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R 版本 5.2.1.1 軟體更新內容說明 
 

適用型號 
 

UR-940,UR- 940H,UR-960,UR- 960H,UR-960C,UR- 980,UR-980C 
 
適用版本 

 
5.2.1.1 (d4c3bf5b152980201e83e77b6d035b3f4e0db3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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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MD5 : 9c81a9405ed14d90a335d135d6d92217 

 
   
   

 
       更新事項 
       ==================================================================================== 
＃＃系統設定 > 管理員 > 系統設定 

修正 當不勾選 Outbound load balance of t-bridging  情況下 
開啟 Transparent Bridging  --> 若 Dmz to Wan 條例強制走非wan1 或  
外部網路群組不含wan1，則不過該條例 

 
＃＃系統設定 > 備份和升級 > 韌體資訊  

修正 autoUpdate 更新版本顯示 - 小版本可能會被隱藏的問題 
 
＃＃系統設定 > AP管理  

系統設定  > AP管理 新增 AP 型號： NWA1123-ACv2 
 
＃＃系統設定 > 資料滙出及掛載 

修改 系統設定 > 資料滙出及掛載 
檢視遠端磁碟內容 不顯示計算筆數  

 
＃＃系統設定 > 統計報表 

修正 報表的 [設備狀態 網路介面流量] 無法顯示 
修正 排程有機率無法寄信的問題 
修正「報表發送記錄搜尋」日期搜尋範圍錯誤  

 
＃＃系統設定 > 特徵碼更新 

修正:系統設定 > 特徵碼更新 > URL 黑名單資料庫更新 已更新，但是 Domain 黑名單沒更新 
 
 



 

＃＃網路介面及路由 > 網路介面 
修改 實體速率偵測Speed and Duplex Mode,設定固定後,重開機又會變成auto 
修改 網路介面及路由  > 網路介面   也可以設定頻寬值 

 
＃＃網路介面及路由 > 路由設定 

修改 用户因为添加默认路由导致双线路问题 
修正 網路介面及路由 > 路由設定 [路由表] 
修改 路由時, 介面選項不能更換問題 

 
＃＃管制條例 

修正 WAN to LAN,DMZ 修例, ADD/EDIT 目的通訊埠或群組 語系沒有顯示 
修正 條例支援多個服務群組 

1.只改在LAN、DMZ的管制 
2.通訊埠或群組: 使用者自訂改成只能選擇"服務表上或服務群組"的選項， 

可多選(最多10筆) 
修正 封鎖 Source Port 可以指定某一範圍 
修正 管制條例 > WAN 的管制 [Incoming 管制 (IPV6)]封包方向錯問題 
修正 管制條例的即時流量曲線圖, 突然幾M到幾G的凸出高峰 

 
＃＃管理目標 > 頻寬管理 

修正 頻寬表+記錄器 流量限不住問題 
修正 阻擋設定 Qos 頻寬限制設定，可支援屬於每個來源IP來限制 

 
＃＃管理目標 > 虛擬伺服器 

修正 虛擬伺服器設定綁定WAN介面IP時，WAN介面IP無法修改成其他同網段IP 
 

＃＃管理目標 > 電子白板 
修正 電子白板閱讀後，等待十秒鐘英文的格式無法修改 

 
＃＃管理目標 > URL 管理 

修正 管理目標 > URL 管理 > 黑白名單設定 > 預設黑名單設定 > URL 測試 
1.修正 URL預設黑名單資料庫比對問題 
2.修正 輸入Domain測試，Domain的IP比對到 IP 的預設黑名單，會跳出錯誤訊息 

修正 URL 管理 紀錄搜尋 可以 : 網域搜尋 
新增 檢查URL黑名單資料庫存放位置 

每次開機時，都會檢查一次 
            "首頁" 和 "管理目標 > URL管理 黑白名單設定"  

 新增提示: 提醒要更新URL黑名單資料庫 
修正:有web病毒紀錄，但無硬碟設備，URL紀錄的資料庫不應該有紀錄 

 
＃＃管理目標  > 位址表 

修正:位址表刪除時，跳出是否連動刪除條例，確認按鍵超出提示框外 
修正 外部IP位址表輸入重複IP，不會出現建立重複的錯誤提醒 
修正:位址表群組刪除時，連動刪除條例，位址表群組和條例仍然殘留存在 

 
＃＃管理目標 > 應用程式管理 

修正 應用管制程式 .exe附檔名下載阻擋失效問題 



 

修正 應用程式管制記錄可能會無法寫進DB的問題 
 
 
 
 
＃＃管理目標  > RADIUS 

修正 從 UI 啟用 radius 會佔用 apache 的 port 
修正 管理目標  > RADIUS > 客戶端 

* 群組 改為 認證方式 
+ 支援3種認證方式 
  1. 本機認證 
  2. 遠端認證  
  3. 遠端+本機認證 

 
管理目標  > RADIUS 
1. 增加 pop3 認證方式，但用戶端需使用 EAP-TTLS + PAP 驗證方式 

1.1 pc 需安裝 SecureW2.exe (參考http://dp.tsh.ttu.edu.tw/tshweblog/post/328/9569) 
1.2 android 需設定 EAP-TTLS + PAP  

2. 使用'連線測試'時，若有勾選"濾除 Realm"，會自動將 user 輸入的帳號濾除 realm 
3. radacct、radpostauth 儲存引擎 從 INNODB 改成 MyISAM 

 
＃＃管理目標 > 上網認證 

 
修正 管理目標 > 上網認證，新增、編輯本機使用者出現 php 錯誤訊息 
修正 程式檔案編碼 UTF8-BOM => UTF8-NO BOM 
修正 上網認證登入頁面自訂背景顏色之後，https和http的頁面顏色不一樣 
修正 管理目標 > 上網認證 > 使用者群組 顯示自動排序，並增加搜尋功能 
修正 郵件管理 > 郵件過濾與記錄 > 有效帳號設定 > Exchange Server 清單 > 檢視清單  

增加排序功能 
修正 上網認證設定 "使用者登入之後多久要求重登" = 0 的時候， 

上網認證帳號一直被自動剔除，紀錄上顯示login Timeout 
修正 管理目標 > 上網認證 > 本機使用者 

1.匯入可以新增帳號超過筆數上限 
2.新增帳號還未到達筆數上線就顯示達到上限無法新增 

修正 當管理目標 > 上網認證 > POP3, RADIUS使用者 > POP3 伺服器  
不勾選"登入帳號附加網域"，SSLVPN Client 端下載憑證  
登入帳號只輸入帳號不帶網域時，無法下載憑證，一直出現 login fail 

修正 上網認證部分功能 
1.系統設定 > 訊息通知 > 上網認證即將到期通知 & 上網認證到期刪除通知  

不會再寄送新的通知 
2.管理目標 > 上網認證 > 使用者群組 新增後，不會跳到 list 最後一頁 

 
＃＃網路服務 > DHCP 服務 

修正 網路服務 > DHCP 服務 
        在介面 LAN2~4 時，切換到 [DHCP 伺服器] 頁、[DHCP 黑名單MAC位置]頁會不見 
新增 防火牆DHCP SERVER支援 黑名單MAC功能 

 



 

＃＃網路服務 > FTP 服務 
修正 服務版本更新 

 
＃＃網路服務 > 病毒引擎 

修正 卡巴斯基原廠 key 過期更新問題 
修正 下載完Kaspersky 掃毒引擎後，沒有立刻自動更新病毒碼 

 
＃＃郵件管理 

修正 郵件稽核IP封鎖紀錄搜尋結果有誤的問題 
修正 郵件稽核 主旨文字為null仍然會被比對到稽核 
修正 灰名單設定 網域解析IP結果防呆 
修正 郵件稽核：設定null（空白）時,有符合null字串會觸發過濾器 
修正 有效郵件設定(Exchange Server) 同步成功，但清單未顯示的問題 
修正 郵件放行的問題  
修正 郵件稽核設定，個資過濾比對內容權重 輸入有0的數字會錯誤 
修正 UR學習功能 學習記錄顯示問題 
修正 郵件放行、下載時，隔離信問題 
新增 灰名單，例外清單支援輸入網域清單 
修正 郵件稽核 - 郵件容量 

1.修正判斷郵件大小 
2.郵件容量大於，新增反向的選項 

修正 郵件內文過濾 
1.自動更新支援新增項目設定，新增的項目預設打勾 
2.修正"垃圾郵件通知"頁面不會看到郵件內文過濾標籤的問題 

修正 郵件稽核,條件加*,用萬用字元的方式完整比對 
1.增加完整比對方式 

 在開頭輸入 ^代表比對模式為完整比對 
EX: 條件 ^192.168 表示192.168開頭的IP才會符合，10.50.192.168不會符合 

2.增加萬用字元 * 
修正:郵件管理 > 郵件過濾與記錄 > 有效帳號設定 > 有效郵件設定 AD List  

選取按下"加入忽略" 之後，卻沒有被加入AD忽略設定 
修正 郵件問題 

1.優化記錄查詢 
2.cp850邊碼的信件內容可能不會被稽核判斷的問題 
3. 修改 -刪除-原本只會刪除下載資料夾的內容，改成隔離、備分資料都會刪 

=>信件刪除後，將無法放行、下載 
4.設備上SMTP寄信可能會重覆寄出 

修正 信件隔離清單做點選放行 卻無法正常 
本timeout預設值是10秒，改成30秒 

修正 郵件拆大檔的方法(大於15M) 
修正 郵件稽核設定-過濾器條件提示語系錯誤問題 
修正 資料夾累積了三萬多封存檔 造成查詢負載 
修正 郵件管理 > 郵件稽核 > 稽核進階設定 解除 IP 封鎖UI顯示 

1.改成點選"IP 封鎖名單"後，會跳出新視窗，上面會列出所有封鎖中的IP 
2.可直接全部解除 
3.IP 封鎖紀錄增加搜尋IP功能 

 



 

 
＃＃VPN 

修正 VPN 條例套用 來源網路 or 目的網路 IPSec Tunnel 類別,  
有包含二個以上網段時, 會出現錯誤的問題 

修正 VPN  > IPSec Tunnel 
        若有啟用 L2TP時， ike 為 v1 模式，且 本地端 ID & 遠端ID 為 域名時， 
         Preshare Key若設定與L2TP不同，ipsec 通道會不通。 
修正 pptp log 格式、相關程式 
修正 VPN > PPTP Client ,增加排程定時檢查撥接狀態 
修正 VPN > PPTP Client ,建立連線前, 先做簡單連線測試, 如果有回應再做撥號 
修正 ipsec 排程, 新增程式執行監控 
修正 恢復出場值後，VPN > PPTP 伺服器 > PPTP 伺服器 仍然顯示啟用，沒有關閉 
修改 將 IPsec 服務從 openswan 換成 strongswan 有影響到的為以下： 

1. VPN  > IPSec Tunnel 
  (a) 新增 多通道模式 選項 
 (b) IKE 可指定 v1 or v2 
 (c) 新增 相容於 L2TP 選項 

2. VPN  > L2TP 
修正 ipsec 遭到ddos 攻擊log 寫滿問題修正 

 
＃＃其他 

修正 IP Tunnel的線路偵測儲存為ICMP後，UI出現錯誤訊息(下面兩個項目) 
        - 網路介面及路由 > 網路介面 > 外部介面 
        - 管理目標 > 頻寬管理 > QoS 設定 
修正 加密 WEB 掃毒阻擋網頁有問題，阻擋頁面只出現一行訊息 
修改 URL 黑名單資料庫更新，增加匯入功能 
 -匯入功能的UI在管理目標 > URL 管理 > 黑白名單設定 > 新增/編輯裡的預設黑名單 
 -匯入的檔案有限制 (zip檔案、會判斷加密的密碼和md5) 
 -匯入成功時，URL 黑名單資料庫版本會根據"version"檔案裡的內容變更  
新增 軟體中斷功能, 預設平均分配 
修正 console 持續出現 

/bin/cat: /PDATA/DEV/WAN*_v6: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錯誤訊息 
新增 線上教學、線上報修，只有UR系列有此功能 
修正 IP Tunnel 

● 設定位置:網路介面及路由 > 網路介面 > 外部網路 > IP Tunnel 設定 
● 有 IP Tunnel的型號：UR-940, UR-940H, UR-960, UR-960H, UR-960C, UR-980 
● IP Tunnel 介面使用動態配發，配發順序 eth7、eth6、eth5、eth4、eth2 
● WAN + IP Tunnel 加總只能設定6個 

修正 有開802.1Q DHCP服務，但首頁資訊會顯示紅色X 
 
 
 
 
 
 
 
 



 

修正 HTTPS Web紀錄、URL管理 
1.開機時自動檢查程式是否存在，不存在嘗試從autoupdate下載 
2.網路服務 > WEB 服務 > WEB 
  - 加密連線監聽是否啟用 
  - 監聽程式匯入(手動) 
3.管理目標 > URL 管理 增加 HTTPS URL 黑白名單 
4.內容記錄 > WEB 記錄 增加 HTTPS 的紀錄 
5.系統設定 > 資料匯出出及掛載 Web紀錄 增加 HTTPS的紀錄匯出掛載 
6.記錄清除 增加 Web紀錄 HTTPS的紀錄清除 

新增  開放Quota讓使用者查詢 
修正 無硬碟型號 (UR-940, UR-960) 部份資料庫儲存位置 
 

＃＃進階防護 
修正 進階防護 > 異常IP分析 > 阻擋清單 提供排序功能 
修正 [進階防護  > 內網防護 > 防護設定 > Arp 封包警戒值 > 信任位址]  

設定 IP 後，在 [進階防護  > 內網防護 > Arp 紀錄] 仍出現信任位址的記錄 
 
＃＃SSL VPN 

新增 需要SSLVPN 帳號顯示項目多一個 最後連線時間 
修正 SSL VPN > SSL VPN 記錄 

- "沒有搜尋結果" 文字不會顯示來問題 
- 最近連線時間 改為顯示 最後連線時間 

修正 SSLVPN 登入檢查的訊息寫滿LOG 
修正 當windows系統預設非在C:\windows\system ,SSLVPN會出現連線錯誤 

版本更新 1.5.0.3 
支援 --win-sys env 

 
＃＃SKYPE 

修正 網路服務 > Skype 服務 > Skype 服務 
1.恢復出場值，Server IP 沒有恢復出場值 

  - 使用 LAN IP 為 Server IP 
2.補 設定項目 下載頁面的語系 
3.未啟用不能修改Server Port、傳檔紀錄限制、語音紀錄限制 

修正 網路服務 > Skype 服務 
Server IP 無法選取 DMZ IP 

 
 
 
 
 
 
 
 
 
 
 
 



 

＃＃VPN 管制 
修正 VPN管制LOG出現外部介面的資訊 
修正 VPN管制,條例裡的封包追蹤會出現來源是multiple subnet底下的網段 
修正 PPTP SERVER 可以限制 來源IP  

 
＃＃日誌 > 系統操作 

修正 位址群組 >使用者自訂 太多筆數時操作日誌會顯示異常 
修正 日誌中無法顯示完整IPv6資訊 

 
＃＃系統狀態 > 連線狀態 

修正 成員列表 會出現169開頭的IP 但是刪除都刪不掉 
修正 無線成員列表中，沒有成員列表保留天數設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