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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eLinx® SpiderDuo™ 提供安全
保密的遠程 KVM (鍵盤, 視頻和滑鼠), 

可通過以太網進行全透明的本地存取. 

SpiderDuo 是需要本地存取的管理人員的
理想工具, 一個一體化的集成方案. 它的手
掌大小, “zero-U” 設計支持在狹小空間
的應用. 此外, SpiderDuo 不需要安裝
額外的軟件就支持主機系統全面的 BIOS 

層控制.

- 鍵盤、滑鼠和視訊加密

- 支持LDAP, RADIUS, Active Directory, HTTP, 
HTTPS, Telnet

- 支持虛擬媒體(virtual media)

-支持虛擬IP（virtual IP)

- 免軟件安裝

Lantronix 
Lantronix，Inc (納斯達

克：LTRX)於1989年成立，
其總部設於美國加州爾灣
(Irvine) 。除了美國外，在
世界各地都設有銷售渠道，
如歐洲、亞洲、日本、南美
和澳州。Lantronix是遠程
管理的先驅，讓用戶可以安
全和可靠的從遠端存取、管
理和控制任何一個電子設備
或儀器。

我們創新的方案讓不同
行業的客戶，如安防、工
控、IT、保健、運輸、零
售、電力或其他公用事業，
以至政府等用戶，可以得到
實時的資料，從而優化他們
的商業決定。

我們的使命： 
“Lantronix
提供安全
可靠的通
訊方案，
讓所有設
備和儀器
都可以通
過會互聯
網連接和
控制”

全世界的飛機場對保安的級
別不斷的提高，因此不斷的增加
安檢設施以達到此要求。在不同
的設施中，最為重要的是X光檢
查系統。

傳統的X光檢察系統只是把
掃描得到的畫面顯示出來，然後
由安檢人員肉眼偵測危險品。

而新式的X光檢察系統不單
單是掃描物件，也會智能的從掃
描物件中檢測辨認出可能的危險
品。因此，X光檢察系統內需要
一台電腦嵌入在此系統內。此電

腦將會連接到有關掃描系統、辨
認程式、顯示系統、運輸帶系
統...等等。
故此，保證此電腦的穩定性

是非常重要，因為一旦發生任何
故障，會影響到旅客的登機時間
和航班的安全。所以，機場通常
會和X光檢察系統供應商會有一
個售後服務的合同，萬一系統發
生任何問題，供應商會提供技術
支持。

但是這個是最好的方法呢？

LANTRONIX SPIDER DUO KVM－把伺服器帶到您面前

減低機場安檢機器的故障時間

SpiderDuo在機場安檢的應用

http://www.lantronix.com
http://www.lantroni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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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光檢查系統的供應商在總
部成立客戶售後服務中心，假如
某機場的某一個系統發生問題，
機場會打電話到客戶，描述有關
故障，然後客戶售後服務中心會
嘗試在電話上提供解決方案，然
後由機場那邊的人員按建議對系
統進行維修。

可以想像，因為不同的因
素，此方式的服務可以即場解決
問題的比率是非常低的，這些因
素包括：

對問題描述有誤

對解決方法由錯誤瞭解

現場人員對系統的認識有限

問題或解決方法不能以簡單語言
描述

需要安裝軟件解決

所以在機場和服務中心溝通
以後，往往要派技術支持人員出
差到機場處，在現場解決有關問
題。但有機會不是出差一次就可
以解決問題，因為事前溝通的問

題， 支持人員很有可能準備不
足，如一些硬件或軟件工具，需
要回到總部，拿到適合的工具再
到出現問題的機器。因此，最壞
的情況是：

1.出現問題
2.和服務中心溝通，得到問題
的概括情況

3.派工程師到客戶處，更深入
瞭解問題所在

4.工程師回到公司，拿到適合
的工具

5.工程師再到客戶端，解決問
題

可以想像，以上的流程消耗
多小時間，金錢和資源。

在紐約的機場

供應商總部

在內華達的機

在懷俄明的機場

 
技術支持: 全通過電話來達成

傳統的售後服務 － 電話支持

客戶的滿意度和技術支援的時間有
直接關係，如果需要長時間才可以
幫客戶解決問題，客戶的滿意度回
很低的。

千里迢迢，解決問題

難以言喻的畫面

可以想像如果機器出現左邊的畫面，機場的員工很難項供應商的技術支援在電話
上描述此畫面，而技術支援聽到員工的描述也很容易誤解此畫面的狀況。因此最
好的方法是讓技術支援看到此畫面。

http://www.lantronix.com
http://www.lantroni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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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提高此維修上的效率，以致提高客戶（機
場）的滿意度，供應商希望把利用KVM over IP
方案，讓技術支援人員可以通過網絡，看到、控
制他們的X光檢察系統，這樣就可以實時解決問
題。

表面上看起來，這個是不錯的方法，但是如果
再細想一下，這個方法存在不小的難度。

技術上的問題

可以百分之百肯定每個機場的網絡都有防火
牆，以保障其網絡安全。如果此KVM安裝
在網絡內，那供應商的技術支援人員肯定不
可以連接到此KVM上。如果要連的上，通
常的方法是叫機場的網絡管理員打開一些網
絡端口，或是採用VPN，讓供應商和機場
的網絡連接在一起。

管理上的問題

不管是採用打開端口或是VPN的方式，您
需要紀錄下每一個設備的相關網絡資料，以
便要連接是查閱。如果是單一客戶，這個問
題不大，隨着客戶數目增加，此紀錄會增
長，並增加管理上的困難。

安全性上的問題

假如採用打開網絡端口方式，這樣會增加其
風險，尤其是黑客掃描和霸佔端口的機會。
假如採用VPN方式，兩個不同的網絡會連
接在一起，這代表一方有機會連接到對方網
絡的任何設備。

成本上的問題

採用VPN方式的成本不輕，比方在美國，
每一個VPN的成本約為美金$800。

解決問題方案－遠端控制

LANTRONIX方案 － VDN

VPN 的限制
當兩個網絡要通過VPN來連接在一起，其中一個要求就是這兩個子網IP必
需是不一樣的。比方說，其中一個子網IP為192.168.x.x，那另外一個就必需
要和這個不同。可以想想，如果只是連到一點，那還可以互相遷就，但是
如果有多個客戶點要利用VPN連線的話，VPN變得非常不方便。

Lantronix提供的ManageLinx
系統提供的虛擬設備網絡
(VDN)，它可以讓遠端用戶很簡
單的連接到遠端防火牆後的設
備。

VDN的特色
1.只針對設備，遠端用戶只

可存取特定的設備，
網絡上的其他設備根
本就看不到。

2.不需要修改網絡設定。只
要網絡已連上乙太
網，基本上就可以連
結設備。

3.簡易操作，只需要一條
USB記憶棒便可。

4.部署容易，不管增加或是
減小連接點，VDN的部
署都會比VPN容易。

5. 對用戶來說，VDN連接是透明
的，他連接遠端設備就好像連
接內網設備一樣

VDN的設立
要設立一個VDN是非常簡

單，只需要把DSM(設備服務管理
器)放在乙太網或是DMZ，然後把
DSC（設備服務控制器）放在遠
端和本地網絡，再把存有Boottrap 
檔的USB記憶棒插到DSC上，整
個設定就完成。DSC會自動連接
上DSM，DSM會把相關的DSC連
接起來，產生VDN。遠端人員現
在就可以連線到該遠端網絡上的
特定設備。

假如服務中心人員要增加一個
服務點，只需要寄一個DSC過
去，把USB記憶棒插到此DSC就
成。

乙太網

VPN Router VPN Router 

172.18.0.1 192.168.3.1 

VPN Router 

192.168.2.1 

VPN Router 

192.168.4.1 

VPN Router 

192.168.5.1 

VPN Router 

192.168.1.1 

http://www.lantronix.com
http://www.lantroni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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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方案

由於Lantronix的IP KVM， Spider Duo不單
擁有基本的KVM over IP功能，它也擁有VIP 
Access功能，故此它可以配合ManageLinx操作而
不需再令加DSC。

現在，X光檢查系統的供應商會在他們的系統
內都會增加一台Spider Duo KVM在內。通過
Spider Duo的本地輸出口，機場保全人員還是和
以前一樣，從顯示器上檢測旅客行李內的物品，

也會和以前一樣按鍵控制某些特定功能，如輸送

帶運行和停止。

但是萬一系統出現任何異常狀態，機場會打電

話通知系統供應商的技術支援是那一台系統有問

題，他們馬上可以打開電腦上的瀏覽

器，通過VDN，連接到該台系統
內的Spider Duo，看到現在該系

統現在的顯示，

並可以透過滑鼠

和鍵盤控制此系

統進入診斷模式，然後可以決定解決的方法。

有時候，技術支援發現他們可能要重新安裝有

關的應用程式，這個時候，他們就會採用

SpiderDuo上的虛擬媒體功能（Virtual Media），
這個功能可以讓技術支援人員把光碟、USB記憶
棒等記憶媒體分享出來到遠端的機器上，因此，

技術支援人員只需把載有該應用程式的光碟分享

到系統上，這樣就可以直接在系統上重新安裝有

關的應用成式。由於安全的因素，該X光系統上
不帶任何USB口、光碟盤等可以讓不明人士修改
系統的埠，故此虛擬媒體功能可以幫助支援人員

簡易的重新在遠端機器上安裝應用軟件。

效率一日千里

現在，X光檢查系統的供應商對他們提供
的系統的技術支援的效率提升了不小。

第一，他們可以馬上對機場過來的電話進

行診斷和維修，而不像以前，要開車或乘飛

機到客戶端才知道問題所在和維修。只要不

是硬件的問題，大部分都可以通過

SpiderDuo解決掉。這樣可以減低出差所花
的時間和金錢。

第二，就算是硬件的問題，由於事

前已經通過SpiderDuo來做一些測

試，故此技術支

援人員會對問題有

基本的瞭解，故此他

到現場後可以馬上進行

有關的維修。

第三，由於大部分的維修工作可以在總公

司內通過網絡完成，因此每一個支援人員所

負責的問題可以更多，把整體的效率提高。

最重要的是這個方案可以縮短系統異常的

時間，讓機場的效率也可以維持在一個高水

平，為此他們對供應商的滿意程度大大提

高。

VIP ACCESS
Lantronix提出虛擬設備網絡(VDN)方案，並由Managlinx系統實現此方案，ManagLinx內含兩個基本

設備：一台DSM 和最少兩台DSC。當設定完成後，DSC會自動連上DSM，並由DSM把這兩個DSC連
接在一起。Lantronix把DSC功能放到其他產品上，如SpiderDuo KVM。採用這些內嵌DSC功能的產品
時，就可以省掉一台DSC。而這個可以連到DSM的功能，我們稱它們為VIP Access功能。

http://www.lantronix.com
http://www.lantronix.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