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V900 硬體安裝 

SV900 硬體外部介面說明： 

 

 

圖 H-1  SV900 接孔、指示燈說明 

 Power LED：電源顯示 
 Status LED：當 LED 燈為開始閃爍時，表示系統正在開機狀態，

約兩分鐘後系統開機程序結束，當 LED 停止閃爍，表示系統己開

機成功。 
 WAN 1 / 2 Port：外部網路介面 1 / 2，與外部路由器連結。 

 LAN：內部網路介面，將企業內部的網路連結在此網路。 

 DMZ：非軍事區網路介面，將企業內的伺服器連結在此網路。 
 Console Port：9-pin 的串列埠接頭，主要的用途是查看 SV900 系

統環境參數。 
 

 



SV900 軟體設定 

 

步驟1. 首先將系統管理員的電腦和 SV900 內部網路介面接到同一個 HUB 或

Switch，再使用瀏覽器 ( IE 或 Netscape ) 連結至 SV900。SV900 內

部網路介面的 IP 位址內定值為 http://192.168.1.1，所以系統管理員的

電腦之 IP 位址必須是 192.168.1.2 至 192.168.1.254 其中之一，子網路

遮罩為 255.255.255.0。 

步驟2. 當管理員的電腦和 SV900 的內部網路介面位址 屬於 192.168.1.0 網

段的網路，開啟瀏覽器（IE 或 Netscape）連結至 http://192.168.1.1 。

連上 SV900 的 WebUI，即可開始使用瀏覽器設定 SV900 的參數。 

 

下列表格為標準虛擬 IP 位址範圍，不可使用外部真實 IP 位址。 
 

10.0.0.0 ~ 10.255.255.255 
172.16.0.0 ~ 172.31.255.255 
192.168.0.0 ~ 192.168.255.255  

 



步驟3. 瀏覽器會詢問使用者名稱及密碼，輸入管理員名稱與密碼。（如圖 S-1） 
 使用者名稱：admin 

密碼：admin 
 點選【確定】 

 

圖 S-1  鍵入使用者名稱與密碼 

 

步驟4. 進入 SV900 軟體系統主畫面後，在左方的功能選項中，點選【介面

位址】功能，再點選【內部網路】次功能選項。（如圖 S-2） 
 內部網路 IP 位址：192.168.1.1 

子網路遮罩：255.255.255.0 
 點選【確定】 

 
圖 S-2  鍵入內部網路 IP 位址與子網路遮罩 

 

步驟5. 如果新的內部網路介面位址不是 192.168.1.1。在點選【OK】後，必

須更改系統管理員的 IP 位址與新的內部網路介面位址為同一網段。

並在瀏覽器網址欄位輸入新的內部網路介面位址，再重新連結

SV900。 



步驟6. 進入 SV900 軟體系統主畫面後，在左方的功能選項中，點選【介面

位址】功能，再點選【外部網路】次功能選項。（如圖 S-3） 

 

圖 S-3  外部網路介面  1 / 2 介面 

步驟7. 外部網路介面 1 / 2：點選需要設定的外部網路 1 / 2  ， 
點選【修改】選項。鍵入由 ISP 所配發的 IP 位址（如圖 S-4） 
(例：外部網路介面位址 1) 

 外部網路路介面位址 1： 
IP 位址：61.11.11.11 

              子網路遮罩：255.255.255.0 
     預設閘道：61.11.11.254 

   DNS 伺服器 1：168.95.1.1 

 
圖 S-4 鍵入外部網路 IP 位址與子網路遮罩 



步驟8. 如郵件伺服器放至於非軍事區時，需設定非軍事區介面；郵件伺服器

放位於外部網路者，則跳過＂步驟 8.＂。 

 在左方的功能選項中，點選【介面位址】功能，再點選【非軍事

區網路】次功能選項。 
非軍事區介面位址：選擇【DMZ_TRANSPARENT】 

 點選【確定】後，SV900 將會重新開機。重新開機時程約兩分鐘，

當 LED 停止閃爍，表示系統己開機成功，即可再次進入 UI 畫面。

（如圖 S-5） 

 

圖 S-5  非軍事區網路介面 

步驟9. 在左方的功能選項中，點選【系統管理】功能，再點選【組態】【時

間設定】次功能選項。 
 

步驟10. 在出現的【時間設定】視窗中，鍵入下列相關參數： 
 勾選【開啟與外部時間伺服器同步】 

選擇與 GMT 相差【+8】小時。（依所在地決定） 
輸入時間伺服器位址【133.100.9.2】 
輸入系統自動更新時間【360】分鐘 

 按下【確定】，完成時間設定。（如圖 S-6） 

 
圖 S-6  時間設定 



 
步驟11. 在左方的功能選項中，點選【管制條例】功能，再點選【內部至外部】

次功能選項。 
 
步驟12. 點選螢幕下方的【新增】管制條例功能按鈕。（如圖 S-7） 

 
 
步驟13. 在出現的【新增管制條例】視窗中，鍵入下列相關參數：  

 來源網路位址：選擇【Inside_Any】 
目的網路位址：選擇【Outside_Any】 
管制動作：選擇【允許】 

 按下【確定】鈕。 

 
圖 S-7  至管制條例功能設定來源網路位址與目的網路位址 

 

步驟14. 如欲使用 SV900 的管制功能，請在【位址表】和【管制條例】功能

項增加相關設定值。 



郵件伺服器置於 DMZ 或 LAN 
郵件伺服器如架設於內部網路或非軍事區網路時，需要額外設定【郵件代轉】。

（如圖 S-8） 

 

圖 S-8 Mail Server 置於 DMZ 網路配置圖 

步驟15. 在左方的功能選項中，點選【郵件安全】功能，再點選【組態】之【郵

件代轉】次功能選項。 

步驟16. 在【郵件代轉】視窗中，鍵入下列相關參數： 

 郵件伺服器網域名稱：broadband.com.tw 
郵件伺服器 IP：61.11.11.13 

 按下【確定】完成郵件代轉設定。（如圖 S-9） 

 
圖 S-9  完成郵件代轉設定 



步驟17. 在左方的功能選項中，點選【管制條例選項】功能，再點選【服務表】

之【服務群組】次功能選項。 
 

步驟18. 在【服務群組】視窗中，鍵入下列相關參數： 

 名稱：e-Mail 
新增服務：DNS、POP3、SMTP 

 按下【確定】完成服務群組設定。（如圖 S-10） 

 

 

圖 S-10  完成服務群組設定 



步驟19. 分別在【管制條例】功能，【外部至非軍事區】、【非軍事區至外部】、

【內部至非軍事區】次功能選項中，各自新增一條管制條例。 
 
【外部至非軍事區】： 

 來源網路位址：選擇【Outside_Any】 
目的網路位址：選擇【DMZ_Any】 
服務名稱：選擇【e-Mail】 
管制動作：選擇【允許】 

 按下【確定】完成設定。 
 

【非軍事區至外部】： 
 來源網路位址：選擇【DMZ_Any】 

目的網路位址：選擇【Outside_Any】 
服務名稱：選擇【e-Mail】 
管制動作：選擇【允許】 

 按下【確定】完成設定。 
 

【內部至非軍事區】： 
 來源網路位址：選擇【Inside_Any】 

目的網路位址：選擇【DMZ_Any】 
服務名稱：選擇【e-Mail】 
管制動作：選擇【允許】 

 按下【確定】完成設定。 
 

 
 

 
 



郵件伺服器置於 WAN 
 

郵件伺服器如位於外部網路時，不需設定郵件代轉；SV900 軟體設定只需設定

到＂步驟 13.＂即可。（如圖 S-11） 

 

 

圖 S-11  Mail Server 置於 WAN 網路配置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