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案例

多媒體應用

JDS 採用 ATEN 遠端集中管理方案
打造高效且安全的工作環境
客戶: Japan Digital Serve Corporation
Japan Digital Serve Corporation (JDS) 成立於 2000 年，主要為日本各地有線
電視公司提供先進的有線電視數位化服務。2010 年，該公司提出“Cable Gate ”
服務，投入經營行動網站。2011 年，JDS 開始使用雲端技術提供“雲端整合服務”。
JDS 所提供的全方位服務，豐富了有線電視用戶在數位多媒體的體驗。

挑戰

導入設備

導入成效

 尋找一個安全、穩定的
遠端存取解決方案，以
取代目前使用的 VNC
軟體方案

 CC2000
Control Center Over the
NETTM 管理軟體

 集中化管理 – 透過使用
CC2000 管理軟體，IT 管理人
員可完全控制所有連線的設備

 KN4124v
KVM Over IP Switch
24 埠遠端電腦管理方案

 先進的安全機制 – 可設定使
用者及群組存取與控管伺服器
的權限，並提供彈性化的加密
功能，以強化資料的安全性

 需為通信資料進行加
密，並支援遠端安全存
取
 可穩定地從遠端重新
啟動設備
 可輕易的從遠端伺服
器傳送檔案

 KL1100
雙滑軌 LCD 雙介面
(PS/2-USB)控制端

 可靠的運作 – 兩組網路介面卡
可提供區域網路備援或雙 IP 操
作，確保安裝架構的正常運作
 增加效率及降低人力需求 –
虛擬媒體功能可讓 IT 人員從任
何地方都可進行檔案傳輸與即
時維護作業

挑戰
JDS 需要一個可安全地遠端存取伺服器與方便文件傳輸的解決方案
JDS 投入大量的設備資源建設基礎設施，以便更有效率地為有線電視業者
提供數位播放服務。為了提供穩定的服務品質，JDS 每台設備都有其專屬
的伺服器來負責操作控制和狀態監控。原本 JDS 所有的伺服器皆放置於機
房內，使用 VPN 方式連接到辦公室，並透過一台 KVM 多電腦切換器整合
所有控制端，但該 KVM 多電腦切換器並不支援遠端存取功能，因此當發
生急需處理的問題時，便使用安裝在每台伺服器裡的 VNC 軟體來解決。
JDS 公司大廳

JDS 服務運作部門副理船戶先生對於目前的作業方式並不十分滿意。首先
是安全性的問題，透過 VNC 所傳輸的資料並未經過加密；其次，系統操作記錄檔也無法透過 VNC 下載，必
需使用 FTP 伺服器或透過 Web 郵件傳送，操作相當不便。此外，使用遠端操作軟體進行存取時，其對話頁
面若被關閉將無法繼續操作；同時，伺服器若出現問題且無法成功從遠端重新啟動設備時，工作人員必須親
自到機房內才能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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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方案

CC2000
TM
Control Center Over the NET
管理軟體

KN4124v
KVM Over IP Switch
24 埠遠端電腦管理方案

KL1100
雙滑軌 LCD 雙介面(PS/2-USB)
控制端

由於 IP KVM 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並提供安全且穩定的遠端管理，因此當目前使用中的 KVM 多電腦切換
器出現問題需要被更換時，船戶先生決定安裝一台可支援 IP 遠端管理功能的 KVM 多電腦切換器。在眾多產
品的比較過程中，他發現 ATEN KN2124v 遠端電腦管理方案可以完全符合他們的需求。
ATEN KN4124v 內建兩組網路介面卡，可提供雙 IP 操作，指定不同 IP 位址，以確保順利不中斷的存取與
管理所有設備。在安全機制方面，以 128-bit SSL 加密技術保護資料傳輸時的安全性，並可設定使用者與群
組存取與控管伺服器的權限。此外，其內建的虛擬媒體功能，可將遠端 USB 伺服器連接到近端 PC，如同直
接連接在近端 PC 的 USB 埠上，方便將遠端伺服器的系統操作記錄檔直接傳送到近端的控制電腦。上述所
有功能是 JDS 最後決定選擇 KN4124v 的原因。
除了可支援遠端管理的 IP KVM 之外，JDS 也採用了 CC2000 集中管理軟體，其可整合多台 ATEN KN 系列
的 KVM 多電腦切換器。管理者只要透過有安裝 CC2000 的伺服器，不管在辦公司或機房內都可以存取已連
接的 KN4124v；未來即使增加一台 KN4124v，透過 CC2000 即可存取所有連接的 KVM 多電腦切換器。此
外，JDS 還安裝了 1 台 LCD 控制端連接到 KN4124v，以便在辦公室進行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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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效益
提升效率與安全性

分割畫面模式可在同一螢幕
上同時觀看多個輸出埠的畫
面，很容易從單一螢幕上看
到任何狀況變化，適用於監
控需求。

使用 ATEN KVM Over IP Switch (KN4124v) 取代 VNC 軟體，不僅可協助 JDS
用遠端管理的方式提高作業效率，同時提升整體運作的穩定性和安全性。 JDS
可透過 KN4124v 可將使用者帳戶分級為管理者、用戶和外包廠商，並可針對每
個連接埠設定各別的使用者存取權限，以避免產生未經授權的操作。安裝使用
ATEN 產品可提高遠端存取的安全性，解決 JDS 所面臨的問題，並提供一個嚴
密的使用環境。
此外，ATEN KN 系列產品獨家的分割畫面模式 (Panel Array Mode™) 同時也
獲得 JDS 其他部門的高度讚賞。Panel Array Mode™分割畫面模式，可在單一
螢幕上同時顯示多台伺服器的狀況，方便使用者即時監控，以便立即處理問題，
ATEN 產品所提供的好處遠遠超出了他們的預期。
KL1000 LCD 控制端可幫助管理者節省空間、方便在現場使用，其輕巧的外殼
設計，使安裝更容易。該產品採用雙滑軌設計，當不需使用鍵盤時，可以將其
向後推回，讓 LCD 螢幕可以被展開至機架前端，調整至最適合觀看的角度，如
左圖所示。

使用心得與展望
當使用 LCD 螢幕監控伺服
器狀態時，可將 LCD 控制端
的鍵盤推入到機架內。上圖
安 裝 在 上 面 的 是 KL1100
LCD 控制端下面的設備是
KN4124v 遠端電腦管理方
案。

計劃未來更進一步利用 CC2000 所提供的功能
CC2000 不僅可以整合所有遠端電腦管理系列產品，透過使用瀏覽器介面也可
管理印表機與防火牆設備。船戶先生表示：
「很多廣播設備都使用這樣的管理介
面。CC2000 管理軟體可讓使用者透過單一介面操控所有連接的設備，使操作
更容易也更有效率。未來在增加新設備到现有的架構中時，也會更充分的利用
該套管理軟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