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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簡介 

前言 

網路的通暢影響資訊交換的速度，也是企業整體競爭力的重要指標，針對企業用

戶大都使用多廠牌網路設備的管理需求，NETCenter 設計做為中央控管的整合平

台與管理介面，提供：錯誤 (Fault)、組態 (Configuration)、統計 

(Accounting)、效能 (Performance )、安全 (Security) 等管理功能，即時掌握

網路連線及網路設備的運作狀況，毋需中斷網路即可快速完成檢測並更正網路問

題，NETCenter 絕對是您網路管理的最佳幫手。 

 

【註冊商標】 

Java™的商標與標誌以及其他出現在本產品的商標與標誌，均為 Sun 

Microsystems, Inc.在美國及其他國家的商標或註冊商標。 

Microsoft®與 Windows®是 Microsoft Corporation 在美國及其他國家的註冊

商標。 

Apache™與 Tomcat™為 The Apache Software Foundation 的商標。 

所有出現在本產品或本文件的其他品牌/產品名稱及其各自標誌/圖案、商標或註

冊商標都分屬其各所有者所擁有，特此聲明。 

產品特色 

 毋需安裝前端程式 (Client 程式)，透過 WEB 瀏覽器 (Browser) 即可進行遠

端管理。 

 只要網路設備支援遠端簽入 (Telnet) 和 SNMP 標準通訊協定 (MIB II)，毋

需客製或外掛程式 (Addons) 即可自動搜尋 (Auto-Discover) 網路拓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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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ology) 結構並繪製“網路實體連線圖”。 

 支援 SNMP v2C/v3、Telnet、FTP、SMTP、ICMP 等通訊協定，主要設備

廠商如：Cisco、Redback、Juniper、Alcatel，支援 CLI (Command Line 

Intrface) 模式的網路設備均可管理。 

 提供專業客製開發服務，滿足企業客戶特殊網管需求。 

環境需求 

軟體規格 

作業系統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16 R2 Standard (64 bits)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19 R2 Standard (64 bits) 

瀏覽器 

Google Chrome(建議) 

Mozilla Firefox 

Safari  

其他 

Windows® SNMP Service  輪詢所使用之通訊協定 

SMTP Service  供報表郵件寄送所使用 

Apache Tomcat 9.0.30 or above  NETCenter WEB 所使用 

MariaDB 10.3.15 or above  NETCenter 資料儲存所使用 

Node.js  

Redhat JAVA OpenJDK 1.8 or above 

供即時查詢及產生報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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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P Server 

SFTP Server 

7zip 

供報表壓縮、存放所使用 

硬體規格 

處理器 Intel Xeon E5-2620 v3 Processor above 

記憶體 16GB or above，建議32G以上  

磁碟空間 500GB or above 

功能規格 

NETCenter Client 端可以 Web 介面與網管主機連繫，提供查詢「歷史」資料 

(例如：效能管理)與提供查詢「即時」資料。 

監控總覽 

 提供數位儀表板供監控狀態與網路設備事件。 

 提供快顯與多層式檢閱模式(drill down)。 

系統管理 

 提供狀態監控 (Status Monitor) 與網路設備告警聆聽 (Trap Listener) 等主

動與被動兩種管理方式，透過 SNMP 的輪詢 (Polling) 機制，自動監視並採

集網路狀態資訊。 

 系統執行於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16/2019 R2 Standard(64 

bits)作業環境，使用內嵌式 (Embedded) 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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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不同層次的管理權限，管理者具備資料新增、查詢、刪除、修改等完整

權限，一般使用者只具備唯讀 (Ready Only) 權限。 

資產管理 

 可維護資產清單、設備清單、廠牌設定維護等。 

 可依據使用者或群組權限進行網管平台功能存取，系統提供：管理員 

(Administrator) 及訪客 (Guest) 2 個內建群組。 

 提供管理者自行標註網路設備所需之資訊，並可依需求群組化設備。 

 提供管理者監控無線網路設備所需之資訊，並可依需求群組化無線設備。 

組態管理 

 提供 GUI 管理畫面自動定時排程備份網路設備組態，與設備組態查詢功能。 

 提供 GUI 管理畫面針對網路設備作業系統(IOS)執行備份。 

 提供網路設備前、後期設定組態比較功能，比較之對象可跨設備。 

 提供指令腳本派送功能、設備韌體下載、上傳及比對等。 

告警管理 

 即時顯示路由器、交換器等網路設備的網路架構與路徑圖並用不同顏色顯示

設備狀況。 

 路由器、交換器等網路設備連線、效能出現異常時，立即以不同顏色顯示不

同等的級故障狀況，並產生告警訊息。 

 提供：告警視窗、警報聲響、E-mail、LINE 發送等告警方式。 

 能針對重要網路節點進行網路連線偵測及監控網路連線的品質及 Trace，包

括 Round Trip Time 與 Packet Loss Rate 等品質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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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節點事件查詢功能：使用者依不同條件(設備名稱、IP 設備位址、時間範

圍、事件程度、事件種類、事件來源等條件)去搜尋歷史資料，方便觀察趨勢

與診斷問題。 

效能管理 

 可依網路介面 Loading、Error Rate、Packet In/Out Traffic、Packet In/Out 

Discard 等效能進行效能監控。 

 提供以圖形與表格方式自動統計監控路由器、交換器等相關網路設備的欲監

控物件，例如：網路介面狀況及網路介面封包流量等。 

 產生效能與故障分析報表，並可依設定時段列印即時報表及圖形。 

 可依時或日之方式產製效能趨勢圖形。 

 可查看過去任何一個時間點之最近 24 小時或即時效能趨勢圖形。 

拓樸管理 

 自動偵測及辨識所管理網路環境內的網路設備。 

 可依據 Auto-Discover 到的網路設備資訊，自動繪製網路實體拓樸圖。 

 網路實體拓樸圖可呈現網路設備 CPU、Memory 即時效能，並顯示網路連線 

(對接埠) 即時流量資訊。 

 網路實體拓樸圖提供更換背景圖與拓樸圖上節點搜尋功能。 

 網路實體拓樸圖中以顏色呈現設備圖示的即時狀況，並且以顏色區分告警事

件嚴重程度；嚴重程度可區分多種等級。 

 網路實體拓樸圖提供整合告警事件顯示及產生圖型化流量監控功能。 

報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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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節點、組態記錄、告警記錄、效能記錄等報表。 

 報表資料可以 csv 格式或 excel 格式滙出 (Export)。  

虛擬化 

 提供虛擬主機管理與維護。 

 可自定義儀表板監控虛擬主機、虛擬機。  

 使用導引 

本章節說明 NETCenter 操作注意事項，建議使用 NETCenter 前先閱覽本章節內

容，以瞭解介面配置與物件功能。 

基本操作 

系統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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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說明】 

提供使用者登入系統。 

【操作步驟】 

1. 以滑鼠左鍵雙擊點選 NETCenter 的桌面捷徑，啟動系統，或以下列兩種方式

登入： 

 自 NETCenter 伺服主機 http://localhost:8888/nm/登入 

 自客戶端連結到 http://<NETCentert_IP>:8888/nm/登入 

2. 輸入『使用者帳號』及『使用者密碼』，按『登入』鍵即可。 

【備註說明】 

1. 預設管理員帳號/密碼為﹔Admin/admin；預設之管理員帳號無法移除。 

http://localhost: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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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者帳號』及『使用者密碼』欄位內容英文字母大小寫有別。登入後進

入『監控總覽』頁面。 

3. 試用版使用與授權檔更新方式請參閱『安裝手冊』。 

AD 登入 

 

【功能說明】 

提供 AD 使用者登入系統。 

【操作步驟】 

1. 以滑鼠左鍵雙擊點選 NETCenter 的桌面捷徑，啟動系統，或以下列兩種方式

登入： 

 自 NETCenter 伺服主機 http://localhost:8888/nm/登入 

http://localhost: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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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客戶端連結到 http://<NETCentert_IP>:8888/nm/登入 

2. 輸入 AD 帳號之『使用者帳號』及『使用者密碼』，並勾選使用 AD 帳號登

入。 

3. 按『登入』鍵即可以 AD 帳號登入 NETCenter。 

【備註說明】 

1. AD 使用者設定，請參閱本手冊“第四章-系統管理”之『使用者維護』小

節。 

 

帳號資訊 

 

【功能說明】 

提供網管使用者維護帳號資料。 

【操作步驟】 

1. 登入『NETCenter』。 

2. 點選『監控總覽』畫面右上角『登入使用者』。 

3. 點選『帳號資訊』。 

4. 輸入：電子郵件、電話一、電話二、手機號碼、住址，等資料，按『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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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或按『關閉』取消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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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密碼 

 

【功能說明】 

提供使用者自行變更密碼。 

【操作步驟】 

1. 登入『NETCenter』。 

2. 點選“監控總覽”畫面右上角“登入使用者”，點選『變更密碼』。 

3. 輸入使用者的新密碼、舊密碼，按『更新』鍵，或點選『關閉』取消作業。 

4. 畫面顯示密碼變更成功訊息，按『確認』鍵關閉。 

系統登出 

【功能說明】 

供使用者登出 NETCenter。 

【操作步驟】 

1. 登入『NETCenter』。 

2. 點選首頁右上角之“登出”，登出 NETCenter。 

進入 NETCenter 首頁 

【功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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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使用者進入 NETCenter 首頁。 

【操作步驟】 

1. 點選“監控總覽”畫面右上角“NETCenter 首頁”。 

 

上圖以版本 4.5.7857 為例 

功能選項 

登入後，點選『NETCenter 首頁』可看到『系統管理』、『資產管理』、『組態管

理』、『告警管理』、『效能管理』、『拓樸』、『報表管理』、『虛擬化』、『說明』等頁

籤選項，以滑鼠點選各頁籤，將自動顯示該頁籤之細部功能選項。 

(以『系統稽核記錄檢視』為例) 若使用者欲使用『系統稽核記錄檢視』之功能

項，本手冊中將以〝 『首頁』→『系統管理』→『系統稽核記錄檢視』 〞之說

明方式呈現。 

監控總覽 

提供數位儀表板供監控狀態與網路設備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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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管理 

提供以下功能 

1. 使用者維護 

2. 使用者群組維護 

3. E-mail 發送設定 

4. 系統參數維護 

5. 系統稽核記錄檢視 

資產管理 

提供以下功能 

1. 節點維護 

2. 節點群組維護 

3. 資產維護 

4. 設備 Port 使用狀況 

5. 廠牌設定 

6. SNMP 設定檔 

7. 備份工作腳本設定 

8. 無線非法 AP 

9. 無線訊號圖 

10. 無線儀表板 

11. 無線節點維護 

組態管理 

提供以下功能 

1. 即時節點組態備份 

2. 組態備份資料比對 

3. 即時節點系統維護 

4. 排程組態資料備份 

5. 排程節點系統備份 

6. 指令腳本派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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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組態執行紀錄 

告警管理 

提供以下功能 

1. 告警設定 

2. 節點監控管理 

3. Task 監控 

4. 節點事件記錄檢視 

5. Syslog 記錄檢視 

6. ACS Authentication 

效能管理 

提供以下功能 

1. 節點監控管理 

2. 即時線路使用率查詢 

3. 線路使用率圖表查詢 

4. CPU 使用率報表查詢 

5. CPU 線路使用率圖表查詢 

6. MEM 使用率報表查詢 

7. MEM 線路使用率圖表查詢 

8. 線路斷線查詢 

9. 線路負載異常查詢 

10. 設備妥善率查詢 

11. 線路妥善率查詢 

12. 監控介面總表 

拓樸 

1. 網路實體拓樸圖 

報表管理 

提供以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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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線路使用率圖表排程 

2. CPU 使用率報表排程 

3. CPU 使用率圖表排程 

4. MEM 使用率報表排程 

5. MEM 使用率圖表排程 

6. 線路斷線統計報表排程 

7. 線路負載異常報表排程 

8. 設備妥善率報表排程 

9. 線路妥善率報表排程 

10. TCP 妥善率報表排程 

11. IP Monitor 妥善率報表排程 

12. Syslog 紀錄報表排程 

13. Port 使用狀況報表排程 

14. 監控排程總表 

以上數據均提供 PDF、EXCEL 格式輸出 

虛擬化 

提供以下功能 

1. VMWare 

說明 

提供以下功能 

1. 關於 NETCenter 

2. 下載服務監控程式 

資料列表 

針對大量資料的管理，設備清單或使用者清單 NETCenter 提供〝樹狀顯示〞及

〝表格顯示〞，兩種顯示模式均提供搜尋功能，只要輸入部份字串，即可依輸入之

字串做〝模糊〞查詢，若想看所有清單，則只要按〝顯示全部〞即可；〝表格顯

示〞模式另提供排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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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列表的查詢及顯示功能，相關使用及操作步驟，以『即時節點組態備份』

(『首頁』→『組態管理』→『即時節點組態備份』) 為例說明。 

模糊查詢 

NETCenter 提供『模糊查詢』功能，使用者可輸入部份字串，系統即將符合該部份

字串之所有資料列出。 

 

【操作步驟】 

1. 於畫面左上方『查詢條件』欄位輸入〝部份節點名稱〞做為查詢條件。 

2. 點選『搜尋』鍵，系統將顯示符合該〝部份節點名稱〞之所有節點資料，並

於畫面上方將顯示〝符合查詢條件之資料筆數〞訊息視窗。 

【備註說明】 

做為查詢條件之字串若為英文，大、小寫字母視為相同。 

顯示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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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驟】 

1. 點選『顯示全部』鍵。 

2. 系統將全部節點的資料列表顯示，並於畫面上方顯示〝全部的資料筆數〞訊

息視窗。 

樹狀檢視 

系統提供『樹狀檢視』與『表格檢示』兩種列表顯示方式，預設為『樹狀檢視』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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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驟】 

1. 輸入查詢條件，點選『搜尋』鍵，或直接按『顯示全部』鍵。 

2. 系統將顯示符合查詢條件之所有節點資料，以〝樹狀檢視〞模式列表顯示，

並於畫面上方將顯示〝符合查詢條件之資料筆數〞訊息視窗。 

表格檢視 

系統提供〝樹狀檢視〞與〝表格檢示〞兩種列表顯示方式；『表格檢示』模式能提

供排序功能。 

 

【操作步驟】 

1. 於畫面左上方『查詢條件』欄位輸入查詢條件，點選『搜尋』鍵，或直接按

『顯示全部』鍵。 

2. 系統將顯示符合查詢條件之所有節點資料，以樹狀檢視 (預設) 模式列表顯

示，並於畫面上方將顯示〝符合查詢條件之資料筆數〞訊息視窗。 

3. 點選〝表格檢視〞，資料將以〝表格檢視〞模式列表顯示。 

【備註說明】 

若先點選〝表格檢視〞，再執行查詢，資料將直接以〝表格檢視〞模式列表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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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排序 

    

【操作步驟】 

1. 符合查詢條件之資料以〝表格檢視〞模式列表顯示。 

2. 點擊〝主機名稱〞右側表頭空白處，〝主機名稱〞右側將出現〝上〞箭頭符

號，資料列以〝遞增排序〞顯示。 

3. 再點擊〝主機名稱〞右側表頭空白處一次，〝主機名稱〞右側將轉變為〝下〞

箭頭符號，資料列以〝遞減排序〞顯示。 

【備註說明】 

僅〝表格檢視〞提供排序功能；〝樹狀檢視〞無排序功能。 

時間設定 

 

【功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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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資料查詢時設定時間 (區間) 條件。 

【操作步驟】 

1. 點選粉紅色〝月曆〞圖示，系統將自動展開當月份的月曆。 

2. 使用者可以下拉式選單選取 (修改) 所需之年度、月份。 

3. 亦可使用〝 < 〞、〝 > 〞符號調整所需選取之年度、月份。 

4. 按〝取消〞鍵即關閉視窗。 

【備註說明】 

此功能可運用至 NETCenter 所有時間設定之操作。 

 

套用設定 

【功能說明】 

可客制化欲查詢之設備以及介面讓使用者選擇更為方便，可設定一或多組設定檔

在各查詢/報表中應用，以下為三種設定方式。 

設備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效能管理』→『CPU 使用率報表查詢』 

2. 點選『設定套用』。 

3. 點選設定檔右方之新增鍵 

4. 選取單一/數個主機/節點群組。 



 

凌群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第 2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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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點選頁面底下之新增鍵，可重複此動作完成新增設備 

 

6. 選取單一/多設備或全選 → 亦可點選『刪除』，重複此動作完成刪減設備 

7. 按『儲存』鍵即完成設備介面套用之設定檔。 

8. 點選『套用』 → 關閉設備介面套用之視窗 

9. 回到『CPU 使用率報表查詢』，已完成此設定檔之套用 

 

 

【備註說明】 

1. 套用設定可使用於『CPU 使用率報表查詢』、『CPU 使用率圖表查詢』、

『MEM 使用率報表查詢』、『MEM 使用率圖表查詢』、『設備妥善率查詢』、

『CPU 使用率報表排程』、『CPU 使用率圖表排程』、『MEM 使用率報表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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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MEM 使用率圖表排程』、『設備妥善率報表排程』，使用者可客制化欲

使用之設備。 

2. 以『CPU 使用率圖表查詢』為例，因查詢個數不得超過五個，當設定檔設備

數超過五個時，套用後將取前五供查詢使用。 

介面 

【功能說明】 

可客制化欲查詢之介面讓使用者選擇更為方便，在此以『線路斷線查詢』為例。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效能管理』→『線路斷線查詢』 

2. 點選『設定套用』。 

3. 點選設定檔右方之『新增』鍵 → 輸入檔名於『設定檔名』欄 

4. 輸入資訊於線路名稱與線路種類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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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點選任一主機。 

6. 點選單一介面或利用 Ctrl 與 Shift 多選介面 

7. 點選下方『新增』，重複 Step.5~7 動作至新增介面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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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按『儲存』鍵即完成設備介面套用之設定檔。 

9. 可點選『編輯』鍵編輯此設定檔。 

10. 選取下方已新增之單一/多介面或全選 → 點選『刪除』，可重複此動作完成

刪減介面 

11. 選取已新增之單一/多介面或全選 → 點選『編輯』鍵 

12. 可編輯線路名稱與線路種類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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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編輯完成 → 點選『儲存』鍵，保存變更線路名稱與線路種類內容 

14. 點選上方設定檔右方之『儲存』鍵，完成設定檔編輯。 

15. 點選『套用』 → 出現『套用成功』訊息 → 關閉設備介面套用之視窗 

16. 回到『線路斷線查詢』，完成此設定檔之套用 

 

17. 按『查詢』鍵即可以此設定套用進行『線路斷線查詢』。 

【備註說明】 

此介面套用設定可使用於『線路斷線查詢』、『線路妥善率查詢』、『線路斷線

統計報表排程』、『線路妥善率報表排程』，使用者可客制化欲查詢之介面。 

介面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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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說明】 

可客制化欲查詢之介面流量讓使用者選擇更為方便，在此以『線路負載異常查

詢』為例。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效能管理』→『線路負載異常查詢』 

2. 點選『設定套用』。 

3. 點選設定檔右方之『新增』鍵 → 輸入檔名於『設定檔名』欄 

4. 輸入資訊於線路名稱與線路種類欄位 

5. 點選任一主機。 

6. 點選單一介面或利用 Ctrl 與 Shift 多選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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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點選下方『新增』，重複 Step.5~7 動作至新增介面完成 

8. 按上方『儲存』鍵即完成設備介面套用之設定檔。 

9. 可點選『編輯』鍵編輯此設定檔。 

10. 選取已新增之單一/多介面或全選 → 點選『刪除』，可重複此動作完成刪減

介面 

11. 選取已新增之單一/多介面或全選 → 點選下方『編輯』鍵 

12. 可編輯線路名稱與線路種類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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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編輯完成 → 點選『儲存』鍵，保存變更之線路名稱與線路種類內容。 

14. 點選設定檔右方之『儲存』鍵，完成設定檔編輯。 

15. 點選『套用 』→ 出現『套用成功』訊息 → 關閉設備介面套用之視窗 

16. 回到『線路負載異常查詢』，完成此設定檔之套用 

 

17. 按『查詢』鍵即可以此設定套用進行『線路負載異常查詢』。 

 

【備註說明】 

此套用設定可使用於『線路負載異常查詢』、『線路使用率圖表排程』、『線路負

載異常報表排程』，使用者可客制化欲查詢之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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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線逾時 

 

【功能說明】 

提醒使用者連線逾時，須重新登入。 

【操作步驟】 

1. 出現『連線逾時』畫面，按『確定』鍵登出，系統將自動回到系統登入頁。 

2. 使用者重新輸入帳號、密碼，再次登入。 

系統登出 

 

【功能說明】 

提供使用者登出 NETCenter。 

【操作步驟】 

1. 點選畫面右上角『登出』。 

2. 登出後畫面將重新回到系統登入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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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shboard 

功能簡介 

 提供數位儀表板供監控狀態與網路設備事件。 

 即時的網路中心集中監視。 

 可監控自訂之網路設備 ICMP、商業應用程式之埠(Port number)、網路路由

協定與事件管理。 

 燈號顯示服務狀態。 

 提供快顯與多層式檢閱模式(drill down)功能，顯示自訂監控之訊息及介面狀

態 。 

 

基本操作 

Dashboard 畫面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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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區塊說明 

DG(Device Group) 區塊內顯示該群組所有設備 

D(Device) 區塊內顯示該設備監控項目 

TG(Task Group) 區塊內顯示該群組所有 Task 

T(Task) 區塊內顯示該 Task 狀態 

VG(Virtual Group) 區塊內可包含 VG、DG、TG、D、T 

 

 

 

 

 

 

 

 

 

 

監控總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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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數位儀表板供監控狀態與網路設備事件。 

 

監控總覽主畫面，提供以下簡易直覺之功能： 

1. Dashboard 首頁 

2. 顯示 Dashboard 全部告警事件 

3. Dashboard 首頁按鈕 

4. 畫面更新時間 

5. 告警事件聲音告警 

6. 未知告警事件聲音告警 

7. 啟用 Mouse Over 功能 

8. 預設顯示監控畫面 

9. 新增監控畫面功能鍵 

i. 新增 VG(Virtual Group) 

ii. 新增 DG(Device Group) 

iii. 新增 TG(Task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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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新增監控節點(群組) 

i. 新增 TG(Transparent Group) 

ii. 新增 D(Device) 

iii. 新增 T(Task) 

iv. 編輯 VG/DG/TG 

v. 刪除 VG/DG/TG 

vi. User Authorization 

11. 底色區塊增加監控辨識度 

12. 使用者選單 

13. 進入 NETCenter 首頁 

14. 物件/物件群組 

 

Dashboard 首頁 

【功能說明】 

顯示 Dashboard 首頁。 

 

【操作步驟】 

1. 登入『NETCenter』 

2. 點選首頁上方『NETCenter Dash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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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回到 Dashboard 首頁。 

 

顯示 Dashboard 全部告警事件 

【功能說明】 

顯示 Dashboard 全部告警事件詳細訊息，並於一個小時後關閉已完成之告警訊息。 

【操作步驟】 

1. 登入『NETCenter』 

2. 點選首頁上方『Alert Event』。 

 

3. 點選欄位名稱可讓事件排序。 

4. 點選『關閉所有告警事件』，可關閉所有事件。 

5. 點選單一事件之『關閉告警事件』，可關閉該事件事件。 

6. 點選首頁上方『Dashboard』，回到 Dashboard 首頁。 

Dashboard 首頁按鈕 

【功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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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 Dashboard 首頁。 

 

【操作步驟】 

1. 登入『NETCenter』 

2. 點選首頁上方『Dashboard』。 

3. 回到 Dashboard 首頁。 

 

畫面更新時間 

  

【功能說明】 

提供使用者變更 Dashboard 更新時間區間。 

 

【操作步驟】 

1. 登入『NETCenter』 

2. 點選〝3 seconds〞下拉式選單，選取欲設定之時間區間。 

3. 確認 Last Update Interval: 為所選擇之時間，即該秒數更新一次

Dash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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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警事件提示聲 

【功能說明】 

提供使用者開關告警事件提示聲。 

【操作步驟】 

1. 登入『NETCenter』 

2. 勾選〝Alert Sound〞，開啟告警提示聲，當告警發生時 NETCenter 主機發

出聲響。 

3. 反勾選即關閉告警提示聲。 

未知告警事件提示聲 

【功能說明】 

提供使用者開關未知告警事件提示聲。 

 

【操作步驟】 

1. 登入『NETCenter』 

2. 勾選〝Unknows Alert Sound〞，開啟未知事件告警提示聲，當未知事件

發生時 NETCenter 主機發出聲響。 

3. 反勾選即關閉未知事件告警提示聲。 

啟用 Mouse Over 功能 

【功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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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使用者於 Dashboard 快速查看設備詳細資訊。 

 

【操作步驟】 

1. 登入『NETCenter』 

2. 勾選〝Show Details On Mouse Over〞，開啟快速查看設備資訊。 

3. 當滑鼠游標移至該設備上，顯示設備資訊。 

 

詳細設備內容 

預設顯示監控畫面  

【功能說明】 

提供使用者於 Dashboard 快速查看預設監控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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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驟】 

1. 登入『NETCenter』 

2. 點選〝VG Default〞頁籤，即回到首頁預設顯示監控畫面。 

新增監控畫面功能鍵  

新增 VG(Virtual Group) 

【功能說明】 

提供使用者新增各式欲監控之群組。 

【操作步驟】 

1. 登入『NETCenter』 

2. 點選〝+〞頁籤開啟即開啟新增監控畫面新增頁。 

3. 點選〝VG(Virtual Group)〞，輸入 Name 以及選擇三種敏感度。 

4. 點選〝OK〞確認儲存，或〝Cancel〞取消儲存 

 

 

 

 

 

 

5. 確認該 VG『test』已新增於頁籤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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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 DG(Device Group) 

【操作步驟】 

1. 登入『NETCenter』 

2. 點選〝+〞頁籤開啟即開啟新增群組之畫面。 

3. 點選〝DG(Device Group)〞，輸入 Name 以及選擇三種敏感度。 

4. 於〝Key〞下拉式選單選擇欲監控之節點群組 

5. 勾選欲監控之設備項目 

6. 點選〝OK〞確認儲存，或〝Cancel〞取消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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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確認該 DG 已新增於頁籤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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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 TG(Task Group)  

【操作步驟】 

1. 登入『NETCenter』 

2. 點選〝+〞頁籤開啟即開啟新增群組之畫面。 

3. 點選〝TG(Task Group)〞，輸入 Name 以及選擇三種敏感度。 

4. 於〝Key〞下拉式選單選擇欲監控之節點群組 

5. 勾選是否顯示事件 

 

6. 點選〝OK〞確認儲存，或〝Cancel〞取消儲存 

7. 確認該 TG 已新增於頁籤列。 

 



 

凌群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第 43 頁 

新增監控節點(群組)  

新增 TA(Transparent Area) 

【功能說明】 

提供使用者新增, 編輯, 刪除以及設定授權各式欲監控之群組。 

 

【操作步驟】 

1. 登入『NETCenter』→ 開啟 Dashboard 

2. 點選〝齒輪〞符號開啟選單。 

3. 點選〝New〞後選擇〝TA(Transparent Area)〞，輸入 Name, 區塊大小

(Size X 和 Size Y)以及選擇背景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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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點選〝OK〞確認儲存，或〝Cancel〞取消儲存 

5. 確認該 TA 已新增於監控畫面 

 

新增 D(Device) 於 VG 頁籤中 

Device 只能新增於 VG 頁籤中 

【操作步驟】 

1. 登入『NETCenter』→ 開啟 Dashboard 

2. 點選〝齒輪〞符號開啟選單。 

3. 點選〝New〞後選擇〝D(Device)〞，輸入 Name 

4. 於〝Key〞下拉式選單選擇欲監控之設備 

5. 選擇敏感度 

6. 選擇監控單一/多數介面或全部介面，如欲選擇多個介面可搭配 Shift/Ctrl

鍵操作 

7. 可選擇監控全部事件或單一/多數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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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點選〝OK〞確認儲存，或〝Cancel〞取消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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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確認該 Device 已新增於監控畫面 

 

 

 

新增 T(Task) 於 VG 頁籤中 

Task 只能新增於 VG 頁籤中 

【操作步驟】 

1. 登入『NETCenter』→ 開啟 Dashboard 

2. 點選〝齒輪〞符號開啟選單。 

3. 點選〝New〞後選擇〝T(Task)〞，輸入 Name 

4. 於〝Key〞下拉式選單選擇欲監控之 Ping 任務 

5. 選擇是否顯示事件 

 

 

 

 

 

6. 點選〝OK〞確認儲存，或〝Cancel〞取消儲存 

7. 確認該 Task 已新增於監控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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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VG/DG/TG 頁籤 

只能操作於 VG/DG/TG 頁籤 

【操作步驟】 

1. 登入『NETCenter』→ 開啟 Dashboard 

2. 點選任一 VG/DG/TG 頁籤 

  

3. 點選〝齒輪〞符號開啟選單。 

 

4. 點選〝Edit〞編輯該 VG/DG/TG 頁籤 

 

5. 點選〝OK〞確認儲存編輯內容，或〝Cancel〞取消儲存此次編輯 

6. 確認該 VG/DG/TG 頁籤內容編輯成功 

刪除 VG/DG/TG 頁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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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操作於 VG/DG/TG 頁籤 

【操作步驟】 

1. 登入『NETCenter』→ 開啟 Dashboard 

2. 點選任一 VG/DG/TG 頁籤 

  

3. 點選〝齒輪〞符號開啟選單。 

 

4. 點選〝Delete〞後確認欲刪除之 VG/DG/TG 頁籤 

 

5. 點選〝OK〞確認刪除，或〝Cancel〞取消 

6. 於確認視窗點選〝確定〞刪除該 VG/DG/TG 頁籤，或〝取消〞返回上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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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確認該 VG/DG/TG 頁籤已被刪除 

編輯 VG/DG/TG 群組 

只能操作於 VG 頁籤中之 VG/DG/TG 群組 

【操作步驟】 

1. 登入『NETCenter』→ 開啟 Dashboard 

2. 點選任一 VG 頁籤 

  

3. 點選該 VG 頁籤中任一 VG/DG/TG 群組之齒輪符號。 

 

4. 點選〝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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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編輯內容後 → 點選〝OK〞確認儲存編輯內容，或〝Cancel〞取消儲存此次編

輯 

6. 確認該 VG/DG/TG 群組內容編輯成功 

刪除 VG/DG/TG 群組 

只能操作於 VG 頁籤中之 VG/DG/TG 群組 

【操作步驟】 

1. 登入『NETCenter』→ 開啟 Dashboard 

2. 點選任一 VG 頁籤 

  

3. 點選該 VG 頁籤中任一 VG/DG/TG 群組之齒輪符號。 

 

4. 點選〝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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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點選〝OK〞確認刪除，或〝Cancel〞取消儲存此次刪除 

6. 於確認視窗點選〝確定〞刪除該 VG/DG/TG 群組，或〝取消〞返回上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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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確認該 VG/DG/TG 群組已被刪除。  

User Authorization 

功能授權 

 

功能授權頁面 

【功能說明】 

功能授權提供使用者對已經新增的區塊進行以下的動作: 

1.刪除區塊 

2.新增區塊 

3.關閉告警事件 

【操作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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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入『NETCenter』→ 開啟 Dashboard 

2. 點選〝齒輪〞符號開啟選單，點選〝User Authorization〞，開啟功能授

權。 

3. 點選〝edit〞，編輯使用者之權限，點選〝save〞儲存或點選〝cancel〞取

消編輯。 

4. 點選“refresh“確認狀態編輯完成。 

 

區域授權 

 

區域授權編輯 

【功能說明】 

區域授權提供使用者可針對 Dashboard 已新增的監控頁籤進行新增、刪除、修

改，授權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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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one 

2. View 

3. Edit 

4. New/Delete 

【操作步驟】 

1. 點選〝齒輪〞符號開啟選單，點選〝User Authorization〞，開啟功能授

權。 

2. 點選〝Area Authorization〞頁籤 

3. 點選〝edit〞，編輯使用者之權限，點選〝save〞儲存或點選〝cancel〞取

消編輯。 

底色區塊增加監控辨識度 

 

【功能說明】 

提供分區功能方便不同之 OP 人員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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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驟】 

1. 登入『NETCenter』→ 開啟 Dashboard 

2. 於 VG/DG/TG 下新增數個 TA(Transparent Area)。 

3. 將物件拉至區塊內。 

4. 自由拖曳至完成區塊設計。 

變更密碼 

詳閱第二章 → 基本操作 → 變更密碼 

帳號資訊 

詳閱第二章 → 基本操作 → 帳號資訊 

登出 

詳閱第二章 → 基本操作 → 系統登出 

進入 NETCenter 首頁 

詳閱第三章 → 基本操作 → 進入 NETCenter 首頁 

物件/物件群組 

【功能說明】 

提供使用者編輯、刪除、移出物件/物件群組以及查看其詳細資訊。 

【操作步驟】 

1. 登入『NETCenter』→ 開啟 Dash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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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服務區塊發生告警後轉為紅色 

 

3. 滑鼠鼠標移至該設備可查看詳細資訊 

 

4. 點選物件/物件群組之〝齒輪〞圖案。 

 

5. 點選〝編輯〞，更改內容後儲存或取消。 

6. 點選〝刪除〞，確認物件刪除 

7. 物件/物件群組於 TA(Transparent Area)下點選〝移出〞，10 秒後移出至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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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8. 待畫面更新完成後確認區塊內容編輯完成。 

【補充說明】 

 在 DG 以及 TG 底下無法編輯及刪除，詳見新增監控節點(群組)之編輯/刪除

VG/DG/TG 群組之小節。 

監控項目 - 網路設備、Windows、Linux 

【功能說明】 

提供使用者查看各種設備即時詳細資訊，例﹔CPU、Memory、HDD、流量、Linux 

HDD 監控…等。 

【操作步驟】 

1. 使用 Dashboard 監控設備前，需進行設備納管，詳閱第五章 資產管理之節

點維護中新增節點之小節 

2. 登入 NETCenter → 開啟 Dashboard 

3. 點選任一設備，可監控 CPU、Memory 與介面資訊 

以 Cisco 設備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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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點選任一已納管之 Windows 設備 

 

5. 點選任一已納管之 Linux 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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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說明】 

    需在 NETCenter > 效能管理 > 節點監控管理，啟動設備之 CPU、Memory、HDD 

監控。 

 

 系統管理 

使用者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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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維護主畫面 

【功能說明】 

提供管理者維護使用者資料，包括：新增、查詢、修改、刪除、AD 使用者匯入

及帳戶安全設定等功能。 

【備註說明】 

1. 每位使用者只能隸屬一個使用者群組，若使用者群組不存在，管理者必須先

新增使用者群組。 

2. 系統預設提供：Admin / admin 做為系統管理員使用之帳號與密碼，系統管

理員登入後可由『NETCenter』→『系統管理』→『使用者維護』與『使用

者設定』完成使用者帳號資料建立及使用者權限賦予角色之使用權限設定。 

使用者設定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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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系統管理』，點選『使用者維護』 

2. 點選『新增』鍵。 

3. 輸入〝使用者名稱〞、〝密碼〞…等資訊，按『儲存』鍵即可，同時，畫面上

方將顯示〝新增完成〞訊息。 

4. 若於前述步驟 2 過程中按『取消』鍵，即清空欄位資料。  

查詢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系統管理』，點選『使用者維護』 

2. 於畫面左上方『查詢條件』欄位輸入查詢條件。 

3. 點選『搜尋』鍵，畫面上方將顯示〝符合查詢條件之資料筆數〞訊息視窗，

並將符合查詢條件之使用者帳號顯示於畫面左側。 

4. 點選欲查詢資料之〝使用者帳號〞，該使用者帳號將以藍色反白顯示，並將其

資訊顯示於畫面右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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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使用者資料異動完成畫面 

【操作步驟】 

1. 依『使用者設定』之『查詢』小節之說明，查詢欲修改之使用者資料，

點選該『使用者帳號』將其資訊顯示於畫面右側。 

2. 點選『編輯』鍵，進入編輯模式。 

3. 異動欲修改之〝使用者名稱〞、〝密碼〞…等欄位資料，按『儲存』鍵即

可，同時，畫面上方將顯示〝修改完成〞訊息。 

刪除 

【操作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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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使用者設定』之『查詢』小節之說明，查詢欲修改之使用者資料，點選

該『使用者帳號』將其資訊顯示於畫面右側。 

2. 點選『刪除』鍵，系統將顯示刪除確認視窗，使用者須按『確認』鍵，系統

才執行資料刪除作業，同時，畫面上方將顯示〝刪除完成〞訊息。 

 

【備註說明】 

設定『AD 使用者匯入』之後，亦可在『使用者設定』中『使用者列表』查閱/刪

除/編輯『Active Directory Users』群組之使用者。 

 

AD 使用者匯入 

【功能說明】 

提供管理者維護 AD 使用者資料，包括： AD 使用者匯入及伺服器資訊維護等功

能。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系統管理』→『使用者維護』。 

2. 點選『AD 使用者匯入』頁籤 

3. 輸入 AD 資訊﹔AD 伺服器位址、Domain Name、可登入 NETCenter 的

AD 群組、登入帳號與登入密碼。 

4. 點選『AD 使用者匯入』按鈕，完成 AD 資訊設定 

5. 點選『儲存伺服器資訊』，儲存並完成 AD 資訊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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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說明】 

     『登入帳號』與『登入密碼』，為設定之 AD 主機帳號與密碼，需警慎使用。 

帳戶安全設定 

【功能說明】 

提供管理者維護使用者安全設定。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系統管理』→『使用者維護』。 

2. 點選『帳戶安全設定』頁籤 

3. 點選『編輯』 

4. 更改安全設定 

5. 點選『儲存』以完成設定，或點選『取消』以取消此編輯。 

 

使用者群組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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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群組維護主畫面 

【功能說明】 

提供管理者維護使用者群組資料，包括：新增、刪除、編輯、儲存、取消、功能

權限設定、節點權限設定等功能。 

【備註說明】 

系統預設提供〝系統管理員群組〞(Administrators)做為系統管理員所屬群組，擁

有最高執行權限；該群組無法被刪除及修改。 

新增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系統管理』→『使用者群組維護』 

2. 按『新增』鍵。 

3. 輸入『群組名稱』、『群組描述』，設定『功能權限』、『節點權限』等資訊，按

『儲存』鍵即可，同時，畫面上方將顯示『新增完成』訊息。 

4. 若於前述步驟 2 過程中按『取消』鍵，即清空欄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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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系統管理』→『使用者群組維護』 

2. 點選畫面左側欲異動資料之使用者群組名稱。 

3. 點選『編輯』鍵，修改欲異動之『群組名稱』、『群組描述』、『功能權限』、

『節點權限』等資訊，按『儲存』鍵即完成編輯作業，同時，畫面上方將顯

示『修改完成』訊息。 

4. 若於前述步驟 3 過程中按『取消』鍵，即清空欄位資料。 

刪除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系統管理』→『使用者群組維護』 

2. 點選畫面左側欲刪除之使用者群組名稱。 

3. 點選『刪除』鍵，系統將顯示刪除確認視窗，點擊『確定』鍵以執行資料刪

除作業，同時，畫面上方將顯示『刪除完成』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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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若於前述步驟 3 過程中按『取消』鍵，即回復原來狀態。 

 

 

 

 

 

 

 

 

 

 

 

 

Email 發送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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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發送設定主畫面 

【功能說明】 

設定預設收件名單、組態備份收件名單、報表收件名單。 

Email 發送設定 

預設 Email 發送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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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說明】 

設定 Email 預設 Profile。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系統管理』→『Email 發送設定』 

2. 於郵件主旨欄位自定郵件發送時的主旨(建議預設)。 

3. 於寄件人欄位自定義寄件人名稱。 

4. 於名稱、郵件地址欄位輸入收件人資訊，並按下新增，即可將該聯絡人加入

預設收信名單以及郵件列表中，重複此步驟即可建立多筆資訊。 

5. 僅列於收件人清單中的郵件地址會收到郵件。 

6. 於收件人欄位可依特殊需求，自定義每一位收件人的收件格式。 

7. 若需移除特定收件人，請勾選該收件人前方之複選框後點選上方刪除鍵，該

收件人將移出預設名單，但不會從郵件列表中移除。 

8. 當有多筆收件人時，亦可利用全選、全部不選快速進行操作。 

9. 完成設定後，請至畫面最下方點選儲存按鈕，儲存相關設定，若按下重置按

鈕，將放棄本次所有變更。 

組態備份 Email 發送設定 

1. 勾選”附件 ZIP 檔加密”，並於下方欄位輸入密碼，未來寄出之檔案將用此

密碼加密。 

2. 選取“使用預設”，則不需做設定 

3. 或選取“自訂”，則可更改郵件主旨、寄件人。 

4. 收件人”使用預設”與”自訂”複選框，將設定收件人清單，是否包含預設

名單及自定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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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可複選郵件列表中的收件者，再點擊選取按鈕，即可將該聯絡人加入收件人

名單。 

6. 於名稱、郵件地址欄位輸入收件人資訊後按下新增，即可將該聯絡人加入收

信名單及郵件列表中，重複此步驟可建立多筆資訊。 

7. 若需移除特定收件人，請勾選該收件人前方之複選框後點選上方刪除鍵，該

收件人將移出預設名單，但不會從郵件列表中移除。 

8. 當有多筆收件人時，亦可利用全選、全部不選快速進行操作。 

9. 完成設定後，請至畫面最下方點選儲存按鈕，儲存相關設定，若按下重置按

鈕，將放棄本次所有變更。 

指令腳本派送 Email 發送設定 

1. 勾選”附件 ZIP 檔加密”，並於下方欄位輸入密碼，未來寄出之檔案將用此

密碼加密。 

2. 選取“使用預設”，則不需做設定 

3. 或選取“自訂”，則可更改郵件主旨、寄件人。 

4. 收件人”使用預設”與”自訂”複選框，將設定收件人清單，是否包含預設

名單及自定名單。 

5. 可複選郵件列表中的收件者，再點擊選取按鈕，即可將該聯絡人加入收件人

名單。 

6. 於名稱、郵件地址欄位輸入收件人資訊後按下新增，即可將該聯絡人加入收

信名單及郵件列表中，重複此步驟可建立多筆資訊。 

7. 若需移除特定收件人，請勾選該收件人前方之複選框後點選上方刪除鍵，該

收件人將移出預設名單，但不會從郵件列表中移除。 

8. 當有多筆收件人時，亦可利用全選、全部不選快速進行操作。 

9. 完成設定後，請至畫面最下方點選儲存按鈕，儲存相關設定，若按下重置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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鈕，將放棄本次所有變更。 

報表 Email 發送設定 

【操作步驟】 

1. 勾選”附件 ZIP 檔加密”，並於下方欄位輸入密碼，未來寄出之檔案將用此

密碼加密。 

2. 選取“使用預設”，則不需做設定 

3. 或選取“自訂”，則可更改郵件主旨、寄件人。 

4. 收件人”使用預設”與”自訂”複選框，將設定收件人清單，是否包含預設

名單及自定名單。 

5. 可複選郵件列表中的收件者，再點擊選取按鈕，即可將該聯絡人加入收件人

名單。 

6. 於名稱、郵件地址欄位輸入收件人資訊後按下新增，即可將該聯絡人加入收

信名單及郵件列表中，重複此步驟可建立多筆資訊。 

7. 若需移除特定收件人，請勾選該收件人前方之複選框後點選上方刪除鍵，該

收件人將移出預設名單，但不會從郵件列表中移除。 

8. 當有多筆收件人時，亦可利用全選、全部不選快速進行操作。 

9. 完成設定後，請至畫面最下方點選儲存按鈕，儲存相關設定，若按下重置按

鈕，將放棄本次所有變更。 

【備註】 

     當組態備份中，若設定未發生任何變動，備份郵件中僅寄出備份訊息(附加檔案

亦同)，當發生設定檔異動時，所發出的組態備份才會包括設定檔(郵件本文僅含備份

訊息、附件中包含備份訊息、異動前、後設定)。 

    指令腳本派送 Email 發送設定中，使用者亦可於『NETCenter』→『組態管理』

→『指令腳本派送』中『郵件列表』與『進階設定』中進行 Email 發送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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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設定 

【功能說明】 

 可設定及刪除收件人名稱與電子郵件信箱。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系統管理』，點選『Email 發送設定』。 

2. 輸入名稱及郵件位址 

 

3. 點選新增(可重複此動作至新增完畢) 

4. 點選『Email 設定』頁籤 

5. 單選或全選 → 點選刪除 → 點選儲存，完成收件者刪除。 

或點選重置取消刪除 

6. 編輯名稱或郵件位址 → 點選儲存，完成收件者編輯。 

或點選重置取消編輯 

【備註說明】 

    此頁面僅提供設定與刪除，新增收件者需至『Email 發送設定』頁籤新增。 

 

系統參數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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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說明】 

提供系統管理者設定各種系統參數。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系統管理』，點選『系統參數維護』。 

2. 點選『資料編輯』。 

3. 執行：組態備份之 FTP 伺服器 IP、儲存路徑、FTP 使用者名稱、密碼、IOS

備份之 FTP 伺服器 IP、儲存路徑、FTP 使用者名稱、密碼、輪詢之 SNMP 

Read Community、輪詢之 SNMP Write Community、輪詢 SNMP 之週

期、輪詢 SNMP 之時間、事件發送之 SMTP 服務 IP、效能管理參數支援

VLAN 設定、可過濾 VLAN 介面 (預設為支援) 等資訊之編輯作業。 

4. 按『儲存』鍵完成參數維護作業，或選擇『取消』回復原來狀態。 

 

【備註說明】 

輸入 ftp 設定欄位中的設定值，帳號或密碼皆不得有『@』字元，以及 FTP 

IP 或 URL 錯誤造成無法連線情形，將導致備份失敗。 

LINE Notify 存取權杖 

【功能說明】 

    提供系統管理者透過 LINE 接收告警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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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系統管理』，點選『系統參數維護』。 

2. 點選『資料編輯』。 

3. 於 Line Notify 存取權杖欄位輸入發行權杖。 

(註：需參閱本手冊附錄章節之 Line Notify 連動服務小節) 

4. 按『儲存』鍵完成參數維護作業，或選擇『取消』回復原來狀態。 

 

【備註說明】 

若發行權杖遺失需重新申請，再至 NETCenter 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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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 連結下載  

【功能說明】 

    將附件轉換為連結提供系統管理者下載。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系統管理』，點選『系統參數維護』。 

2. 點選『資料編輯』。 

3. 於 URL 連結下載處勾選郵件附件將自動轉換為下載連結 

4. 於自訂 URL 連結下載位址處輸入指定下載連結之 IP/DNS 位址 

 

5. 按『確認儲存』鍵完成參數維護作業，或選擇『取消編輯』回復原來狀態。 

 

系統稽核紀錄檢視 

 

系統稽核紀錄檢視主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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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說明】 

提供查詢使用者於 NETCenter 操作之行為的歷史記錄檔，內容包括：使用者在

WEB 或 JWS 之登錄、登出等行為。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系統管理』，點選『系統稽核紀錄檢視』。 

2. 輸入時間區間、類型、使用者名稱、主機名稱等查詢條件。 

3. 按『查詢』鍵，系統即將符合搜尋條件之記錄顯示於畫面下方，以表格方式

呈現，並提供自動分頁功能。 

4. 提供 PDF、XLS 或 CSV『系統稽核記錄檢視』報表。 

(下圖為 PDF 之範例) 

 

 

 資產管理 

節點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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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點維護主畫面 

【功能說明】 

節點維護是管理者維護網路設備基本資料，提供單筆作業及多筆批次修改作業的

編輯功能。 

節點資料編輯 

【操作步驟】 

1. 『NETCenter』→『系統管理』，點選『節點維護』。 

2. 於左側選取(單選/多選/全選)欲編輯之設備。 

 

3. 點選『編輯』鍵，變更該設備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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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儲存』鍵完成編輯作業，或點選『取消』鍵回復編輯前內容。 

設備批次設定 

【操作步驟】 

1. 『NETCenter』→『系統管理』，點選『節點維護』。 

2. 於左側選取欲編輯之設備。 

3. 點選『批次設定』鍵，變更設備相關資訊。 

 

4. 按『儲存』鍵完成批次編輯作業，或點選『重置』鍵回復編輯前內容。 

查詢 

【操作步驟】 

1. 『NETCenter』→『節點維護』 

2. 點選『查詢』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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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輸入條件後，按『查詢』鍵，例: 設備名稱欄位輸入 3850 ，即出現查詢結

果，名稱有 3850 者即為查詢結果 

 

4. 按『結束查詢』鍵，清除查詢結果回到所有節點列表。 

節點報告 

【功能說明】 

提供管理者產製節點報表。 

【操作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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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ETCenter』→『系統管理』，點選『節點維護』 

2. 全選或勾選欲製表之節點主機名稱。 

3. 按『資料列印』、『產生本頁 CSV 報表』或『產生本頁 XLS 報表』，依序產出

PDF、CSV、XLS 報表 

新增節點 

【操作步驟】 

1. 『NETCenter』→『系統管理』，點選『節點維護』。 

2. 點選『自訂節點』頁籤。 

3. 點選『新增』鍵，輸入『網路位址』。 

4. 或點選輸入網段輸入網段範圍 

5. 以下監控協定可供選擇  

a. 勾選 「SNMP」 

•選擇『SNMP Profile』 

以下欄位可供輸入  

• 登入帳號: 設備登入之帳號 

• 登入密碼: 設備登入之密碼  

• 啟動密碼: 使用者可進入管理模式 

b. 勾選 「WMI」, 以下欄位可供輸入: 

• WMI 帳號: Microsoft® Windows® 登入帳號 

• WMI 密碼: Microsoft® Windows® 登入密碼  

Microsoft® Windows® WMI Monitor 服務必須啟用 

c. 勾選 「API (Fortinet Wireless) 」, 以下欄位可供輸入: 

• Http 連接埠: 輸入服務埠號, 例: 80 

• Http 登入帳號： Http 登入之帳號, 例: 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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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 登入密碼： Http 登入之密碼, 例: adminpw 

 

新增自訂節點畫面 

6. 點選『儲存』，出現新增節點成功訊息，即新增成功 

7. 或是使用『節點匯入』方式，編輯 CSV 檔案然後按『選擇檔案』選取欲匯入

之檔案，按『執行』鍵後，出現『匯入成功: <匯入節點數>』，即匯入成功。 

 

8. 按『關閉』鍵後關閉新增自訂節點視窗。 

【備註說明】 

1. 當使用者同時勾選 SNMP 與 WMI, SNMP Profile 不能被選擇，NETCenter

將以 WMI 為主要監控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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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 WMI 監控時，『網路位址』不支援 127.0.0.1，需使用設備固定網路位

址。 

3. 其餘欄位可日後進行修改。 

 

節點群組維護 

【功能說明】 

提供管理者新增、編輯、刪除網路設備群組資料功能。 

新增 

 

新增節點群組主畫面 

【操作步驟】 

1. 『NETCenter』→『系統管理』，點選『節點群組維護』 

2. 點選『新增』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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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輸入『群組名稱』、『群組描述』，選取欲歸屬本群組之節點設備。 

4. 按『儲存』鍵即完成設定，或按『取消』鍵取消設定。 

5. 若新增完成，畫面上方將顯示『新增成功』訊息。 

編輯 

 

編輯節點群組主畫面 

【操作步驟】 

1. 『NETCenter』→『系統管理』，點選『節點群組維護』 

2. 點選『節點列表』中欲修改設定之群組名稱。 

3. 按『編輯』鍵，變更該群組節點資料。 

4. 按『儲存』鍵即完成資料異動，或按『取消』鍵回復原來設定。 

5. 若修改完成，將於畫面上方顯示『修改成功』訊息。 

刪除 

【操作步驟】 

1. 『NETCenter』→『系統管理』，點選『節點群組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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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點選『節點列表』中欲刪除之群組名稱。 

3. 按『刪除』鍵，將出現『刪除確認』視窗，按『確定』鍵執行刪除，或按

『取消』鍵回復原來狀態。 

 

4. 刪除完成，將於畫面上方顯示『刪除成功』訊息。 

資產維護 

【功能說明】 

提供管理者新增、編輯、刪除網路設備資產資料功能。 

編輯與批次設定 

 

【操作步驟】 

1. 『NETCenter』→『系統管理』，點選『資產維護』 

2. 勾選或全選設備按『編輯』鍵。 

3. 可選擇『設備種類』，編輯『維護廠商』、『維護起訖日』、『所在位置』、『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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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 

4. 按『儲存』鍵即完成設定，或按『取消』鍵取消設定。 

5. 若編輯完成，畫面上方將顯示『儲存成功』訊息。 

6. 勾選或全選設備後按『批次設定』鍵，可一次編輯多台設備，按『儲存』鍵

即完成設定。 

或可按關閉離開批次設定視窗。 

 

7. 編輯並儲存完成後，畫面上方將顯示『儲存成功』訊息。 

服務與程序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服務 

【操作步驟】 

1. 『NETCenter』→『資產管理』→『資產維護』 

2. 納管 Windows 設備(詳見本章節，節點維護-新增節點之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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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資訊設備行中點選『服務』按鈕 

 

4. 可監控 Windows Server 服務 

 

5. 在任一服務行中點選啟動，則服務啟動。 

6. 在任一服務行中點選停用，則服務停止。 

7. 在任一服務行中點選重新啟動，則服務重新啟動。 

 

【備註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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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 Windows Server WMI 之權限帳戶監控，須謹慎使用。 

程序 

【操作步驟】 

1. 『NETCenter』→『資產管理』→『資產維護』 

2. 納管 Windows 設備(詳見本章節，節點維護-新增節點之小節) 

3. 在資訊設備行中點選『程序』按鈕 

 

4. 可監控 Windows Server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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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任一程序行中點選結束處理程序。 

6. 出現確認視窗，點選確定，則程序停止並從此執行中程序視窗中移除。 

【備註說明】 

    提供 Windows Server WMI 之權限帳戶監控，須謹慎使用。 

Lin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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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操作步驟】 

1. 『NETCenter』→『資產管理』→『資產維護』 

2. 須納管 Linux 設備(詳見本章節，節點維護-新增節點之小節) 

3. 在資訊設備行中點選『行程』按鈕 

 

4. 可監控 Linux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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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任一服務行中點選終止行程。 

6. 於對話窗點選確定，則服務停止。 

7. 或點選取消以中止終止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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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於行程中止對話視窗點選確定，則程序停止並從此執行中程序視窗中移除。 

 

【備註說明】 

    可登入 Linux 確認該行程被終止。 

查詢 

【操作步驟】 

1. 『NETCenter』→『資產管理』→『資產維護』 

2. 點選『查詢』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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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輸入條件後，按『查詢』鍵，例: 設備名稱欄位輸入 WIN ，即出現查詢結果 

 

4. 按『結束查詢』鍵，清除查詢結果回到所有資產列表。 

資產報表 

【操作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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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ETCenter』→『資產管理』→『資產維護』 

2. 勾選設備後，點選『資料匯出』鍵，即產生 csv 資產報表 

 

3. 勾選設備後，點選『產生本頁 XLS 報表』鍵，即產生 xls 資產報表 

 

 

設備種類 

【操作步驟】 

1. 『NETCenter』→『資產管理』→『資產維護』 

2. 點選『設備種類』頁籤 

3. 於設備種類名稱欄位中，輸入設備名稱，點選『新增』鍵，即完成新增，並

出現成功增加之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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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點選編輯鍵，可編輯設備種類名稱 

5. 點選圖式，可更改圖式樣式 

6. 點選刪除圖式，可刪除該設備種類 

7. 點選儲存鍵完成編輯，或點選取消鍵取消此次編輯 

 

設備 Port 使用狀態 

【功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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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管理者檢查網路設備連接埠使用狀況。 

【操作步驟】 

1. 『NETCenter』→『系統管理』，點選『設備 Port 使用狀態』 

2. 點選設備按『查詢』鍵。 

 

3. 彈出視窗顯示設備 Port 使用狀態包含『目前使用』、『可能使用』、『保留使

用』、『沒有使用』、『上次 UP 時間』等。 

廠牌設定 

【功能說明】 

廠牌設定內存網路設備 MIB 及 OID，供系統取得設備『廠牌名稱』、『設備型

號』、『介面資訊』及『效能』等等最新訊息。 



 

凌群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第 97 頁 

 

廠牌設定 

【操作步驟】 

1. 『NETCenter』→『資產管理』，點選『廠牌設定』 

2. 按『新增』鍵，輸入〝廠牌名稱〞 

3. 於〝System Object ID〞、〝IOS OID〞、〝CPU OID〞、〝Memory UT OID〞等

相關欄位輸入正確規格之 OID，點選該欄位之新增按鈕 

 

新增廠牌資訊與 OID 設定 

4. 按『儲存』鍵完成設定，畫面上方將顯示『儲存成功』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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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點選任一廠牌，例 : ASA → 點選編輯，編輯內容後，點選儲存完成 OID 設

定，或點選取消離開編輯。 

6. 點選任一廠牌，例 : ASA → 點選刪除，出現刪除確認視窗，點選確定完成

該廠牌之 OID 刪除，或點選取消以取消刪除 

7. 點選匯出所有資料，產生 csv 匯出檔 

8. 點選產生本頁 XLS 報表，產生 xls 報表 

9. 點選資料匯入 → 點選選擇檔案 → 選擇欲匯入之 CSV 檔案 

10. 點選執行 

11. 畫面上方將顯示『廠牌群組匯入成功』之訊息，即匯入成功。 

點選關閉以離開資料匯入之視窗。 

 

【備註說明】 

    可點選下載匯入範例，使用 NETCenter 格式匯入。 

 

廠牌詳細型號設定 

【功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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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牌名稱設定內可儲存該廠牌之各型號 OID，供系統取得設備『廠牌名稱』、『設

備型號』、『介面資訊』及『效能』等等最新訊息。 

【操作步驟】 

1. 『NETCenter』→『資產管理』，點選『廠牌設定』 

2. 點選『廠牌詳細型號設定』頁籤，按上方『新增』鍵，輸入〝廠牌名稱〞、

〝System Object ID〞。 

3. 於廠牌群組列表區塊中，輸入〝設備型號〞及其〝OID〞，按右方『新增』

鍵，完成新增設備型號。 

 

4. 新增後，可於設備型號清單中全選或勾選任一型號，點選廠牌群組列表中刪

除鍵，可刪除設備型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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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完成新增/刪除設備型號後，點選儲存，完成新增廠牌名稱及廠牌詳細型號 

編輯及刪除 

【操作步驟】 

1. 『NETCenter』→『資產管理』，點選『廠牌設定』 

2. 點選『廠牌詳細型號設定』頁籤，點選任一廠牌，點選『編輯』鍵  

3. 可更改廠牌名稱、OID，亦可新增或刪除設備型號及其 OID 

4. 編修完畢後，點選儲存完成編輯 

5. 點選『廠牌詳細型號設定』頁籤，點選任一廠牌，點選『刪除』鍵  

6. 出現確認視窗，點選確定完成廠牌刪除，或點選取消返回 

 

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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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驟】 

1. 『NETCenter』→『資產管理』，點選『廠牌設定』 

2. 點選『廠牌詳細型號設定』頁籤，點選任一廠牌，輸入關鍵字後點選『搜

尋』鍵，可快速得到搜尋結果。例: 輸入 25 後點選搜尋，出現 OID 中含有

25 之結果。 

 

匯入及匯出 

【操作步驟】 

1. 『NETCenter』→『資產管理』，點選『廠牌設定』 

2. 點選『廠牌詳細型號設定』頁籤 

3. 點選資料匯出，即產出一 csv 匯出檔 

4. 點選匯入設定 

5. 點選選擇檔案，選擇 CSV 匯入檔 

6. 點選執行 

7. 畫面上方將顯示『廠牌群組匯入成功』之訊息，即匯入成功。 

點選關閉以離開資料匯入之視窗。 



 

凌群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第 102 頁 

 

【備註說明】 

    可點選下載匯入範例，使用 NETCenter 格式匯入。 

SNMP 設定檔 

【功能說明】 

提供管理者彈性定義並使用不同的 SNMP(v1/v2c/v3) Profile 去設備端取得訊

息。 

 

圖以 v3 為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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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 SNMP V1/V2C 

【操作步驟】 

1. 『NETCenter』→『系統管理』，點選『SNMP 設定檔』 

2. 按『新增』，輸入 Profile 名稱於『設定檔檔名』欄位 

3. 輸入內容於『說明』欄位(此為選填)。 

4. 輸入埠號於網路埠欄位，預設值為 161。 

5. 選擇 SNMP Type，V1/V2(此為預設值)。 

6. 輸入 community 於欄位中 

7. 按『儲存』鍵完成設定，畫面上方將顯示『成功新增』之訊息。 

或點選取消以離開新增。 

 

新增 SNMP V3 

No Authentication No Private 

【操作步驟】 

1. 『NETCenter』→『系統管理』，點選『SNMP 設定檔』 

2. 按『新增』，輸入 Profile 名稱於『設定檔檔名』欄位 

3. 輸入內容於『說明』欄位(此為選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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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輸入埠號於網路埠欄位，預設值為 161 

5. 選擇 SNMP Type，選取『V3』。 

6. 在『安全等級』下拉選項，選擇『No Authentication No Private』。 

7. 在『Username』欄位輸入 SNMP Username。 

8. 點選儲存完成新增 SNMP 設定檔，或點選取消以離開新增 

Authentication No Private 

【操作步驟】 

1. 『NETCenter』→『系統管理』，點選『SNMP 設定檔』 

2. 按『新增』，輸入 Profile 名稱於『設定檔檔名』欄位 

3. 輸入內容於『說明』欄位(此為選填)。 

4. 輸入埠號於網路埠欄位，預設值為 161 

5. 選擇 SNMP Type，選取『V3』。 

6. 在『安全等級』下拉選項，選擇『Authentication No Private』 

7. 在『Username』欄位輸入 SNMP Username。 

8. 在『Authentication Algorithm』下拉選項，選擇〝MD5〞、〝SHA1〞等二

種選項其中一種。(根據設備使用之加密模式) 

9. 在『Authentication Password』欄位輸入〝加密模式之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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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點選儲存完成新增 SNMP 設定檔，或點選取消以離開新增 

Authentication Private 

【操作步驟】 

1. 『NETCenter』→『系統管理』，點選『SNMP 設定檔』 

2. 按『新增』，輸入 Profile 名稱於『設定檔檔名』欄位 

3. 輸入內容於『說明』欄位(此為選填)。 

4. 輸入埠號於網路埠欄位，預設值為 161 

5. 選擇 SNMP Type，選取『V3』。 

6. 在『安全等級』下拉選項，選擇『Authentication Private』。 

7. 在『Username』欄位輸入 SNMP Username。 

8. 在『Authentication Algorithm』下拉選項，選擇〝MD5〞、〝SHA1〞等二

種選項其中一種。(根據設備使用之加密模式) 

9. 在『Authentication Password』欄位輸入〝加密模式之密碼〞。 

10. 在『Private Algorithm』下拉選項，選擇〝DES〞、〝3DES〞、〝AES128〞、

〝AES192〞、〝AES256〞等五種選項其中一種。(根據設備使用之加密模式) 

11. 在『Private Password』欄位輸入〝加密模式之密碼〞。 

12. 按『儲存』鍵完成設定，畫面上方將顯示『成功新增』之訊息。 

或點選取消以離開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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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驟】 

1. 『NETCenter』→『系統管理』，點選『SNMP 設定檔』 

2. 於『設定檔』清單中，點選任一欲修改之設定檔 

3. 點選編輯。 

4. 任意修改其內容 

5. 按『儲存』鍵完成編輯設定檔，畫面上方將顯示『成功修改』之訊息。 

或點選取消以離開編輯。 

【操作步驟】 

1. 『NETCenter』→『系統管理』，點選『SNMP 設定檔』 

2. 於『設定檔』清單中，點選任一欲刪除之設定檔 

3. 點選刪除。 

4. 於確認對話視窗中，點選 OK 

或點選取消以離開刪除。 

5. 畫面上方將顯示『成功刪除』之訊息，確認該 SNMP 設定檔已刪除成功。 

 

 

備份工作腳本設定 

【功能說明】 

提供管理者自行設計備份工作腳本，執行設備設定檔即時或是排程備份。

NETCenter 已提供各大品牌之腳本，本章節提供之步驟為新增/編輯/刪除備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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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腳本。 

 

Cisco 之備份工作腳本 

【操作步驟】 

1. 『NETCenter』→『系統管理』，點選『備份工作腳本設定』 

2. 在『工作廠牌列表』區塊下方輸入廠牌名稱(亦可自訂)，按右方『新增』鍵

新增，完成工作廠牌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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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工作名稱』中，有以下各種工作: CONFIG_BACKUP、IOS_BACKUP、

SHOW_VERSION、SCRIPT_PROVISION、EXIT 

4. 根據需求點選各工作，例如 : CONFIG_BACKUP 

5. 展開 EXE 下拉式選單 → 可根據需求點選 EXE、MAT、SET、GET、

TIMEOUT 

6. 輸入腳本指令後點選右方新增，完成新增命令/子工作，例 : (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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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指令/子工作』內的『命令/子工作』列順序可點擊排序紐調整順序。 

 

8. 新增後，亦可點選右方刪除鈕  刪除 

9. 新增/刪除『指令/子工作』後，勾選『啟用』，啟用此工作腳本 

亦可不勾選啟用選擇關閉此指令/子工作 

 

10. 按左方『儲存』鍵完成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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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工作 

【功能說明】 

    提供管理者自行設計備份工作腳本之子工作，可應用於工作腳本中。 

【操作步驟】 

1. 承備份工作腳本設定之小節，需新增一工作廠牌名稱 

2. 於『子工作』區塊中，輸入項目新增對應的『子工作』名稱後點選右方新增

按鈕 

 

3. 新增後，右方指令區塊出現指令下拉式選單，提供﹔EXE、CHK、TIMEOUT

等命令可供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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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展開命令下拉式選單，根據需求選取﹔EXE、CHK、TIMEOUT 

5. 輸入指令後點選右方新增，完成新增指令，例 : (如下圖) 

 

11. 在『指令』內的『指令』列順序可點擊排序紐調整順序。 

 

12. 新增後，亦可點選右方刪除鈕  刪除 

13. 按左方『儲存』鍵完成設定。 

【備註說明】 

    如出現『尚有子工作未定義完成(至少需要一個命令為"CHK"且狀態為"&DONE"

的指令). 』之訊息，需確認指令內容後方可存檔。 

刪除 

【功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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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管理者自行編修備份工作腳本與子工作，可刪除不必要之工作腳本與子工

作。 

【操作步驟】 

1. 承備份工作腳本設定之小節，需新增一工作廠牌名稱且內含子工作。 

2. 於工作廠牌列表中點選任一備份工作腳本，點選編輯 

3. 點選其中任一子工作，於子工作名稱區塊中點選刪除 

 

4. 確認該子工作已刪除，至此可點選儲存完成備份工作腳本編輯 

(以下步驟可刪除備份工作腳本) 

5. 於工作廠牌列表中點選任一備份工作腳本，點選刪除 

6. 確認該備份工作腳本已被刪除。 

廠牌及工作廠牌對應設定 

【功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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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備份工作腳本設定章節，管理者增修備份工作腳本後，可於此設定頁遷將欲備

份之廠牌型號套用之。 

【操作步驟】 

1. 承備份工作腳本設定之小節，需新增一工作廠牌名稱且內含子工作。 

亦可使用 NETCenter 內建之備份工作腳本 

2. 將網頁移到最下方，點選編輯 

3. 找尋欲使用備份工作腳本的任一廠牌型號，例如 : Palo Alto PA-3000 

4. 展開其下拉式選單，選取 Paloalto 

 



 

凌群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第 114 頁 

5. 點選儲存以完成設定 

【備註說明】 

在此設定中，可選取自行新增之備份工作腳本，亦可使用 NETCenter 預設之腳

本。 

無線非法 AP 

【功能說明】 

提供管理者檢測是否有非法 AP 存在網路環境，檢測內容包含〝State〞、〝狀

態〞、〝SSID〞、〝安全種類〞、〝Channel〞、〝MAC 位址〞、〝廠牌資訊〞、〝訊號強

度〞、〝Detected By〞、〝On Wire〞等訊息。 

 

【操作步驟】 

1. 點選無線控制器設備，顯示線上的無線 AP 訊息。 

2. 按『編輯』修改無線 AP 狀態為〝Rogue AP〞、〝Unclassified〞、〝Accepted 

AP〞。 



 

凌群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第 115 頁 

無線訊號圖 

【功能說明】 

提供管理者檢測無線網路環境，可自行新增、刪除、管理無線網路，亦可使用群

組化管理數量龐大之無線網路環境。 

 

上圖為設立完成之無線訊號圖 

訊號圖 

【功能說明】 

提供管理者配置個人化無線訊號圖，並可供群組使用。 

新增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資產管理』→『無線訊號圖』。 

2. 點選〝新增〞→ 點選『訊號圖』頁籤。 

3. 輸入名稱於訊號圖名稱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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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展開 AP 管理。 

5. 點選任一 AP，如下圖，例如 :點選 Cisco_WLC5508 

6. 任意點選 AP(單擊即可加入) 

(亦可輸入 AP/IP 關鍵字快速搜尋) 

7. 亦可點選全部加入，依步驟 6 或 7 完成新增 AP 

8. 或於右方您已選擇之清單中單擊任一 AP 即可移除 

亦可點選全部移除以清除已選擇之 AP 

(亦可輸入 AP/IP 關鍵字快速搜尋) 

 

9. 展開圖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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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點選上傳 → 選擇圖片 → 點選開啟 (此步驟為選用亦可不上傳圖片僅用瀏

覽器預設) 

11. 點選〝確定〞完成新增無線訊號圖。 

無線訊號圖操作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資產管理』→『無線訊號圖』。 

2. 承『訊號圖』之『新增』小節，需新增一無線訊號圖 

3. 於左方群組與訊號圖列表點選已新增之無線訊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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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建之訊號圖，預設為鎖定狀態，點選右上方允許 AP 移動圖示 ，進

行拖曳節點 

5. 點選鎖定 AP 移動圖示 ，可鎖定節點。 

6. 將游標移至任一節點上，可觀看該節點詳情 

 

7. 勾選〝隱藏訊號〞，可隱藏訊號圖示 → 取消勾選則打開訊號圖示。 

 

8. 勾選〝顯示詳情〞，可顯示所有 AP 詳細資料 → 取消勾選則關閉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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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點選全螢幕，可用全螢幕檢視，按下 Esc 鍵離開全螢幕模式。 

10. 展開更新週期下拉式選單，可選擇欲更新之時間間隔。 

(預設值為 30) 

 

9. 點選 2.4G 開關 ，可切換為 5G 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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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點選 5G 開關 ，可切換回 2.4G 訊號。 

編輯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資產管理』→『無線訊號圖』。 

2. 於任一訊號圖點選編輯圖示 

 

3. 展開 AP 管理。 

4. 可選擇 AP 進行個別加入/全部加入/個別移除/全部移除進行更改 

5. 可於名稱欄位處更改訊號圖名稱 

6. 展開圖片管理。 

7. 點選上傳，可覆蓋原有圖片 

8. 或點選刪除 → 於提示視窗點選確定，刪除原有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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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點選下方確定按鈕，完成訊號圖編輯 

刪除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資產管理』→『無線訊號圖』。 

2. 承『訊號圖』之『新增』小節，需新增一無線訊號圖 

3. 於任一訊號圖點選刪除 圖示 

 

4. 出現提示對話窗 → 點選確定 

 

5. 確認無線訊號圖已刪除 

【備註說明】 

在此章節，NETCenter 採用的方式為先新增訊號圖，接著新增群組時方可利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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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號圖，使用者亦可根據需求先行新增群組。 

群組 

新增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資產管理』→『無線訊號圖』。 

2. 點選〝新增〞 

3. 輸入名稱於群組名稱欄位 

 

4. 於訊號圖清單中選擇訊號圖(非必要)  

(若需選擇訊號圖則需參閱『訊號圖』之『新增』小節，需新增一無線訊號

圖) 



 

凌群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第 123 頁 

5. 點選"確定"完成新增群組。 

新增子訊號圖 

【功能說明】 

提供管理者配置個人化無線訊號圖群組，可在無線訊號圖群組中新增子訊號圖。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資產管理』→『無線訊號圖』。 

2. 展開任一群組，請參閱此章-群組之新增小節 

3. 點選〝新增〞圖示  

4. 點選訊號圖頁籤 

5. 輸入名稱於名稱欄位 

6. 展開 AP 管理。 

7. 點選任一 AP，如下圖，例如 : 點選 Cisco_WLC5508 

8. 任意點選 AP(單擊即可加入) 

(亦可輸入 AP/IP 關鍵字快速搜尋) 

9. 亦可點選全部加入，依步驟 8 或 9 完成新增 AP 

10. 或於右方您已選擇之清單中單擊任一 AP 即可移除 

亦可點選全部移除以清除已選擇之 AP 

(亦可輸入 AP/IP 關鍵字快速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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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展開圖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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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點選上傳 → 選擇圖片 → 點選開啟 (此步驟為選用亦可不上傳圖片僅用瀏

覽器預設) 

13. 點選〝確定〞完成新增無線子訊號圖於無線訊號群組內。 

編輯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資產管理』→『無線訊號圖』。 

2. 展開任一群組，請參閱此章-群組之新增小節 

3. 於任一群組點選編輯 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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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可更改群組名稱與新增子訊號圖 

 

5. 更改內容後點選確定 

6. 出現提示對話窗 → 點選確定，確認群組內容編輯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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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子群組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資產管理』→『無線訊號圖』。 

2. 展開任一群組，請參閱此章-群組之新增小節 

3. 點選〝新增〞 圖示 

 

4. 輸入子群組名稱以及選擇訊號圖(非必要) → 點選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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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出現提示對話窗 → 點選確定，確認子群組內容新增完成，使用者可使用分

層架構監控無線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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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說明】 

    一個訊號圖僅可隸屬於一個無線訊號群組中。 

刪除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資產管理』→『無線訊號圖』。 

2. 承『群組』之『新增』小節，需新增一群組 

3. 於任一群組/子群組點選刪除 圖示 

 

4. 出現提示對話窗 → 可選擇『是否保留群組中的訊號圖』 → 點選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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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確認該群組已刪除 

 

無線儀表板 

【功能說明】 

提供管理者即時查詢各無線控制器內無線網路使用者資訊、狀態、排行、分析…

等，可監控無線網路即時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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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加入無線設備納入監控管理並加入至無線儀表板，方有此無線儀表板頁面 

自訂無線儀表板頁面 

【操作步驟】 

1. 需納管無線網路設備，詳見第五章 資產管理之節點維護中新增節點之小節。 

2. 由『NETCenter』→『資產管理』→『無線儀表板』。 

3. 第一次使用為空白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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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點選新增圖示  

5. 勾選欲呈現之項目 → 勾選 Controller → 勾選欲呈現之 AP 項目 

點選 Add Gridster 

(以下以全選為例) 

 

6. 確認自訂儀表板產生 

7. 點選儲存按鈕 ，以儲存此無線儀表板。 

【備註說明】 

    若無儲存，重新整理或離開頁面之後，此儀表板回復預設。 

無線儀表板監控區塊 

設計自定義之無線儀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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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說明】 

此小節將說明如何操作與自訂各無線網路監控區塊，例: 拖曳區塊、刪除區塊與

設計監控區塊名稱。 

【操作步驟】 

1. 需納管無線網路設備，詳見第五章 資產管理之新增節點之小節 

2. 由『NETCenter』→『資產管理』→『無線儀表板』。 

3. 詳見自訂無線儀表板頁面之小節，新增一儀表板 

4. 點選任一區塊，可自由拖曳設定版面 

 

5. 例: 將 AP 狀態區塊拖曳至中間 

 

6. 可雙擊各區塊之標題，如以下﹔『無線網路控制器』、『AP 狀態』、『AP 線上

排行及詳細資訊』、『AP 使用者排行』、『AP 流量排行』、『使用者流量排

行』、『SSID 使用者排行』。以下以『無線網路控制器』區塊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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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輸入自訂名稱於 Title 欄位 → 點擊 Enter 鍵，完成自定名稱 

或點擊 Enter 鍵，回復預設名稱 

 

8. 點選右上角移除按鈕 ，可在儀表板中移除監控區塊。 

9. 點選儲存按鈕 ，以儲存此無線儀表板。 

【備註說明】 

1. 若無儲存，重新整理或離開頁面之後，此儀表板回復存檔時版面設計。 

2. “Title”欄位無法永久儲存，為一次性顯示，重新整理或離開頁面之後，區

塊名稱回復預設值。 

AP 線上排行及詳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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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說明】 

此小節將說明如何操作 AP 線上排行及詳細資訊區塊。 

【操作步驟】 

1. 需納管無線網路設備，詳見第五章 資產管理之新增節點之小節 

2. 由『NETCenter』→『資產管理』→『無線儀表板』。 

3. 新增一自訂無線儀表板(詳見資產維護-無線儀表板小節) 

4. 移至『AP 線上排行及詳細資訊』區塊 

5. 展開『Show』下拉式選單 

 

6. 可選擇一頁所呈現之 AP 數量，例如﹔選取 10，則一頁顯示 10 台 AP。 

7. 輸入頁數於 page 欄位 → 點選 Go，則跳轉至該頁數 

8. 點擊各欄位名稱，例如﹔Download(Mbps)，AP 則以下載流量升冪排列 

9. 再次點擊相同項目則以降冪排列，亦可點其他項目做升降冪排列。 

10. 雙擊列表中任一 AP 名稱，即開啟詳細 AP 資訊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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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點擊區塊右上角  圖示，則關閉此視窗 

無線網路控制器 

【功能說明】 

此小節將說明如何操作無線網路控制器區塊。 

【操作步驟】 

1. 需納管無線網路設備，詳見第五章 資產管理之新增節點之小節 

2. 由『NETCenter』→『資產管理』→『無線儀表板』。 

3. 新增一自訂無線儀表板(詳見資產維護-自訂無線儀表板頁面之小節) 

4. 於無線網路控制器區塊中點擊任一無線網路控制器，例如﹔Aruba7010，則

不顯示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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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再次點擊，則顯示數量 

【備註說明】 

    監控區塊的更動須點擊存檔按鈕方可生效。 

AP 狀態 

【功能說明】 

此小節將說明如何操作 AP 狀態區塊。 

【操作步驟】 

1. 需納管無線網路設備，詳見第五章 資產管理之新增節點之小節 

2. 由『NETCenter』→『資產管理』→『無線儀表板』。 

3. 新增一自訂無線儀表板(詳見資產維護-自訂無線儀表板頁面之小節) 

4. 點擊任一 AP 狀態，例如﹔UP，則不顯示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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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再次點擊，則顯示數量 

【備註說明】 

    監控區塊的更動須點擊存檔按鈕方可生效。 

全螢幕顯示 

【功能說明】 

此小節將說明自訂無線儀表板後可使用全螢幕顯示。 

【操作步驟】 

1. 需納管無線網路設備，詳見第五章 資產管理之新增節點之小節 

2. 由『NETCenter』→『資產管理』→『無線儀表板』。 

3. 詳見『自訂無線儀表板頁面』之小節，新增與自訂一儀表板 

4. 點擊『全螢幕』 圖示，無線儀表板以全螢幕模式呈現。 

5. 點擊『Esc』鍵結束全螢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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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節點維護 

【功能說明】 

提供管理者維護無線控制器並可查閱 AP 內無線網路使用者資訊、狀態、排行、

分析…等，可監控無線網路即時環境。此小節將說明如何更改 AP 設定以及 AP 監

控 

 

此示意圖為已納管之無線網路設備列表 

無線節點設定 

【操作步驟】 

1. 需納管無線網路設備，詳見第五章 資產管理之新增節點之小節。 

2. 由『NETCenter』→『資產管理』→『無線節點維護』。 

3. 於任一無線裝置欄中點選設定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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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可更改無線裝置之設定內容﹔監控協定、SNMP 設定檔、登入帳號、登入密

碼、啟動密碼、設備種類、啟用 

5. 更改之後點選儲存 → 點選 離開設定視窗 

6. 點選 NETCenter 監控中心右上角之資料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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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確認更改無線裝置之設定生效 

AP 列表及設定 

【功能說明】 

提供管理者維護無線控制器並可查閱 AP 內無線網路使用者資訊、狀態、排行、

分析…等。 

【操作步驟】 

1. 需納管無線網路設備，詳見第五章 資產管理之新增節點之小節。 

2. 由『NETCenter』→『資產管理』→『無線節點維護』。 

3. 於任一無線裝置欄中點選 AP 列表圖示   

 

3. 可即時監控此無線裝置 AP 列表及即時狀態 

4. 將游標移至長條圖，可確認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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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點選 AP 列表旁的設定按鈕  

 

6. 設定告警門檻值﹔使用者告警數量與使用者超時告警(分) 

7. 設定完後，根據需求勾選 

8. 亦可勾選全選告警與全選統計，即全部皆告警 

9. 點選儲存完成設定 → 點選 離開設定視窗 

10. 在 AP 列表中亦可勾選該 AP 是否告警與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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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於 AP 列表中點選任一 AP 之細節圖示 ，可展開監控此 AP 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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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態管理 

即時節點組態備份 

 

【操作步驟】 

1. NETCenter →『組態管理』→『即時節點組態備份』。 

2. 從〝即時備份節點選擇〞列表中點選所要備份的設備。 

3. 按『選取』鍵新增至下方備份節點列表。 

4. 可重複以上動作增加數個備份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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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立即備份』鍵進行備份，備份完成後，以後可將該檔案以文字編輯器修

改後，做為還原之組態檔。 

6. NETCenter 將即時備份之檔案，放在預設資料夾: 

C:\inetpub\ftproot\backup\ 

 

7. 成功/失敗之回應訊息可在右方『節點組態備份訊息回應』區塊中確認。 

 

【備註說明】 

即時備份執行過程中，畫面右下角將顯示紅色〝工作正在執行中，請勿按任何

鍵〞訊息。 

 

組態備份資料比對 

【功能說明】 

組態設定比對功能提供管理者選擇先前已備份的組態設定檔進行兩者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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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態備份資料比對範例 

【操作步驟】 

1. NETCenter →『組態管理』→ 點選『組態備份資料比對』。 

2. 於〝還原節點選擇〞列表中選取節點，該節點須執行過兩次備份。 

3. 自〝備份檔案選擇〞欄位，選取所要比對的組態檔至〝到比對來源〞與〝到

比對目標〞。 

4. 若需檢視所選取的組態檔內容，按『檢視檔案』鍵即可。 

5. 按『比對』鍵，系統即進行檔案比對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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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對結果 

6. 比對結果將差異處以〝紅色〞明顯標示。 

檢視檔案 

【功能說明】 

組態設定檢視編輯功能提供管理者檢視編輯先前已備份的組態設定檔，離線編輯

儲存後並選擇是否還原存回至設備。 

【操作步驟】 

1. NETCenter →『組態管理』→ 點選『組態備份資料比對』。 

2. 於〝還原節點選擇〞列表中選取節點 

3. 自〝備份檔案選擇〞區塊，選取所要檢視之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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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點擊檢視檔案 → 按『編輯』鍵。 

 

 

5. 編輯組態內容。 

6. 按『儲存』鍵，即以原檔名儲存；或按『取消』鍵，取消作業。 

7. 按『關閉』鍵，關閉視窗離開。 

8. 此檔案以文字可用編輯器修改後，做為還原之組態檔。 

即時節點系統維護 

提供管理者立即或排程、同時進行多部網路設備 IOS 備份作業，本功能目前支援

Cisco 大部分支援 FTP 的 Router 及 Switch，其他廠牌、型號之設備是否適用，

亦或客製化服務，請洽 NETCenter 經銷商或本公司服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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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IOS Backup 不提供每日定時 Backup 功能；Redback SE800 不提供 IOS 備份功

能。 

 

即時節點系統維護範例畫面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組態管理』→『即時節點系統維護』。 

2. 從〝節點列表〞點選所要備份的節點。 

3. 按『Show Version』鍵，即可檢視 IOS 相關資訊。 

4. 按『選取』鍵，將選取的節點新增至畫面下方〝維護節點列表〞區塊。 

5. 按『執行』鍵即進行備份作業。 

6. 待本次 IOS 備份完成，未來可將該 IOS 備份檔案，做為未來升級之 IOS 檔。 



 

凌群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第 150 頁 

 

7. 待出現工作已完成之訊息後，可至資料夾確認，NETCenter 預設資料夾為: 

C:\inetpub\ftproot\ios\<設備名>\<檔案> 

【備註說明】 

備份的 IOS 檔案的名稱格式將維持原設備廠商之命名，因為設備廠商之檔名經常

包含版本等相關資訊在內。 

排程組態資料備份 

【功能說明】 

組態設定 – 備份提供 OP 設定對網路設備定期例行設定檔備份；可選取特定設備

群組或多群組進行非例行性的設定檔備份，便可執行即時備份作業。 

  設定後由最近一個時間點開始將進行定時備份，定時備份完成，以後可將該備份 

  組態檔案以文字編輯器修改後，做為還原之組態檔。 

本功能目前支援 Cisco 大部分支援 FTP 的 Router 及 Switch，其他廠牌、型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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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是否適用，亦或客製化服務，請洽 NETCenter 經銷商或本公司服務人員。 

 

新增一排程組態資料備份之範例畫面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組態管理』，點選『排程組態資料備份』。 

2. 點選『新增』鍵。 

3. 從『排程備份群組選擇』列表點選所要備份的群組。 

4. 按『新增』鍵新增至下方清單。 

5. 於『週期設定』中設定檔名、時間週期、循環模式以及時間設定…等。 

 

如圖，此範例為: 每個月的 1 號 11:49 進行每月一次的組態資料備份，執行的時間共 4 小時 11 分 

6. 按『儲存』鍵，完成新增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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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程節點系統備份 

 

【功能說明】 

節點備份提供 OP 設定對網路設備定期例行系統檔備份；也可選取特定設備群組

或多設備群組進行非例行性的系統檔備份，便可執行即時備份作業。 

由完成設定之時間點開始將進行定時備份，定時備份完成，以後可將該系統備份

檔案以文字編輯器修改後，做為還原之系統檔 

本功能目前支援 Cisco 大部分支援 FTP 的 Router 及 Switch，其他廠牌、型號之

設備是否適用，亦或客製化服務，請洽 NETCenter 經銷商或本公司服務人員。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組態管理』，點選『排程節點系統備份』。 

2. 點選排程設定檔中之『新增』鍵。 

3. 從『排程備份群組選擇』列表點選所要備份的群組。 

4. 按『新增』鍵新增至下方清單。 

5. 於『週期設定』中設定檔名、時間週期、循環模式以及時間設定…等。 

 
如圖，此範例為: 每週的星期日 00:00 進行每週一次的節點系統備份，執行的時間共 5 小時 0 分 

 

6. 按『儲存』鍵，完成新增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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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說明】 

1. 組態檔案以〝 設備名稱_YYYYMMDD_HHmm.cfg 〞名稱格式留存，例如

〝 GESWc1_20050810_1901.cfg 〞  

2. 因 FTP 伺服器檔案名稱限制，主機名稱不允許有〝 /  *  , 、 (  )  

[  ]  .  ; 〞等特殊字元。 

指令腳本派送 

【功能說明】 

NETCenter 提供指令供裝派送功能，可新增以及管理任務，例如: 任務狀態、紀

錄、比對…等。 

本功能目前支援設備韌體下載、上傳功能。 

 

建立腳本後顯示如上圖所示 

搜尋功能 

【功能說明】 

在指令腳本派送中，NETCenter 提供關鍵字搜尋功能，方便使用者快速找尋設

備、任務名稱……等。 

【操作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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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NETCenter』→『組態管理』，點選『指令腳本派送』。 

2. 於“搜尋 任務名稱、裝置、供應商”欄位中輸入關鍵字 

3. 即出現關鍵字搜尋結果，例: 輸入 HP 即出現相關檔名之任務與含有 HP 裝置

之任務 

 

4. 於”搜尋 裝置、供應商、IOS”欄位中輸入關鍵字 

5. 即出現關鍵字搜尋結果。例: 輸入 For，即出現 Forti 設備。 

 

【備註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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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為指令腳本派送之通用功能。 

收合/展開功能 

【功能說明】 

在指令腳本派送中，NETCenter 提供收合與展開功能，方便使用者管理大量設備

與腳本任務。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組態管理』，點選『指令腳本派送』。 

2. 於設備列表中，點選『展開』即展開所有群組設備 

3. 點選『收合』即展開所有群組設備 

【備註說明】 

  此為指令腳本派送之通用功能。 

任務管理 

新增任務 

一般任務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組態管理』，點選『指令腳本派送』。 

2. 點選『新增任務』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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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於『任務名稱』欄位輸入名稱 

 

4. 於左方設備清單中選擇欲執行之設備(亦可使用 Ctrl 多選設備) 

5. 選取“一般任務” 

6. 於“執行指令”區塊輸入指令 

7. 點選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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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勾選”您已確認要執行的指令，並了解所有風險” 後點選確定 

9. 確認任務新增完成 

週期任務 

每天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組態管理』，點選『指令腳本派送』。 

2. 點選『新增任務』鍵。 

3. 於『任務名稱』欄位輸入名稱 

4. 於左方設備清單中選擇欲執行之設備 (亦可使用 Ctrl 多選設備) 

5. 選取“週期任務” 

6. 點選“每天” 

7. 設定週期，例如: 每天，執行時間: 00:00，即每日 00:00 執行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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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勾選『啟用任務時間區間』 (此為選用) 

 

9. 設定開始日期與結束日期 

10. 或點選取消圖示『 』重新設定 

11. 於『執行指令』區塊輸入指令 

12. 點選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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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勾選『您已確認要執行的指令，並了解所有風險』後點選確定 

14. 確認『週期任務-每天』任務新增完成 

循環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組態管理』，點選『指令腳本派送』。 

2. 點選『新增任務』鍵。 

3. 於『任務名稱』欄位輸入名稱 

4. 於左方設備清單中選擇欲執行之設備(亦可使用 Ctrl 多選設備) 

5. 選取“週期任務” 

6. 點選“循環” 

7. 設定循環間隔，例如: 每分/小時，每: 1 小時，即每 1 小時執行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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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勾選“啟用任務時間區間“(此為選用) 

9. 設定開始日期與結束日期 

10. 或點選取消圖示 ”  ”重新設定 

11. 勾選“啟用任務運行時間“(此為選用) 

12. 設定開始日期與結束日期 

13. 設定執行日，週間任選，以下圖為例﹔此任務於 2020/07/30 至

2020/11/30 間，每星期日與星期五執行，於該日 00:00 至 12:00 間每一小

時執行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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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於“執行指令”區塊輸入指令 

15. 點選確定 

 

16. 勾選”您已確認要執行的指令，並了解所有風險” 後點選確定 

17. 確認”週期任務-循環”任務新增完成 

 

每週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組態管理』，點選『指令腳本派送』。 

2. 點選『新增任務』鍵。 

3. 於『任務名稱』欄位輸入名稱 

4. 於左方設備清單中選擇欲執行之設備 

(亦可使用 Ctrl 多選設備) 

5. 選取“週期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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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點選“每週” 

7. 設定執行時間 → 並勾選執行日 

8. 勾選“啟用任務時間區間“(此為選用)， 

9. 設定開始日期與結束日期 (或點選取消圖示 ”  ”重新設定) 

以下圖為例﹔此任務於 2020/07/30 至 2020/11/30 間，每週星期一與星期

五 00:00 時執行任務  

 

10. 於“執行指令”區塊輸入指令 

11. 點選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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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勾選”您已確認要執行的指令，並了解所有風險” 後點選確定 

13. 確認”週期任務-每週”任務新增完成 

每月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組態管理』，點選『指令腳本派送』。 

2. 點選『新增任務』鍵。 

3. 於『任務名稱』欄位輸入名稱 

4. 於左方設備清單中選擇欲執行之設備 (亦可使用 Ctrl 多選設備) 

5. 選取“週期任務” 

6. 點選“每月” 

7. 設定執行時間，並勾選執行日 

8. 勾選“啟用任務時間區間“(此為選用) 

9. 設定開始日期與結束日期 (或點選取消圖示 ”  ”重新設定) 

以下圖為例: 執行時間為 0:0，執行日為 1 與 15，即此任務於 2020/07/30 至

2020/11/30 間，每月 1 號與 15 號 00:00 時執行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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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於“執行指令”區塊輸入指令 

11. 點選確定 

 

12. 勾選”您已確認要執行的指令，並了解所有風險” 後點選確定 

13. 確認”週期任務-每月”任務新增完成 

執行任務 

【功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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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務管理中，無論是否為週期或一般任務，皆可根據需求立即執行。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組態管理』，點選『指令腳本派送』。 

2. 點選任一已新增之任務，參閱: 新增任務 小節 

3. 點選執行任務 

 

4. 點選確定 

 

5. 點選 “任務執行狀態”頁籤 

6. 確認任務執行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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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任務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組態管理』→『指令腳本派送』→ 點選『任務管理』

頁籤。 

2. 點選任一已新增之任務，請參閱: 『新增任務』小節 

3. 點選編輯任務，可編輯任務內容，例: 新增/移除設備，更改執行時間以及執

行指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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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編輯任務後點選“儲存任務” 

5. 出現提示視窗，點選確定以完成任務編輯 

或點選“取消”繼續編輯 

 

6. 亦可於編輯任務畫面，點選取消離開編輯任務 

 

刪除任務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組態管理』→『指令腳本派送』→ 點選『任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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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籤。 

2. 點選任一已新增之任務，請參閱: 『新增任務』小節。 

3. 點選刪除任務 

4. 於提示視窗中點選確定刪除任務 

或取消此刪除任務 

 

5. 確認此任務已被刪除 

信件通知 

全部任務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組態管理』→『指令腳本派送』。 

2. 新增一或多個任務，請參閱: 『新增任務』小節。 

3. 點選『開啟所有信件通知』                      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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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於提示視窗中點選確定 

 

5. 則開啟所有任務之郵件通知 

6. 點選『關閉所有信件通知』                    鍵。 

7. 於提示視窗中點選確定 

8. 則關閉所有任務之郵件通知 

單一任務 

【操作步驟】 

1. 點選單一任務之郵件通知按鈕   

 

2. 於提示視窗中點選確定 

3. 則開啟該任務之郵件通知 

4. 點選已開啟郵件通知任務之郵件通知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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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於提示視窗中點選確定，確認關閉該任務之郵件通知 

郵件列表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組態管理』→『指令腳本派送』。 

2. 新增一或多個任務，請參閱: 『新增任務』小節。 

3. 開啟單一任務或全部任務之信件通知，請參閱: 『信件通知』小節。 

4. 點選郵件列表 

 

5. 輸入電子郵件信箱於『郵件地址』中，點選新增。 

6. 重複此動作至完成為止，確認電子郵件信箱呈現於郵件列表中。 

7. 點選任一郵件加入收件者列表，或點選全部加入，將郵件加入收件名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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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點選任一郵件於收件人列表，或點選全部移除，將郵件從收件名單中移除。 

9. 重複以上動作至完成為止，確認電子郵件信箱呈現於郵件列表中。 

10. 反勾選預設 Email 發送設定，點選儲存，意即以自訂收件人接受信件通知 

11. 亦可勾選預設 Email 發送設定，意即以自訂收件人及預設 Email 接受信件通

知 

12. 點選查看內容圖示 ，確認收件者資訊。 

 



 

凌群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第 172 頁 

13. 關閉此視窗 

14. 點選儲存離開，或點選取消離開此設定 

15. 點選“執行任務”→ 確定 → 確定 

16. 執行結果將寄送至收件者名單(預設/自訂收件人) 

 

進階設定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組態管理』→『指令腳本派送』。 

2. 新增一或多個任務，請參閱: 『新增任務』小節。 

3. 點選進階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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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選擇欲使用之設定 

5. 點選儲存完成進階設定，執行任一任務可確認進階設定生效。 

6. 再次點選儲進階設定按鈕 

7. 可更改設定，點選儲存離開，執行任一任務可確認進階設定生效。 

任務執行狀態 

【功能說明】 

    在指令腳本派送中，NETCenter 提供任務執行狀態列表，方便使用者確認以及備

份任務執行狀態。以下步驟以執行任務後舉例。 

【操作步驟】 

1. 『NETCenter』→『組態管理』→『指令腳本派送』→『任務執行狀態』頁

籤。(承任務管理之執行任務之小節，須執行任務方可至任務執行狀態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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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於任務列表中，確認任務狀態以及結果 

3. 點選“查看內容”圖示  查看日志檔 

 

4. 點選右上角 X 離開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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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點選執行中/等待中/取消/成功/失敗，可分別確認該狀態之任務列表 

 

6. 點選“成功” 

7. 點選“下載”圖示 ，儲存日志檔 

8. 點選“新增”圖示 ，新增至比較清單 

9. 儲存與新增比較任務紀錄後，以下小節可供查詢與比較紀錄。 

【備註說明】 

離開“指令腳本派送”頁面後，比較清單將重置。 

取消任務 

【功能說明】 

在任務執行中，可隨時取消任務。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組態管理』，點選『指令腳本派送』。 

2. 點選任一已新增之任務，參閱: 新增任務 小節 

3. 點選執行任務 

4. 點選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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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點選 “任務執行狀態”頁籤 

 

6. 點選取消任務 

 

7. 出現提示視窗，點選確定以取消此次任務。 

8. 可於任務執行狀態頁籤確認已取消之任務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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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紀錄查詢 

【功能說明】 

在指令腳本派送中，NETCenter 提供任務執行狀態列表，方便使用者確認以及備

份任務執行狀態。 

【操作步驟】 

1. 『NETCenter』→『組態管理』→『指令腳本派送』→『任務紀錄查詢』頁

籤。 

2. 於設備清單中選取欲查詢之設備(該設備需執行過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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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右方呈現該設備所有執行之任務 

4. 點選“查看內容”圖示  ，查看日志檔 

5. 點選“下載”圖示 ，儲存日志檔 

6. 點選“新增”圖示 ，新增至“待比較清單” 

 

7. 點選“移除”圖示 ，將紀錄自待比較清單移除。 

8. 重複步驟 6~7，至待比較清單設定完成。 

【備註說明】 

離開“指令腳本派送”頁面後，比較清單將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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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紀錄比較 

【功能說明】 

在指令腳本派送中，NETCenter 提供任務紀錄比較，方便使用者比較任務差異以

迅速查詢問題所在。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組態管理』→『指令腳本派送』 

2. 點選『任務紀錄查詢』頁籤 → 點選任一設備(需執行過任務) 

3. 於任務清單中點選“新增”圖示 ，新增至“待比較清單” 

(以上步驟可參閱任務紀錄查詢之小節) 

4. 點選『任務紀錄比較』頁籤。 

5. 點選任一任務紀錄為比較來源，標記為 S 

6. 點選任一任務紀錄為比較目標，標記為 D 

 

7. 右方顯示比對結果，標記紅字為相異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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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再次點選 S/D 標記任務紀錄，即可重新設定來源/目標 

9. 點選右上角之“全螢幕顯示”圖示 ，即以全螢幕顯示比對結果 

10. 按下 Esc 鍵離開全螢幕模式 

【備註說明】 

離開“指令腳本派送”頁面後，『任務紀錄比較』頁籤將重置。 

任務設定 

【功能說明】 

在指令腳本派送中，可根據使用者需求更改任務設定。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組態管理』→『指令腳本派送』 

2. 點選『任務設定』頁籤 → 點選『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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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依序更改保留時間、同時執行數量以及同時派發裝置最大數量。 

4. 點選『儲存』完成編輯 

5. 或點選『取消』，取消此次編輯 

組態執行記錄 

【功能說明】 

備份記錄檢視為維護每一筆備份組態檔或 IOS 檔後的歷史記錄檔。 

 

組態執行紀錄主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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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組態管理』→『組態執行紀錄』 

2. 設定日期區間 → 點擊『查詢』鍵，出現日期區間內所有結果。 

3. 亦可設定以下詳細條件: 輸入『主機名稱』、輸入『網路位址』、選擇『類

型』、選擇『執行結果』種類。 

4. 按『查詢』鍵，即將符合查詢條件之記錄資顯示於畫面下方，以表格方式呈

現，並提供自動分頁功能。 

5. 點選產生 PDF 報表產生報告 

 

 告警管理 

告警管理可以設定在重要事件發生時主動通知，即時反映事件訊息，並發送

告警。事件告警可區分不同程度，管理者可自訂告警訊息的格式內容，使其對整

個管理工作更為有效。NETCenter 提供事件條件設定功能，可依特定告警指定特

定的處理方式，也可以過濾重要性較低的事件，或僅將其歸到日誌檔。 

NETCenter 的錯誤管理提供以下功能： 

 異常事件管理和告警管理  

 Syslog 管理 

 SNMP Trap 管理 

 偵錯工具 

告警設定 

【功能說明】 

告警設定功能是管理者設定欲監控之關鍵網路設備之設備異常告警記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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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告警管理』→『告警設定』啟動功能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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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定“Syslog 設定”、“Snmp Trap 設定”、“拓樸監控設定” 、“H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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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控設定”、“Tasks 設定”、“事件處理機制”、“簡訊發送設定”及

“郵件發送設定”等項目。 

3. 若按右方『重置』鍵，即清空剛才的編輯內容，使用者須重新輸入。 

4. 點選右方『儲存』鍵，即保存編輯內容。 

【備註說明】 

1. 權限不足之使用者進入本畫面為唯讀狀態。 

2. 須特別注意，新增收件人 email 時，按『新增』鍵僅會將收件人 email 收納

至“郵件發送設定”欄位下方的表格中，但尚未寫入資料庫，必須點選右方

『儲存』鍵才會真正寫入資料庫。 

 

自訂 Syslog Pattern 

新增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告警管理』→『告警設定』啟動功能項。 

2. 於自訂 Syslog Pattern 欄位中點選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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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Center 所提供預設 Syslog Pattern 樣式 

3. 點選新增 

4. 於 Pattern 樣式編輯-起始關鍵字區域中輸入樣式名稱與新增樣式關鍵字後點

選右方新增鍵 

 

5. 於 Pattern 樣式編輯-結束關鍵字區域中輸入樣式名稱與新增樣式關鍵字後點

選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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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可持續以上動作至設定完成 

7. 輸入 Pattern 正規表示式(此項目可為選填) 

8. 點選儲存以完成 Pattern 樣式新增 

編輯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告警管理』→『告警設定』啟動功能項。 

2. 於自訂 Syslog Pattern 欄位中點選編輯 

3. 於 Pattern 列表中點選任一 Pattern 

4. 點選編輯 

5. 更改設定後點選儲存以完成設定 

刪除 

【操作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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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NETCenter』→『告警管理』→『告警設定』啟動功能項。 

2. 於自訂 Syslog Pattern 欄位中點選編輯 

3. 於 Pattern 列表中點選任一 Pattern 

4. 點選刪除 

5. 出現確認視窗 → 點選 OK 確認以刪除 Pattern 樣式 

6. 點選取消以取消刪除 Pattern 樣式 

產生本頁 XLS 報表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告警管理』→『告警設定』啟動功能項。 

2. 於自訂 Syslog Pattern 欄位中點選編輯 

3. 點選產生本頁 XLS 報表 

4. 確認 XLS 報表已下載。 

Pattern 資料匯入/匯出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告警管理』→『告警設定』啟動功能項。 

2. 於自訂 Syslog Pattern 欄位中點選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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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Pattern 資料匯入/匯出區塊中，於 Pattern 資料匯出﹔點選執行 

 

4. 於下載資料夾(Chrome 預設)確認 csv 檔案是否匯出。 

5. 於 Pattern 資料匯入﹔中 CSV 檔匯入:點選選擇檔案 → 選擇欲匯入之 CSV

檔案 → 點選執行 

6. 確認匯入成功訊息 

 

7. 可點選下載匯入範例，輸入 Pattern 資料後亦可用於 Pattern 資料匯入 

套用樣式編輯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告警管理』→『告警設定』啟動功能項。 

2. 於自訂 Syslog Pattern 欄位中點選編輯 

3. 在套用樣式編輯區塊中，於選擇群組下拉選單中 

4. 任選任一欲套用樣式之節點群組，如下圖: 選擇 Other 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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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於未套用樣式中選擇欲套用之樣式 → 點選移動(可使用 Ctrl/Shift 多選)。 

6. 亦可點選全部移動 

7. 或點選移除或全部移除編輯套用之樣式數量 

8. 重複上述步驟至選擇樣式完成，點選套用將選用之樣式套用在該節點群組 

9. 確認套用成功之訊息 

 

10. 點選關閉離開自訂 Sysloy Pattern 視窗。 

Tasks 設定 

 

Tasks 設定相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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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 Response Description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告警管理』→『告警設定』啟動功能項。 

2. 至 Tasks 設定區塊中 

3. 設定 TCP Monitor 與 Ping 的 Aggregation Time，單位為秒 

4. 設定完成點選儲存鍵，出現成功儲存之訊息 

 

5. 於 Http Response Description 欄位中點選編輯 

6. 可於 Custom Description 中編輯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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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點選儲存完成編輯，或直接點選關閉離開視窗 

8. 出現成功修改之訊息後點選關閉離開視窗 

 

事件處理機制與 LINE 告警設定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告警管理』→『告警設定』啟動功能項。 

2. 於事件處理機制欄位中點選編輯 

3. 可勾選告警機制，勾選 Syslog 僅有 Syslog 之告警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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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選 E-Mail 僅有 E-Mail 告警訊息 

勾選 Alert 有 Alert 與 LINE 告警訊息(LINE 須綁定，詳見附錄) 

勾選 SMS 僅有 SMS 告警訊息(須設定簡訊系統) 

 

4. 點選儲存保存設定 → 點選關閉，以關閉設定視窗 

5. 或直接點選關閉不儲存此次設定。 

簡訊發送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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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告警管理』→『告警設定』啟動功能項。 

2. 於簡訊發送設定區塊中 

3. 於發送號碼欄位中輸入電話號碼 → 點選新增 

4. 重複此動作至完成為止 → 點選儲存完成設定 

5. 選取單一/多數電話號碼(或點選全選/全部不選) → 點選刪除 

6. 可對電話號碼做新增刪除 → 點選右方儲存完成設定 

7. 或點選右方重置取消以上設定 

郵件發送設定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告警管理』→『告警設定』啟動功能項。 

2. 於郵件發送設定區塊中 

3. 於收件人欄位中輸入電子郵件信箱 → 點選新增 

4. 重複此動作至完成為止 → 點選儲存完成設定 

5. 於 Mail List 選單中選取單一/多數電話號碼(或點選全選/全部不選) → 點選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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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可對收件者電子郵件做新增刪除 → 點選右方儲存完成設定 

7. 或點選右方重置取消以上設定 

Task 監控 

【功能說明】 

即時連線監控提供 ICMP PING 及 TCP 方式監視，選定欲監控的遠端連線目標設

備的連線或埠狀態，亦在 NETCenter 4.8 版本提供 OID 與 Database 監控。 

Ping 

應用程序群組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告警管理』→『Task 監控』啟動功能項。 

2. 點選『Ping』頁籤 → 於左邊應用程序群組點選『新增』 

3. 開啟『應用程序設定』畫面，(註：此畫面之設定值將套用於該群組下新增應

用程序的預設值，不會套用於該群組舊有之應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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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於『應用程序群組基本設定』中填入〝應用程序群組名稱〞及〝群組說明〞。 

5. 展開監控間閣下拉式選單，可選擇 15、30 及 60 秒之時間間隔 

6. 可選擇任務開關與監控等級。(預設為啟動與 Sensitivity) 

7. 於『Ping 內容設定』中填入相關參數﹔封包大小、封包數量、延遲時間門

檻，須特別注意，參數值必須是整數。 

8. 於『應用程序排程』輸入排程時間，預設為 Always；若選擇 Schedule，則

設定應用程序監控排程，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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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於『應用程序事件設定』中設定〝門檻值〞(成功率低於此值將觸發事件)，以

及告警方式: 產生事件&告警、郵件告警和 SMS 簡訊告警可供選擇。 

10. 按『儲存』鍵新增應用程序群組，或關閉視窗放棄前述設定。 

11. 於新增視窗點選確定完成新增應用程序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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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於應用程序群組點選任一新增之群組 → 點選右方『設定』鍵，可對應用程

序群組進行編輯，編輯完成後點選儲存鍵離開，或點選取消離開編輯畫面。 

13. 於應用程序群組點選任一新增之群組 → 點選上方『刪除』鍵 

14. 出現提示視窗，點選確定刪除此應用程序群組，或點選取消此刪除動作。 

 

應用程序 

新增 

【操作步驟】 

1. 承應用程序群組小節(使用應用程序功能前，需新增應用程序群組 

2. 點選任一應用程序群組 → 於左方<群組名>應用程序列表區塊中點選『新

增』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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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於『應用程序基本設定』中填入〝應用程序名稱〞及〝節點位址〞。 

4. 其他相關設定將繼承於群組，亦可自行設定 

或點選取消離開新增 

5. 點選儲存後，於提示視窗點選確定完成新增 

 

 

操作 

【操作步驟】 

1. 承應用程序群組與應用程序新增之小節(註﹔使用此功能前，需新增應用程序

群組及應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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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點選任一應用程序群組 → 畫面右側即顯示所有應用程序的狀態，紅色表示

監控項目異常，若有設定告警，將於告警視窗中列出。 

 

 應用程序狀態顯示畫面 

3. 於應用程序清單中點選任一應用程序名稱之連結 → 彈跳出應用程序視窗，

可進行編輯 

 

4. 進行應用程序修改後點選『儲存』鍵保存或點選『取消』鍵不進行存檔離開

編輯。 

5. 點選儲存後，於提示視窗點選確定，確認編修已存檔 



 

凌群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第 201 頁 

 

6. 於應用程序列表中勾選單一或複數應用程序 → 點選上方『刪除』鍵 

7. 於提示視窗點選確定，確認刪除選取之應用程序 

或點選『取消』返回。 

 

TCP/URL 

應用程序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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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告警管理』→『Task 監控』啟動功能項。 

2. 點選『TCP/URL』頁籤 → 於左邊應用程序群組點選『新增』 

3. 開啟『應用程序設定』畫面，(註：此畫面之設定值將套用於該群組下新增應

用程序的預設值，不會套用於該群組舊有之應用程序) 

 

4. 於『應用程序群組基本設定』中填入『應用程序群組名稱』及『群組說明』。 

5. 展開『監控間隔』下拉式選單，可選擇 15、30 及 60 秒之時間間隔 

6. 可選擇『任務開關』與『監控等級』。(預設為『啟動』與『Sensitivity』) 

7. 於『Ping 內容設定』中，展開監控類型下拉式選單，選擇 TCP 

(亦可展開監控類型下拉式選單，選擇 Http(s) Response，選擇此項目則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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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應用程序排程』，如步驟.9) 

8. 於『Ping 內容設定』中填入相關參數﹔埠號、發送次數、超時上限，須特別

注意，參數值必須是整數。 

9. 於『應用程序排程』輸入排程時間，預設為 Always；若選擇 Schedule，則

設定應用程序監控排程，如下圖﹔ 

 

10. 於『應用程序事件設定』中設定〝門檻值〞(成功率低於此值將觸發事件)，以

及告警方式: 產生事件&告警、郵件告警和 SMS 簡訊告警可供選擇。 

11. 按『儲存』鍵新增應用程序群組，或關閉視窗放棄前述設定。 

12. 於新增視窗點選確定完成新增應用程序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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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於應用程序群組點選任一新增之群組 → 點選右方『設定』鍵，可對應用程

序群組進行編輯，編輯完成後點選儲存鍵離開，或點選取消離開編輯畫面。 

14. 於應用程序群組點選任一新增之群組 → 點選上方『刪除』鍵 

15. 出現提示視窗，點選確定刪除此應用程序群組，或點選取消此刪除動作。 

 

應用程序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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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P 

【操作步驟】 

1. 承應用程序群組小節(使用應用程序功能前，需新增應用程序群組) 

2. 點選任一應用程序群組 → 於左方『<群組名>應用程序列表』區塊中點選

『新增』鍵。 

 

3. 於『應用程序基本設定』中填入『應用程序名稱』及『節點位址』。 

4. 其他相關設定將繼承於應用程序群組，亦可自行設定 

或點選取消離開新增 

5. 點選儲存後，於提示視窗點選確定完成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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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 Response 

【操作步驟】 

1. 承應用程序群組小節(使用應用程序功能前，需新增應用程序群組 

2. 點選任一應用程序群組 → 於左方<群組名>應用程序列表區塊中點選『新

增』鍵。 

3. 於『Ping 內容設定』中，展開監控類型下拉式選單，選擇 Http(s) Response 

 

4. 於『應用程序基本設定』中填入『應用程序名稱』 

5. 於『節點位址』中輸入完整網址，例如：http(s)://<IP or FQDN>:<Port> 

6. 其他相關設定將繼承於群組，亦可自行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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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點選取消離開新增 

7. 點選儲存後，於提示視窗點選確定完成新增 

 

 

操作 

【操作步驟】 

1. 承應用程序群組與應用程序新增之小節(註﹔使用此功能前，需新增應用程序

群組及應用程序) 

2. 點選任一應用程序群組 → 畫面右側即顯示所有應用程序的狀態，紅色表示

監控項目異常，若有設定告警，將於告警視窗中列出。 

 

 應用程序狀態顯示畫面 

3. 於應用程序清單中點選任一應用程序名稱之連結 → 彈跳出應用程序視窗，

可進行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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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進行應用程序修改後點選『儲存』鍵保存或點選『取消』鍵不進行存檔離開

編輯。 

5. 點選『儲存』後，於提示視窗點選『確定』，確認編修已存檔 

 

6. 於應用程序列表中勾選單一或複數應用程序 → 點選上方『刪除』鍵 

7. 於提示視窗點選『確定』，確認刪除選取之應用程序 

或點選『取消』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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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說明】 

應用程序群組之應用程序列表主畫面中，狀態列上之 Http 回傳狀態，可參閱告

警管理中告警設定小節之 Http Response Description 編輯，可於此自訂回傳狀態之

字串。 

Express Ping 

應用程序群組 

1. 由『NETCenter』→『告警管理』→『Task 監控』啟動功能項。 

2. 點選『Express Ping』頁籤 → 於左邊應用程序群組點選『新增』 

3. 開啟『應用程序設定』畫面，(註：此畫面之設定值將套用於該群組下新增應

用程序的預設值，不會套用於該群組舊有之應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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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於『應用程序群組基本設定』中填入『應用程序群組名稱』及『群組說明』。 

5. 可選擇『任務開關』。(預設為『啟動』) 

6. 註:『應用程序排程』不支援排程，固定為永久監控。(僅可在步驟.5 進行啟動

或停用) 

7. 於『應用程序事件設定』中設定〝門檻值〞(成功率低於此值將觸發事件)，以

及告警方式: 產生事件&告警、郵件告警和 SMS 簡訊告警可供選擇。 

8. 按『儲存』鍵新增應用程序群組，或關閉視窗放棄前述設定。 

9. 於新增視窗點選確定完成新增應用程序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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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於應用程序群組點選任一新增之群組 → 點選右方『設定』鍵，可對應用程

序群組進行編輯，編輯完成後點選儲存鍵離開，或點選取消離開編輯畫面。 

11. 於應用程序群組點選任一新增之群組 → 點選上方『刪除』鍵 

12. 出現提示視窗，點選確定刪除此應用程序群組，或點選取消此刪除動作。 

 

應用程序 

新增 

【操作步驟】 

1. 承應用程序群組小節(使用應用程序功能前，需新增應用程序群組) 

2. 點選任一應用程序群組 → 於左方『<群組名>應用程序列表』區塊中點選

『新增』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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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於『應用程序基本設定』中填入『應用程序名稱』及『節點位址』。 

4. 其他相關設定將繼承於應用程序群組，亦可自行設定 

或點選取消離開新增 

5. 點選『儲存』後，於提示視窗點選確定完成新增 

 

操作 

【操作步驟】 

1. 承應用程序群組與應用程序新增之小節(註﹔使用此功能前，需新增應用程序

群組及應用程序) 

2. 點選任一應用程序群組 → 畫面右側即顯示所有應用程序的狀態，紅色表示

監控項目異常，若有設定告警，將於告警視窗中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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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程序狀態顯示畫面 

3. 於應用程序清單中點選任一應用程序名稱之連結 → 彈跳出應用程序視窗，

可進行編輯 

 

4. 進行應用程序修改後點選『儲存』鍵保存或點選『取消』鍵不進行存檔離開

編輯。 

5. 點選儲存後，於提示視窗點選確定，確認編修已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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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於應用程序列表中勾選單一或複數應用程序 → 點選上方『刪除』鍵 

7. 於提示視窗點選確定，確認刪除選取之應用程序 

或點選『取消』返回。 

 

OID Monitor 

應用程序群組 

新增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告警管理』→『Task 監控』啟動功能項。 

2. 點選『OID Monitor』頁籤 → 於左邊應用程序群組點選『新增』 

3. 開啟『應用程序設定』畫面，(註：此畫面之設定值將套用於該群組下新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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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程序的預設值，不會套用於該群組舊有之應用程序) 

 

4. 『應用程序群組名稱』填入群組名稱，如﹔“Test” 

5. 展開『SNMP 設定檔』下拉式選單選擇欲使用之設定檔 

6. 展開『監控間隔』下拉式選單，可選擇 15、30、60 秒，預設為 15 秒 

7. 於『任務開關』下拉式選單選擇啟動或停用，預設為啟動 

8. 『群組說明』內容為選填。 

9. 於應用程序事件設定區塊中展開『事件觸發原則』下拉式選單，可選擇﹔

None、回傳值為字串、回傳值為數值。可根據需求設定如下: 

i. 『事件觸發原則』下拉式選單選擇 None，則無需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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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事件觸發原則』下拉式選單若選擇“回傳值為字串”，『當回傳值』的

下拉式選單可選『包含』或『不包含』，可於下方空格處填入字串 

iii. 『事件觸發原則』下拉式選單若選擇“回傳值為數值”，『當回傳值』的

下拉式選單可選小於、大於、等於或不等於，下方空格處填入數值 

10. 『發送告警』可決定是否勾選設定告警方式: 產生事件&告警、郵件告警或

SMS 簡訊告警 

i.勾選產生事件&告警，於 NETCenter 告警事件呈現事件及告警 

ii.勾選郵件告警，輸入主旨及郵件地址。(若多個信箱用分號相隔) 

iii.勾選 SMS 簡訊告警，輸入 SMS 號碼。(若多個號碼用分號相隔) 

11. 按『儲存』鍵新增應用程序群組，或關閉視窗放棄前述設定。 

12. 於新增視窗點選確定完成新增應用程序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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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於應用程序群組點選任一新增之群組 → 點選右方『設定』鍵，可對應用程

序群組進行編輯，編輯完成後點選儲存鍵離開，或點選取消離開編輯畫面。 

14. 於應用程序群組點選任一新增之群組 → 點選上方『刪除』鍵 

15. 出現提示視窗，點選確定刪除此應用程序群組，或點選取消此刪除動作。 

【備註說明】 

『應用程序排程』 OID Monitor 不支援排程，固定為永久監控。(僅可在步驟.7

進行啟動或停用)。 

應用程序 

新增 

【操作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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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承應用程序群組小節(使用應用程序功能前，需新增應用程序群組) 

2. 點選任一應用程序群組 → 於左方『<群組名>應用程序列表』區塊中點選

『新增』鍵。 

 

3. 『應用程序名稱』填入名稱，例﹔“Test”。 

4. 『節點位址』輸入 IP 位址。 

5. 於『監控 OID』中輸入欲監控之 OID 

6. 其他相關設定將繼承於應用程序群組，亦可自行設定 

或點選取消離開新增 

7. 點選『儲存』後，於提示視窗點選確定完成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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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操作步驟】 

1. 承應用程序群組與應用程序新增之小節(註﹔使用此功能前，需新增應用程序

群組及應用程序) 

2. 點選任一應用程序群組 → 畫面右側即顯示所有應用程序的狀態，紅色表示

監控項目異常，若有設定告警，將於告警視窗中列出。 

  

應用程序狀態顯示畫面 

3. 『應用程序列表』點選進應用程序名稱可再次針對上述設定再進行編輯。 

4. 編輯後，點選儲存鍵，於提示視窗點選確定，確認編修已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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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於應用程序列表中勾選單一或複數應用程序 → 點選上方『刪除』鍵 

6. 於提示視窗點選確定，確認刪除選取之應用程序 

或點選『取消』返回。 

 

 

Database Monitor 

應用程序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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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告警管理』→『Task 監控』啟動功能項。 

2. 點選『Express Ping』頁籤 → 於左邊應用程序群組點選『新增』 

3. 開啟『應用程序設定』畫面，(註：此畫面之設定值將套用於該群組下新增應用

程序的預設值，不會套用於該群組舊有之應用程序) 

4. 於『應用程序群組基本設定』中填入『應用程序群組名稱』及『群組說明』。 

5. 可選擇『任務開關』。(預設為『啟動』) 

6. 註:『應用程序排程』不支援排程，固定為永久監控。(僅可在步驟.5 進行啟動

或停用) 

7. 於『應用程序事件設定』中設定〝門檻值〞(成功率低於此值將觸發事件)，以

及告警方式: 產生事件&告警、郵件告警和 SMS 簡訊告警可供選擇。 

8. 按『儲存』鍵新增應用程序群組，或關閉視窗放棄前述設定。 

9. 於新增視窗點選確定完成新增應用程序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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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於應用程序群組點選任一新增之群組 → 點選右方『設定』鍵，可對應用程序

群組進行編輯，編輯完成後點選儲存鍵離開，或點選取消離開編輯畫面。 

11. 於應用程序群組點選任一新增之群組 → 點選上方『刪除』鍵 

12. 出現提示視窗，點選確定刪除此應用程序群組，或點選取消此刪除動作。 

 

應用程序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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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驟】 

1. 承應用程序群組小節(使用應用程序功能前，需新增應用程序群組) 

2. 點選任一應用程序群組 → 於左方『<群組名>應用程序列表』區塊中點選

『新增』鍵。 

 

3. 於『Task 基本設定』中填入以下 DB 資訊: 

Task 名稱: Task 名稱需唯一不可重複。 

Database Name: DBMaker 資料庫名稱 

Database IP: DBMaker 資料庫 IP, IP 需唯一不可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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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base Port: DBMaker 預設埠為 5678 

UserName and Password: DBMaker 的使用者帳號與密碼 

Interval: 可選擇 15, 30 或 60 

Task Status: 選擇 Enable/Disable (預設為 Enable) 

6. 其他相關設定將繼承於群組 

7. 點選儲存後關閉視窗。 

8. Database Monitor Items: 選擇欲監控之項目 

9. Database Status(Alert): 設定個告警之警戒值 

10. 其他相關設定將繼承於應用程序群組，亦可自行設定 

或點選取消離開新增 

11. 點選『儲存』後，於提示視窗點選確定完成新增 

 

 

操作 

【操作步驟】 

1. 於主畫面點選『DBMaker』，畫面右側即顯示所有 Task 的狀態，紅色表示監

控項目異常，若有設定 Alert，將於告警視窗中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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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sk 狀態顯示畫面 

2. 於 Task 清單中點選任一 Task → 點選上方『編輯』鍵→ 點選上方『編輯』

鍵，進行 Task 修改後點選『儲存』鍵保存或點選『取消』鍵不進行存檔，關

閉視窗離開編輯 Task 設定。 

3. 於 Task 清單中點選任一 Task → 點選上方『刪除』鍵→ 點選『確定』以刪

除此 Task 或『取消』返回。 

4. 於 Task 清單中點選『更新』取得即時狀態。 

匯入與匯出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告警管理』→『Task 監控』啟動功能項。 

2. 點選『Ping』頁籤 

3. 於『應用程序群組』中點選『資料匯出』鍵，確認所有 Ping 之應用程序群組

內容匯出為 csv 檔。 

4. 於『應用程序群組』中點選『匯入設定』鍵 → 選擇符合格式之 csv 檔(可於

步驟 3 匯出之檔案確認匯入格式) → 點選『開啟』鍵，於頁面資訊框中確認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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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之訊息。 

5. 點選『關閉』鍵離開匯入視窗並於首頁確認匯入之應用程序群組與其列表。 

6. 重複上述步驟，可完成 TCP/URL，Express Ping、OID Monitor、Database 

Monitor 應用程序群組及列表之匯出與匯入。 

【備註說明】 

『資料匯出』包含了該項目全部之應用程序群組與列表。 

節點事件紀錄檢視 

【功能說明】 

告警管理的節點事件總表功能是管理者輸入過濾條件查詢網路設備之歷史事件記

錄，管理者可在事件總表找到所有的記錄檔。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告警管理』→『節點事件紀錄檢視』。 

2. 系統預設自動帶出最近 10 分鐘的事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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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管理者可設定以下篩選條件﹔ 

 

i. 起始時間與結束時間 

ii. 主機名稱，點擊右方尋找鍵 ，點擊欲搜尋之特定節點或群組 → 點

擊確定 

(註: 亦可使用關鍵字搜尋，於搜尋欄位中輸入節點或群組關鍵字後點選

搜尋) 

 

iii. 關鍵字搜尋，可輸入特定或排除之關鍵字(關鍵字條件上限為三組) 

iv. 事件來源、事件類別、事件狀態: 可單擊 All 或使用 Ctrl/Shift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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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呈現方式，展開下拉示選單可選擇﹔All、Only Incidents、Only Events 

4. 以上條件設定完成後，點選『搜尋』鍵，畫面即顯示所有符合篩選條件之事

件資料，並自動分頁。 

5. 從查詢結果表格中，選取特定 (單選) 資料列，再點選『檢視』鍵，即可檢

視該特定事件詳細資料。 

 

6. 展開事件狀態下拉示選單，可更改任意狀態後，點選儲存 

 

7. 點選『上一筆』或『下一筆』鍵逐筆檢視。 

8. 點擊關閉離開事件詳細資料視窗 

9. 從查詢結果表格中，選取狀態為 Closed (Auto)之資料列，再點選『I-

View』鍵，即可檢視該特定事件發生與恢復之詳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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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點擊關閉離開 I-View 視窗 

11. 點選『產生 PDF 報表』或『產生本頁 XLS 報表』產生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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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log 紀錄檢視 

【功能說明】 

告警管理的 Syslog 紀錄檢視是管理者輸入過濾條件查詢網路設備之 Syslog 記

錄，管理者可在總表找到所有的 Syslog 記錄檔。 

 

Syslog 紀錄檢視 – 在特定主機使用關鍵字搜尋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告警管理』→『Syslog 紀錄檢視』。 

2. 系統預設自動帶出最近 50 筆的事件資料，亦可自行搜尋。 

3. 管理者可設定以下篩選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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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起始時間與結束時間 

ii. 主機名稱，點擊右方尋找鍵 ，點擊欲搜尋之特定節點或群組 → 點

擊確定 

(註: 亦可使用關鍵字搜尋，於搜尋欄位中輸入節點或群組關鍵字後點選

搜尋) 

 

iii. Syslog 關鍵字，可輸入特定或排除之關鍵字(關鍵字條件上限為三組) 

iv. 嚴重等級﹔可勾選欲呈現之等級條件 

v. 主機位址﹔可輸入 IP 或網段，請以";"隔開。網段格式為 192.1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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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設定篩選條件後，點選『搜尋』鍵，畫面即顯示所有符合篩選條件之事件資

料，並自動分頁。 

5. 點選產生本頁 XLS 報表，確認搜尋結果已產生 XLS 報表 

 

ACS Authentication 

【功能說明】 

告警管理的 ACS Authentication 事件總表功能是管理者輸入過濾條件查詢網路

設備之歷史事件記錄，管理者可在事件總表找到所有的記錄檔。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告警管理』→『ACS Authentication(TACAS)』。 

2. 系統預設自動帶出最近 10 分鐘的事件資料，亦可自行搜尋。 

3. 管理者亦可輸入篩選條件，點選『搜尋』鍵，畫面即顯示所有符合篩選條件

之事件資料，並自動分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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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能管理 

節點監控管理 

網路設備和網路連線的各種監控報告能協助管理者分析網路的效能與行為，並且

預言網路設備和網路通訊將來的趨勢與需求。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效能管理』→『節點監控管理』啟動功能項。 

 

2. 選擇單一/多數之群組/設備按『編輯』鍵，可修改警戒值(%)以及啟動/停用

監控。 

3. 選擇單一/多數之群組/設備按『批次設定』鍵可批次設定啟動/停用監控以及

CPU、記憶體、HDD 警戒值，務必『選取』後按『儲存』鍵儲存更改內容或

重置重新輸入。(註﹔務必於各項目勾選選取框，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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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點選『關閉』關閉批次設定 

5. 點選『產生本頁 CSV 報表』或『產生本頁 XLS 報表』以產生報表 

6. 點選『匯入設定』，點選『選擇檔案』選擇符合格式之 CSV 檔，點選『執

行』，完成後點選『關閉』 

7. 於『限定設備』或『限定群組』選取設備、群組或 All 不設定條件，點選

『查詢』，顯示限定設備/群組清單 

 

介面監控 

【操作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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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承『節點監控管理』 

2. 於監控設備列表點選『介面監控』鍵，可分別針對各個監控的節點，編輯介

面、監控時間，警戒值等。 

 

3. 選取單一/多數介面 → 點選『編輯』鍵，可分別針對各個監控的介面，編輯

介面、監控時間，警戒值等多項目。 

4. 按『儲存』鍵儲存更改內容或『取消』鍵離開編輯模式。 

5. 選取單一/多數介面 → 點選『批次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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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次設定 

 

6. 輸入瞬間流量高/低警戒值與平均流量高/低警戒值的百分比。 

7. 選取監控流量時間間格(分)。 

8. 按『儲存』鍵，設定即刻生效；若有欄位未填入值，或是選單未勾選任何節

點設備，頁面上方將顯示錯誤訊息，或重置重新輸入。(註﹔務必於各項目勾

選選取框，如批次設定圖) 

9. 儲存完成，按『關閉』鍵離開。 

10. 點選『資料匯出』或『產生本頁 XLS 報表』以產生 CSV/XLS 格式之報表 

11. 點選『匯入設定』，點選『選擇檔案』選擇符合格式之 CSV 檔，點選『執

行』，完成後點選『關閉』 

12. 展開限定介面下拉示選單，出現該設備所有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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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選取任一介面，案查詢，即顯示特定介面資訊 

 

14. 按『關閉』鍵離開介面監控設定 

【備註說明】 

不管是監控〝某一個節點〞或是〝該節點之一個 Interface or Port〞，該節點設備

都必須被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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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線路使用率查詢 

【功能說明】 

提供管理者查詢已設定之特定網路設備介面流量狀況，查詢時間區間最短可以至

10 秒，可協助管理者更精確分析該介面流量使用情形。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效能管理』→『即時線路使用率查詢』啟動功能項。 

2. 於〝節點及網路埠選擇〞列表中點選欲查詢介面流量的設備名稱。 

註﹔需先於 NETCenter >效能管理>節點監控管理中開啟介面監控，詳閱第

八章 效能管理 節點監控管理之介面監控小節 

3. 網路埠中將顯示該設備的各網路埠，點選 (以藍色反白顯示) 欲查詢流量的

網路埠 → 點選「新增」鍵   

4. 多選/單選介面，按「刪除」鍵，刪除欲查詢介面 

5. 或按「清除全部」鍵，刪除全部欲查詢介面 

6. 選取欲查詢之介面，按「查詢」鍵即列出查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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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查詢結果以即時呈現。 

 

 

操作方式 

【功能說明】 

NETCenter 提供管理者使用圖形方式查詢即時網路設備介面流量狀況，查詢時間

區間為 10 秒，可協助管理者更精確分析該介面流量使用情形。以下圖介面為例，空

白之處無任何流量，管理者推測設備有斷線之疑慮盡速發現問題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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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線路查詢結果 – 可用來查詢異常流量 

【操作步驟】 

1. 以下圖介面預設結果為例，Rx/Tx 圖式可分別顯示峰直流量，點選『Rx』關

閉顯示 → 僅顯示 Tx。 

 

2. 點選『Tx』關閉顯示 → 僅顯示峰值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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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再次點選『Rx』開啟 → 僅顯示 Rx。 

 

4. 再次點選 Tx 開啟，回復預設顯示畫面 

5. 將游標移至流量圖上 → 顯示特定時間之 Rx/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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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將游標移至流量圖上 → 使用滑鼠滾輪 → 可放大/縮小顯示時間範圍內之

Rx/Tx 

 

7. 將游標移至流量圖上 → 拖曳游標 → 可快速拖曳時間軸至查詢範圍內之

Rx/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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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將游標移至流量圖右上或左上 → 拖曳介面流量圖 → 可重新排序各介面之

流量圖 

 

9. 將游標移至流量圖右下 → 調整介面流量圖大小 → 可重新設定各介面之流

量圖區塊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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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方式 

【功能說明】 

NETCenter 提供管理者使用圖形方式查詢即時網路設備介面流量狀況，除了預設

顯示方式，管理者可根據需求客製顯示方式。 

【操作步驟】 

1. 產生即時線路使用率流量圖，預設為峰值流量 → 於畫面由上方工作列點選

峰值，切換為介面流量模式 

 

2. 點擊介面即關閉，顯示為峰值流量 

3. 於畫面由上方工作列點選百分比，流量以百分比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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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再度點擊百分比即關閉 

5. 點選排序按鈕，則以介面流量多寡降冪排序 

6. 數字框為一列顯示之介面數，輸入 1~10 之數字(僅可輸入最多至 10)，可調

整版面 

 

7. 即時線路使用率顯示區間預設為 4 小時，點選 8H，顯示 8 小時區間內線路

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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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點選 Day，顯示一日內線路使用率 

9. 點選上傳圖片 → 點選上傳圖片 → 選取欲使用之背景圖片 → 點選開啟 

10. 確認背景生效 

 

11. 重複 Step.9 與 Step.10，可更換背景 

12. 點選上傳圖片 → 點選刪除，確認背景被刪除 

13. 點選全螢幕，線路使用率以全螢幕顯示，按下 Esc 鍵或 X 圖示離開全螢幕模

式 

14. 點選左上方『返回』離開即時線路使用率查詢 

【備註說明】 

1. 『即時線路使用率查詢』功能係提供管理者使用 SNMP 通訊協定 Polling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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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介面流量資訊，查詢的內容不會寫入 Database，查詢時間區間只可以是

從現在的時段開始，無法查詢過去的時間。如果要查詢流量的歷史資料，請

從『線路使用率查詢』選定時間區間查詢。 

2. 背景與各種設定，需儲存為設定檔方可保存。 

設定檔 

【功能說明】 

NETCenter 版本提供管理者使用圖形方式查詢即時網路設備介面流量狀況，管理

者可儲存欲即時查詢之介面為設定檔，根據需求使用。 

【操作步驟】 

1. 需產生即時線路使用率流量圖(參閱本即時線路使用率查詢之小節) 

2. 點選儲存 → 輸入名稱於請輸入設定檔名稱欄位 → 選擇 OK 

3. 出現成功訊息 → 點選 OK 

 

4. 點選返回，回到即時線路使用率查詢主畫面 

5. 點選載入設定 



 

凌群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第 249 頁 

 

6. 即為 Step.2 所儲存之介面流量設定檔 

7. 點選更名，輸入名稱於請輸入設定檔名稱欄位 → 選擇 OK 

 

8. 於更新成功訊息視窗點選 OK，完成設定檔名稱更改 

9. 點選載入設定 → 選擇刪除 

10. 於刪除設定訊息視窗點選 OK，完成設定檔刪除 

11. 點選載入設定 → 選擇套用，查詢設定頁面出現設定檔名訊息 



 

凌群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第 250 頁 

 

12. 可點選查詢直接使用設定檔 

【備註說明】 

需在查詢頁面儲存設定檔，方可於查詢設定時使用。 

匯出及匯入 

【功能說明】 

管理者可將儲存之即時查詢介面設定檔匯出以及匯入，根據需求使用。 

【操作步驟】 

1. 需產生即時線路使用率流量圖(參閱本即時線路使用率查詢之小節) 

2. 點選儲存 → 輸入名稱於請輸入設定檔名稱欄位 → 選擇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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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出現成功訊息 → 點選 OK → 點選返回回到主畫面 

4. 點擊載入設定 

5. 點擊匯出設定，確認設定檔已匯出 

6. 點擊匯入設定，選擇欲匯入之檔案 → 點選開啟 

7. 確認設定檔已匯入 

 

輪播 

【功能說明】 

NETCenter 版本提供管理者使用圖形方式查詢即時網路設備介面流量狀況，除了

預設顯示方式，管理者可根據需求使用輪播方式顯示。 

【操作步驟】 

1. 需產生即時線路使用率流量圖(參閱本即時線路使用率查詢之小節) 

2. 設定輪播秒數，例﹔30 秒(預設)，最少為 10 秒，上限為 1800 秒(半小時) 

3. 點選輪播，即每 10 秒播放一次設定檔欲監控之介面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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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再次點選輪播，即結束輪播 

介面顯示方式 

【功能說明】 

     每一即時網路設備介面區塊，管理者可根據需求使用自定義，預設顯示為主機名

稱、介面、介面索引。 

【操作步驟】 

1. 需產生即時線路使用率流量圖(參閱本即時線路使用率查詢之小節) 

2. 點選任一介面左上之設定按鈕  

 

3. 點擊『自訂名稱』，輸入任意名稱 → 點選『OK』，自訂名稱設定完成 

 

4. 點擊介面之設定按鈕  → 點選『主機名稱』，設定主機名稱完成，則介面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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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機名稱顯示。 

5. 再次點擊介面之設定按鈕  → 點選『主機名稱』，則關閉主機名稱顯示，以

預設方式顯示(主機名稱 介面 介面索引) 

6. 點擊介面之設定按鈕  → 點選『介面名稱』，設定主機名稱完成，則介面以

該介面顯示。 

 

7. 再次點擊介面之設定按鈕  → 點選『介面名稱』，則關閉介面名稱顯示，以

預設方式顯示(主機名稱 介面 介面索引，例: 如下圖) 

 

8. 點擊介面之設定按鈕  → 點選『介面索引』，設定介面索引完成，則介面以

介面索引顯示。 

9. 再次點擊介面之設定按鈕  → 點選『介面索引』，則關閉介面索引顯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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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方式顯示(主機名稱 介面 介面索引) 

10. 點擊介面之設定按鈕  → 點選『介面別名』，設定介面別名完成，則介面以

介面別名顯示。 

 

11. 再次點擊介面之設定按鈕  → 點選『介面別名』，則關閉介面別名顯示，以

預設方式顯示(主機名稱 介面 介面索引) 

12. 點擊介面之設定按鈕  → 點選『介面描述』，設定介面描述完成，則介面以

介面描述顯示。 

 

13. 再次點擊介面之設定按鈕  → 點選『介面描述』，則關閉介面描述顯示，以

預設方式顯示(主機名稱 介面 介面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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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自定義介面顯示之後，點選儲存 → 輸入名稱於請輸入設定檔名稱欄位 → 

選擇 OK 

【備註說明】 

    需在查詢頁面儲存，方可將以上自定義介面顯示方式存為設定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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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路使用率圖表查詢 

【功能說明】 

線路使用率圖表查詢，提供管理者查詢過去某段時間之該線路監控群組之流量 

(多網路埠同時段比對，且可為不同設備的網路埠)，並可產出日、週及月報表。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效能管理』→『線路使用率查詢』。 

2. 點選欲查詢線路使用率的節點設備及其網路埠。  

3. 按『新增』鍵，重覆此動作，直到所欲查詢線路使用率的各節點設備及各網

路埠都已加入“查詢設定”列表(最多八個介面)。 

4. 於列表中選擇單一/多數介面 → 按『刪除』鍵，則於確認刪除後，將該資料

列自列表中移除。 

5. 或按『清除全部』鍵，清除列表中全部介面 

6. 於“查詢設定”區，設定“Query Date ”與“ Time Range”  

7. 確認欲查詢線路使用率的節點設備及其網路埠 

8. 按『查詢』鍵，顯示特定線路使用率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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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點選資料列印，輸出 PDF 格式之線路使用率圖表 

查詢結果 

【功能說明】 

線路使用率圖表查詢，提供管理者使用不同介面顯示/比對。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效能管理』→『線路使用率查詢』→ 設定後按查詢產

生圖表。(可參閱上一線路使用率圖表查詢小節) 

2. 預設畫面為第一個介面之資料 → 點選上方各介面進行切換 

3. 點選上方流量分析中“各別”按鍵，僅顯示合併之流量 

 

4. Rx/Tx 圖式可分別顯示峰直流量，點選『Rx 』→ 則關閉 Rx 僅顯示

Tx。 

5. 點選『Tx 』則關閉 Tx→ 僅顯示數字無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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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再次點選『Rx』與『Tx』恢復預設顯示方式 

7. 點選上方流量分析中“各別”按鍵關閉，即為預設畫面，Rx 與 Tx 各別顯示 

8. 點選百分比按鍵啟用，以百分比方式呈現 

 

9. 再次點選百分比按鍵，關閉百分比呈現之功能 

10. 點選頻寬之按鍵，顯示介面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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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再次點選頻寬之按鍵，關閉顯示介面流量，以預設峰值流量呈現 

12. 點選“混合分析”之按鍵，顯示所有選取介面流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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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再次點選“混合分析”之按鍵，關閉所有選取介面流量分析 

14. 將游標移至流量圖上 → 使用滑鼠滾輪 → 可放大/縮小顯示時間範圍內之流

量 

15. 將游標移至流量圖上 → 拖曳游標 → 可快速拖曳時間軸查詢範圍內之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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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U 使用率報表查詢 

【功能說明】 

提供管理者查詢網路設備 CPU 使用狀況，並可產出日、週及月報表。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 → 『效能管理』→『CPU 使用率報表查詢』。 

2. 直接點選『節點選擇』中欲查詢 CPU 的設備名稱(以藍色反白顯示)。 

3. 按『新增』鍵，重覆此動作，直到所欲查詢線路使用率的各節點設備都已加

入『已選擇的設備名稱』。 

4. 於列表中選擇單一/多數設備 → 按『刪除』鍵，則於確認刪除後，將該資料

列自列表中移除。 

5. 或按『清除全部』鍵，清除列表中全部介面 

6. 設定查詢日期後，按『查詢』鍵，查詢結果將以 xls 報表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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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U 使用率圖表查詢 

【功能說明】 

提供管理者查詢網路設備 CPU 使用狀況，並可產出日、週及月圖表。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效能管理』→『CPU 使用率圖表查詢』 

2. 直接點選〝節點列表〞中欲查詢 CPU 的設備名稱(以藍色反白顯示)。 

3. 按『新增』鍵，重覆此動作，直到所欲查詢 CPU 使用率的各節點設備都已加

入〝已選擇的設備名稱〞(查詢個數不得超過五個)。 

4. 若選擇單一/多數設備後按『刪除』鍵，則將該資料自查詢設定中〝主機名

稱〞中移除。(註﹔若點選清除全部則將資料自查詢設定中全部移除) 

5. 設定查詢日期後，按『查詢』鍵，查詢結果將以圖表呈現。 

 

查詢結果 

【功能說明】 

CPU 使用率圖表查詢，提供管理者使用不同設備顯示/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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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效能管理』→『CPU 使用率圖表查詢』 

2. 承 CPU 使用率圖表查詢小節，須設定欲查詢之設備與日期範圍。 

3. 預設畫面為第一個設備之資料 → 點選上方各設備進行切換 

 

4. 將游標移至流量圖上 → 使用滑鼠滾輪 → 可放大/縮小顯示時間範圍內之流

量 

5. 將游標移至流量圖上 → 拖曳游標 →可快速拖曳時間軸查詢範圍內之流量 

6. 於左方查詢設定選取單/多數設備 → 點選刪除，右方查詢結果同步顯示 

7. 於左方查詢設定 → 點選清除全部，右方查詢結果同步清除 

8. 點選資料列印，輸出 PDF 格式之 CPU 使用率圖表 

MEM 使用率報表查詢 

【功能說明】 

提供管理者查詢網路設備 Memory 使用狀況，並可產出日、週及月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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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 → 『效能管理』→『Memory 使用率報表查詢』。 

2. 直接點選〝節點選擇〞中欲查詢 Memory 的設備名稱(以藍色反白顯示)。 

3. 按『新增』鍵，重覆此動作，直到所欲查詢線路使用率的各節點設備都已加

入〝已選擇的設備名稱〞。 

4. 於列表中選擇單一/多數設備 → 按『刪除』鍵，則於確認刪除後，將該資料

列自列表中移除。 

5. 或按『清除全部』鍵，清除列表中全部介面 

6. 設定查詢日期後，按『查詢』鍵，查詢結果將以 xls 報表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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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 使用率圖表查詢 

【功能說明】 

提供管理者查詢網路設備 Memory 使用狀況，並可產出日、週及月圖表。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效能管理』→『MEM 使用率圖表查詢』 

2. 直接點選〝節點列表〞中欲查詢 MEM 的設備名稱(以藍色反白顯示)。 

3. 按『新增』鍵，重覆此動作，直到所欲查詢 CPU 使用率的各節點設備都已加

入〝已選擇的設備名稱〞(查詢個數不得超過五個)。 

4. 若選擇單一/多數設備後按『刪除』鍵，則將該資料自查詢設定中〝主機名

稱〞中移除。(註﹔若點選清除全部則將資料自查詢設定中全部移除) 

5. 設定查詢日期後，按『查詢』鍵，查詢結果將以圖表呈現。 

 

查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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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說明】 

Memory 使用率圖表查詢，提供管理者使用不同設備顯示/比對。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效能管理』→『MEM 使用率圖表查詢』→ 設定後按

查詢產生圖表。 

2. 承 MEM 使用率圖表查詢小節，須設定欲查詢之設備與日期範圍。 

3. 預設畫面為第一個設備之資料 → 點選上方各設備進行切換 

 

4. 將游標移至流量圖上 → 使用滑鼠滾輪 → 可放大/縮小顯示時間範圍內之流

量 

5. 將游標移至流量圖上 → 拖曳游標 →可快速拖曳時間軸查詢範圍內之流量 

5. 於左方查詢設定選取單/多數設備 → 點選刪除，右方查詢結果同步顯示 

6. 於左方查詢設定→ 點選清除全部，右方查詢結果同步清除 

7. 點選資料列印，輸出 PDF 格式之線路使用率圖表 

線路斷線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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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說明】 

提供管理者查詢網路設備特定介面線路品質狀況，並可產出日、週及月報表。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效能管理』→『線路斷線查詢』功能項。 

2. 首次使用請輸入〝線路名稱〞及〝線路種類〞。 

3. 點選〝節點及網路埠選擇〞中欲查詢的設備名稱及網路埠號(以藍色反白顯

示)。 

4. 按『新增』鍵，重覆此動作，直到所欲查詢線路斷線的各網路埠都已加入右

方清單。 

5. 選取單一/多介面，按『編輯』鍵，輸入資訊於線路名稱與線路種類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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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按『儲存』鍵完成編輯或取消鍵離開編輯模式 

7. 於列表中選擇單一/多數介面 → 按『刪除』鍵，則於確認刪除後，將該資料

列自列表中移除。 

8. 或按『清除全部』鍵，清除列表中全部介面 

9. 設定查詢日期後，按『查詢』鍵，查詢結果將以 xls 報表呈現。 

 

線路負載異常查詢 

【功能說明】 

提供管理者查詢網路設備特定介面流量警戒狀況，並可產出日、週及月報表。 



 

凌群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第 269 頁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效能管理』→『線路負載異常查詢』功能項。 

 

2. 首次使用請輸入〝線路名稱〞及〝線路種類〞。 

3. 點選〝節點及網路埠選擇〞中欲查詢的設備名稱及網路埠號(以藍色反白顯

示)。 

4. 按『新增』鍵，重覆此動作，直到所欲查詢線路斷線的各網路埠都已加入右

方清單。 

5. 選取單一/多介面，按『編輯』鍵，輸入資訊於線路名稱與線路種類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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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按『儲存』鍵完成編輯或取消鍵離開編輯模式 

7. 於列表中選擇單一/多數介面 → 按『刪除』鍵，則於確認刪除後，將該資料

列自列表中移除。 

8. 或按『清除全部』鍵，清除列表中全部介面 

9. 輸入瞬間流量警戒值(註)。 

10. 設定查詢日期後，按『查詢』鍵，查詢結果將以.xls 報表呈現。 

 

【備註說明】 

『線路負載異常查詢』的瞬間流量警戒值，其目的是統計(日、周、月)報表時同

時能標註超過流量警戒值的次數及最高值，並不會觸發告警，管理者更容易分析

線路異常狀況。而告警設定內針對介面流量定義的警戒值主要目的是日常維運監

控，當流量到達警戒時會出發告警訊息。 

設備妥善率查詢 

【功能說明】 

提供管理者查詢網路設備妥善率(SLA)狀況，並可產出日、週及月報表。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效能管理』→『設備妥善率查詢』功能項。 

2. 請於〝節點選擇〞中勾選欲查詢的〝節點群組〞或是單一/多數〝主機名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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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點擊左方新增鍵 

4.  

5. 新增設備後，於列表中選擇單一/多數設備 → 按『刪除』鍵，則於確認刪除

後，將該資料列自列表中移除。 

6. 或按『清除全部』鍵，清除列表中全部設備 

7. 設定查詢日期後，按『查詢』鍵，查詢結果將以報表呈現。 

 

8. 點擊『產生本頁 XLS 報表』鍵，即產生 XLS 報表。 

9. 於列表中選擇單一/多數設備 → 按『刪除』鍵，則於確認刪除後，將該資料

列自列表中移除。 

10. 或按『清除全部』鍵，清除列表中全部設備 

【備註說明】 

 上述步驟 9 與 10，僅為查詢後的資料整理用途，並不會真正的刪除查詢結果，重

新查詢後將還是原有之查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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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路妥善率查詢 

【功能說明】 

提供管理者查詢網路設備線路(介面)妥善率(SLA)狀況，並可產出日、週及月報

表。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效能管理』→『線路妥善率查詢』功能項。 

2. 首次使用請輸入〝線路名稱〞及〝線路種類〞。 

3. 點選〝節點及網路埠選擇〞中欲查詢的設備名稱及網路埠號(以藍色反白顯

示)。 

4. 按『新增』鍵，重覆此動作，直到所欲查詢線路的各網路埠都已加入右方清

單。 

5. 選取單一/多介面，按『編輯』鍵，輸入資訊於線路名稱與線路種類欄位。 

 

6. 按『儲存』鍵完成編輯或取消鍵離開編輯模式 

7. 於列表中選擇單一/多數介面 → 按『刪除』鍵，則於確認刪除後，將該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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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自列表中移除。 

8. 或按『清除全部』鍵，清除列表中全部介面 

9. 設定查詢日期後，按『查詢』鍵，查詢結果將以報表呈現。 

 

10. 點擊『產生本頁 XLS 報表』鍵，即產生 XLS 報表。 

 

11. 點擊『產生本頁 XLS 報表』鍵，即產生 XLS 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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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於列表中選擇單一/多數設備 → 按『刪除』鍵，則於確認刪除後，將該資料

列自列表中移除。 

13. 或按『清除全部』鍵，清除列表中全部設備 

【備註說明】 

 上述步驟 12 與 13，僅為查詢後的資料整理用途，並不會真正的刪除查詢結果，

重新查詢後將還是原有之查詢結果。 

監控介面總表 

【功能說明】 

提供管理者查詢網路設備線路(介面)監控狀態，依監控間隔時間分類、並可產生

報表。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效能管理』→『監控介面總表』 

2. 分別點選 1 分鐘/3 分鐘/5 分鐘頁籤檢視設備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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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點選『產生本頁 CSV 報表』/『產生本頁 XLS 報表』/『產生全部 XLS 報表』

可產生報表 

4. 輸入關鍵字於搜尋欄位→點選『查詢』可查詢特定結果 

5. 於限定設備下拉式選單中選擇設備→點選『查詢』可查詢該設備中所有介面 

 網路實體拓樸圖 

【功能說明】 

提供網路實體拓樸圖及關聯資訊。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拓樸』→『網路實體拓樸圖』啟動功能項。 

拓樸權限 

預設拓樸圖外，系統允許有權限的使用者儲存個人化拓樸圖，其權限說明如下： 

預設拓樸圖 

使用者 / 權限 讀 / 寫 唯讀 

同一時段第一個登入的 Admin V  

其他 Admin 及其他 User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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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儲存之拓樸圖 

使用者 / 權限 讀 / 寫 複製 刪除 

Admin 任何使用者之拓樸圖 可複製任何使用者之拓樸圖 任何使用者之拓樸圖 

其他 Users 帳號擁有的拓樸圖 僅可複製帳號擁有之拓樸圖 僅可刪除帳號擁有之拓樸圖 

拓樸環境 

工具列 (Tool Bar) 

 

工具列畫面 

【功能說明】 

Tool Bar 項目 說明 

Hide Toolbar  
隱藏拓樸圖工具列 

Refresh  
刷新拓樸圖狀態 

Save  儲存當前拓樸圖 

Background  
選擇拓樸圖背景 

Lock  固定拓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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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ol Bar 項目 說明 

Location  顯示節點資訊 

Go Back  回到上一層 

Go Root  回到根目錄 

Center   將拓樸圖置中 

Show/Hide   隱藏/顯示節點 

FullScreen  全螢幕模式 

Snaphot  將拓樸圖儲存為圖檔 

Highlight  強調指定節點 

Arrangement  將節點重新排列 

Setup  設定節點顯示內容 

flowOut  顯示流量 

Find  搜尋 

eagleEye  
鳥瞰拓樸圖 

狀態列 (Status 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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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列畫面 

【功能說明】 

顯示環境狀態及資訊，由左至右分別為：「系統時間」、「最新更新時間區間」 

 

實體拓樸圖畫面 

【操作步驟】 

1. 在網路實體拓樸圖的空白處，向上滾動滑鼠滾輪，即可變大拓樸圖；或向下滾

動，則縮小拓樸圖。 

2. 拓樸圖上可採用 Windows®圈選的方式，同時選取數個網路物件；亦可按

『Ctrl』鍵重複點選，亦可達到同樣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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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基本資訊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拓樸』→『網路實體拓樸圖』開啟拓樸畫面。 

2. 雙擊滑鼠左鍵即可查詢節點相關狀態。 

3. 點擊隱藏圖示 ，可隱藏內容 → 再次隱藏圖示 ，顯示內容 

4. 點擊 CPU Chart  圖示，顯示 CPU 使用率 → 再次點擊圖示可關閉 

5. 點擊 MEM Chart  圖示，顯示 MEM 使用率 → 再次點擊圖示可關閉 

 

6. 點擊任一流量 圖示 → 點擊 Peak  圖示，顯示峰值 

7. 再次點擊 Peak  圖示可關閉 

【備註說明】 

上述步驟 6 與 7，需點擊有開介面監控之介面，方可於拓樸圖監控流量與其峰

值，請先於 NETCenter >效能管理>節點監控管理中開啟介面監控，詳閱第八章 效能

管理 節點監控管理之介面監控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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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介面流量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拓樸』→『網路實體拓樸圖』開啟拓樸畫面。 

2. 雙擊滑鼠左鍵即可查詢節點相關狀態。 

3. 點擊隱藏圖示 ，可隱藏內容 → 再次隱藏圖示 ，顯示內容 

4. 點擊 ALL，顯示全部介面內容 

 

5. 點擊 INF(Interface Port)，隱藏 Interface 內容 → 再次點擊即顯示

Interface 內容 

6. 點擊 VL(Vlan Port)，隱藏 Vlan 內容 → 再次點擊即顯示 Vlan 內容 

7. 點擊 Po(Po Port)，隱藏 PO 內容 → 再次點擊即顯示 PO 內容 

8. 點擊 Em(Em Port)，隱藏 EM 內容 → 再次點擊即顯示 EM 內容 

9. 點擊 Lo(Lo Port)，隱藏 LO 內容 → 再次點擊即顯示 LO 內容 

10. 點擊 M(Managed Port)，隱藏 Managed 內容 → 再次點擊即顯示

Managed 內容 

11. 點擊 Ser(Serial Port)，隱藏 Serial 內容 → 再次點擊即顯示 Serial 內容 



 

凌群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第 281 頁 

12. 點擊 ISM(Ism Port)，隱藏 Ism 內容 → 再次點擊即顯示 Ism 內容 

13. 點擊 Oth(other Port)，隱藏 other 內容 → 再次點擊即顯示 other 內容 

(註﹔以上步驟 5 至 13 若該設備無支援，則為空白) 

14. 點擊 Enable，顯示監控狀態 → 再次點擊即關閉 

15. 將游標移至流量圖示上 並點擊，顯示即時流量 

 

16. 點選介面 TX/RX，可開啟/關閉顯示 TX/RX 即時流量 

17. 依序點選 1HR、4HR、8HR、1DAY，可顯示時間區間內之流量 

 

18. 再次點擊流量圖示 ，關閉即時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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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點擊右上角關閉 圖示關閉設備基本資訊視窗 

【備註說明】 

若介面顯示流量圖示 ，表示介面有流量，若無此圖示，例:  

則表介面無流量。，請先於 NETCenter >效能管理>節點監控管理中開啟介面監控，

詳閱第八章 效能管理 節點監控管理之介面監控小節 

 

網路實體拓樸操作 

【功能說明】 

    提供拓樸圖儲存、複製及刪除等功能。拓樸圖產生方式共分兩大類，使用權限如

下所述： 

A. 預設拓樸圖，即 Discover Agent 產生的拓樸圖。即使都是 Admin 的角

色，NETCenter 設計同一時間只允許第一個 Admin 可作存取修改，其

餘 Admin 使用者僅具備讀取權限。 

B. 儲存的拓樸圖，除 Admin 使用者可讀取其他使用者擁有的拓樸圖，其

餘使用者僅可存取修改其擁有的拓樸圖。 

    設備的狀態可於儲存的拓樸圖顯示，如：網路埠狀態。但當該網路設備被管理者

從預設拓樸圖中刪除後，則其他使用者之拓樸圖中相同之節點，亦同時被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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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拓樸圖 

【功能說明】 

1. 提供開啟儲存的拓樸圖及預設拓樸圖功能。 

2. 拓樸圖型態可由狀態列得知開啟的圖名及存取權限。 

3. 設備的狀態可於儲存的拓樸圖顯示，如網路埠狀態。 

 

開啟拓樸圖功能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拓樸』→『網路實體拓樸圖』開啟拓樸畫面 

2. 自〝PRESET TOPO〞下拉式選單點選欲開啟的拓樸圖，選取後即開啟。 

隱藏工具列 

【功能說明】 

隱藏拓樸圖工具列。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拓樸』→『網路實體拓樸圖』開啟拓樸畫面 

2. 由工具列 → 點選『hideToolbar』     ，拓樸圖工具列隱藏。 

3. 再次點擊 則顯示工具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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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樸圖儲存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拓樸』→『網路實體拓樸圖』開啟拓樸畫面。 

2. 點擊儲存圖示 。 

 

儲存拓樸圖 

3. 展開 CHOOSE USER 下拉式選單 → 選擇使用者 

(若不選擇則預設使用者為 Admin) 

4. 輸入『儲存名稱』，按『OK』鍵儲存此拓樸圖。 

拓樸圖刪除 

【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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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刪除儲存的拓樸圖。 

 

拓樸圖刪除畫面 

 

拓樸圖確認刪除視窗 

【操作步驟】 

1. 勾選欲刪除的拓樸圖，按『DELETE』鍵。 

2. 確定刪除，系統即刪除選擇的拓樸圖。 

拓樸圖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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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說明】 

可複製儲存的拓樸圖給其他使用者使用 

 

複製儲存拓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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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製拓樸圖完成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拓樸』→『網路實體拓樸圖』開啟拓樸畫面 

2. 勾選欲複製的拓樸圖。 

3. 選擇欲複製到的使用者帳號。 

4. 按『COPY』鍵，即複製到資料庫。 

上傳圖檔 

【功能說明】 

提供上傳拓樸圖背景圖使用的 (GIF) 圖檔功能。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拓樸』→『網路實體拓樸圖』開啟拓樸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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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工具列 →『Background』，啟動圖檔上傳程式。 

 

Menu 圖檔上傳功能 

 

圖檔選擇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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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選擇檔案』鍵，開啟〝檔案選擇〞視窗，選擇欲上傳的圖檔。 

 

檔案選擇視窗 

4. 確認圖檔後，按『Upload』鍵即傳送所選擇的圖檔。 

 

圖檔上傳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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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圖設定 

【功能說明】 

提供拓樸圖下載及設定背景圖功能。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拓樸』→『網路實體拓樸圖』開啟拓樸畫面 

2. 由工具列 →『Background』啟動功能項。 

3. 下載圖檔及設定背景圖功能、設定背景圖功能畫面。 

 

套用背景圖程式 

4. 按〝OK〞鍵，背景圖即設定完成，或按〝CLEAR〞鍵清除拓樸圖背景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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鎖定拓樸圖 

【功能說明】 

鎖定拓樸圖。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拓樸』→『網路實體拓樸圖』開啟拓樸畫面 

2. 由工具列 → 點選『Lock』      ，鎖定拓樸圖。 

2. 再次點擊 則解除鎖定 

拓樸位置 

【功能說明】 

顯示設備於拓樸圖之位置。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拓樸』→『網路實體拓樸圖』開啟拓樸畫面 

2. 於拓樸圖中點選任一設備 

3. 由工具列 → 點選『Location』 

3. 確認該設備置中顯示。 

顯示/影藏 

【功能說明】 

顯示拓樸圖隱藏之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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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拓樸』→『網路實體拓樸圖』開啟拓樸畫面 

2. 由工具列 → 點選『Show/Hide』 

3. 即顯示隱藏之設備。 

(註﹔該節點需先隱藏(hide)，可於節點選單 display 中設定) 

 

全螢幕 

【功能說明】 

拓樸圖以全螢幕顯示。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拓樸』→『網路實體拓樸圖』開啟拓樸畫面 

2. 由工具列 → 點選『FullScreen』      ，拓樸圖以全螢幕顯示 

2. 按 Esc 鍵離開全螢幕模式 

擷取拓樸圖畫面 

【功能說明】 

可將拓樸圖儲存為圖檔。 

【操作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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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工具列 → 點選『Snapshot』     ，拓樸圖另開新視窗 

2. 按 Download 鍵將拓樸圖以 PNG 格式儲存，下載完成後可自行關閉視窗。 

標示節點 

【功能說明】 

可將節點與其關聯之節點特別標示。 

【操作步驟】 

1. 由工具列 → 點選『Hightlight』 ，圖示顯示橘色 表此功能開啟 

2. 將游標移至任一節點上，拓樸圖僅顯示該節點與奇關聯之節點 

(即暫時隱藏其他節點) 

 

3. 再次點擊『Hightlight』關閉此功能 

重新排列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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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說明】 

可將所有節點位置恢復預設值。 

【操作步驟】 

1. 由工具列 → 點選『Arrangement』  

2. 所有節點恢復預設值排列畫面 

 

顯示設置 

【功能說明】 

設定節點顯示格式。 

【操作步驟】 

1. 由工具列 → 點選『Set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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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點選 hostName → 勾選 showInterface → 點選 OK，節點以名稱以及介面

顯示 

 

3. 由工具列 → 點選『SetOut』→ 點選 noName → 取消勾選 showInterface 

→ 點選 OK 

 

4. 節點關閉名稱與介面顯示 

顯示流量 

【功能說明】 

顯示節點間流量。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拓樸』→『網路實體拓樸圖』開啟拓樸畫面 

2. 利用 Ctrl+點選兩個(或以上)相鄰節點 → 點選『flowOut』  

3. 可監控節點間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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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點選流量圖示 ，顯示節點間流量 TX/RX  

5. 可利用游標顯示特定時間流量。 

 

6. 再次點選『flowOut』 ，關閉節點間流量圖。 

節點尋找 

【功能說明】 

提供拓樸圖尋找節點物件功能。 

 

尋找節點 



 

凌群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第 297 頁 

【操作步驟】 

1. 由工具列 →『Find』，啟動尋找節點物件功能項 

2. 系統自動將欲尋找的節點於拓樸圖中呈現紅色標示。 

3. 亦可於搜尋空白欄位中輸入部份條件，進行模糊查詢。 

 

尋找節點視窗 (模糊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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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隱藏物件 

【功能說明】 

提供拓樸圖顯示隱藏的節點物件功能。 

 

顯示隱藏的節點物件功能畫面 

【操作步驟】 

1. 由工具列 →『Show/Hide』啟動隱藏物件顯示功能項。 

2. 系統將顯示目前視窗中所有隱藏的節點物件，並於拓樸圖中呈現紅色標示。 

 

顯示隱藏的節點畫面 

3. 可於紅標的節點上，按右鍵 → 點擊 display，可設定選擇節點的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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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 與 hide。 

 

 隱藏的節點設定顯示屬性畫面 

拓樸圖選單 

新增 

新增選單 說明 

addGroup 新增 Group 節點 

addCloud 新增 Cloud 節點 

Group 

add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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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拓樸』→『網路實體拓樸圖』開啟拓樸登入畫面。 

2. 在背景點選右鍵 

3. 點擊 addGroup 

4. 輸入 <GroupName>後點選 OK，確認群組已新增。 

 

display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拓樸』→『網路實體拓樸圖』開啟拓樸登入畫面。 

2. 於 addGroup 中新增之群組節點點擊右鍵，請參閱﹔addGroup 小節 

3. 點擊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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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點擊 hide 以隱藏此 Group 節點 

5. 點擊 show 使此 Group 顯示 

6. 點擊 Delete → 點擊 OK 刪除此 Group 

【備註說明】 

步驟 4 與 5，此功能可應用至網路實體拓樸操作中顯示隱藏物件小節。 

管理 

1. 由『NETCenter』→『拓樸』→『網路實體拓樸圖』開啟拓樸登入畫面 

2. 承 Group 之 addGroup 之小節，需先新增一 Group 

3. 拖曳節點至 addGroup 中新增之群組節點 

4. 點擊此 Group  

 

5. 於任一節點中點擊右鍵 

6. 點擊 goBackLayer 或 goBackRoot 更改此節點所在之拓樸層 

7. 點擊 Go Back  或 Go Root  返回上一拓樸層或拓樸根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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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 

addCloud 

1. 『首頁』→『拓樸』→『網路實體拓樸圖』開啟拓樸登入畫面 

2. 在背景點擊右鍵 

3. 點擊 addCloud 

4. 輸入 <CloudName> 後點擊 OK 儲存並關閉視窗 

5. 確認 Cloud 已新增 

 

節點選單 

節點選單 說明 

addEdge 新增節點間之連結 

manage 執行節點 manage/Unmanage 

telnet/ssh 執行 telnet/ssh 

display 讓節點 show/hide 

Url 可設定及連結 url 

addEage 

【功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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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讓使用者於拓樸圖中手動管理設備 

【操作步驟】 

1. 使用 Ctrl 鍵並點擊此任兩個節點 

2. 點擊右鍵 

3. 點擊 addEage 

 

4. 展開 Choose interface 下拉式選單中選擇任一介面 → 點擊 OK 

5. 確認節點間產生自定義 Eage(預設為黑色線) 

 

manage 

【功能說明】 

可讓使用者於拓樸圖中手動管理設備 

【操作步驟】 

1. 『首頁』→『拓樸』→『網路實體拓樸圖』開啟拓樸登入畫面 

2. 使用 Ctrl/Shift 鍵並點擊單一或多個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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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據使用需求點擊 manage → manage 

或點擊 manage → unmanage  

TELNET 

【功能說明】 

拓樸圖程式提供 Telnet 功能，讓管理者遠端連接網路設備進行偵錯，透過下指令

方式瞭解設備目前的狀態。 

 

Telnet 執行畫面 

【操作步驟】 

1. 點選所要 Telnet 連線的節點設備。 

2. 點擊『Telnet』選項即開啟 Telnet 設定畫面。 

【備註說明】 

所提供之 Telnet 功能並不支援上、下、左、右鍵之編輯模式，也不支援〝vi〞等

編輯軟體，而是由客戶端 PC 發出 Telnet 連線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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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h 

【功能說明】 

ssh 功能提供管理者選取網路設備來進行 ssh，讓管理者遠端連接網路設備進行偵

錯，透過下指令方式瞭解設備目前的狀態。 

 

ssh 執行畫面 

【操作步驟】 

1. 從設備點選所要 ssh 的節點。 

2. 按滑鼠右鍵，點擊『telnet/ssh』選項即執行 ssh 並顯示 ssh 執行畫面。 

【備註說明】 

所提供之 ssh 功能並不支援上、下、左、右鍵之編輯模式，也不支援〝vi〞等編

輯軟體，而是由客戶端 PC 發出 ssh 連線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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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lay 

【操作步驟】 

1. 『首頁』→『拓樸』→『網路實體拓樸圖』開啟拓樸登入畫面 

2. 於任何節點點擊右鍵(註﹔設備節點、自訂 Group、自訂 Cloud 皆可) 

3. 點擊 display 

4. 點擊 hide 隱藏此節點 

5. 點擊 show 讓此節點呈現於拓樸圖中 

6. 點擊 Delete → 點擊 OK 刪除此節點 

【備註說明】 

1. 步驟 4 與 5，此功能可應用至網路實體拓樸操作中顯示隱藏物件小節。 

2. Delete 功能僅可刪除自訂 Group 與 Cloud 

Url 

【操作步驟】 

1. 『首頁』→『拓樸』→『網路實體拓樸圖』開啟拓樸登入畫面 

2. 於任何節點點擊右鍵(註﹔設備節點、自訂 Group、自訂 Cloud 皆可) 

3. 點擊 Url → 點擊 showUrl 

4. 輸入 cloud URL → 點擊 OK 

5. 右鍵此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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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點擊 Url → 點擊 openUrl 

7. 瀏覽器於新視窗開啟此 Url 

 虛擬化 

【功能說明】 

提供使用者進行虛擬化管理，例如: Virtual Center、VMware ESXi。 

虛擬化首頁 

【功能說明】 

使用者登入 NETCenter 後可開啟虛擬化首頁，進行主題與語言的設定。 

【操作步驟】 

1. NETCenter →『虛擬化』→『VMWare』，進入 VMWare 儀表板。 

 

上圖為新增虛擬化管理後之主畫面 

2. 初次使用時，儀表板為空白，可參見本小節新增虛擬設備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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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點選左方 展開虛擬化首頁功能 

 

4. 點選右上方主題鍵  → 可根據需求點選﹔黑主題或白主題，點選後即刻

套用生效。 

5. 點選右上方語言鍵  → 可根據需求點選﹔English、繁體中文、日本語，

點選後即刻套用生效。 

6. 點選右方返回鍵  → 點選後即返回 NETCenter 主

頁。 

7. 點選右方儀表板鍵  → 點選後即返回 NET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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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控總覽(Dashboard)。 

8. 點選右上方 NETCenter 標誌  → 點選後即返回 NETCenter 主

頁。 

全螢幕 

【功能說明】 

NETCenter 虛擬化監控皆提供全螢幕功能。 

【操作步驟】 

1. NETCenter →『虛擬化』→『VMWare』，進入 VMWare 儀表板。 

2. 任意點選各頁籤﹔儀表板、虛擬環境總覽、資產清單、儲存空間總覽、檔案

總覽 

3. 點選頁面右上方之全螢幕 鍵，即可全螢幕顯示。 

4. 點擊 ESC 鍵離開全螢幕模式。 

【補充說明】 

虛擬化監控所有頁面皆支援全螢幕模式。 

 

資產清單 

【功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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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可新增、刪除、修改虛擬機資產清單，例如: Virtual Center、VMware 

ESXi。 

【操作步驟】 

1. NETCenter →『虛擬化』→『VMWare』，進入 VMWare 儀表板。 

2. 初次使用時，儀表板為空白，可參見本小節新增虛擬設備資產。 

3. 點擊上方『 』資產

清單頁籤。 

4. 點擊『 』新增鍵。 

 

5. 填入資訊於以下欄位: IP 位址/網域名稱、使用者名稱、密碼、描述。 

6. 點擊『 』確認鍵完成設定，或點選『 』取消鍵離開新增裝置

頁面。 

7. 確認虛擬主機新增於資產清單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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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更新 

【功能說明】 

可更新虛擬環境資產清單。 

【操作步驟】 

1. NETCenter →『虛擬化』→『VMWare』→ 資產清單頁籤 

2. 點選 展開虛擬主機 

3. 於資產清單工作列點選立即更新鍵  

4. 則虛擬環境資產清單立即更新。如下圖﹔可即刻更新虛擬主機狀態。 

 

詳情 

【功能說明】 

可檢視虛擬環境詳情。 

【操作步驟】 

1. NETCenter →『虛擬化』→『VMWare』→ 資產清單頁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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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點選 展開虛擬主機 

3. 於任一虛擬主機列點選詳情鍵  

4. 則可檢視虛擬環境主機資訊。 

 

匯出 

【功能說明】 

可匯出虛擬環境資產清單。 

【操作步驟】 

1. NETCenter →『虛擬化』→『VMWare』→ 『資產清單』頁籤 

2. 於資產清單工作列點選匯出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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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即產出 xlxs 資產清單匯出檔。 

刪除 

【功能說明】 

可對虛擬環境資產清單進行管理，例如: 刪除。 

【操作步驟】 

1. NETCenter →『虛擬化』→『VMWare』→ 資產清單頁籤 

2. 於任一虛擬化設備點選右方刪除鍵 

3. 出現提示視窗，點擊『確認』鍵完成刪除動作，或點選『取消』鍵離開刪除

裝置提示。 

 

4. 確認虛擬主機自資產清單列表中移除。 

 

儀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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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表板總覽 

【功能說明】 

使用者能夠自行設置欲監控之物件於儀表板上，並透過新增、修改、

刪除隨時更改欲監控之物件，再利用拖曳與放大/縮小功能自由調配儀

表板之顯示，並可放大至全螢幕已顯示完整儀表板，設定則能夠修改

預設圖表大小以及頁面更新時間。 

全螢幕 

【功能說明】 

展開儀表板成全螢幕。 

【操作步驟】 

1. NETCenter →『虛擬化』→『VMWare』，進入 VMWare 儀表板。 

2. 點選右上角『 』。 

3. 按『ESC』即返回。 

【補充說明】 

 虛擬化監控所有頁面皆支援全螢幕模式。 

設定 

【功能說明】 

設定儀表板更新的間隔時間與預設之圖表大小。 

【操作步驟】 

1. NETCenter →『虛擬化』→『VMWare』，進入 VMWare 儀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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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點選右上角之『 』，即展開設定介面。 

i. 『更新間隔』可填入頁面更新時間間隔之秒數。 

ii. 『小工具預設大小』可修改預設之圖表大小。 

【補充說明】 

1. 預設之『更新間隔』秒數為：20 秒。 

2. 預設之『小工具預設大小』為：5 x 5。 

 

新增 

 

【功能說明】 

自定義儀表板 功能鍵(由左至右)依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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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各式圖表至監控儀表板。 

【操作步驟】 

1. NETCenter →『虛擬化』→『VMWare』，進入 VMWare 儀表板。 

2. 初次使用時，儀表板為空，點選右上角之加號『 』，即顯示下方圖示之

『新增小工具』視窗。 

 

3. 點選欲監控項目為﹔『資產』或『效能資訊』。 

4. 點選『資產』後，可選擇之監控圖表為「圓餅圖、長條圖」，依據圖表可點選

之監控項目如下表所示。 

圖表顯示 

可監控之項目 

ESXi 狀態 虛擬機器狀態 

圓餅圖   

長條圖   

5. 點選『效能資訊』後，可選擇之監控圖表為「折線圖、圓餅圖、長條圖、橫

條圖、矩形樹圖」，依據圖表可點選之監控項目如下表所示 

圖表顯示 

可監控之項目 

CPU 排行 記憶體
排行 

儲存空
間排行 

運作時
間排行 

寫入排
行 

讀取排
行 

全部網
路流量 

網路流
量 RX 

網路流
量 TX 

虛擬硬碟使用
率排行 

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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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餅圖           

長條圖           

橫條圖           

矩形樹圖           

6. 點擊完成後，即於儀表板上顯示空白小工具，請參照『編輯』之步驟新增設

備與後續設定。 

編輯 

【功能說明】 

編輯圖表內容，設定欲監控之物件，包含標題及監控項目。 

【操作步驟】 

1. NETCenter →『虛擬化』→『VMWare』，進入 VMWare 儀表板。 

2. 初次使用時，請依照『新增』之步驟，新增欲監控事項至儀表板頁面。 

3. 點選該小工具之右上角『 』→『編輯』，或是點選中央之『 』即可編

輯。 

4. 彈跳出示窗進入編輯模式。 

i. 『輸入標題』→『下一步』。 

ii. 點選『主機系統』或『虛擬主機』選擇欲監控之設備，可一次選多台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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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透過『搜尋欄』直接搜索欲監控之設備。  

 點選『全選』即全部選取 

 點選『全部取消』則取消已點選之設備 

 點選『上一步』即回到輸入標題頁面 

備註： 

 可選擇之『主機系統』或『虛擬主機』會因為『監控項目』不同而

有所區別，「儲存空間排行」與「運作時間排行」僅可監控虛擬機

器。 

 主機系統中設備前圖示為『 』表示連線中，而『 』表示斷線或

失聯。 

 虛擬機器中設備前圖示為『 』表示開機，而『 』表示關機或斷

線。 

iii. 確認已選擇之實體項目，若正確即按『確認』，即產生儀表板圖形，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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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即按『上一步』鍵，進行修改。 

5. 點選『確認』後，即於儀表板上顯示該監控圖表。

 

【注意事項】 

1. 設定頁面說明 

 點選上方之任意項目，即可轉跳任意步驟。 

 可於步驟『 選擇監控項目』確認已選擇之監控項目。 

 可於步驟『 完成』確認已選擇之設備數量。 

 

刪除 

【功能說明】 

刪除該監控圖表。 

【操作步驟】 

1. NETCenter →『虛擬化』→『VMWare』，進入 VMWare 儀表板。 

2. 點選該小工具之右上角『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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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點選刪除後，彈跳出刪除之提示對話窗，點選『確認』即刪除；點選『取

消』後則保留該小工具。 

鎖定 

【功能說明】 

將圖表鎖定於儀表板中的位置。 

【操作步驟】 

1. NETCenter →『虛擬化』→『VMWare』，進入 VMWare 儀表板。 

2. 初次使用時，請依照『新增』之步驟，新增欲監控事項至儀表板頁面。 

3. 點選該小工具之右上角『 』→『鎖定』。 

4. 欲解除鎖定則按『 』→『解除鎖定』。 

5. 鎖定後，該小工具將鎖定於儀表板中之指定位置。 

資產 

圓餅圖 

【功能說明】 

以圓餅圖的方式顯示設備在線、離線或其他之狀態及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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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驟】 

1. 點擊圓餅圖欲顯示之區塊，會顯示區塊之設備數量，同時其餘的項目顯

示較淡的顏色。 

2. 點擊圓餅圖左方之文字（在線、離線、其他），會顯示區塊之設備數量，

同時其餘的項目顯示較淡的顏色。 

直條圖 

【功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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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直條圖的方式顯示設備在線、離線或其他之狀態及數量。 

 

【操作步驟】 

1. 滑鼠移至直條圖欲顯示之區塊，會顯示區塊之設備數量，同時其餘的項

目顯示較淡的顏色。 

 

效能資訊 

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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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說明】 

以折線圖呈現之監控物件的使用狀態。

 

【操作說明】 

1. 『滑鼠』移至圖上特定時間時，即可呈現該時間點的詳細數據。 

2. 『雙擊』圖片或以『滑鼠滾輪』可放大、縮小時間軸。 

3. 點擊下方服務器名稱，即可暫時隱藏該數據，再次點擊即可恢復。 

圓餅圖 

【功能說明】 

以圓餅圖呈現之監控物件的使用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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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驟】 

1. 點擊任一監控物件或色塊，即可放大圖片並顯現該數據。 

長條圖 

【功能說明】 

以長條圖呈現之監控物件的使用狀態。

 

【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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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將游標移至該監控物件的長條圖上會顯示其名稱及資訊。

 

水平長條圖 

【功能說明】 

以長條圖呈現之監控物件的使用狀態。

 

【操作說明】 

1. 點選監控物件右側『 』圖示即顯示出該監控物件的監測項目（i.e. CPU、

記憶體......等）使用量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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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僅有 CPU 排行與 Memory 排行具有此功能。 

2. 可使用『滑鼠』在圖上滑動查看特定時間點的使用量。 

3. 『雙擊』圖片或以『滑鼠滾輪』可放大、縮小時間軸。 

矩形樹圖 

【功能說明】 

每一台虛擬機方格大小代表其裝置監控項目之使用量，若使用量較大，則顯示區

塊較大；反之，使用量較小，則顯示區塊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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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曳 

【功能說明】 

拖曳表格至儀表板中期望位置。 

【操作步驟】 

1. NETCenter →『虛擬化』→『VMWare』，進入 VMWare 儀表板。 

2. 初次使用時，請依照『新增』之步驟，新增欲監控事項至儀表板頁面。 

3. 點選欲拖曳之小工具任意處即可拉至儀表板任意處。 

【注意事項】 

 拖曳前請先確認該小工具未被『鎖定』。 

放大/縮小 

【功能說明】 

 將該小工具放大或縮小至期望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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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驟】 

1. NETCenter →『虛擬化』→『VMWare』，進入 VMWare 儀表板。 

2. 初次使用時，請依照『新增』之步驟，新增欲監控事項至儀表板頁面。 

3. 點選欲拖曳之小工具『右下角』即可將儀表板放大或縮小，『左側或右側』即

可水平將儀表板放大或縮小，『上側或下側』即可垂直將儀表板放大或縮小。 

【注意事項】 

 

 

虛擬環境總覽 

頁面顯示 

【功能說明】 

 使用者進入『虛擬環境總覽』的頁面，如下圖，以下將介紹每個區塊的功能及資

訊。 



 

凌群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第 329 頁 

 

虛擬化資源統計 

 【功能說明】 

虛擬化資源統計可顯示虛擬主機之效能總計，如下圖，以六個區塊顯示其各項

資訊。 

 

1. 資料中心：是一個 vCenter 的集中管理工具，於一個中央位置管理多個 ESXi

主機，如圖顯示，有 2 座資料中心。 

 

2. ESXi：可將單一的虛擬機器資源，部屬在個別的主機上，如圖顯示，有 4 台

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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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虛擬機器：會顯示虛擬機器的總數量，如圖顯示，有 76 台虛擬機器。 

 

4. CPU 使用率：顯示納管環境中整理的 CPU 使用率。 

 

5. 記憶體使用率：顯示納管環境中整理的記憶體使用率。 

 

6. 儲存空間使用率：顯示納管環境中整理的儲存空間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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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化資源清單 

1. 主機名稱：使用者輸入每台虛擬主機之名稱會顯示在該欄位上。 

2. 類型：會顯示是屬於資料中心、ESXi 或虛擬機器的類型。 

3. 狀態：若顯示「 」，表示主機為開機狀態（POWERED_ON）；若顯示

「 」，則表示主機未開機或設備主機離線（POWERED_OFF）。 

4. CPU：以橫條圖顯示該虛擬主機已使用的 CPU 使用量。 

 

5. 記憶體：以橫條圖顯示該虛擬主機已使用的記憶體使用量。 

 

6. 儲存空間：以橫條圖顯示該虛擬主機已使用的儲存空間。 

 

 

搜尋功能 

【功能說明】 

 使用者可依名稱、IP、MAC 搜尋欲查看的虛擬主機。 

【操作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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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點擊『虛擬環境總覽』，下方將會看到『搜尋 名稱、IP、MAC』。 

 

2. 使用者可輸入名稱、IP、MAC 來搜尋欲觀看的虛擬主機。 

【備註說明】 

 一邊輸入名稱、IP 或 MAC，下方的搜尋結果會自動更換。 

全螢幕 

【功能說明】 

展開儀表板成全螢幕。 

【操作步驟】 

1. NETCenter →『虛擬化』→『VMWare』，進入『虛擬環境總覽』。 

2. 點選右上角『 』，顯示即下圖。

 

3. 按『ESC』即返回。 

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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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說明】 

設定儀表板更新的間隔時間與預設之圖表大小。 

【操作步驟】 

1. NETCenter →『虛擬化』→『VMWare』，進入『虛擬環境總覽』。 

2. 點選右上角之『 』，即展開設定介面。 

 『更新間隔』可填入頁面更新時間間隔之秒數。 

 『小工具預設大小』可修改預設之圖表大小。 

【補充說明】 

1. 預設之『更新間隔』秒數為：20 秒。 

2. 預設之『小工具預設大小』為：5 x 5。 

新增虛擬機器 

【功能說明】 

新建虛擬機器。 

【操作步驟】 

1. NETCenter 首頁 →『虛擬化』→『VMWare』，進入 VMWare 儀表板。 

2. 請先確定『資產清單』已有設備存在，可參見資產清單之步驟。 

3. 點擊『虛擬環境總覽』頁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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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點擊『 』新增鍵，開啟以下新增虛擬機器精靈，可依提示之步驟設定。 

①. 虛擬機器名稱：使用者可輸入虛擬主機的名稱，輸入完成，點擊『下一

步』。 

 

②. 選擇主機系統：為下拉式選單，需選擇該虛擬機器存放的主機系統，選

擇完畢，點擊『下一步』。 

 

③. 選擇儲存空間：為下拉式選單，需選擇該虛擬機器該存放的儲存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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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完畢，點擊『下一步』。 

 

④. 選擇 ESXi 及系統相容版本：為下拉式選單，需選擇 ESXi 的版本、虛擬

機器的作業系統及版本，選擇完畢，點擊『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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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自訂硬體：填寫或選擇虛擬主機的相關資訊。 

 CPU：點擊左方『 』延展 CPU 之內容。 

 CPU：使用者輸入 CPU 之總數或用『 』新增或減少 CPU

數量。 

 每個通訊端的核心數：輸入核心數目或用『 』新增或減少

核心數。 

 記憶體：使用者輸入記憶體之總容量或用『 』新增或減少記憶

體容量，單位為 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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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碟：點擊右方『 』延展硬碟之內容，點擊『 』可新增硬碟數

量，最多為 3 個，以及虛擬硬碟的容量、磁碟佈建的方式（預設精

簡佈建）和磁碟運行的模式（預設相依），亦可點擊右方”  ”可

以刪除該硬碟。 

 網路：點擊右方『 』延展硬碟之內容，點擊『 』可新增網卡數

量，最多為 3 個，可在下拉選單中選擇相對應的網路環境，亦可點

擊右方”  ”可以刪除該網路。 

 光碟機：點擊右方『 』延展光碟機之內容選擇，點擊『 』可新

增光碟機數量，最多為 1 個，點擊『選取檔案』選擇已上傳至主機

中的 ISO 檔，亦可點擊右方”  ”可以刪除該光碟機。 

 建立完成後自動開機：建立完成後，可選擇是否需直接開啟虛擬

機。 

 

5. 建立完成後自動開機為選填項目，完成自訂硬體設定後，點選下一步。 

6. 於➅確認參數設定是否正確，點選建立 

7. 稍待片刻，待右上方出現成功訊息即新增虛擬機完成 

 

8. 點擊『虛擬機器』，就可看到您所新增的虛擬機器即在清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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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機器狀態 

【功能說明】 

顯示單一的虛擬機器的各項狀態，例如：IP 位址、MAC 位址、作業系統、CPU、

記憶體、儲存空間、電源狀態、連線狀態、傳輸速度、數據圖表顯示以及控制面板

等功能。 

【操作步驟】 

1. 進入『虛擬環境總覽』→『虛擬機器』→點擊『欲查看的主機名稱』，彈跳出

主機名稱詳細資訊視窗，如下圖。 

 

 

2. 頁面顯示資訊說明如下 

A. 主機網路資訊：顯示虛擬機器詳細資訊 

 主機名稱：顯示虛擬主機之名稱，如 PI3.7-172…...。 

 IP 位址：顯示虛擬主機所設定之 IP 位址，如 172.16…...。 

 MAC 位址：顯示虛擬主機之 MAC 位址，如 00:43:12……。 

 ：顯示虛擬主機之狀態，若顯示綠色，則為開機；若顯示灰色，

則為關機或離線。 

 作業系統：顯示虛擬主機作業統之版本，如 Microsoft Windows 

A.主機網路資訊 

C.主機效能資訊 

D.控制面板 

B.效能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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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er 2012 (64-bit)。 

 CPU：顯示虛擬主機之 CPU 數量，如 16。 

 記憶體：顯示虛擬主機之記憶體容量，如 32GB。 

 儲存空間使用量：顯示虛擬主機已使用的儲存空間，如 748.87 

GB。 

 電源狀態：顯示虛擬主機的電源狀態，若連線，則顯示已開啟電

源；若未連線，則顯示已關閉電源。 

 連線狀態：顯示虛擬主機的連線狀態，如連線，則顯示已連線。 

 VMware Tools：顯示虛擬主機是否安裝 VMware Tools 工具，若安

裝完成，則顯示已安裝，執行中；若未安裝，則顯示未安裝。 

 ：點擊之後，可查看 CPU 和記憶體的使用量、使用率，還有儲

存空間使用量的橫條圖數據。 

B. 效能追蹤：顯示儲存設備、ESXi 及虛擬機器主機之間的效能狀態。 

 顯示儲存設備與 ESXi 及 ESXi 與虛擬機器傳輸速率。 

C. 主機效能資訊：顯示該主機之 CPU 及 Memory 之狀態。 

 將游標移至 CPU 或 Memory 流量圖上，會顯示特定時間之使用狀

態，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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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游標移至流量圖上 → 使用滑鼠滾輪 → 可放大/縮小顯示時間範

圍內之使用狀態，如下圖。

 

D. 控制面板：可線上直接對於該主機進行電源管理、快照設定、編輯設定

及 web 遠端控制。 

 電源管理：可對機器做開機、關機、重置、暫停、刪除等功能。 

 快照：可做拍攝快照、管理快照、還原最新快照、清除全部快照等

功能，操作功能如下。 

 拍攝快照：顯示虛擬主機名稱、日期和時間，使用者可撰寫快

照描述 → 點擊『確認』，就已完成虛擬主機的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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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快照：選取快照名稱，即可查看詳細資訊。 

 

 全部刪除：可將全部快照的虛擬主機「一併刪除」。 

 刪除：選取快照虛擬主機名稱，可做「單一刪除」。 

 還原至快照：虛擬主機可還原至指定快照的時間點。 

 編輯設定：修改虛擬主機的 CPU、記憶體、硬碟、網路、光碟機等

設定，可參見新增虛擬機器之自訂硬體步驟。 

 Web 主控台：畫面會跳至網頁版的虛擬機器。 

 

 

儲存空間總覽 

【功能說明】 

 使用者可瀏覽已納管主機的儲存空間使用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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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此主機 IP 位址 

B. 此主機儲存空間總容量 

C. 藍色部分為此主機內虛擬機目前儲存空間使用量，灰色部分為此主機內檔案儲

存量，長度為儲存空間使用量占比 

D. 橘色部分為此主機目前可供使用的儲存空間 

點選該主機後顯示的畫面 

E. 藍色區塊為此主機內的虛擬機，每一台虛擬機所在的方格大小代表其儲存空間

使用量，若使用量較大，則顯示區塊較大；反之，使用量較小，則顯示區塊較

小。 

F. 灰色區塊為此主機內檔案的儲存空間使用量 

G. 橘色區塊為此主機目前可供使用的儲存空間 

【操作步驟】 

1. NETCenter →『虛擬化』→『VMWare』→ 『儲存空間總覽』頁籤。 

B C D 
A 

E 

F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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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點擊欲察看的主機，展開該 IP 位址目前儲存空間內各虛擬機使用量。 

3. 點擊欲察看的虛擬機方格以瀏覽該虛擬機使用儲存空間占總使用空間的百分

比，如圖。 

 

4. 點擊『虛擬機詳情』→ 自動切換至『虛擬環境總覽』頁籤，參閱: 本章虛擬環

境總覽之 小節 (此步驟為選用，若需收合該主機儲存空間各虛擬機使用量，請

再次點擊該主機 IP 位址。) 

【注意事項】 

步驟 4 將自動切換至『虛擬環境總覽』頁籤，若須返回察看請再切換至『儲存空

間總覽』頁籤。 

檔案總覽 

檔案總覽 

 

【功能說明】 

 可對虛擬環境的檔案進行管理與瀏覽。 

【操作步驟】 

1. NETCenter →『虛擬化』→『VMWare』→ 進入『檔案總覽』頁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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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者可選擇主機進行檔案管理並快速瀏覽檔案類型及相關資訊。 

 

A. 可依主機 IP 位址選取目標資料夾 

B. 瀏覽檔案結構資訊 

 

上傳檔案 

【功能說明】 

可對虛擬環境的檔案進行管理，例如：上傳檔案。 

【操作步驟】 

1. 在『檔案總覽』頁籤。 

2. 在左側檔案總覽目錄選取目標資料夾。 

3. 選擇拖曳上傳或按鍵上傳 

i. 拖曳上傳：將檔案拖拉至目標資料夾頁面，即立即傳送。 

ii. 按鍵上傳：點擊『           』→ 選取欲上傳的檔案 → 點擊『開

啟』 

4. 上傳時按鍵列右方會出現處理的進度條，如圖。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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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進度條完成後，確認該檔案已上傳並出現於目標資料夾檔案清單中。 

刪除 

【功能說明】 

可對虛擬環境的檔案進行管理，例如：刪除。 

【操作步驟】 

1. 在『檔案總覽』頁籤。 

2. 左側檔案總覽目錄選取目標資料夾。 

3. 選取單一或多個檔案 → 點選『       』。 

4. 出現提示對話窗 → 點選『       』。 

5. 頁面右上角顯示操作完成，確認該檔案已刪除，如圖。 

 

 

【注意事項】 

 在根資料夾下的檔案無法進行刪除，如圖，若需刪除檔案須至該檔案所在的子資

料夾執行。 

 

新增資料夾 

【功能說明】 

可對虛擬環境的檔案進行管理，例如：新增資料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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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驟】 

1. 在『檔案總覽』頁籤。 

2. 左側檔案總覽目錄選取目標資料夾。 

3. 點擊『新增資料夾』 → 輸入資料夾名稱 → 點擊『       』，如圖。 

 

4. 確認該資料夾已新增。 

排序 

【功能說明】 

可對虛擬環境的檔案進行管理，例如：依檔案類別 (檔案名稱、大小、新增時

間、類型) 排序檔案。 

【操作步驟】 

1. NETCenter →『虛擬化』→『VMWare』→ 『檔案總覽』頁籤。 

2. 左側檔案總覽目錄選取目標資料夾。 

3. 點擊欲排序的類別右側 → 顯現『↑』，表示檔案依類別遞增排序。 

4. 點擊『↑』 → 顯現『↓』，如圖示範檔案依名稱遞減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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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點擊『↓』 → 『↓』消失，表示檔案關閉排序功能。 

 

 報表管理 

線路使用率圖表排程 

【功能說明】 

提供管理者自行訂閱 NETCenter 提供的各式排程報表，本節是介紹線路使用率圖

表排程的操作步驟。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報表管理』→『線路使用率圖表排程』功能項。 

2. 請於『排程設定檔』按『新增』鍵並在設定檔名輸入“設定檔名稱”。 

3. 點選『節點及網路埠選擇』中欲查詢的設備名稱及網路埠號(以藍色反白顯

示)。 

4. 按『新增』鍵，重覆此動作，直到所欲查詢線路使用率的各節點設備和網路

埠號都已加入下方主機名稱列表。 

(亦可參閱: 本冊第二章 套用設定之介面流量小節，點選『設定套用』) 

5. 選取單一/多數設備後按『刪除』鍵，將該資料列自下方主機名稱列表中移

除。(亦可點選清除全部，移除已選擇之介面) 

6. 在『排程設定』中設定『循環模式』和『日期範圍』。 

7. 勾選進階設定，選取預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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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按『儲存』鍵，完成排程設定。 

9. 排程報表會存在預設的 FTP Server 路徑。 

10. 管理者可以將此報表寄至郵件信箱，需先在 Mail 發送設定中設定報表接收

者。 

 

上圖為預設格式 

混合格式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報表管理』→『線路使用率圖表排程』功能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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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於『排程設定檔』按『新增』鍵並在設定檔名輸入“設定檔名稱”。 

3. 點選『節點及網路埠選擇』中欲查詢的設備名稱及網路埠號(以藍色反白顯

示)。 

4. 按『新增』鍵，重覆此動作，直到所欲查詢線路使用率的各節點設備和網路

埠號都已加入下方主機名稱列表。 

(亦可參閱: 本冊第二章 套用設定之介面流量小節，點選『設定套用』) 

5. 選取單一/多數設備後按『刪除』鍵，將該資料列自下方主機名稱列表中移

除。(亦可點選清除全部，移除已選擇之介面) 

6. 在『排程設定』中設定『循環模式』和『日期範圍』。 

7. 勾選進階設定，選取『混合格式』(每天、每週及每月皆可設定混合格式) 

 

8. 按『儲存』鍵，完成排程設定。 

9. 排程報表會存在預設的 FTP Server 路徑。 

10. 管理者可以將此報表寄至郵件信箱，需先在 Mail 發送設定中設定報表接收。 



 

凌群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第 350 頁 

 

上圖為混合格式 

顯示規則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報表管理』→『線路使用率圖表排程』功能項。 

2. 請於『排程設定檔』按『新增』鍵並在設定檔名輸入“設定檔名稱”。 

3. 點選『節點及網路埠選擇』中欲查詢的設備名稱及網路埠號(以藍色反白顯

示)。 

4. 按『新增』鍵，重覆此動作，直到所欲查詢線路使用率的各節點設備和網路

埠號都已加入下方主機名稱列表。 

(亦可參閱: 本冊第二章 套用設定之介面流量小節，點選『設定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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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選取單一/多數設備後按『刪除』鍵，將該資料列自下方主機名稱列表中移

除。(亦可點選清除全部，移除已選擇之介面) 

6. 在『排程設定』中設定『循環模式』→ 勾選每週或每月 

(註﹔顯示規則只適用於每週或每月報表) 

7. 在『排程設定』中，依據需求設定『日期範圍』。 

8. 勾選『進階設定』，選取『混合格式』或使用『預設』格式。 

 

9. 設定數據之最大值與最小值之顯示規則 

10. 按『儲存』鍵，完成排程設定。 

11. 排程報表會存在預設的 FTP Server 路徑。 

12. 管理者可以將此報表寄至郵件信箱，需先在 Mail 發送設定中設定報表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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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為使用顯示規則之混合格式，例﹔最大值中顯示其最大值，與最小值中顯示其最大值 

【備註說明】 

1. 只有每週與每月報表方有顯示規則之設定。 

2. 所有報表管理中，需先在 Mail 發送設定中設定報表接收者，方可透過電子郵 

件接收各排程報表，詳見﹔第四章 系統管理之 Email 發送設定之小節。 

 

CPU 使用率報表排程 

【功能說明】 

提供管理者自行訂閱 NETCenter 提供的各式排程報表，本節是介紹設備 CPU 使

用率報表排程的操作步驟。 

【操作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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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NETCenter』→『報表管理』→『CPU 使用率報表排程』功能項。 

2. 於“排程設定檔”中，按『新增』鍵並輸入“設定檔”名稱。 

3. 於“節點選擇”列表中點選欲查詢的設備名稱(以藍色反白顯示)。 

4. 按『新增』鍵，重覆此動作，直到所欲查詢 CPU 使用率的各節點設備都已加

入“節點選擇”下方表格內。 

5. 選取單一/多數設備後按『刪除』鍵，將該資料列自下方主機名稱列表中移

除。(亦可點選清除全部，移除已選擇之介面) 

6. 在“排程設定” 中設定“循環模式”和“日期範圍”。 

7. 按『儲存』鍵，完成排程設定。 

 

8. 排程報表會存在預設的 FTP Server 路徑。 

9. 管理者可以將此報表寄至郵件信箱，需先在 Mail 發送設定中設定報表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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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U 使用率圖表排程 

【功能說明】 

提供管理者自行訂閱 NETCenter 提供的各式排程報表，本節是介紹設備 CPU 使

用率圖表排程的操作步驟。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報表管理』→『CPU 使用率圖表排程』 

2. 請於〝排程設定檔〞按『新增』鍵並輸入〝設定檔名稱〞。 

3. 點選〝節點選擇〞列表中欲查詢的設備名稱(以藍色反白顯示)。 

4. 按『新增』鍵，重覆此動作，直到所欲查詢 CPU 使用率的各節點設備都已加

入“節點選擇”下方表格內。 



 

凌群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第 355 頁 

5. 若選取單一/多數設備後按『刪除』鍵，則於確認刪除後，將該資料列自〝已

選擇的設備名稱〞中移除。 

6. 在〝排程設定〞中設定〝循環模式〞和〝日期範圍〞。 

7. 勾選進階設定 → 使用預設格式 

8. 按『儲存』鍵，完成排程設定。 

 

9. 排程報表會存在預設的 FTP Server 路徑。 

10. 管理者可以將此報表寄至郵件信箱，需先在 Mail 發送設定中設定報表接收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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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為預設格式 

4x2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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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報表管理』→『CPU 使用率圖表排程』 

2. 請於〝排程設定檔〞按『新增』鍵並輸入〝設定檔名稱〞。 

3. 點選〝節點列表〞中欲查詢的設備名稱(以藍色反白顯示)。 

4. 按『新增』鍵，重覆此動作，直到所欲查詢 CPU 使用率的各節點設備都已加

入“節點選擇”下方表格內。 

5. 若選取單一/多數設備按『刪除』鍵，則於確認刪除後，將該資料列自〝已選

擇的設備名稱〞中移除。 

6. 在『排程設定』中設定『循環模式』與『日期範圍』，並依據需求設定完成。 

7. 勾選進階設定，選取『4x2』 

 

8. 按『儲存』鍵，完成排程設定。 

9. 排程報表會存在預設的 FTP Server 路徑。 

10. 管理者可以將此報表寄至郵件信箱，需先在 Mail 發送設定中設定報表接收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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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為 4x2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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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說明】 

每天、每週與每月報表方皆可使用 4x2 格式。 

顯示規則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報表管理』→『CPU 使用率圖表排程』 

2. 請於〝排程設定檔〞按『新增』鍵並輸入〝設定檔名稱〞。 

3. 點選〝節點列表〞中欲查詢的設備名稱(以藍色反白顯示)。 

4. 按『新增』鍵，重覆此動作，直到所欲查詢 CPU 使用率的各節點設備都已加

入“節點選擇”下方表格內。 

5. 若選取單一/多數設備後按『刪除』鍵，則於確認刪除後，將該資料列自〝已

選擇的設備名稱〞中移除。 

6. 在『排程設定』中設定『循環模式』→ 勾選每週或每月 

(註﹔顯示規則只適用於每週或每月報表) 

7. 在『排程設定』中設定『日期範圍』，並依據需求設定完成。 

8. 勾選進階設定，選取『4x2』或使用『預設』。  



 

凌群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第 360 頁 

 

9. 按『儲存』鍵，完成排程設定。 

10. 排程報表會存在預設的 FTP Server 路徑。 

11. 管理者可以將此報表寄至郵件信箱，需先在 Mail 發送設定中設定報表接收

者。 

 
上圖為使用顯示規則之 4x2 格式，例﹔最大值中顯示其最大值，與最小值中顯示其最大值 

【備註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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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每週與每月報表方有顯示規則之設定。 

MEM 使用率報表排程 

【功能說明】 

提供管理者自行訂閱 NETCenter 提供的各式排程報表，本節是介紹設備

Memory 使用率報表排程的操作步驟。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報表管理』→『MEM 使用率報表排程』功能項。 

2. 請於〝排程設定檔〞按『新增』鍵並輸入〝設定檔名稱〞。 

3. 點選〝節點列表〞中欲查詢的設備名稱(以藍色反白顯示)。 

4. 按『新增』鍵，重覆此動作，直到所欲查詢 Memory 使用率的各節點設備都

已加入“節點選擇”下方表格內。 

5. 若選取單一/多數設備後按『刪除』鍵，則於確認刪除後，將該資料列自〝已

選擇的設備名稱〞中移除。 

6. 在〝排程設定〞中設定〝循環模式〞和〝日期範圍〞。 

7. 按『儲存』鍵，完成排程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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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排程報表會存在預設的 FTP Server 路徑。 

9. 管理者可以將此報表寄至郵件信箱，需先在 Mail 發送設定中設定報表接收

者。 

MEM 使用率圖表排程 

【功能說明】 

提供管理者自行訂閱 NETCenter 提供的各式排程報表，本節是介紹設備

Memory 使用率圖表排程的操作步驟。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報表管理』→『MEM 使用率圖表排程』。 

2. 請於〝排程設定檔〞按『新增』鍵並輸入〝設定檔名稱〞。 

3. 點選〝節點列表〞中欲查詢的設備名稱(以藍色反白顯示)。 

4. 按『新增』鍵，重覆此動作，直到所欲查詢 Memory 使用率的各節點設備都

已加入“節點選擇”下方表格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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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若選取單一/多數設備後按『刪除』鍵，則於確認刪除後，將該資料列自〝已

選擇的設備名稱〞中移除。 

6. 在〝排程設定〞中設定〝循環模式〞和〝日期範圍〞。 

7. 勾選進階設定 → 使用預設格式 

7. 按『儲存』鍵，完成排程設定。 

 

8. 排程報表會存在預設的 FTP Server 路徑。 

9. 管理者可以將此報表寄至郵件信箱，需先在 Mail 發送設定中設定報表接收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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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為預設格式 

4x2 格式與顯示規則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報表管理』→『MEM 使用率圖表排程』 

2. 請於『排程設定檔』按『新增』鍵並輸入〝設定檔名稱〞。 

3. 點選『節點列表』中欲查詢的設備名稱(以藍色反白顯示)。 

4. 按『新增』鍵，重覆此動作，直到所欲查詢 Memory 使用率的各節點設備都

已加入“節點選擇”下方表格內，按『儲存』鍵儲存設定。 

5. 若選取單一/多數設備後按『刪除』鍵，則於確認刪除後，將該資料列自『已

選擇的設備名稱』中移除。 

6. 在『排程設定』中設定『循環模式〞和〝日期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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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勾選進階設定，選取『4x2』，並選擇數據之顯示規則 

 

8. 按『儲存』鍵，完成排程設定。 

9. 排程報表會存在預設的 FTP Server 路徑。 

10. 管理者可以將此報表寄至郵件信箱，需先在 Mail 發送設定中設定報表接收

者。 

 

上圖為使用顯示規則之 4x2 格式，例﹔最大值中顯示其最大值，與最小值中顯示其最大值 

【備註說明】 

只有每週與每月報表方有顯示規則之設定；預設或 4x2 格式皆可使用顯示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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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路斷線統計報表排程 

【功能說明】 

提供管理者自行訂閱 NETCenter 提供的各式排程報表，本節是介紹線路斷線統計

報表排程的操作步驟。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報表管理』→『線路斷線統計報表排程』功能項。 

2. 請於〝排程設定檔〞按『新增』鍵並輸入〝設定檔名稱〞。 

3. 點選『節點及網路埠選擇』中欲查詢的設備名稱及網路埠號(以藍色反白顯

示)。 

4. 按『新增』鍵，重覆此動作，直到所欲查詢線路斷線統計的各節點設備和網

路埠號都已加入下方表格內。 

5. 若選取單一/多數介面後按『刪除』鍵，則於確認刪除後，將該資料列自〝已

選擇的設備名稱〞中移除。(亦可點選清除全部，移除已選擇之介面) 

6. 在〝排程設定〞中設定〝循環模式〞和〝日期範圍〞。 

7. 按『儲存』鍵，完成排程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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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排程報表會存在預設的 FTP Server 路徑。 

9. 管理者可以將此報表寄至郵件信箱，需先在 Mail 發送設定中設定報表接收

者。 

 

線路負載異常報表排程 

【功能說明】 

    提供管理者自行訂閱 NETCenter 提供的各式排程報表，本節是介紹線路負載異常

統計報表排程的操作步驟。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報表管理』→『線路負載異常報表排程』功能項。 

2. 請於〝排程設定檔〞按『新增』鍵並輸入〝設定檔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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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點選『節點及網路埠選擇』中欲查詢的設備名稱及網路埠號(以藍色反白顯

示)。 

4. 按『新增』鍵，重覆此動作，直到所欲查詢線路斷線統計的各節點設備和網

路埠號都已加入下方表格內。 

5. 若選取單一/多數介面後按『刪除』鍵，則於確認刪除後，將該資料列自〝已

選擇的設備名稱〞中移除。(亦可點選清除全部，移除已選擇之介面) 

6. 在〝排程設定〞設定〝循環模式〞和〝日期範圍〞。 

7. 按『儲存』鍵，完成排程設定。 

 

8. 排程報表會存在預設的 FTP Server 路徑。 

9. 管理者可以將此報表寄至郵件信箱，需先在 Mail 發送設定中設定報表接收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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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妥善率報表排程 

【功能說明】 

提供管理者自行訂閱 NETCenter 提供的各式排程報表，本節是介紹設備妥善率報

表排程的操作步驟。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報表管理』→『設備妥善率報表排程』功能項。 

2. 請於〝排程設定檔〞按『新增』鍵並輸入〝設定檔名稱〞。 

3. 點選『節點及網路埠選擇』並勾選欲查詢的設備名稱 → 按『新增』鍵，重

覆此動作，直到所欲查詢設備妥善率的各節點設備都已加入下方表格內。 

4. 若在已選擇清單中，選取單一/多數設備後按『刪除』鍵，則於確認刪除後，

將該資料列自〝已選擇的設備名稱〞中移除。(亦可點選清除全部，移除已選

擇之設備) 

5. 在〝排程設定〞設定〝循環模式〞和〝日期範圍〞。 

6. 按『儲存』鍵，完成排程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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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排程報表會存在預設的 FTP Server 路徑。 

8. 管理者可以將此報表寄至郵件信箱，需先在 Mail 發送設定中設定報表接收

者。 

 

線路妥善率報表排程 

【功能說明】 

提供管理者自行訂閱 NETCenter 提供的各式排程報表，本節是介紹線路妥善率報

表排程的操作步驟。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報表管理』→『線路妥善率報表排程』功能項。 

2. 請於〝排程設定檔〞按『新增』鍵並輸入〝設定檔名稱〞。 

3. 點選『節點及網路埠選擇』中欲查詢的設備名稱及網路埠號(以藍色反白顯

示)。 

4. 按『新增』鍵，重覆此動作，直到所欲查詢線路妥善率的各網路埠號都已加

入下方表格內。 

5. 若選取單一/多數介面後按『刪除』鍵，則於確認刪除後，將該資料列自〝已

選擇的設備名稱〞中移除。(亦可點選清除全部，移除已選擇之介面) 

6. 在〝排程設定〞中設定〝循環模式〞和〝日期範圍〞。 

7. 按『儲存』鍵，完成排程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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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排程報表會存在預設的 FTP Server 路徑。 

9. 管理者可以將此報表寄至郵件信箱，需先在 Mail 發送設定中設定報表接收

者。 

 

TCP 妥善率報表排程 

【功能說明】 

    提供管理者自行訂閱 NETCenter 提供的各式排程報表，本節是介紹 TCP 妥善率

報表排程的操作步驟。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報表管理』→『TCP 妥善率報表排程』功能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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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於〝排程設定檔〞按『新增』鍵並輸入〝設定檔名稱〞。 

3. 在〝排程設定〞設定〝循環模式〞和〝日期範圍〞。 

4. 點選〝Task 選擇〞中欲查詢的 Task 名稱 (以藍色反白顯示)。 

5. 按『新增』鍵，重覆此動作，直到所欲查詢的 Task 都已加入。 

6. 若在已選擇清單中，選取單一/多數 Task 後按『刪除』鍵，則於確認刪除

後，將該資料列自清單中移除。(亦可點選清除全部，移除已選擇之 Task) 

 

7. 排程報表會存在預設的 FTP Server 路徑。 

8. 管理者可以將此報表寄至郵件信箱，需先在 Mail 發送設定中設定報表接收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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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Monitor 妥善率報表排程 

【功能說明】 

    提供管理者自行訂閱 NETCenter 提供的各式排程報表，本節是介紹 IP Monitor

妥善率報表排程的操作步驟。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報表管理』→『IP Monitor 妥善率報表排程』功能

項。 

2. 請於〝排程設定檔〞按『新增』鍵並輸入〝設定檔名稱〞。 

3. 在〝排程設定〞設定〝循環模式〞和〝日期範圍〞。 

4. 點選〝Task 選擇〞中欲查詢的 Task 名稱 (以藍色反白顯示)。 

5. 按『新增』鍵，重覆此動作，直到所欲查詢的 Task 都已加入。 

6. 若在已選擇清單中，選取單一/多數 Task 後按『刪除』鍵，則於確認刪除

後，將該資料列自清單中移除。(亦可點選清除全部，移除已選擇之 T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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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排程報表會存在預設的 FTP Server 路徑。 

7. 管理者可以將此報表寄至郵件信箱，需先在 Mail 發送設定中設定報表接收

者。 

 

 

Syslog 紀錄報表排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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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說明】 

提供管理者自行訂閱 NETCenter 提供的各式排程報表，本節是介紹 Syslog 紀錄

報表排程的操作步驟。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報表管理』→『Syslog 紀錄報表排程』功能項。 

2. 請於『排程設定檔』按『新增』鍵並輸入〝設定檔名〞。 

3. 在『排程設定』中設定『循環模式』和『日期範圍』以及其他過濾條件﹔主

機資訊、嚴重等級、Syslog 關鍵字。 

4. 在『報表產生方式』區塊使用預設之自動產生報表。 

5. 或勾選『附帶郵件至指定使用者』 → 編輯『報表 Email 發送設定』 

(收件者可選擇『使用報表預設 Email 發送設定』或『自訂』，如選擇『自

訂』則在下方進行編修) 

6. 按『儲存』鍵儲存設定。 

 

7. 排程報表會存在預設的 FTP Server 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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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管理者可以將此報表寄至郵件信箱，需先在 Mail 發送設定中設定報表接收

者。 

Port 使用狀況報表排程 

【功能說明】 

提供管理者自行訂閱 NETCenter 提供的各式排程報表，本節是介紹 Port 使用狀

況報表排程的操作步驟。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報表管理』→『Port 使用狀況報表排程』功能項。 

2. 請於〝排程設定檔〞按『新增』鍵並輸入〝設定檔名〞。 

3. 在〝排程設定〞中設定〝循環模式〞。 

4. 點選『節點及網路埠選擇』中欲查詢的設備名稱及網路埠號(以藍色反白顯

示)。 

5. 按『新增』鍵，重覆此動作，直到所欲查詢 Port 使用狀況的各網路埠號都已

加入下方表格內。(註﹔只支援單一設備之單一介面) 

6. 若選取單一/多數介面後按『刪除』鍵，則於確認刪除後，將該資料列自已選

擇清單設備名稱中移除。(亦可點選清除全部，移除已選擇之介面) 

7. 介面關鍵字設定(非必要之步驟)，輸入後點選『新增』鍵。(亦可點選刪除圖

示 ，移除已新增之介面關鍵字) 

8. 輸入數字於『Port 上次 Up 時間: 』欄位(30 為預設，單位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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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按『儲存』鍵儲存設定。 

10. 排程報表會存在預設的 FTP Server 路徑。 

11. 管理者可以將此報表寄至郵件信箱，需先在 Mail 發送設定中設定報表接收

者。 

 

監控排程總表 

【功能說明】 

提供管理者查閱 NETCenter 提供的各式報表排程，本節是介紹查閱各報表排程的

操作步驟。 

【操作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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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NETCenter』→『報表管理』→『監控排程總表』功能項。 

2. 於〝查詢時間區間〞下拉式選單中選擇任一時間區間按『查詢』鍵。 

3. 點選〝產生本頁 CSV 報表〞或〝產生本頁 XLS 報表〞，可產生總表查詢結果

之報表。 

4. 或選擇〝All Time〞後 → 按『查詢』鍵顯示所有排程。 

5. 按『統計表』頁籤，顯示排程數量統計。 

6. 點選〝產生本頁 CSV 報表〞或〝產生本頁 XLS 報表〞，可產生統計表之報

表。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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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NETCenter 

 

【功能說明】 

    『說明』頁籤提供『關於 NETCenter』、『下載服務監控程式』，內容如下：提

供〝產品名稱〞、〝產品版本〞、〝授權內容〞、〝已納管節點數〞、〝授權截止日

期〞、〝授權聲明〞等資訊。 

【操作步驟】 

1. 由『NETCenter』→『說明』→『關於 NETCenter』即開啟該視窗。 

下載服務監控程式 

 

服務監控程式開始下載 

【功能說明】 

提供「下載服務監控程式」內容資訊。 

【操作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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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NETCenter』→『說明』→『下載服務監控程式』開啟程式下載。 

2. 點選『開啟舊檔』或『儲存』，或點選『取消』離開。 

附錄 

為了正確安裝使用 NETCenter, 請參閱以下操作步驟設定 

Line Notify 連動服務  

1. 需創立 LINE Notify 告警群組，並加入 Line Notify 官方帳號至告警群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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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登入 Line https://notify-bot.line.me/my/ 

3. 於右上方展開選單→點擊個人頁面 

4. 點擊發行權杖 

 

5. 輸入權杖名稱 

https://notify-bot.line.m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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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選擇步驟 1 創建之 LINE Notify 告警群組 → 點擊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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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因無法再次顯示請妥善保存此權杖 → 點擊複製  

確認複製此權杖後 → 點擊關閉

 

例: axnsluB5nAKIl7smVLIwbpsTRv2bl2XfdLqhYFWK7cE 

8. 登入 NETCenter > 系統管理 > 系統參數維護 

9. 點擊資料編輯 

於 Line Notify 存取權杖欄位中貼上此權杖 

 

10. 點擊確認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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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當 NETCenter 發出告警時, LINE Notify 同時發出告警訊息 

 

12. 登入 Line https://notify-bot.line.me/my/ 

13. 於右上方展開選單→點擊個人頁面 

14. 點擊解除 → 點擊解除 

 

15. 確認個人頁面已無此服務 

 

https://notify-bot.line.me/my/


 

凌群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第 385 頁 

NETCenter 中 FTP 與 TFTP Server 之相關設定  

1. 登入 NETCenter > 系統管理 > 系統參數維護 

2. 點擊資料編輯 

3. 輸入相關資料於 「FTP」 與 「TFTP」 區塊 

 

4. 點擊資料儲存完成 NETCenter 中 FTP 與 TFTP 之設定。 

【備註說明】 

FTP 與 TFTP 帳號、密碼與路徑可參照安裝手冊先行設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