN 能夠帶來整體網路的

一個變革，帶來跳脫傳統框架的架構及邏輯應用，

使得以往的網路架構變得更有彈性及多元化，讓網

路能貼近所有使用者的需求，也能夠自動化的部署

與拓展，讓網路不再只是單純一個基礎設備。

SDN 解決方案介紹

現有常見的 SDN 解決方案有包含 OpenFlow、

Cisco ACI 及 VMWare NSX 等三種方案。

1.OpenFlow 方案

OpenFlow 是 ONF（Open Networking Foundation）

制定的一個標準協定，這個協定實現 SDN 框架

中的一部分（南向介面），概述如下 :

(1) 它用來傳遞控制器給交換器的轉發平面訊  

息。

(2) 控制器經由 OpenFlow 可以任意改變控制器轉 

發流量的機制，不再是最短路徑轉發，而是  

間的介面，在 SDN 架構中，是指控制器與應用程

式之間的介面。

應 用 服 務（Service）： 以 軟 體 應 用 程 式

的方式，對網路進行控制及管理，例如：Load 

Balancing（ 負 載 平 衡 ）、Security（ 安 全 ）、

Monitoring（包括擁塞、延時等網路性能的管理及

檢測）、LLDP（拓撲偵測）等功能。

自動化（Automation）：自動化是對應用程

式的封裝及整合。通常與 Orchestration 一同出現，

如在一個系統管理框架裡面包含多個應用及服務，

透過控制器定期蒐集設備線路負載情況。

SDN 適用於變革網路架構，越是複雜、越需

要協調大量資源，自動化商業部署要求越高的網

路，對SDN的需求就越強烈；SDN適用於資料中心、

企業網路、電信網路、校園網路、無線網路及安

全領域。

SDN 發展現況

市場研究機構 IDC 在 2016 年 3 月發布的報告

中預測，全球 SDN 市場─包括實體網路基礎設施、

虛擬化／控制軟體、SDN 應用（包括網路及安全服

務）及專業服務，從 2014 年到 2020 年之間的年

複合增長率為 53.9%，到 2020 年市場規模將達到

125 億美元。另根據市場調查分析公司 Grand View 

Research 2017 年 4 月發布的報告，全球 SDN 市場

2024 年將達到 704.1 億美元。Research and Markets 

市調機構趨勢報告也顯示，SDN 領域關鍵參與者包

括 VMware、Cisco、HPE 等公司。全球 SDN 預計將

於 2023 年達到數百億美元以上市場規模。 

圖 1：SDN 廣泛架構說明

TAIFEX BIMONTHLY 19



流量工程的考量需求。

(3)控制器與OpenFlow轉發交換器間的溝通管道，

是建立在SSL的加密通道（Secure Channel）上，

藉此避免 Sniffer 行為，提升安全性。

(4)OpenFlow 是 由 ONF（Open Networking 

Foundation）組織所贊助。

2.Cisco ACI 方案

Cisco ACI 架構有三個基本構建單元：

(1)ACI 網 路 層：ACI 網 路 係 由 Leaf Switch 及

Spine Switch 建構而成的網路架構，負責訊務

流的傳送。

(2)APIC 控制層：提供應用基礎設施控制器，即

SDN 架構中的控制器，負責所有配置策略的

管理及信息匯集處理。

(3)ACI 應用層 : 即組成 ACI 的所有應用、管理及

虛擬網路設備的抽象概念。

在資料中心的業務服務需求下，除了實體網

路與服務的構連外，還有虛擬網路（vSwitch）

及網路功能虛擬化（NFV）的互聯需求。ACI

可以整合不同虛擬化平臺中的 vSwitch，包含

VMware、Windows Server 2012 R2， 或 透 過

OpenStack 管理的 OVS。除了實體與虛擬網路

的整合，APCI 還可與 L4-L7 設備間進行相互

協調、自動化控制及網路鏈路的連接；而設

備互聯間的網路策略也隨之向下延伸至這些

網路服務，這樣一來，網路服務管理員無需

對每臺設備進行單獨管理。

3.VMWare NSX

NSX 代表資料中心內部的「Network and Security 

Hypervisor」，也就是將資料中心內客戶所需要

的網路及安全功能，不再於指定的廠牌型號硬體

設備上執行，而能夠以軟體的方式將網路及安全

功能在 Hypervisor 內實現，並提供給客戶使用。 

NSX 最主要的功能項目：

(1) 以虛擬化技術，於企業現有實體網路上建立

業務需求的邏輯網路。邏輯網路可依需求動

態產出、不受限於實體網路部署架構，藉由

雲平臺呼叫達成自動化。 

(2) 透過直接於 vSphere Hypervisor 內提供標準 L4 

Stateful 防火牆與封包轉送技術，達成資料中

心內的微切分（Micro-Segmentation）隔離需

求。

(3) 以隨需建立的網路服務虛擬機器，提供網路

功能虛擬化（Virtual Network Function）方案，

此虛擬機器能夠作為路由器、南北向防火牆、

本地負載平衡器及 VPN Gateway 等不同功能

的網路服務設備使用。

企業區域網路導入 SDN 相關探討

企業區域網路（LAN）現況

辦公場所資安攻擊技術日新月異，除了由外

部惡意的攻擊手法以外，透過釣魚信件引入病毒，

再進行內部擴散的手法也很常見，如何導入 SDN

技術並結合既有的管控方式進行聯防，以達到縱

深防禦，並提升區域網路的安全性及管理性，已

成為實務業界探討的重點。企業網路管理經常面

臨的問題舉例如下：

．當不明的終端設備連接內部網路，無法立即封

鎖與通知。

．當員工擅自修改 IP 造成衝突，無法立即查出原

因。

．當員工攜帶未經許可的終端設備，無法掌控及

封鎖。

．當 ARP 欺騙攻擊內部網路時，無法掌控及封鎖。

．一部終端設備感染病毒時，會影響其他終端設

備。

．下班後公司網路的使用情形，無法掌握。

．訪客/委外員工網路，沒有隔離，公司資料外洩。

．須要維護多臺防火牆，設備眾多，無統一管理

的介面。

SDN 導入案例 

以使用者 +IP+MAC 作為因子，強化既有管控

機制，綁定使用者及終端設備，搭配 SDN 交換器

僅允許已註冊的終端設備存取企業內部網路，並

將終端設備屬性分為多種（圖 2），不同屬性的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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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障礙偵測資訊，主動偵測傳送路徑與設備（圖

4），以便管理人員集中分析障礙狀態，網管人

員只須輸入來源端位址及目的地端位址，即可查

詢封包路徑，快速確認網路障礙斷點。 企業可藉

由導入 SDN 交換器取代原有傳統網路設備，並搭配

SDN 控制器軟體，使網路集中控管，自動化進行網

路設備管理與設定，提供網路東西向隔離、上網實

名制安全管理、安全及障礙查測等各項功能。

端設備網路預設不互通，同時避免設備遭受感染

時，影響內部網路。

利用 SDN 提升整體區域網路的可視性，提

供多層級的網路流量監控（包含實體介面、Port 

VLAN 與 IP 位址），可取得使用者即時及歷史網

路流量監控資料，提高網路維運效率及頻寬使用

綜效。以圖形化流量 Top-N 分析機制為例（圖 3），

可顯示特定訊務的使用量排名，及查詢特定 IP 位

址的歷史訊務，檢視此 IP 位址的流量使用狀態，

亦可運用於 IoT 設備查測。

區域網路導入 SDN，具有集中管理及集中設

定的優點。透過 SDN 控制器，同時管理使用者終

端設備及網路設備，自動更新網路設備拓樸圖，

顯示交換器連接的資訊及健康狀態，提升管理的

效率。並可整合資產管理系統，人員離退異動可

自動同步網路設定。

提高障礙查測效率，SDN 架構提供點對點路

圖 3：圖形化流量 Top-N 分析機制

圖 4：障礙查測機制

圖 2：連網管理功能

結語
SDN 帶來諸多的效益，是未來不可避免的發

展方向，尋求 SDN 基礎的網路方案之前，企業可

根據自己的業務需求，決定採用的方案。推動優

先順序上，建議由內部網路（LAN）開始，透過

SDN 技術加強內部管理與安控，其次可考慮 SDN

應用於廣域網路，帶來的服務品質提升及多據點

管理效益，最後推動企業資料中心網路架構的變

革，配合企業私有雲的規劃方向，讓網路資源實

現自動部署與彈性調度。

以及使用位置 (W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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