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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Abstract

　　因雲端運算技術成熟，將交通部台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以下簡稱高公局)北、中、南、坪林區中央

電腦系統整合至單一平台並提供各區交控中心進行操作，其技術上已屬可行，惟統一建置中央電腦系統

即須面對龐大的資料運算、硬體終端設備改接整合、系統備援及資安防護等課題，且為利長期系統擴充

與發展，故以虛擬化及雲端運算技術將高快速公路交通控制系統之各區中央電腦軟體統一為一個單一

平台。

　　本文先分析雲端化技術及特色；再針對交控系統功能與雲端化建置需求提出採用之技術與分析；最

後說明設計需求與設計內容，期望以此平台為基礎，建立可彈性擴充的系統，符合未來各式不同應用需

求，並可以標準介面納入整合運作，達成各區可相互支援操控之目標。

1 2 3 4 5

摘  要

Abstract

4 Regional Freeway and Expressway Traffic Control Central Computer 
System Integrated into One Single Cloud Platform Project

The mature cloud computing technology nowadays makes it feasible to integrate 4 regional Taiwan Freeway 
Bureau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FB") Central Computer System of North, Central, South and Pinglin control 
center into a single platform and provide daily operation. 

However the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future central computer system will inevitably encounter the challenges of 
huge data calculation, terminal equipment and devices re-connection and integration, system backup and cyber 
security. At the same time,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long-term expans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ystem, the 
application of virtualization and cloud computing technology will be implemented to support this unified single 
platform.

This article first citation the technology and features of cloud computing. Then puts forward the technology and 
analysis the functions required when developing the cloud-based traffic control platform. Finally, the design 
requirements and design contents are described. 

Based on this platform, we hope to establish a flexible and extensible system to meet the future demand for 
various applications, and provide standard interface that can be integrated into the daily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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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說明

一、背景

因應高速公路整體路網管理需求，高公局

自二高建設計畫開始，即依北、中、南、坪林

等各分區工程處所管轄路段分別建設交通控制

系統，如圖1所示。

當時因技術發展的限制，包括電腦科技應

用、運算效能、儲存空間、通訊傳輸系統等尚

無法因應全台高快速路網之管理需求，故採用

分散式管理架構較具效率。而隨時間經過，考

量宏觀交通管理角度及未來科技管理趨勢與走

向，下列議題應予以解決：

(一) 各區交控系統逐漸產生差異

 各交控標因各區交通管理需求、軟硬

體設備廠商及建置時程不同，各中心間雖

主要系統架構、標準通訊協定等原則上相

同，但操作介面與部分系統功能卻逐漸產

生差異，不利於維持全台高快速道路交通

管理策略一致性。

(二)   各區交控中央電腦系統建置、更新與

後續維護費用重複投資

 分四區建置中央電腦系統意味著後續

須投資四套系統之汰舊更新改善以及保固

與維運費用，並建立各自的備援、傳輸、

機房等設施，但各區日常運作、操作的功

能卻大同小異，故考量成本後應朝向統一

集中建置較具運作效益。

(三)  各區中央電腦系統軟硬體進入汰舊更

新時期，可考量引入新技術

 適逢各區交控系統軟硬體已屆使用

年限，且自「高快速公路整體路網交通管

理系統工程設計」案後均未更新，宜進入

下一個更新改善週期；加以軟體技術日新

月異，且面對虛擬化、雲端化技術日漸成

熟，以及大數據分析時代來臨，為引入資

訊系統新技術之最佳時機。

二、雲端化技術分析

雲端運算主要是立基於兩大關鍵技術來實現

運算資源統合，分別是虛擬化(Virtualization)技術

與分散式運算(Distributed Computing)技術。[1]

圖1 分區交控系統現行架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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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Google所開發的MapReduce技術為現

今雲端服務分散式技術的主流；後來另有

一個類似MapReduce架構的Hadoop分散式開

發框架，以開放原始碼的方式釋出，亦成

為主流的選擇。

貳、雲端化平台設計需求分析

一、資料中心規劃建置分析

為提供高速公路局高可靠度之資訊服務，

故分別於不同區交控中心機房建置一座主資料

中心、一座備援資料中心，並以傳統「Active-

Standby」之概念進行設計。未採用現今趨勢之

「雙活資料中心」主要係考量兩資料中心距離

遙遠，無法確保雙活中心之同步延遲時間、切

換至備援機房時間差在可接受範圍內。

主資料中心(含本地端備援)與異地備援資料

中心將透過虛擬化與軟體定義資料中心技術，

架構一個異地、高可用度、短時間災難復原容

錯架構，當某個資料中心的應用系統出現問題

時，有另一個資料中心的應用系統來接手提供

服務。資料中心建置架構規劃如圖2所示。

(一) 虛擬化技術

 虛擬化技術，是將伺服器、儲存空間

等運算資源予以統合。一台採用虛擬化技術

的伺服器，可以創造出一個虛擬化的環境，

同時執行好幾台宛如實體伺服器一般的虛

擬伺服器。透過虛擬化管理工具，在幾分

鐘內就可以建立一台虛擬伺服器，而其運

算資源，如處理器速度、記憶體容量、硬

碟儲存空間，則可任意配置，因此運算資

源的安排就不再受到實體伺服器的限制。

(二) 分散式運算技術

 分散式運算技術是利用網路將多台電

腦連結起來，透過管理機制來協調所有電

腦之間的運作，以創造高效率的運算。分

散式運算的執行方式，可以把運算任務切

割成多個小型的運算工作，再交給每一台

電腦去執行，最後再把所有執行結果組合

起來，可以大量廉價的電腦創造出不輸大

型主機的效能。

圖2 資料中心建置架構規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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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統容量需求分析

(一) TPC-C效能量測

 資料中心設計應提供高公局以私有

雲方式營運其交控系統，以節約硬體與營

運成本。因此資料中心之規模必須能滿

足未來高公局之雲端運算處理與儲存需

求，容量需求分析以交易處理效能委員會

(Transaction Processing Performance Council, 

TPC)定義之TPC-C標準進行測量，TPC-C的

測試結果會產生一個流量指標，即tpmC(每

分鐘可以處理的 Transaction 數量)。

 透過計算交控系統每分鐘之總tpmC，

再除以現行虛擬機CPU每分鐘能處理之

tpmC，即能換算得雲端化系統所需之總虛

擬機數量，進而換算得實體伺服器主機之

數量。

(二) 實體伺服器主機需求

1. 主電腦伺服器

　　參考TPC官方網站(www.tpc.org)之效能

資料顯示，一部伺服器 1GHz 2cpu之處理

量約為16,000 tpmC。考量cpu處理餘裕，

以預留40%為較佳原則，避免延遲過久，

故建議其伺服器效能約為9,600tpmC；另為

達成一分鐘內完成所有資料處理，故每一

類資料處理應約於20秒內完成，故最終以

3,200tpmC為效能估算依據。

　　經統計目前全區交控系統主電腦(HC)

運作每分鐘總計約210,000tpmC，故換算後

共需65台虛擬主機(1GHz 2CPU)，惟為減少

虛擬機數量，建議改開1GHz 8CPU為主，

則約為16部VM，以目前實體伺服主機效能

估計約相當於3部高階伺服器即可應付。

　　主資料中心之實體機採N+2叢集架構之

設備備援，任何一套設備無法提供服務，

應可自動切換至可提供服務之設備，且其

相關虛擬機應自動切換啟動，故增配2部高

階伺服器做為本地端備援使用。

2. 資料庫伺服器

　　主資料中心內規劃以一套線上資料庫

伺服器虛擬機採1+1備援，再加上一部歷史

資料庫伺服器虛擬機，均以單一實體伺服

器專屬提供服務，故共須3部高階伺服器。

3. 其他伺服器

　　尚有一些特定功能需求之伺服器說明

如下：

(1)  虛擬桌面基礎架構(Virtual Desktop 

Infrastructure, VDI)伺服器主機

　　目前VDI伺服實體主機，每1部可供12

人使用，內網部分各交控中心將各安裝2

部，另配合外網使用需求各安裝1部，全區

共計12部提供虛擬桌面連線服務。

(2) 通訊伺服器主機

　　通訊伺服器(即多功能控制電腦MFCC)

採虛擬機，每一部約可管理1200個終端，

故共約10部虛擬機，以4部實體伺服主機達

成需求。

(3) 虛擬化平台管理伺服主機

　　依照虛擬化平台軟體之安裝需求，以

獨立一套虛擬主機運行，並採1+1備援，故

以2部實體伺服主機達成需求。

(4)  AD伺服器、報表伺服器、路況播映視訊

伺服器、移動性施工車輛監控伺服器、

資訊交換伺服器、設備維護管理伺服器、

終端設備代管伺服器等以上共約10部虛

擬主機，以2部實體伺服主機達成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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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軟體及主機硬碟達成資料自動抄寫與切

換，主要用來平衡目前交控系統資料庫吃

緊的效能、提供資訊中介資料庫軟體使

用，以及做為備份與備援空間等。

 考量伺服器數量，共可切分提供主資

料中心2大叢集儲存使用，第一叢集為虛擬

機及線上資料庫伺服器儲存使用，共120TB

空間；第二叢集為提供虛擬桌面伺服器使

用，共12TB空間；另以傳統磁碟陣列做為

歷史資料庫備份使用，共70TB空間。備援

資料中心則僅具備與主資料中心相同之超

融合虛擬儲存空間。

(四) 機房環境需求

1. 空間環境考量

　　本計畫對於機房環境之調查分析比較

如表2所示，目前各區交控中心之機房現況

以北區及中區整理最為完善，具備充足空

間及雙迴路電力備援。

4. 中區交控中心異地備援伺服主機

　　提供6部高階伺服器與8部中階伺服器

之叢集備援。

5. 資料中心硬體數量與功能配置如表1所示

(三) 資料儲存需求

 儲存系統在系統運作上除了負責資料

儲存外，還與系統備援與備份相關，要應

用虛擬化技術以達成異地備援，儲存系統

的架構、資料傳輸與同步資料抄寫能力為

關鍵因子，必須儘量符合虛擬化平台之運

作需求。

 以往通常選用支援能力較佳之儲存

區域網路(Storage Area Network, SAN)磁碟

陣列架構以提供整合性的管理與應用，但

現今之趨勢已逐漸改為使用高階伺服器內

的儲存空間來替代磁碟陣列的空間，可減

少需要額外購買外接磁碟陣列與管理人力

的成本，故本計畫將使用超融合儲存技術

表1 資料中心硬體數量與功能配置

硬體項目
北區交控

中心
中區交控

中心
南區交控

中心
坪林行控

中心
功能配置

高階虛擬
伺服主機

8 6 主電腦伺服器、線上資料庫伺服器、歷史資料庫伺服器

中階虛擬
伺服主機

8 8
多功能控制電腦、AD伺服器、報表伺服器、移動性施
工車輛監控伺服器、資訊交換伺服器、設備維護管理伺
服器、終端設備代管伺服器

內網VDI
伺服主機

2 2 2 2 虛擬桌面平台

外網VDI
伺服主機

1 1 1 1 虛擬桌面平台

表2 各區機房空間環境整理比較表

北區 中區 南區

空間 8座機櫃 14座機櫃 6座機櫃

電力備援
雙電力備援

雙PDU
雙UPS

雙電力備援
雙PDU
雙UPS

單電源迴路

空調
2組水冷空調
2組既設空調

3組水冷空調
4+2組

水冷空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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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備援網路傳輸考量

　　考量雲平台虛擬化軟體係透過骨幹光

纖進行資料傳輸，雖各區已建立骨幹傳輸

系統並具傳輸備援能力，但於備援機制啟

動時，以目前全區之網路拓墣，若主備援

資料中心分位於北區和南區，則將繞經較

多的機房與路由器，可能造成資料傳輸與

同步的延遲。

　　因此若將備援資料中心設置於中區，

可減少備援時資料傳輸之延遲，有利於達

成虛擬機之移轉、虛擬環境複製以及底層

資料庫快照與鏡像等高資料傳輸量、低延

遲之需求，故以中區為備援機房較合適。

3. 資料中心機房設置建議

　　經分析後，考量機房空間環境與網路

傳輸條件後，建議以北區為主要資料中

心，中區為備援資料中心。

參、雲端化系統平台應用技術分析

虛擬化並不等同雲端運算，雲端運算是透

過網際網路，以隨選提供的方式交付共用的運

算資源(軟體或資料)。不論是否雲端化，基本都

先從將伺服器虛擬化開始，然後再轉而進行雲

端運算，本計畫應用技術說明如下。

一、伺服器虛擬化

(一) 虛擬機技術特點

 虛擬電腦系統稱為「虛擬機」(Virtual 

Machine, VM)：是一個完全獨立的軟體容

器，內含一個作業系統與應用程式。每個

虛擬機都功能完備且完全獨立。將多個虛

擬機放在單一電腦上，就能讓多個作業系

統和應用程式在一部實體伺服器或「主

機」上執行。

 虛擬機具備下列特性，提供多項優

點：[2]

1.  分割：在單一實體機上執行多個作業系

統，並區隔虛擬機間的系統資源。

2.  隔離：提供硬體層級的故障與安全性隔

離；透過進階的資源控制維持效能。

3.  封裝：將虛擬機的完整狀態儲存在檔案

中，移動和複製虛擬機如同移動和複製

檔案一樣容易。

4.  硬體獨立性：可將任一虛擬機佈建或移

轉到任一實體伺服器。

(二) 導入伺服器虛擬化考量與效益

 目前的 x86 伺服器其設計同時只能執

行一個作業系統和應用程式。因此，就連

小型的資料中心都必須部署多個伺服器，

且每個伺服器的運作只用到其容量的5到

15%，按照任何標準來看都極度缺乏效

率。[2]

 採用伺服器虛擬化能解決這些效率不

彰的問題，因其讓多個作業系統可以在單

一實體伺服器上以虛擬機的形式執行，而

且每個虛擬機都可存取底層伺服器的運算

資源。利用虛擬機管理軟體可將伺服器叢

集彙總成單一的整合資源，如此能夠提高

整體效率並減少成本。伺服器虛擬化也會

實現更快速的工作負載部署、更高的應用

程式效能和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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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但虛擬化則是將作業系統和應用程式

全部集中在伺服器，前端的使用者無論是

用精簡型電腦，或是繼續沿用原本即將淘

汰的舊機器，都不影響執行效能，資訊管

理人員也只要針對伺服器維修和管理，可

減少維修人力。

2. 解決應用程式相容性問題

　　由於作業系統不斷改版、升級，每當

需要導入新作業系統時，就必須面臨舊版

應用程式的相容性問題。雖然能夠選擇暫

時不升級，但無論是使用Windows、Linux

或其他作業系統，都勢必會遇到產品生命

週期結束的時候，屆時如果繼續使用舊版

作業系統，將面臨更新、維護等安全性挑

戰，而且許多新版的應用程式也同樣會存

在相容性問題。這時若已導入桌面虛擬化

技術，就能解決部分困擾。

3. 強化資料安全

　　在桌面虛擬化的架構下，所有個人化

的介面，像是捷徑、桌面背景或各種桌面

小工具等，都是透過遠端連線來呈現，一

旦連線中斷，也不會在前端的使用者設備

上留下任何資料，而所有使用者的操作行

為，例如滑鼠游標位置、鍵盤輸入文字

等，雖然必須透過網路傳輸，但這些訊

號即使被截取，也無法完全呈現資料的

內容。

　　不僅如此，由於應用程式的資料檔案

是獨立存放，和虛擬化服務使用的作業系

統檔案、使用者個人電腦之間，可以完全

切割，因此即使伺服器或個人電腦故障，

只要用備援的伺服器來掛載資料檔，或是

更換一台新電腦，就可以讓使用者以原本

的設定繼續工作。

二、虛擬桌面平台技術

(一) 虛擬桌面平台技術特點

 虛擬桌面基礎架構(Virtual Desktop 

Infrastructure, VDI)是一種桌面服務提供的

模型，可讓使用者存取資料中心執行的OS

映像檔。

 桌面虛擬化在應用上，包含了類似操

作者端和伺服器端兩個部分，前者能創造

一個和現有作業系統相同的環境，避免應

用程式和作業系統之間的相容性問題，亦

可在不影響實體環境的情況下，提供異質

平臺與軟體測試的能力。後者則結合了遠

端派送和集中管理等技術，可將分散在各

使用者電腦上的作業系統和應用程式，統

一收納至後端伺服器，提升管理性和安全

性。[3]

　　目前雲平台設計之虛擬桌面平台架構

如圖3所示。

(二) 導入虛擬桌面平台應用效益與考量

1. 減少管理複雜性

　　過去資訊設備管理要每台電腦逐一盤

點，還要定期複查安裝的軟體種類及版

圖3 交控中心虛擬桌面平台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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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網路虛擬化技術

(一)  虛擬可擴展區域網路(Virtual Extensible 

LAN, VXLAN)技術特點

 VXLAN提供一種方法讓組織的虛擬

網域能與基底的網路和虛擬化基礎設施解

除耦合關係，以強化整體系統彈性、延

展和耐障礙性。VXLAN可以在既有的資

料中心網路架構建立孤立的多客戶共享

(multitenant)廣播網域。這讓交控系統能

夠建構跨越實體網路疆界的彈性邏輯網

路，為主、備援資料中心系統提供更好的

支援。它克服了VLAN-based拓樸的傳統限

制，達到最大化延展和彈性，以及提供使

用者優化效能而不受地點限制。[4]

 VXLAN是一個讓邏輯交換器能在多台

不同硬體伺服器上進行運作的封裝協定，

其於虛擬機平台上運作之架構如圖4所示。

透過建立一個虛擬邏輯交換器，將兩個在

不同伺服器上的虛機都放到同一個邏輯交

換器內，如圖中上方的虛線所示。接著利

用各伺服器間執行的VXLAN封裝協定，讓

在邏輯層內不同交換器的虛機封包在進行

交換時，在底層加入一層封裝，讓來源伺

服器(Source Host)知道要將此封裝後的封包

送到哪一個目標伺服器(Destination Host)上

的哪一個邏輯交換器。[5]

(二) 導入VXLAN效益與考量

 導入VXLAN技術後可讓虛擬網路和虛

擬化基礎設施解除IP綁定關係，因此當虛

擬機器在主、備援資料中心之間轉移時，

無需變更它們的IP位址，這能提供平台系

統開發之彈性，以支援災害復原、備援系

統建立和系統擴充延展性。

四、軟體定義的儲存

(一)  超融合儲存(Hyper-converged infrastructure, 

HCI)技術特點

 超融合儲存架構是將虛擬環境叢集中

各x86伺服器上的本機硬碟透過機箱專屬的

網路將儲存空間融合在一起，創建一個儲

存池(Storage Pool)，也就是常聽到的共享

儲存空間(Shared Storage)，是一種將虛擬機

計算與儲存資源結合在同一台設備中的解

決方案。[6]

 此使用簡單、高效能且具成本效益的

軟體架構可將資料中心基礎架構轉型，透

過將運算、儲存和網路統整在標準的x86

建構區塊上，再以獨特的方式內嵌於虛擬

化管理程序中，因此能為虛擬機提供快閃

記憶體最佳化、可彈性延展的超融合式儲

存，若是搭配固態硬碟更可大幅提升存取

效能。

(二) 導入超融合儲存技術效益與考量

1. 節省設備購置成本

　　傳統架構下為了達到資料中心系統的

高可用性HA(High Availability)，必須要

有共享的儲存空間才可達到此功能，以往

的做法是將實體伺服器與外接的共享儲存圖4 透過VXLAN封裝，達成邏輯層的封包

      於底層伺服器間的傳輸 資料來源[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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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ESB資訊中介伺服軟體架構如圖6所示。

 資訊中介伺服軟體是用於整合應用軟

體與服務，具備靈活連接性的基礎架構，

其本身給合了資料傳輸、轉換、流程整合

與管理等關鍵技術，可以克服異質系統間

互通的障礙，使系統內外部不論在流程、

資料或系統，都能輕易利用它來進行整

合，以降低系統介面數量和複雜性。

(二) 導入資訊中介伺服軟體效益與考量

 交控系統功能功能需求隨著交通管

理需求的變化而不斷更新，加上新技術導

入，常見的作法是由原軟體團隊擴充，或

由新系統取代，但因舊系統採用的是不同

時代的程式語言、編程框架、通訊協議、

訊息格式和儲存方案，唯一的作法就是再

重新開發一套軟體，將導致新舊系統間存

在許多介面與功能的重疊，且對於既有資

料流的導向與傳輸內容也不易監控管理。

以資訊中介伺服軟體建立一個更開放之應

用軟體平台架構，除可符合上述需求外，

亦可避免軟體開發受限單一廠商之現象。

設備連接，如NFS Storage、iSCSI-SAN、

FCSAN，如圖5所示。不過採用專業的外接

儲存設備相對成本也較高昂，導入時可能

僅購置中階甚至低階的儲存設備，缺點就

是提供的彈性較受限、硬體升級時擴充限

制較多、必須購買專用之硬碟等。

2. 提升儲存空間擴充彈性

　　以超融合技術的擴充能力來說，不再

需要複雜的預測及大量的前期投資成本，

就能以彈性、線性的方式擴充效能和容

量。依據需求增長或縮減使用空間，容量

不足時僅需在伺服器上加入機械式硬碟即

可擴充使用容量；需要更多運算資源時，

也可加入更多的節點伺服器，彈性的擴充

儲存空間與運算資源。

五、資訊中介伺服軟體技術

(一) 資訊中介伺服軟體技術特點

 近年來，許多廠商紛紛提出商業套裝

軟體以符合服務導向架構(Service-Oriented 

Architecture, SOA)需求，此類商業軟體統稱

為「企業服務匯流排」(Enterprise Service 

Bus, ESB)，ESB可被形容為一個內含通

訊基礎設施的服務容器，具備連接導向

(Connectivity-Oriented)之特質，雲平台採用

圖6 資訊中介伺服軟體架構示意圖

圖5 傳統架構與VSAN架構比較  資料來源[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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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雲端化系統平台設計內容

本計畫建立之雲平台包含電腦及硬體基礎

設施、虛擬化平台與雲端化中央電腦系統軟體

等三個部分，依其特性分別說明如下。

一、雲端化系統平台硬體設計

經調查各區交控中心已建置完整之機房環

境，評估包括機房空間、電力與空調備援、異

地性、維護便利性等因素後選定2區之交控中心

機房以建立高公局私有雲資料中心，供配置伺

服器群組及中心網路，並同時構成整體系統之

異地備援架構，硬體設計架構請參考圖7。

二、雲端化系統平台虛擬化設計

本平台主要提供各項系統之網路連結，並

結合虛擬主機、儲存空間等，建構基礎設施服

務平台(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IaaS)之資訊平

台環境，供各式應用軟體安裝應用，同時提供

資料中心各項功能操作與顯示監控。

兩區之資料中心將以VM平台軟體提供之功

能對底層儲存資料進行定期同步，當任一中心

實體資源故障，可於另一地將系統重啟，且不

更動網址，達到易於佈署備援接管。

資料中心人員可利用虛擬桌面工作站技術，

將雲平台之工作站作為自己的個人電腦，儲存各

項個人檔案，且利用雲平台所建立之備援環境，

自動完成個人資料之備份，無須另作備份作業。

而高公局或工程處等單位之使用者亦可自

備一般之電腦、簡易終端平板等，並申請使用虛

擬主機畫面連線至雲平台之虛擬桌面工作站，即

可利用雲平台之工作站資源操作各項應用軟體。

三、雲端化中央電腦系統軟體設計

各區中央電腦系統軟體已成熟穩定運作，

為節省經費，以既有軟體移植修改為雲端化軟

體，但操作介面則以網頁服務(Web Service)架構

開發，確保其應用程式開放性；並且以資訊中

介伺服軟體取代以往各軟體間之中介軟體，以

有效監控資訊流與開發內容，軟體整體架構如

圖8所示。

圖7 雲端化系統平台硬體設計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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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重啟可讀取同一資料來源。

3.  虛擬機採虛擬IP網址供各應用(AP)連線

存取，軟體可透過虛擬平台之VM HA功

能達成高可用性且資料不漏失，無須人

工判斷操作且AP開發無須特別處理。

(二) 異地端備援

 受限異地間之傳輸頻寬限制，設計之

考量如下：

四、雲端化中央電腦系統平台備援設計

雲平台軟硬體設備除採行高可用性系統

方案外，並以跨區異地備援方式維持服務不間

斷，備援機制整理如表3所示。

(一) 本地端備援

1.  硬體為叢集N+2備援，單一硬體故障自

動轉換，硬體效能不足時告警並人為確

認是否切換。

2.  資料中心內為單一儲存資源(具備援與備

份能力)，所有應用(含資料庫)於虛擬平

圖8 雲端化系統平台軟體整體架構

表3 雲端化平台資料備份、系統備援機制

實體機 儲存系統 資料庫

主資料
中心

伺服器採n+2叢集備援，可自動
切換，時間不得高於5分鐘

採用超融合技術，以軟體及主機
硬碟達成資料自動抄寫與切換

1+1線上資料庫備援，1台歷史
資料庫伺服器

備援
資料中心

伺服器採叢集備援，異地備援
切換完成時間不得高於10分鐘

採用超融合技術定期與主資料中
心資料同步，於主資料中心毀損
時回復到最新的快照時間點

1台線上資料庫與主資料中心同
步，於主資料中心毀損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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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外連線服務之異地備援議題

(1)  MFCC切換：終端設備與MFCC採主從式

架構設定，以終端設備為伺服端，由

MFCC(客戶端)主動發起連結，因此任

一MFCC故障可以重啟或移轉後再重新

連線提供服務。

(2)  網路切換：為減少軟體開發之限制，盡

量採用相同IP，配合建置相同網段之需

求，採用VXLAN虛擬網路技術。兩端網

路設備正常時提供虛擬主機切換到備援

中心時IP不變動，資料可藉由此一通道

傳送到備援資料中心。

(3)  對外網域服務：由於兩中心對外IP位址

不同，為利切換，兩端應提供單一實際

對外服務之網域名稱。本計畫於兩中心

建立DNS設備，當主資料中心之網域名

稱系統及負載平衡設備偵測不到服務或

斷電時，會改由備援中心DNS提供網域

名稱對應服務。

2. 資料中心運算資源異地備援方案

(1)  考量異地備援切換時間與系統停機時

間，由軟體開發者以應用程式客製化

災難復原管理工具，而非使用虛擬平

台軟體之災備解決方案。平時主資料

中心提供所有服務(Active)，備援資料

中心虛擬主機及應用程式為等待狀態

(Standby)；災備機制啟動後，客製化災

難復原管理工具可迅速將備援資料中心

應用程式服務開啟運作(Active)。

(2)  應用程式及資料庫方面，AP會定時向

監控程式回報目前狀態，監控程式可依

據設定好之規則於另一台主機重啟AP

服務。同時為確保切換後備援資料中心

可迅速提供服務，資料庫於平時隨時與

備援中心進行同步抄寫機制，保存最近

之VD、事件資料等。當AP於異地開始

運行時，應重新讀取所有於資料庫之資

料，儘可能回到異常前之狀態。

五、雲端化中央電腦系統平台資訊安全設計

(一)  配合依「政府機關(構)資通安全責任

等級分級作業規定」B級標準，研擬應

配合辦理之事項納入設計，整理如表4

所示。

(二) 網路安全管理設計內容

1. 廣域網路

　　搭配骨幹網路與租用Internet，以資安

設備建立一個安全區，供對外之連結，各

單位可透過區域網路連接骨幹網路，再透

過安全區互連，達成不同單位互連需求。

2. 資料中心網路

　　於資料中心建立各式整體虛擬私人網

路供不同系統應用，藉由VPN之建立，各

系統間可獨立區隔互不影響，再經由資料

中心內之安全區相互交換資訊，達成確保

系統之安全。同時各系統共用同一實體網

路平台，免除各建置網路造成網路混雜不

易維修之困擾。

表4  配合「政府機關(構)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
作業規定」辦理事項

作業名稱 資訊安全作業內容

業務持續
運作演練

每2年至少辦理1次核心資訊系統持續
運作演練

防護縱深
1. 防毒、防火牆、郵件過濾裝置
2. IDS/IPS、Web應用程式防火牆

監控管理 SOC監控

安全性檢測
1. 每年至少辦理1次網站安全弱點檢測
2. 每2年至少辦理1次系統滲透測試
3. 每2年至少辦理1次資安健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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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網路安全管理

　　依不同功能特性需求劃分為數個區，

包括應用系統、使用者、安全等區域，各

區內再切分VPN。各區間以防火牆區隔管

理，分區示意如圖9所示。

　　資訊安全區應採用多層式縱深防禦原

則，建置各式資訊安全系統設施，以防止

駭客入侵或未經授權存取高速公路局交控

系統，當任一子系統遭受攻擊時，亦不得

影響其他系統，確保資料傳輸及通信安

全，安全區運作如圖10、圖11所示。

　　其中內網不同VPN工作站連線應用程

式、跨VPN相互連線雖仍須通過安全區進

行存取控管、紀錄及資安檢查，但不經過

入侵偵測防禦系統(IDS/IPS)以減輕對安全

區網路頻寬與流量透通之壓力；但對外網

服務連線DMZ區任何系統，則皆須通過安

全區所有設備檢查。

                 
圖9 以虛擬私人網路分隔資料中心網段 圖10 安全區運作示意圖I

圖11 安全區運作示意圖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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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數位化革命的衝擊迫使現今各行各業採用

最新科技以打造更便利、更敏捷、成本更低、

集中化控管與更安全的IT環境，高公局次世代雲

端化交控中心藍圖如圖12所示。

藉由雲端化技術可建立新一代交控中心平

台之IT設備基礎，預期成果效益如下：

一、資料中心的現代化改造

(一)  以軟體定義資料中心技術完成資料中

心的現代化改造以達到IT資源有效靈

活應用，並為日後於其上建構IOT應用

服務平台預為準備。

(二)  提升設備使用率與節能減碳，有效利

用伺服器、資料庫之剩餘效能與儲存

空間並節省各機房之空調、主機電源

供應。

(三)  利用虛擬化與自動化減少營運管理工

作及降低整體持有成本。

(四)  提供高可用性的系統，全區所有硬體

設備、軟體平台與系統可互相備援。

二、建構數位工作區

採用虛擬桌面基礎設施技術提供不同操作

者以不同權限、不同裝置連線登入平台，並提

供其選擇之應用程式與資料；同時讓資訊管理

部門更輕鬆管理裝置與使用者，並提供基本資

訊安全防護。

圖12 雲端化交控中心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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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來與公有雲整合彈性

目前高公局有部份服務仍建置於外站IDC代

管機房，透過本計畫建置私有雲平台之基礎，

未來混合雲整合之架構和解決方案推出後，即

可於本地端管理已延伸至公有雲之服務，簡化

營運管理作業。

四、各區交管人力整體運用

(一)  軟體操作方式與內部運算邏輯相同，

可視各區交通管理需求與工作負荷機

動調派人力支援。

(二)  逐步達成跨區交管人員備援與夜間值

班人員減量之長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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