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U版本9.0.2軟體更新內容說明 
 
     適用型號 

NU-850C,NU-870H,NU-870C,NU-880H 
 

     適用版本 
9.0.1.7 
 

      注意事項 
  01 軟體更新之後, 系統會自動重新開機(會重開兩次), 約 3 ~ 5 分鐘. 

 
   
   

 
       更新事項 
       ==================================================================================== 
  
系統設定 

基本設定 
新增 監聽 Port 設 0 代表 Auto VPN 功能不啟動 

 
管理員 

新增 增加流量分析記錄、DNS 查詢紀錄、Dashboard、Sandstorm、WAF記錄項目， 
記錄清除與保留時間設定 

 
系統升級 

新增 自動升級韌體、自動升級通知功能 
 

備份與還原 
修正 IPS 過濾設定還原問題 

 
訊息通知 

修正 密碼有特殊字元時勾選驗證會出現錯誤 
新增 授權到期通知功能 
新增 CMS 訊息通知 

 
重新啟動&關機 

修正 服務無法啟動問題 
 

AP管理 
修正 設定每頁顯示筆數無效問題 
新增 NWA5121-NI AP 管理支援 

 
特徵碼更新 

修正 特徵碼更新，無法順利操作問題 



 

SSL憑證設定 
新增 增加 [SSL憑證資訊] 相關內容 

 
CMS 

調整 單一介面支援顯示多組 IP 
 
網路設定 

區域設定 
修正 Bridge 模式下, IPv6 PING 不通的問題 
修正 多埠選 switch 時，介面錯誤顯示問題 
修正 Speed and Duplex Mode紀錄問題 
修正 未提示重新開機的問題 
調整 多埠模式改為共同設定值 

 
網路介面 

修正 網路介面建立重複 IP 時，會跳出禁止提示 
調整 Switch 的網路介面設定調整 

 
PPPoE 撥接 

修正 PPPoE 撥接時，IPv6 設定問題 
修正 PPPoE封包格式，造成網路異常問題 
新增 新增 [出口線路] 和 [預設閘道] 設定 

 
路由管理 

修正 預設閘道連線問題 
調整 選項名稱 

 
管制條例 

管制規則 
修正 無法連接管理界面問題 
修正 不會自動切換使用其他伺服器的問題 
修正 讓內部介面不再顯示可以勾選 
修正 在列表中 NAT 的 tip 顯示出非 PPPoE 介面 IP 的問題 
修正 設定電子白板，都只套用第一組規則問題。 
修正 介面為 Bridge 多埠時，連線不通問題。 
修正 當規則編輯發生錯誤時，設定會被清除的問題。 
修正 出口線路顯示錯誤問題 
調整 設定 Port 對應規則 
調整 刪除 PPPoE 當來源介面的規則，改為顯示黃色背景 
新增 增加輸入來源 IP 位址的篩選條件 
新增 增加 WAF 管制規則設定 

 
IPSec 管制 

修正 設定每頁顯示筆數無效問題 
 
 
 
 
 



 

管理目標 
位址表 

新增 增加 [所有AP成員] 與 [國別地區] 可選 
 

服務表 
修正 無法連到登入頁面問題 
修正 使用的通訊埠(Port)空白，可以儲存的問題。 
新增 自訂服務及服務群組支援匯出、匯入功能 

 
頻寬管理 

修正 設定每頁顯示筆數無效問題 
修正 介面出現 HA Port 的問題 
調整 設定最大值 > 0 時，則保證值也必須 > 0 

 
應用程式管制 

修正 資料顯示問題 
修正 顯示選擇 [電腦名稱] 無效問題 

 
URL 管理 

修正 設定每頁顯示筆數無效問題 
 

防火牆功能 
修正 會誤擋 IP Tunnel 連線問題 

 
上網認證 

修正 設定每頁顯示筆數無效問題 
修正 [介面] 選單顯示問題 
修正 使用[預設閘道]，無法正常連線問題 
修正 多頁資料無法切換問題 
修正 認證登入介面空白問題 
修正 使用 IPv6 連線用戶，無法連到上網認證的登入畫面問題 
修正 紀錄問題 
新增 與上網相關認證紀錄，增加 MAC 資料欄位 
新增 [使用者密碼] 可用特殊符號提示 

 
電子白板 

修正 當兩組設定以上時，介面顯示的問題 
修正 對 https/IPv6 網站支援跳轉頁面 
修正 IPhone 手機版，電子白板畫面不會自動調整成適應大小問題 
修正 資料無法刪除問題 

 
網路服務 

DHCP 服務 
修正 DHCP用戶列表顯示問題 
修正 [固定IP位址] 過濾下拉選單設定問題 
修正 編輯用滙入連續 IP 方式的位址表，會造成資料遺失問題。 
新增 自動加入黑名單設定、操作日誌與訊息通知 
新增 可清除離線成員、回收佔用的 IP。 
調整 取消介面 IP/MASK 下拉式選單 



 

DDNS 服務 
 修正 DDNS 更新失效問題 

修正 新增 DDNS 主機名稱，第一個欄位值，無法使用點號(XX.XX) 
 

DNS 伺服器 
 修正 沒有連動 IP 異動問題 

調整 TXT 紀錄內容，支援下底線字元 
調整 IPv4/v6 分別增加方式 

 
WEB 服務 

修正 憑證安裝程式下載頁面的問題 
修正 憑證安裝程式的下載頁面，發生顯示異常的問題 
新增 增加紀錄的開關 
調整 原 [SSL憑證設定] 改為 [SSL憑證資訊] 

 
病毒引擎 

修正 Kaspersky 掃毒授權檔匯入失敗問題 
修正 clamav 病毒碼可能發生無法更新的問題 
調整 更新 ClamAV 引擎版本 
調整 Kaspersky引擎 

 
Sandstorm 

新增 Sandstorm 
 

高可用性 
修正 HA設定錯誤造成角色錯亂問題 
修正 HA 資料同步問題 
調整 HA 外部連線限制 

 
SNMP 

新增 服務可設定限制存取的來源 IP 
新增 支援開機時間查詢 

 
進階防護 

交換器管理 
修正 網路狀態圖 
新增 增加綁定 VLAN 選項 
新增 協同防禦 Switch 型號 Cisco2960 

 
內網防護 

新增 Arp 紀錄增加 [介面] 搜尋條件 
 
IPS 

IPS 設定 
修正 IPS停用服務問題 
調整 IPS過濾設定問題 
調整 IPS 服務開關 

 
 



 

WAF 
新增 WAF 相關功能 
新增 AF設定 
新增 WAF記錄 

 
郵件管理 

郵件過濾與記錄 
修正 管理介面登入問題 
修正 IMAP、SMTPS 相關連線漏洞風險 
修正 POP3 收信發生錯誤的問題 

 
VPN 

IPSec Tunnel 
修正 VPN 通道，介面顯示錯誤問題 
修正 IPSec 斷線問題 
修正 斷線切換到備援的時間過久問題 

 
SSLVPN Server 

修正 未依頁面顯示匯出問題 
修正 新舊帳號名稱相同、但大小寫不一樣，造成無法下載憑證問題 
修正 出現未知帳號的警告 
新增 可以修改本機使用者帳號密碼的功能 

 
L2TP 

修正 未依頁面顯示匯出問題 
 

SD-WAN 
修正 Auto VPN建立使用問題 
新增 可以更換 VPN 通道的選擇 

 
日誌 

系統操作 
新增 Sandstorm、WAF 操作日誌紀錄 

 
系統狀態 

連線狀態 
修正 點選 SSID 排序出現錯誤訊息問題 
修正 [依來源IP] 錯誤顯示問題 
新增 增加依目的 IP 顯示 

 
流量分析 

調整 流量排行查詢 
新增 DNS 查詢排行查詢頁面 

 
Dashboard 

修正 Web 無法正常顯示的問題 
修正 時間顯示問題 
調整 Dashboard 首頁即時資訊的顯示方式 
新增 威脅情報、應用程式管制、Web Control、IP地區、Dns 查詢功能， 



 

首頁增加: 伺服器狀態、威脅情報、即時資訊 
 
其他 

修正 系統忙碌問題 
修正 英文語系介面，文字重疊問題。 
調整 Console連線顯示之資料 
調整 禁止內部服務對外開放 
新增 當系統磁碟變成唯讀，在首頁提示 
新增 Console介面增加 reset 指令，提供恢復出廠預設值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