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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分析
同步輻射蛋白質結晶學設施 (SPXF) 包含兩座生物結晶學實驗站，分別配備目前
世界公認最好、最快及最大的面積偵測器：ADSC Q-315 及 Q-210 CCD Area Detector。
由於所產生之實驗數據非常龐大，每 8 小時產生之數據量高達 300 GB，數據傳輸速率
高達 60 MB/秒，又必須即時處理、儲存、運算及分析數據，並同時進行資料備份工作，
所以需要高效能、高容量及高傳輸速率之電腦及網路系統，以完成上述工作。
由於資料產生數量龐大，使用者將無法使用 FTP 將資料傳回自己的實驗室，因此
我們除了要提供穩定、傳輸速率高的儲存設備外，也需要讓這些使用者在離開中心之
後，仍然能透過網際網路 (Internet) 來存取、處理這些儲存起來的資料。我們將使用
一個低頻寬需求，具加密功能的網路通訊協定— ICA Protocol，來確保遠端存取的效
率以及保護實驗數據之安全。整個 SPXF 高效能電腦及高速資料網路系統的概念如下
圖所示：

既然 SPXF 資料網路系統必須連上網際網路供外界用戶遠端存取，就不得不慎重
處理網路安全問題，以免辛苦收集的研究數據遭網路駭客的破壞甚至盜取。有關網路
安全問題，我們將另以一系列的內部報告，針對我們如何補強網路安全缺失做詳細說
明，本篇報告將針對內部用戶管理問題進行討論及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案。
SPXF 資料網路系統除了連上網際網路供外界用戶遠端存取外，在 SPXF 光束線提
供了數台 Win2K PCs，讓正在光束線收集數據的 On-Line 用戶連上生物結構小組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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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Nsrrc Server，查閱實驗相關指引 (見上圖)。另外在 SPXF 電腦房也提供了數台
Win2K PCs，讓離開光束線的 Off-Line 用戶透過 ICA Server 連上 Compute Server，繼
續處理實驗數據 (見上圖)。
這些公用電腦在使用管理上的問題包括：
1. 用戶任意連接到 Internet 上不知名網站，在閱覽網站或下傳軟體/資料過程中，
可能遭病毒感染或被植入木門程式，然後在用戶登入 ICA Server 的過程中感
染或竊取合法 Password，再侵入 Compute Server 及 RAID 中，寶貴的實驗數
據可能因此遭竊或被破壞。
2. 用戶任意自行安裝軟體、修改檔案名稱、刪除重要檔案、改變電腦設定、更
改桌面設定、更改閱覽器設定等，不僅造成使用上的困擾，也可能造成網路
安全缺口。
針對上述使用問題，最理想的公用電腦應該是用戶除了使用 SPXF 提供的軟體與
系統設定外，不能任意安裝或下傳軟體/檔案、更動檔案、閱覽器、與系統設定。 經
過研究與討論，能達到此要求的解決方式之一，就是使用微軟公司在 Win2K 環境下的
目 錄 服 務 及 網 域 控 制 站 (Domain Controller) 。 接 下 來 將 介 紹 主 動 目 錄 (Active
Directory，AD) 服務及網域控制站之運作方式及優劣比較，以及如何妥善運用群組概
念來簡化系統管理工作。

（二）工作群組 (Workgroup) 架構
在觀念上，工作群組是個由多部工作性質相同的電腦透過網路組成的群體，例如
X 光生物結構小組的工作群組、X 光材料小組的工作群組，在同一個工作群組間，彼
此可分享對方的檔案、列印資源，由於每個工作站的角色皆是對等的，無一中央的伺
服器專門提供檔案、列印服務，故此種稱為對等式 (peer-to-peer) 網路應用。
工作群組的優點是它可將大型網路依部門或網路性質切割成較小的網路單位，如
此將更方便網路的管理及運作；不過 Microsoft 的工作群組具有一可能造成網管不便的
特性，那就是工作群組中的每部電腦皆可被視為一獨立作業的電腦，每一台電腦必須
獨立管理及維護自己的物件資訊，若有 100 台電腦，則必須管理及維護 100 套物件資
訊，每個用戶在每部電腦皆可擁有不同的帳號及密碼。
另一個限制是同一段區域網路內的任兩個屬於相同或不同工作群組的工作站間不
可擁有相同的名稱，這是因為在同一段區域網路內的所有電腦，無論屬於哪個工作群
組，皆是同一個 NetBIOS 網路的成員，所以 Microsoft 的工作群組可構成至多高兩層
的樹狀架構，而這些因素也限制了工作群組實際可達的網路規模。
由於上述的特性，工作群組有下列幾項缺點：
1. 系統管理工作複雜沈重，安全控管不易。
2. 網路中充滿許多重複，甚至不一致的物件資訊。
3. 網路資源難以取得，無法充分發揮資源共享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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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網域 (Domain) 架構
為解決工作群組的帳戶管理問題，我們引入網域觀念，網域仍保有工作群組的許
多特性，包括對等式資源共享，網域的成員電腦也可以獨自管理自己的帳戶，一般用
戶可能察覺不出在網域與在工作群組的差別。
網域與工作群組的差別主要是在網管層面，一個網域內的所有伺服器及工作站，
甚至其它網域的機器皆可共享同一組帳戶資料庫，在 Windows 2000 Server 系統下，同
一網域的電腦，透過單一目錄服務[ ]，來達到安全控管及資源共享之目的。所以網域
中所有物件資訊都集中存放在同一份目錄中，管理者只需管理及維護一套物件資訊。
由上述可知，網域架構的優點有：

註

1. 簡化系統管理工作，單一帳號登入，安全控管容易。
2. 強大資訊查詢功能，充分發揮資源共享目的。

註：

在電腦構成的環境中，目錄服務除了負責讓用戶端 (包括使用者與應用程式)
查詢目錄中的資訊外，還可以新增、刪除或修改目錄中的物件資訊。當然，前提
是用戶端必須有足夠的權限，才能在目錄中執行上述的動作。我們將使用 Windows
2000 Server 所提供的目錄服務。Windows 2000 Server 利用 AD 記錄網路上所有的
相關資訊，方便系統管理員與使用者查詢及使用這些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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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網域中的電腦角色
一般而言，網域中的電腦依其功能，區分為以下 3 種角色：
1.

網域控制站

安裝了 Windows 2000 Server，而且啟用 AD 服務的電腦，即為網域控制站。網域
控制站在網域中扮演運作核心的地位，除了特定的網管人員之外，應限制其他使用者
登入網域控制站，以防止 AD 資料遭到破壞。
網域控制站主要負責的工作如下：
! 提供 AD 服務。
! 儲存與複製 AD 資料庫。
! 管理網域中的工作，包括「使用者登入」、「身分驗證」與「目錄查詢」等。
2.

成員伺服器

安裝了 Windows 2000 Server，但未安裝 AD 服務的電腦； 或是安裝 Windows NT
4.0 Server 的電腦，都算是成員伺服器。
成員伺服器依其服務的不同，會有不同的名稱，例如檔案伺服器、應用程式伺服
器或資料伺服器等。不過這些伺服器都必須接受網域控制站的管控。
由於這些伺服器同屬網域的成員，所以審核使用者身份的工作，都交由網域控制
站執行，只要通過網域控制站的驗證，即允許使用者登入。
3.

工作站
所有安裝 Windows 2000 Professional 或 Windows NT 4.0 Workstation，而且加入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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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電腦，都歸類為工作站。
使用者可以利用這些工作站，存取網路中的資源、執行應用程式等。加入網域的
工作站，同樣是由網域控制站負責使用者身份驗證，並接受網域方面的管理。譬如網
域系統管理員可以限制誰何時才允許登入該工作站，而未加入網域的工作站雖然也可
以連接網域存取資源卻得不到網域的保護與管理。

（五）生物結構小組群組規劃
網域內資源 (檔案印表機 … 等) 的存取權限 (Permission) 雖然可以直接指配給
使用者帳戶，但如果系統管理員每新增一個帳戶都要一一把權限指配出去，這不是有
效率的做法，所以產生了群組的概念。
群組包含一群使用者帳戶或是其他的群組，當我們將權限指派給群組後，任何加
入這個群組的帳戶或是群組，都會擁有這個群組具有的權限。
! 認識群組領域 (Group Scope)
在 Windows 2000 中的群組領域可分為：
" 網域區域群組 (Domain Local Group)
一般會將存取權限指派給網域區域群組，而不會直接指派給使用者帳戶。
" 通用群組 (Global Group)
通常使用通用群組來組織相同權限的使用者帳戶，例如同屬於 X 光生物結構
小組的組員，加入稱為「SBG 的通用群組」中。
下圖為生物結構小組的群組規則架構，我們將利用前面介紹過的網域區域群組以
及通用群組來管理單一網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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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把需要相同權限的使用者加入同一通用群組中。舉例來說，將 X 光生物結構小組
組員加入「SBG 通用群組」
、中心其他組同仁加入「NSRRC 通用群組」
、再將一般
使用者加入「User 通用群組」。
2. 將網域內資源的存取權限指派給網域區域群組。舉例來說，將印表機使用權指派
給「Printer 網域區域群組」、MataFrame Server[ ]的使用權限指派給「ICA 網域區
域群組」。

註

3. 把通用群組加入網域區域群組中。即可讓通用群組中所有的人都擁有存取某項資
源的權限。舉例來說，將「SBG 通用群組」與「NSRRC 通用群組」加入「Printer
網域區域群組」之後，則 X 光生物結構小組組員與中心其他組同仁就可以使用印
表機功能了。
結合網域區域群組以及通用群組來管理網域的方式，可以減少管理者的負擔，因
為管理者只需將通用群組加入適當的網域區域群組中即可得到適當的使用權限，而不
需要一一對每位使用者作設定。

註：

MetaFrame 軟體整合 Server Based Computing 以及 Thin Client 架構的解決方
案，讓使用者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利用標準瀏灠器上網來存取工作所需
要的資訊及執行應用程式。此一解決方案不僅省去改寫程式所需耗費的金錢及時
間，更能與現存的軟硬設備結合，大幅降低 IT 投資。適用於 Windows 2000 Server
作業系統上。

（六）建立網域的概要步驟
1. 在 Windows 2000 Server 上啟動目錄服務，將其設為網域控制站。由網域控制站集
中管理網域中的所有電腦，建立單一的用戶帳號資料庫。
2. 建立適當群組，包括以人員為單位的通用群組，及以系統資源為單位的網域區域
群組。
3. 建立群組間的關係以及設定群組的權限。
4. 建立使用者帳戶並依允許權限加入所屬群組中。
透過上述規劃與做法，將可解決 SPXF 電腦系統中公用電腦的管理問題，並改善
網路安全顧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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