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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軟體定義網路 



傳統網路管理架構 



內網管理常遇到的問題(傳統網路) 

使用者是否有登入網域? 
GPO是否套用成功? 

端點工作站是否有依照行
內資安管理政策安裝對應
的資產管理、防毒軟體、
DLP 等 ? 
 

IP發放無有效控管機制 

發生資安事件時，無法提
供有效稽核資料依據 

如何得知設備實體位置? 

私接設備造成IP衝突、影響重要
設備運作，甚至造成資安風險
(中毒、資料外洩) 

非法DHCP無有效控管機制 

用戶端是否都有納入網域管理? 

用戶端還有多少Local Admin
帳號存在? 

Windows Update 必要
Patch是否更新? 

防毒程式定義檔是否夠新? 



傳統網路的網路控制限制 

QoS流量控制…… 

用戶端地理位置變更，網路區段不變 

用戶端入侵行為偵測與記錄(異常分析) 

負載平衡與容錯 

即時網路存取控制 

虛擬網路 

其他(企業流程的整合, 其他系統的介接) 



Open Flow SDN 

來源: 2013 ITRI 工業技術研究院 



SDN架構 

https://www.sdxcentral.com/sdn/definitions/inside-sdn-architecture/ 
SDN white paper, wp-sdn-newnorm.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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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網路架構與SDN架構比較 

 

工研院 IEK 



網路功能虛擬化(NFV) 

http://wwwen.zte.com.cn/endata/magazine/ztetechnologies/2015/no2/articles/201503/t20150324_432510.html 



軟體定義網路(SDN) 

 

資料來源: 2014/9 Intel, ITHome http://www.ithome.com.tw/tech/90714 

http://www.ithome.com.tw/tech/90714


Virtualized Network with SDN 

資料來源: http://image.slidesharecdn.com/virtualizednetworkwithopenvswitch-131125093543-phpapp02/95/virtualized-network-with-openvswitch-15-638.jpg 



SDN網路管理架構 



SDN的功能 

• Network Topology 

• Access Control 

• QoS 

• Dynamic VLAN 

• Network Load balance/Fast Failover 

• IP/MAC Management 

• Packet Forward / IPS / Analysis 

• Change Source IP, Destination IP, Source port, Destination port, Fake 

IP/MAC/ARP 

• …… 



SDN - Dynamic VLAN 



SDN - Network Analysis 



SDN - End to End QoS 



標準的測試驗證
與認證 

控制器功能(服務)
需要開發，

Open Flow只是
規格與標準 

硬體效能與
容量問題 

標準仍在完
善中 

目前硬體生態影
響Open Flow生

態的進展 

無法處理L7 

Application 

Layer 

SDN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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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軟體定義安全 



SDN後的問題 

使用者是否有登入網域? 
GPO是否套用成功? 

端點工作站是否有依照行
內資安管理政策安裝對應
的資產管理、防毒軟體、
DLP 等 ? 
 

IP發放無有效控管機制 

發生資安事件時，無法提
供有效稽核資料依據 

如何得知設備實體位置? 

私接設備造成IP衝突、影響重要
設備運作，甚至造成資安風險
(中毒、資料外洩) 

非法DHCP無有效控管機制 

用戶端是否都有納入網域管理? 

用戶端還有多少Local Admin
帳號存在? 

Windows Update 必要
Patch是否更新? 

防毒程式定義檔是否夠新? 



軟體定義網路後的問題 
• 資訊安全走向企業流程 

 資訊安全不會只是 Gateway, NAC, SDN, 這些僅是網路資訊安全的基礎 

 資訊安全已是企業流程。 

 資訊安全是建設在功能相異、彼此獨立的不同系統上。 

 如同ERP，資訊安全企業流程是整合 “不同系統”與 “使用者與資訊安

全管理人員”人之間的工作流流程。 

 愈來愈多的科技便利，導致愈多的資安管理，導致愈多的資安系統，導

致愈多的資安政策，導致愈多的資安人員管理需求，無論是知識需求或

是工作作業處理。 

 ex: active directory, windows update,antivirus, , wifi, mobile office,  

conference QoS, VDI, VPN, …… 

 

 

 

 



軟體定義網路後的問題 

• 軟體定義需要Open API 

 封閉系統需要網開發系統發展 

 除了商業流程軟體外，目前的網路管理系統，絕大部份都是封閉式系統。 

 標準的通訊協定 

 除了OpenAPI之外，需要依循標準的通訊協定。 

 ex: RESTful API, MQTT 

 傳統網路安全架構與軟體定義安全架構間的逐步轉換: 

 多數網路架構仍然為傳統網路，昇級的過程中逐漸走向Hybrid混合架 

 構，再到完整的SDN 

 

 

 

 



資訊安全企業流程 

 

 

 

 



AGANDA 

SDN下的軟體定義網路安全架構 

傳統網路下的軟體定義安全架構 

 

 

 

 

 

 

 

3 軟體定義安全架構 



軟體定義安全架構 (網路安全) 

 
 

 

 

 

 

 

SDSA: A framework of a software-defined security architecture 
Yanbing, Liu ; Xingyu, Lu ; Yi, Jian ; Yunpeng, Xiao 
China Communications, Feb. 2016 
IEEE Journals & Magazines 



軟體定義安全架構 (網路安全) 

 

SDSA: A framework of a software-defined security architecture 
Yanbing, Liu ; Xingyu, Lu ; Yi, Jian ; Yunpeng, Xiao 
China Communications, Feb. 2016 
IEEE Journals & Magazines 



SDN架構 

https://www.sdxcentral.com/sdn/definitions/inside-sdn-architecture/ 
SDN white paper, wp-sdn-newnorm.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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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N軟體定義安全架構  (1/3) 

 

 

 

 



SDN軟體定義安全架構(2/3) 

 

 

 

 



SDN軟體定義安全架構(實際) 

 

 

 

 



軟體定義安全架構(傳統網路) 

 

 

 

 



軟體定義安全架構(Hybrid) 

 

 

 

 



軟體定義安全架構(Hybrid) 



內網管理常遇到的問題(SDS) 

使用者是否有登入網域? 
GPO是否套用成功? 

端點工作站是否有依照行
內資安管理政策安裝對應
的資產管理、防毒軟體、
DLP 等 ? 
 

IP發放無有效控管機制 

發生資安事件時，無法提
供有效稽核資料依據 

如何得知設備實體位置? 

私接設備造成IP衝突、影響重要
設備運作，甚至造成資安風險
(中毒、資料外洩) 

非法DHCP無有效控管機制 

用戶端是否都有納入網域管理? 

用戶端還有多少Local Admin
帳號存在? 

Windows Update 必要
Patch是否更新? 

防毒程式定義檔是否夠新? 



AGANDA 

SDN下的軟體定義網路安全架構發展 

傳統網路下的軟體定義安全架構發展 

 

 

 

 

 

 

 

 

4 軟體定義安全的發展 



軟體定義安全架構(SIP) 



軟體定義安全架構(SIP) 



軟體定義安全架構(SIP) 



AGANDA 

通訊標準 

著重於Workflow、AI / UI 的演進 

 

 

 

 

 

 

 

5 軟體定義安全的未來 



軟體定義安全架構(SIP) 

• 不同的資訊安全系統，對其功能提供開放式 API。 

• 使用相同的標準協議，例如: RESTful API, Openflow 

• 企業資訊安全流程再造。 

• 多樣式高效率的使用者介面。 

     獨立的App或是第三方Message API。  ex:  IM , Voice 

• 更快速的資料查詢統計設計。  

     ex: MapReduce 

• AI的整合應用。  

    ex: Microsoft Bot Framework, LUIS 

          (Language Understanding Intelligent Service )  



6 曜祥內網安全 

Security Intelligence Portal 

AGANDA 



軟體定義安全架構(Hyb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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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點設備 
自動化管

理 

AD進階管理 

資安報表系統及與 
客戶現有環境整合 

Agentless NAC 

-提供32種以上網
路資安相關管理
性報表如(佈署率
報表、網域管理
報表、未關機報
表) 
提供API可與企業
內部應用整合 
 

-即時非法設備阻擋 
-重 要主機保護 
-訪客連線、員工電腦、會
議室等 IP管理 
-設備定位(有線、無線、
虛擬) 
將申請流程自動化簡化管
理降低維護成本輕鬆做好
管理稽核 
 

-整合AD資訊， 
-掌握合法用戶是否   
  登入網域控管及套 
  用正確的GPO 
-掌握主機群是否都有
正確套用GPO 
-AD登入軌跡留存 
-用戶端本機權限管理 

-不須Agent可整合
防毒、資產、網管相
關資訊達成佈署率控
管與版本更新 
-不須Agent可協助
SCOM,Whats,PUP
M納管掌控 

全方位資安政策符規覆核平台 

Security 

Intelligence 

Portal 

外來電腦私接內部網路的事件層出不窮， 
掌握企業內外部電腦狀況刻不容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