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對點資訊分享系統在有線及無線網路上之設計與實作
（一）研究計畫之背景及目的
1、 研究計畫之背景
隨著資訊傳輸技術的快速發展，網際網路上的傳輸內容已逐漸由單純的純文字傳輸，
轉變成為多媒體資料傳輸。這樣的改變不但代表網際網路內容提供者(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
能夠提供更多樣的資訊給網際網路使用者，也代表著多媒體網路的世代已經來臨。事實上，
整個多媒體相關產業已經因為網際網路傳輸技術的快速發展，產生龐大的商機。此商機主要
來自於多媒體應用，以及通訊與網路服務之間的結合。兩者之間技術的整合到實際應用的過
程，將帶動整個多媒體網路的發展，也將主導未來的技術發展與市場趨勢。換言之，在多媒
體網路服務越來越普遍的現在，分散式多媒體系統技術的研究也變得日益重要。目前的分散
式多媒體系統主要使用客戶端伺服器架構。然而，隨著客戶端數目快速增加，伺服器容易
負載過重，而產生延展性不佳的問題。為了避免伺服器成為系統瓶頸之所在，IP 群播成為一
個非常熱門的研究課題。然而，經過一二十年的發展，目前 IP 群播仍然無法普遍應用，主要
有下列三個因素：一，延展性不佳。群播路由器需要紀錄每個群播群組的狀態，使得其成為
網路瓶頸所在。二，對傳輸層以及更上層功能的支援性不佳。如可靠群播，壅塞控制等等，
目前都沒有具體有效的方案。三，網際網路服務提供者不支援 IP 群播。由於無法普遍應用於
目前網際網路，且在收費機制方面的技術無法突破，使得目前只有少數的網際網路服務提供
者支援 IP 群播。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近一兩年來許多研究提出應用層群播(Application Level
Multicast)的概念，希望將群播服務由原先的網路層改為應用層來提供。隨著相關架構與技術
的日益成熟，應用層群播技術已經成為目前最可能解決客戶端伺服器架構延展性不佳問題
的方案。因此，本人未來三年的研究，將以應用層群播為領域，以實作高延展性的多媒體網
路傳輸平台為手段，以相關的應用層群播網路傳輸技術，以及點對點(Peer-to-Peer, P2P)網路
分享技術為內容，進行連續性多年期計畫性之研究。以下先就相關技術之背景進行說明。
(1) 應用層群播網路技術之相關背景
為了使群播服務得以在現今網路架構下普遍被應用，應用層群播成為近兩年非常熱門
的研究議題。在應用層群播網路中，資料是透過同一群播群組中節點與節點間建立的單播
(Unicast)連線所形成樹狀結構的疊加網路(overlay network)來傳送，這樣的網路亦被稱之為疊
加樹(overlay tree)。使用應用層群播架構主要有下面幾個好處：一，應用容易。應用層群播與
現今網路架構相符合，不需更動現有的網路協定與硬體。二，延展性佳。應用層群播不需網
路所有路由器都支援 IP multicast 功能，封包轉送的工作改由群組成員或特定伺服器負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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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器不需記錄群播群組的狀態，故不再成為網路瓶頸。目前有關應用層群播的研究主要針對
兩個議題：
一、疊加樹的建立：此部份主要探討在不同的應用程式需求下(如高頻寬，低傳輸延遲
等等)，新成員如何加入疊加樹的問題。
二、疊加樹的維護：此部份包括成員離開，斷線修復，疊加樹路徑最佳化等議題。
目前有關應用層群播的研究，依照疊加樹的形成方式，可分為節點間先形成網絡，然
後再形成疊加樹的網絡式(Mesh First)，以及直接形成疊加樹的樹狀結構式(Tree First)兩類；而
從疊加樹的節點組成來分類，則可分為由特定伺服器所組成的架構式(infrastructure based)，純
粹由群播群組內的成員所組成的點對點式(Peer to Peer based)，以及由伺服器與群播群組內的
成員共同組成的混合式(mix based)。表一為目前應用層群播較具代表性研究的分類表。
表一: 服務疊加網路相關研究分類表
網絡式

樹狀結構式

架構式

Scattercast

Overcast

點對點式

NARADA

ALMI，TBCP，TAG，P2Cast

混合式

CoopNet

Scattercast[1]是一個以代理伺服器(proxy server)所形成的疊加樹來提供群播服務的系
統，客戶端則透過與代理伺服器的連線來取得資料。其疊加樹是由許多稱為 Scattercast 代理
伺服器(SCattercast proXy，SCX)的節點所形成。其主要是針對如電子白板這類多個資料來源，
大型群組(數千個客戶端以上)，低傳輸延遲 (Low latency)要求的多媒體應用程式而設計。在
疊加網路的建立上，Scattercast 利用下面兩個步驟來對每個資料來源的建立各自的疊加樹
(Overlay Tree)：
(A) 網絡(Mesh)建立：一個新加入的 SCX透過一個進入點(Bootstrap node)知道所有 SCX
的資訊，並且隨機的與其他 K 個的 SCX 建立單播連線。K 為一系統預設值。當越
來越多 SCX 加入疊加網路時，這些 SCX 就形成一個類似網絡的網路拓墣。
(B) 疊加樹建立：由於傳輸延遲是主要的效能考量，因此每一個資料來源在疊加網路
上根據 SCX 相互之間量測的傳輸延遲利用 DVMRP 這類的群播路由協定計算出資
料來源到每個 SCX 的最端路徑而形成疊加樹。
此外，每個 SCX 會定期的隨機選取一個 SCX 來進行傳輸延遲(propagation delay)測量，
並透過一個最佳化演算法來保持網絡拓墣上 SCX 間路徑的最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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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 Scattercast 利用代理伺服器建立起疊加網路， NARADA[2]利用純粹由群組成
員所形成的疊加網路來提供群播服務。換句話說，NARADA 屬於一個點對點式疊加網路系
統。其主要針對視訊會議這類多個資料來源，小型群組(約數十個客戶端)，低傳輸延遲要求
的多媒體應用程式而設計。在疊加網路的建立上，NARADA 採用的方法與 Scattercast 大致相
同，都是以網絡建立與疊加樹建立兩個步驟來建立每個資料來源的疊加樹。唯一的不同是由
於 NARADA 應用於成員數少的多媒體應用程式，每個成員都會與所有其他成員建立單播連
線。因此，當因為成員離開或成員因故無法繼續提供傳輸服務時，其疊加樹上的子成員可以
迅速的找到替代的父成員來避免連線中斷，故在系統強度(Robustness)方面會有很好的表現。
此外，每個成員會定期與隨機選出的數個成員進行傳輸延遲量測，根據這些量測結果利用一
個最佳化演算法來保持疊加網路成員間路徑的最佳化。
與 NARARA 相同，ALMI[3]同樣應用於多個資料來源，小型群組，低傳輸延遲要求的
多媒體應用程式。然而，ALMI 在疊加網路的建立則是採用中央控制機制。新成員先向一個
稱為會議控制者(Session Controller)的主機送出加入訊息，由會議控制者來指定新成員在疊加
樹中的父成員。此外，ALMI 疊加網路的一個特色是多個資料來源利用一個分享疊加樹(shared
overlay tree)來傳送資料，而非每一個資料來源擁有各自的疊加樹。由於 ALMI 是使用分享樹
的架構，因此其疊加樹是屬於斯坦那最小樹(Steiner Minimum Tree，SMT)，而之前所提多資
料來源疊加網路系統所建立的疊加樹則是屬於最小擴張樹(Minimum Spanning Tree，MST)。
為因應寬頻網路時代的市場發展，許多廠商都不斷的找尋更有效率的網路多媒體傳輸
方法。為了使得使用者不需下載整個媒體檔案，就可以即時觀賞媒體提供者所提供的網上節
目，串流(streaming) 技術成為各家廠商爭相投入研發的方向。目前主要的串流技術方案有
Microsoft 的 Microsoft Windows Media Technologies[4]，Real Network 所提出的 Real Player[5]，
以及 Apple 所提出的 Apple QuickTime[6]等。隨著這股發展趨勢，許多研究也提出利用應用層
群播網路提供串流技術的解決方案。
Overcast[7]是一個以代理伺服器所組成的疊加網路來提供群播服務的多媒體系統。其
主要針對如隨選視訊這類單一資料來源，大型群組，高傳輸效能(High throughput)要求的多媒
體應用程式而設計。為了達到高傳輸效能的要求，疊加網路的建立是以頻寬作為主要考量因
素。整個 Overcast 架構可分為下面三個部份：
(A) 疊加網路的建立：在 Overcast 中，疊加網路是由許多具有快取功能的代理伺服器
所組成的疊加樹來代表。因此，疊加網路中每個節點即代表一個代理伺服器。當
一個新的節點欲加入疊加樹來提供服務時，由於頻寬是主要的考量因素，且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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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使多媒體伺服器因為過多的連線而形成系統瓶頸，新節點會由多媒體伺服器開
始，以遞迴方式往疊加樹下游方向，找尋一個距離多媒體伺服器最遠，且能夠提
供最大頻寬的節點並與之連線來成為疊加樹的成員。
(B) 疊加網路的維護：在疊加樹的維護方面，每個節點會定期將其所有疊加樹上的子
節點的連線狀態，所能提供的最大頻寬，以及所在位置(以 IP 位址表示)等資訊，
整合之後回報給父節點。因此，多媒體伺服器擁有所有節點的資訊。此外，每個
節點會定期與父節點以及祖父節點進行頻寬量測。當一節點發現其父節點無法提
供服務時或無法提供足夠頻寬時，此節點會先嘗試與祖父節點連線，若祖父節點
同樣無法提供服務時或無法提供足夠頻寬時，此節點會以遞迴方式往疊加樹上游
方向尋找直到找到一個可提供服務的父節點為止。
(C) 客戶端連線：在 Overcast 中，一個疊加網路可由一個 URL 來表示。此 URL 主要
包含多媒體伺服器位址以及媒體檔案位置。一個客戶端可利用瀏覽器送出一個帶
有的疊加網路 URL 的 HTTP GET 訊息給多媒體伺服器要求開始接收媒體內容。多
媒體伺服器會根據媒體檔案位置，客戶端位置，以及所有代理伺服器的目前狀態，
指定一個疊加網路中的節點提供客戶端連線來取得媒體內容。由於多媒體伺服器
擁有疊加網路中所有節點的狀態，因此可以很快的決定出可供客戶端連線的節點
代理伺服器而不需要在網路上發送訊息給所有節點來詢問相關的狀態，如此就可
以達到快速連線的目的。
另一方面，P2cast[8]則是一個以點對點式服務疊加網路來提供隨選視訊服務的多媒體
系統。其疊加網路的建立與 Overcast 相同，新成員都是找尋能夠提供最大頻寬的成員作為疊
加樹的父節點。為了使得加入時間點不同的各個成員能夠取得完整的視訊內容，P2cast 提出
一個利用點對點間的「修補(patching)」技術來提供隨選視訊服務。在 P2cast 中，加入時間點
相近的成員組成一個群播群組，而同一群播群組較晚加入的成員則找尋一個之前加入的成員
作為「修補伺服器(patch server)」來取得加入時間點之前的媒體資料，如圖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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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P2cast 執行過程 (引自[8])
圖一為 P2cast 在時間點 40 時的執行過程。圖一中每個圓圈代表一個成員，圓圈旁邊的
數字則代表加入時間。此外，系統定義每個群組間的時間間隔為 10 個單位時間。因此，這個
例子中包含兩個開始於時間點 20 的 session 3，以及開始於時間點 31 的 session 4。P2cast 中的
每個節點都可同時提供兩種串流的轉送，一個是直接由疊加樹中父成員接收到，包含完整視
訊內容的基本串流(base stream)，另一個則是由修補伺服器所接收到，包含從群組開始時間點
到加入時間點之間視訊內容的修補串流(patch stream)。以圖一右下角加入時間點為 40 的成員
為例，其指定加入時間點為 35.5 的成員為疊加樹中的父成員來接收基本串流，並指定加入時
間點為 35.8 的成員為其修補伺服器來接收時間點 31 到 40 之間的視訊內容。
一般商業用的多媒體伺服器端應用程式，為了服務眾多的客戶端，通常設置在具有強
大計算能力，且擁有充裕對外頻寬的伺服器上。CoopNet[9]基於這樣的特性，提出一個結合
架構式應用層群播與點對點式應用層群播特性的混合式應用層群播串流系統。CoopNet 保留
的傳統客戶端伺服器架構，也就是仍然有一個伺服器直接傳送資料給客戶端，而只有在伺
服器的負載過重無法提供更多的連線時，新加入的客戶端才由其他的客戶端取得資料。此外，
為了增加系統強度，CoopNet 將串流資料分為許多的訊框群組(Group Of Frame，GOP)，利用
編碼技巧將訊框群組分割為一組封包，並將這一組封包透過不同的疊加樹傳送。客戶端可同
時由不同的疊加樹接收串流資料。只要接收到一定比例的封包就能夠將還原整個訊框群組。
使得客戶端不會因為一個疊加樹成員的離開而無法接收所有的串流資料。
隨著技術發展日益成熟，許多廠商也推出以應用層群播為基礎的串流媒體網路平台。
如 Allcast[10], vTrails[11], 以及 Bluefalcon[12]。這些產品宣稱能夠提供實況串流以及隨選視
訊等服務，由於沒有詳細的公開文件，我們無法詳細了解其運作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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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針對特定的多媒體應用程式所設計的應用層群播系統，一些研究也針對應用層群
播疊加網路的建立提出通用的解決方案，如 TBCP[13]與 TAG[14]。TBCP 提出一個讓新加入
成員依照加入時間點疊加樹的狀態來找到最佳父節點。其提出一個由伺服器開始，由上而下
(Top-down)，以費用函數 (cost function)為考量因素的樹狀結構疊加網路建立方案。TBCP 的
特色是為了達到高延展性，每一個節點只提供固定個數的連線。我們利用圖二來介紹新成員
加入服務疊加網路的步驟：
(1) 新加入成員 N 送出一個 HELLO 訊息給候選父節點 P。一開始候選父節點設為伺服
器。(圖二(a))
(2) 候選父節點 P 送出一個包含所有子節點的 HELLO_ACK 訊息給新成員 N。(圖二(b))
(3) 依照價值函數的定義，新成員 N 與候選父節點與其子節點進行頻寬或傳輸延遲的
量測，並把結果利用 JOIN 訊息傳送回候選父節點。(圖二(c))
(4) 候選父節點 P 將所有包括 P，N，與其所有子節點所形成的服務疊加子樹形成方式，
利用價值函數估算出 N 的最佳父節點。圖三為當每個節點的最大連線數為 4 時，
所有可能的服務疊加子樹形成方式。
(5) 如 果 P 決 定 成 為 N 的 父 節 點， P 送 出 WELCOME 訊 息 給 N， 當 N 送 回
WELCOME_ACK 訊息作為回應之後，N 即成功加入此服務疊加網路。(圖二(d)與
圖二(e))
(6) 否則，當 N 或或一個 P 的子節點(我們稱此點為 Cj)被指定為 P 的一個子節點之子節
點時(我們稱此點為 Ck )，P 會送出一個 GO(C k )的訊息給 Cj，Cj 則利用 GO_ACK 訊
息回應此訊息。此時，Ck 成為新的候選父節點，而 Cj 成為新的新加入成員，再回
到由步驟(1)開始重新執行。(圖二(f)與圖二(g))

另一方面，TAG 則是利用資料來源與成員間的路由資訊來建立服務疊加網路，以達到
傳送路徑的最佳化。當傳送延遲成為主要考量因素時，資料來源到服務疊加網路節點間路徑
必須盡量與 IP 路由的路徑相同以達到最佳化，根據這樣的概念，TAG 在新成員加入時，資料
來源必須利用 traceroute 這樣的工具來取得資料來源與新成員間路徑的路由資訊，並利用由上
而下的方法往疊加樹下游方向找到路由資訊最相像的節點來當作父節點。
綜觀上述所提多媒體應用層群播技術，絕大部分的研究都屬於點對點，樹狀結構式的
應用層群播系統。事實上，這也是未來應用層群播技術最具發展性的研究方向。在架構式系
統中，由於必須在網路上事先架設負責資料轉送的伺服器，伺服器的數量與伺服器架設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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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決定著整個系統的效能。然而，由於網路狀況的動態性，以及客戶端數量與客戶端加入系
統時間的不確定性，要以固定數量與架設位置的伺服器達到最佳傳輸品質事實上非常困難。
另一方面，網絡式系統也存在延展性不佳的問題。網絡式系統每個節點需要定期與其他全部
或一定比例的節點交換控制訊息以了解其他節點的狀態，雖然系統強度上可以有最佳的表
現，但在系統中節點個數逐漸增加時，網路上的控制訊息數量會急速成長，造成網路壅塞的
可能性大增，對資料傳輸品質也會有不利的影響。此外，混合式架構中伺服器擁有強大的計
算能力與充裕對外頻寬的假設，使得伺服器必須架設於 ISP 的機房中。如此一來，也相對降
低了其應用的便利性。因此，高彈性，高延展性，架設容易的點對點樹狀結構多媒體應用層
群播技術相信將是未來研究的主流。

圖二: TBCP 新成員加入步驟(引自[13])

圖三: TBCP 疊加子樹形成之所有可能性範例(引自[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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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多媒體資料通常包含大量資訊內容，頻寬就成為多媒體傳輸品質好壞的關鍵。儘
管目前已有研究提出以頻寬為主要考量因素之點對點樹狀結構式應用層群播技術，但目前仍
有下面兩個問題亟待解決：
1.

新節點加入疊加樹的時間過長。

2.

傳輸中斷之失敗修復成功機率過低或等待時間過長。

目前樹狀結構應用層群播技術都採用由上而下的演算法來找出新成員在疊加樹中的父
節點。也就是從伺服器開始，往疊加樹下游方向找尋一個能比所有子節點提供更大頻寬的節
點當做父節點。為了找到合適的父節點，新節點必須與多次節點進行頻寬量測，然而，網路
上兩點間頻寬量測為了達到正確性往往十分耗時，造成節點需要等待很長的時間才能開始接
收資料。另一方面，由於點對點應用層群播系統的節點成員通常以一般個人電腦為主，電腦
使用者擁有很高的自主性。每個成員可能於任何時間點加入或離開疊加樹，因此不可能像一
般路由器提供長期且穩定的網路服務。針對這種成員的不可預測性，點對點應用層群播系統
必須有一套快速的失敗修復機制來解決傳輸中斷的問題。目前的點對點應用層群播系統主要
採用下列兩種機制來進行失敗修復：
(1)

每個節點保留父節點與祖父節點的資訊。當無法從父節點接收到資料時，節點
重新連線至祖父節點以避免傳輸中斷。

(2)

重新加入疊加樹。當無法從父節點接收到資料時，節點向伺服器送出傳新加入
訊息，利用新成員加入疊加樹的方式由伺服器開始找尋新的父節點。

第一個方法事實上無法保證祖父節點能夠提供足夠的頻寬，可能造成失敗修復的成功
率過低；第二個方法則是有等待時間過長的問題。故兩個方法都無法達到快速失敗修復的目
標。因此，在我們的計畫中，如何提出一個高效率的方法能夠減少節點加入疊加樹與失敗修
復的時間，以及提高失敗修復成功機率將是重點的研究項目。

(2) 點對點網路檔案系統之相關背景
隨著個人電腦計算能力以及網際網路的快速發展，如何去分享及運用網路上數以百萬
計的個人電腦運算能力和其儲存之檔案已經成為目前非常熱門的研究話題。早在 1999 年由
Napster [15]帶動的檔案分享熱潮，已引起相當多的網路研究學者的注意。尤其在分散式點對
點檔案系統上如何得知檔案位置的方法，所受到的注目更多，當然成果也相當多。
就以目前點對點檔案系統的架構來分類 ，可以分成無架構式點對點檔案系統
(Unstructured P2P File System)和架構式點對點檔案系統(Structured P2P File System)這兩種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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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在無架構式點對點檔案系統方面較著名系統的有 Napster, KaZaA, Gnutella[16], Freenet[17]
等。Napster 是以客戶端伺服器架構，也就是節點向特定的檔案伺服器詢問來取得檔案所在
位置。另一方面，Gnutella 與 Freenet 則是以廣播方式，亦即對所有系統中節點發出詢問訊息
來達到檔案尋找的目的。然而，這兩種的檔案搜尋方式都會使得系統的延展性很差，造成搜
尋效率隨著系統節點數的增加而急速下降。而在架構式點對點檔案系統下，所有節點被組織
成一個邏輯性架構。檔案位置的搜尋則依據邏輯性架構的設計，利用不同的演算法來進行。
由於檔案搜尋不需透過特定檔案伺服器或廣播方式，故架構式點對點檔案系統擁有較佳的延
展性。此外，由於每個節點因為邏輯架構而擁有其他一些節點的相關資訊，因此架構式點對
點檔案系統在檔案資訊搜尋速度，以及對於熱門檔案資訊查詢之負載平衡方面，也有較佳的
效能表現。
為了達到高延展性與快速搜尋的目的，目前已有相當多的國外著名大學都投入架構式
點對點檔案系統的研究領域。如麻省理工學院的 Chord[18,19]、AT&T 的 CAN[20]、加州柏
克萊大學的 Tapestry[21-23]、史丹福大學的 YAPPERS[24,25]及微軟倫敦康橋軟體研究院的
Pastry[26,27]，在近兩年中有相當多的成果發表。而預計在往後的一、兩年將會有更多的大學
和研究機構會投入相關研究領域。目前架構式點對點檔案系統，主要針對下面兩個議題進行
研究：
一、

邏輯架構的建立與維護。

二、

快速搜尋演算法。

Chord 提出一個延伸自 consistent hashing[28,29]，將所有節點與檔案對應到一個由 N 個
整數所形成邏輯代碼環(identifier circle)的點對點檔案系統。每個節點以一個節點代碼(Node ID)
來代表在代碼環中的位置，節點代碼是利用 IP 位址透過一個節點雜湊函數(Node Hash
Function)計算得到。而每個檔案則利用一個物件代碼(Object ID)代表，物件代碼則為利用檔案
名稱透過一個檔案雜湊函數(File Hash Function)計算得到。圖四為一包含節點 0，節點 1，以
及節點 3 三個節點的架構概念圖。
當一個新檔案位置資訊加入 Chord 系統時，系統會利用檔案的物件代碼尋找在代碼環
中的次節點(successor)來儲存檔案位置資訊。次節點為從物件代碼開始，沿著代碼環順時鐘方
向 行 進 所 遇 到 的 第 一 個 節 點 。 在 圖 四 的 例 子 中， 物 件 代 碼 1 的 檔 案 資 訊 存 在 節 點 1
(successor(1)=1)中；物件代碼 2 的檔案資訊存在節點 3 (successor(2)=3)中；而物件代碼 6 的檔
案資訊則存在節點 0 (successor(6)=0)中。為了加快檔案搜尋速度，每個節點都會利用一個「指
示表(finger table)」紀錄 successor(n+2i-1 )，1 ≤ i ≤logN，這些物件代碼與節點間的對映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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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n 為該節點之節點代碼。透過在各節點間指示表的查詢，在 Chord 系統搜尋檔案位置時
可利用類似路由(routing)的方式進行跳躍式的搜尋，而不需依照順時鐘方向循序的詢問所有節
點。

圖四: Chord 架構概念圖(引自[18])
Pastry 則是另一個利用環狀邏輯架構來設計的點對點檔案系統。其同樣利用兩個雜湊
函數分別利用節點的 IP 和檔案的名稱轉換成 128-bit 之節點代碼與物件代碼，並利用一個「路
由表(routing table)」來儲存一些節點代碼與物件代碼間的對應關係。為了達到快速搜尋，Pastry
中每個節點 N 會將路由表中所記錄的節點分為 Leaf set，Routing table，及 Neighborhood set
三個部份。其中 Leaf set 記錄節點代碼與 N 之節點代碼「相鄰」的節點；Neighborhood set 則
記錄與 N 之網路距離相近的節點；Routing table 則記錄與 N 之節點代碼數個前置碼(prefix)相
同的節點。圖五為一節點代碼為 10233102 的節點其路由表中的內容範例。Pastry 在做檔案搜
尋時，會先判斷所要尋找的 Peer 是否在 Leaf set 或 Neighborhood set 中，若有即可直接尋找到，
若沒有時在從 Routing table 以比對前置碼的方式尋找最接近的節點，並從此節點繼續搜尋下
去。
相對於 Chord 與 Pastry 使用環狀架構， CAN 則是利用多維座標空間的概念來建構檔
案系統。觀念上，每一個節點擁有多維座標空間中的一部份空間。圖六為一個利用二維座標
系統，包含五個節點的 CAN 系統架構概念圖。當一個新檔案位置資訊加入 CAN 系統時，CAN
系統會利用檔案名稱依照多個事先定義的雜湊函數計算出一個座標，並將資訊儲存在包含此
座標的空間之節點中。另一方面，當一個新節點 N 欲加入 CAN 系統時，節點 N 透過一個起
始點(Bootstrap)隨機選擇一個系統中的節點 P，並送出 JOIN 訊息給 P。當收到 N 的 JOIN 訊
息後，P 會與 N 均分其所擁有的座標空間，並將應該儲存在 N 的檔案位置資訊傳送給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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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Pastry 節點之路由表內容 (引自[27])
在檔案資訊搜尋技術方面，CAN 則是利用類似網路路由的方式來找尋檔案資訊所在
的節點。在 CAN 系統中，每個節點利用一個座標路由表(coordinate routing table)記錄在座標
空間中相鄰節點的 IP 位址資訊及其所擁有的空間資訊。當收到一個檔案資訊查詢的要求訊
息時，起始點會先利用雜湊函數計算出此檔案所代表的座標，並將此座標資訊記錄在查詢要
求訊息中接著轉送給隨機選擇的一個節點。當收到此座標資訊訊息時，節點首先查詢檔案資
訊是否存在，若存在則回報此檔案資訊。否則，此節點會依照座標資訊利用座標路由表以貪
婪演算法(greedy algorithm)找出一個與檔案所代表座標最相近的一個節點並轉送此查詢訊
息。如此遞迴下去直到找到檔案資訊為止。

圖六: CAN 架構概念圖(引自[20])
Tapestry 是由加州柏克萊大學所發展，延伸自 OceanStore[30]的一個點對點檔案系統。
其檔案系統架構是利用節點代碼之間字尾比對(Suffix matching)之結果所形成的一個網絡。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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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代碼是使用節點雜湊函數與節點 IP 計算得到的，而這個節點代碼是由多個 16 進位數字組
成，如 0xF1290。而每一個檔案也會有一個物件代碼(Object ID)。此物件代碼是由物件雜湊函
數和檔案名稱計算取得的，同樣的其物件代碼也是由多個 16 進位的數字組成。每一個檔案的
位址資訊則會被儲存在與其物件代碼和節點代碼有最相近的字尾比對的節點上。此外每一個
節點會維護一個路由表，紀錄著本身的節點代碼和其他節點代碼中最相近的字尾比對的節點。
在新節點加入方面，新節點利用本身節點代碼與鄰近節點的路由表中記錄的節點代碼
做字尾比對路由，進而找到與其節點代碼最相近的節點，並依照自己的節點代碼跟此節點取
得檔案位置資訊。新節點要加入時會先跟系統一個預設的匝道節點(Gateway node)取得其路由
表，並利用本身節點代碼與路由表中節點代碼做字尾比對，依照比對的結果找到與一個節點
代碼最相近的節點，再利用找到節點的路由資訊做字尾比對，遞迴往與本身節點代碼相近的
節點逼近，直到找到最相近的節點代碼的節點後，由此節點取得其所負責管理的檔案位址資
訊。圖七為加入一個節點代碼為 0x143FE 的新節點到 Tapestry 系統中，節點 0x143FE 會先找
到匝道節點後，取得其路由表後，得知與其第五個數字，”E”，相同節點代碼的節點，0xB555E。
之後再由 0xB555E 的路由表得知與其第四個數字，”F”，相同的節點 0x0ABFE，一直找到與
其節點代碼最相近字尾比對的節點 0x243FE，並從節點 0x243FE 取得檔案代碼為 0x043FE 到
0x143FE 的檔案位址資訊後即完成加入動作。

圖七: Tapestry 加入新 Node(引自 Ben Y. Zhao 在 Berkeley 的演講稿)
在檔案找尋方面，Tapestry 是利用檔案代碼與節點所紀錄的路由表中的節點代碼作字
尾比對路由，進而找到檔案位址資訊。發出檔案位址查詢要求的節點會將檔案名稱和檔案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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湊函數加以計算得知此檔案的檔案代碼，並依照本身擁有的路由表，利用剛剛描述的新節點
加入方式尋找與檔案代碼最相近字尾比對的節點代碼的節點，即可取得檔案的位址資訊。
YAPPERS 是由史丹福大學在 2002 年底所提出的一個架構在 Gnutella 系統的分散式點對
點檔案系統。與上述的系統最大的差別為，YAPPERS 混合了非架構式檔案系統與架構式檔案
系統的方法，同時利用的分散雜湊函數和廣播技術達成檔案找尋的問題。
YAPPERS先利用一組特殊的分散雜湊函數將檔案名稱和節點IP分成多個盒子(Buckets)，
例如是白或灰的顏色的兩個盒子，若有一屬於白色盒子節點想要新增檔案資訊，先利用分散
雜湊函數的知其屬於哪一個顏色的盒子，如屬於白色盒子的檔案就將檔案資訊儲存在本身，
若屬於灰色盒子時則將檔案資訊儲存在其知道的灰色盒子節點上，若無鄰近的屬於灰色盒子
節點時，就以廣播的方式找尋。
爾後一個節點要尋找檔案時，先在利用雜湊函數取得檔案是屬於哪一個盒子，之後詢問
自己附近的屬於該盒子的節點，若無屬於該盒子節點時，則利用廣播的方式向所有附近節點
詢問是否知道屬於該盒子節點，一直詢問到找到檔案為止。也就是說YAPPERS是跳躍式的廣
播方式，這比Gnutella方式有著更好的效能，而且YAPPERS系統容錯能力也相當不錯。但是
YAPPERS相當於Gnutella的改進，所以當系統規模很大時，其效能還是有待商確的。
圖八為 YAPPERS 在做檔案找尋機制的概念圖，我們可以看到當白色節點 A 發出一個屬
於灰色盒子的檔案找尋請求時，先與其鄰近的灰色節點 B 詢問，若節點 B 沒有此檔案時，B
點會跳過節點 C、節點 D，向節點 E 做詢問的動作，一直到節點 F 和節點 I，都是詢問屬於灰
色盒子的節點。此方式大大減少了廣播訊息，並保留了 Gnutella 原先在系統強韌度上的表現。

圖八 YAPPERS 基本架構
綜觀上述所提點對點檔案系統，在延展性與詢問節點個數都有良好的表現，然而，尋找
檔案位置資訊等待時間過長及系統容錯效能上的表現較差為點對點檔案系統急待解決的兩個
問題。針對尋找檔案位置資訊等待時間過長的問題方面，俱備位置知覺的點對點檔案系統可
以減少大幅度的傳輸延遲時間，並加快檔案搜尋時間。當一個節點在發出檔案尋找要求時，
在沒有位置知覺的點對點檔案系統中，節點並無法依照實體網路架構詢問與其相鄰的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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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必須依照系統所維護的邏輯架構依序詢問，使得尋找檔案位置資訊的效率無法達到最佳化。
而在系統容錯效能表現較差的問題上，具備節點叢聚性的檔案系統可以加強系統在強韌
度的表現。當系統在發生節點突然離線時，其鄰近節點可以快速得知其離線，並盡快的修復
失敗節點所造成的錯誤。
最近才提出的 YAPPERS 並沒有相當大幅度的改善點對點檔案系統的效能，不過他是目
前第一個真正做到位置知覺路由的點對點檔案系統。YAPPERS 會先在自己鄰近節點尋找檔
案，若找不到時再擴展至較遠的節點，最後才擴散至整個點對點檔案系統。不過 YAPPERS
基本上還是屬於廣播的方式在找尋檔案，且為非架構式點對點檔案系統，這使得 YAPPERS
在系統延展性上有相當大的挑戰。
要將位置知覺的特性加入以分散式雜湊函數為基礎的架構式點對點檔案系統，有相當大
的問題存在。而又 YAPPERS 這類非架構式點對點檔案系統在延展度的表現並不好，因此在
我們的計畫中，我們將注重於如何建構一個俱有位置知覺特性的架構式點對點檔案系統為核
心，並以減少檔案尋找時間及加強系統強韌度為主要的研究項目。

2、 研究計畫之目的
本計畫的目的是將結合新的點對點應用層群播以及點對點檔案系統技術，由寬頻網路
延伸至無線網路，建置一個高延展性，高傳輸效能的多媒體傳輸網路平台，並在此一多媒體
傳輸網路平台上進行進階的多媒體傳輸相關議題的研究。我們希望以新的研究成果為基礎，
打造新的多媒體傳輸與資訊分享系統。
本計畫預計以三年為期，第一年專注在發展點對點實況廣播 (P2P live broadcasting)技
術、具位置知覺之點對點檔案系統(Location-Aware P2P file system)技術、有效量測技術分析與
探討以及疊層服務網路(Service Overlay Network, SON)之服務品質提供等技術進行深入的理
論探討，以期建立後面研究的理論根基。第二年我們將利用第一年的成果，包括點對點實況
廣播技術、BGP 路由表資料等，進一步延伸到兩個新的主題上: 點對點視訊會議系統及以
Internet topology 為基礎的具網路知覺(Network-Aware)之點對點檔案系統。在點對點視訊會議
系統的主題上，我們希望將第一年單一來源(single source)的點對點實況廣播成果延伸到多點
來源(multiple sources)的即時視訊會議系統，也就是以 P2P 為架構的即時會議系統。與其他研
究不同的是，此一系統將結合 unicast、multicast、location aware、bandwidth measurement、failure
auto-recovery 等技術，實作出一高效率、高彈性、穩定的視訊會議系統。其次我們將利用 SON
的研究中，對於 Internet measurement 的成果及從 BGP routing table 所得之資料，進一步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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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 Internet topology，並以有效率的方式來提供此一資料來發展另一新的具網路知覺之點對點
檔案系統。本計畫的第三年我們將以上之研究擴展到無線網路的環境。目前 P2P 的架構在無
線網路的研究相當少，但在未來個人行動通訊將成為主流，利用 PDA、Tablet PC、Notebook
以 WLAN、Bluetooth、3G 等網路上網將愈來愈普及的時代，我們覺得 P2P 也將成為這些行
動數位載具的一個新的 killer application。所以在第三年，我們將研究在無線網路(特別是 ad hoc
架構)的點對點資訊分享系統，並實作由不同載具、介接網路所形成的網路上的資訊分享系統。

3、 研究計畫之重要性
隨著 2001 年一月十八日美國線上(American On Line)與時代華納(Time Warner)宣布併
購完成後，等於宣告了未來媒體，娛樂，傳播，以及網路產業間的整合將成為不可抵擋的潮
流。在媒體內容數位化的趨勢發展下，高延展性，高傳輸品質的多媒體傳輸技術勢必成為未
來網際網路技術發展的主流。當傳統客戶端伺服器架構，以及 IP 群播已經無法提供多媒體
系統所需要的傳輸品質時，如何利用現代個人電腦越來越強大的計算及儲存能力進行資料分
享將是未來非常重要的議題。從近年來 P2P 的流量漸增，Web 流量相對漸減，許多人相信 P2P
架構將是下一波 killer application 的重要技術。其實如果不是著作權的問題，Napster、KaZaA
都是相當成功的例子。(當然我們還是相信所有技術都必須在正義公理、合法的前提下發展。)

4、 國內外有關本計畫之研究情況
不管在新的應用層群播技術與相關的點對點檔案系統，目前都是國內外相當重要的研
究領域。如之前所述，目前相關研究主要針對應用層群播疊加網路的建立與維護，以及點對
點檔案系統中邏輯架構建立，以及快速搜尋演算法等方面進行研究。但是，如何因應多媒體
傳輸頻寬需求，快速建立起疊加網路，以及在點對點檔案系統中如何利用叢聚技術發展出更
快速的檔案搜尋技術方面的研究則是較新的研究方向。在國內相關研究方面，台大、台科大、
清華、元智等學校均有教授參與相關的研究，而在國外，從 Napster 到 KaZaA，相關的研究
與應用更是不勝枚舉。此計畫的主要貢獻在於，將階層式叢聚技術應用在應用層群播技術以
及點對點檔案系統中，以快速建立符合多媒體傳輸頻寬需求的疊加網路，並減少點對點檔案
系統中的資料搜尋時間，進而發展出新一代具有高延展性、高效能、跨網路平台的多媒體傳
輸與資訊分享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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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進行步驟及執行進度
本計畫預計以三年的時間，進行多媒體應用層群播的研究，包括點對點應用層即時群
播技術與點對點資訊分享系統兩領域的研究。如上所述，在這三年中，我們預計第一年專注
在發展點對點實況廣播技術、具位置知覺之點對點檔案系統技術以及疊層服務網路之服務品
質提供等之基礎理論。第二年發展以 Internet BGP 路由為基礎的另一個具網路知覺之點對點
檔案系統技術，以及實作點對點架構上之視訊會議系統。第三年則研究並實作在無線 ad hoc
網路下的點對點資訊分享系統。以下就這三年的研究工作的方法與步驟分年敘述。
第一年:
這一年共有以下四項分項工作: 點對點實況廣播技術設計，具位置知覺之點對點檔案
系統技術設計，有效量測技術研究，以及如何提供疊層服務網路之服務品質之研究。
1、本計畫採用之研究方法與原因
點對點實況廣播技術:
為了提供最即時的訊息，許多電子媒體紛紛採用實況轉播將第一手的資訊以最快
速的方式送到觀眾面前。隨著串流技術的快速發展，相信不久的將來媒體業者不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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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負擔昂貴的衛星通訊費用，而可以利用相對便宜的網際網路來傳送即時資訊。因應
這未來的發展趨勢，我們希望能夠發展出一套點對點實況轉播系統，使得媒體業者能
夠迅速將最新的訊息傳送給閱聽大眾。由於實況轉播的資訊具有即時性與連續性，因
此整個點對點實況轉播技術發展的重要關鍵，就在於能否解決之前所提新節點加入疊
加樹時間過長，等待修復傳送中斷時間過長，以及傳輸中斷之失敗修復成功機率過低
等問題。本項研究的目標是設計出一可以節省頻寬及具有高自我修復能力的點對點視
訊實況轉播架構，並以模擬分析其最終之效能是否達成目標。
針對原有的點對點架構中，新節點加入時間過長及自我修復不易的問題，我們希
望以節點叢聚技術加以解決。如之前所述，目前樹狀結構應用層群播技術都採用由上
而下的演算法來找出新成員在疊加樹中的父節點。也就是從伺服器開始，往疊加樹下
游方向找尋一個能比所有子節點提供更大頻寬的節點當做父節點。為了找到合適的父
節點，新節點必須與多次節點進行頻寬量測，然而，網路上兩點間頻寬量測為了達到
正確性往往十分耗時，造成節點需要等待很長的時間才能開始接收資料。事實上，如
果能夠將提供頻寬相似的節點叢聚起來，新節點只需要與每個叢聚中的一個節點進行
頻寬量測即可，如此就可以節省新節點加入的等待時間，我們利用圖九說明這樣的概
念。

Server S

8 MB

backbone Network

ROUTER A

2MB

Newcomer

8 MB

8 MB

ROUTER B

1MB

ROUTER C

8 MB 8 MB

8 MB 8 MB

Node 1

8 MB

ROUTER D
8 MB 8 MB

Node 2
Node 3

Node 4

Node 5

Node 6

圖九: 節點叢聚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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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圖九的例子中，一個新成員(Newcomer)欲加入如圖九所示包含一個伺服器 S 和
六個節點(Node1 到 Node6)的群播群組。假設骨幹網路(backbone network)的頻寬大於
8MB，六個節點皆為伺服器 S 的子節點(即直接由伺服器提供服務)。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觀察 Newcomer 與這六個節點的關係，我們會發現 Node1 與 Node2、Node3 與
Node4、Node5 與 Node6 分別屬於三個 access network，很自然地分成了三個 cluster，
而由 Newcomer 到這三個 cluster 的 bottleneck 很可能分別是 router B、C、D 到 router A
的 link 上。我們假設說 Node1 與 Node2 所能提供給 Newcomer 的頻寬都是 2MB；Node3
與 Node4 所能提供給 Newcomer 的頻寬都是 8MB；Node5 與 Node6 所能提供給
Newcomer 的頻寬都是 1MB。那麼，我們希望發展一項節點叢聚技術，將 Node1 與
Node2，Node3 與 Node4，以及 Node5 與 Node6 分別形成三個群組。Newcomer 只需要
伺服器 S，以及從三個群組中各選其中的任何一個節點進行頻寬量測即可，而不需要
與六個子節點進行頻寬量測，如此就可縮短新節點加入系統的時間。
另一方面，這樣的叢聚技術也可提高失敗修復成功率與縮短失敗修復時間。在新
節點找到頻寬最大的節點作為父節點後，若新節點能夠得到此群組其他成員的資訊，
當因為傳輸中斷需要進行失敗修復時，由於群組中節點都能提供比其他群組中的節點
更多的頻寬，因此只需找尋群組中其他節點當做替代的父節點即可。如此一來，既可
以提高失敗修復成功率，又可縮短失敗修復時間。
因此，在整個點對點實況廣播系統的設計上，我們的重點工作在於提出一個基於
所能提供新節點之頻寬為基礎，將系統中節點適當分群的叢聚技術。但要測量頻兩點
之間的頻寬是相當費時的，例如[31]所提出的方法。所以在這部份我們初步的想法是
利用 delay 的量測來做為頻寬大小的預估根據。為了初步了解 delay 與頻寬間是否有關
聯性存在，我們利用在中正大學資工所內的一台機器，與中正大學計算機中心，國家
高速電腦中心，成功大學，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以及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中的機器進行頻寬與 delay 的量測，其結果如表二。由表二可以看出對中正大學資工
所的機器而言，delay 相近的機器所量測出來的頻寬也都非常接近。因此，我們想藉著
更多的量測來揭發 delay 與 bandwidth 的關係，並以此做為快速預估頻寬及建立適當的
叢聚及其階層(hierarchy)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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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delay 與頻寬之量測結果
delay

頻寬

中正大學計算機中心

<10ms

2Mbps − 3Mpbs

國家高速電腦中心

30 − 50 ms

800 – 890 kbps

成功大學

30 – 50 ms

800 – 890 kbps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200 – 250ms

100 – 300kbps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200 – 250ms

100 – 200kbps

另外在建立階層式的叢聚時，我們需要考量讓一個新節點加入系統時，能夠盡快
接收到即時的媒體內容，並且減少因為系統中節點停止提供服務或無預警故障所產生
傳輸中斷的影響，所以我們認為資料傳送樹(data distribution tree)必須是屬於所謂的寬
短樹(short-and-wide tree)。要形成寬短樹的架構，我們初步的想法是在每個節點可以提
供不同個數連線的情況下，能夠提供較多連線的節點，應該距離資料傳送樹的資料來
源越近。圖十為一包含一個資料來源 S，與八個能夠提供不同個數連線的節點，所形
成的一個資料傳送樹。圓圈內的數字代表該節點所能夠提供的最大連線個數。
S

7

8

4

6

5

2

3

1

圖十: 短寬樹概念圖
在此項研究中，我們將提出一個架構及其協定，其中包括以下之運作:
(1) 新成員加入。當一個新成員加入系統時，主要包括兩個步驟：
(a) 叢聚搜尋：利用與各叢聚中節點的 delay 來預估與叢聚中節點的頻寬，藉此
決定所加入的叢聚。
(b) 父節點搜尋：利用所設計的演算法來找尋在所加入的叢聚中，接收資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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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點，也就是在資料傳送樹中的父節點，並符合寬短樹的原則。
(2) 成員離開。當一成員離開時，其子節點可以迅速的找到替代父節點。
(3) 斷線修復。當一成員無預警斷線時，其子節點可以迅速的找到替代父節點，
以繼續收到 streaming 的資料。

效能評估:
最後，為了證明我們設計的點對點實況廣播系統能夠達到預期的設計目標，我們
在系統實作之前先利用現有的網路模擬程式，如 Network Simulator 2 (ns2)，設計一系
列實驗來驗證系統效能。在點對點實況廣播系統方面，我們將與其他同類型的點對點
多媒體系統做下列因素的比較：
1. 新節點加入系統成功率。
2. 新節點加入系統所需時間。
3. 失敗修復成功率。
4. 失敗修復所需時間。
為了證明我們設計的點對點實況廣播系統具有高延展性，我們將進行新節點加入
系統成功率在我們的系統與其他點對點多媒體系統之比較。新節點加入系統成功率越
高，代表系統在傳輸品質不變的情況下可以容納越多的節點加入，也代表具有較高的
延展性。另一方面，透過新節點加入系統所需時間的比較，可以驗證我們的系統是否
能夠以較短的時間開始接收媒體資料，以達到實況廣播系統即時性的要求。另外，透
過失敗修復成功率的比較，將可驗證我們的系統在系統強度方面的表現是否比其他多
媒體系統有較佳的表現。最後，透過失敗修復所需時間的比較，則可以驗證我們所提
的叢聚技術是否降低傳輸中斷的機率。

具位置知覺之點對點檔案系統:
因為電腦及網際網路技術的發展，人們可以很容易在全球資訊網(WWW)中找到
想要找到的知識。進一步地，隨著網路頻寬越來越大，使得人們開始對多媒體資料傳
輸及檔案分享的需求也越來越多。而要完成檔案分享的功能，產生了很多需要研究解
決的問題，如重複儲存檔案、尋找最近的檔案提供者、匿名使用者、找尋檔案位置、
認證檔案及使用者、檔案命名等問題。然而其中最重要的核心問題是如何有效而快速
的找尋檔案所被儲存的位置。目前已有很多國外知名大學提出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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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系統在延展性和搜尋檔案的效能上都有不錯的表現，但是在強韌性上的表現都還是
不足。另一方面目前所發表的系統幾乎都是利用分散式雜湊函式形成一個邏輯性的架
構，並要求節點要維護此架構的一致性。但分散式雜湊函式先天的缺點為無法讓節點
知道自己在此檔案系統中所在的位置，進而詢問與自己較近的節點，減少網路傳輸延
遲。而由上一項研究議題的分析中，我們也可以知道網路傳輸延遲和可用頻寬有一定
的關聯性，所以不具位置知覺的邏輯性架構，往往造成不在位置鄰近、具高頻寬的節
點上取得資料，反而在邏輯性架構上鄰近但真實位置相距甚遠、頻寬甚低的節點上去
取資料。
為了讓節點具有位置知覺性質，我們希望以節點叢聚技術來達到目的。目前提出
的系統大部份並未考慮到節點叢聚性對系統效能的影響，或是試圖想使節點有此特性
但因為目前無特殊的雜湊函式提供此功能。而在我們提出的系統中，我們希望能利用
節點與節點之間的傳輸延遲將節點劃分為幾個叢聚的區域，進一步利用此劃分出來的
區域，使節點在尋找檔案位置資訊時能在其區域內找到，不必橫越兩個區域。圖十一
為利用節點與節點之間的傳輸延遲形成的兩個黑色和灰色的區域。我們可以看到在黑
色的區域中任何節點與在黑色區域中的節點傳輸延遲都會比其與灰色區域中的任何節
點小。而在檔案搜尋期間若節點只會對其所在的區域中節點發出檔案位置詢問要求，
將會大大減少檔案查詢時間，因為發出要求的節點和回應節點皆在同一區域中。

5ms

20ms

30ms

5ms
50ms

50ms

250ms

15ms
70ms

5ms
10ms

10ms

15ms
50ms

圖十一: 節點叢聚概念圖
節點叢聚性對系統的強韌性也有一定的優勢。當有節點加入、離開或突然的斷線
離開時，所需要的控制訊息傳遞只會在其區域中傳遞，並不會影響到其他區域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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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當一個區域內發生節點頻繁加入或離開時，其他的區域的節點還是可以正常的查
詢檔案位置資訊，並不會受到干擾。
在分散式點對點檔案系統的設計上，我們將會提出利用傳輸延遲為叢聚依據的具
位置知覺之點對點檔案系統。使得節點在查詢檔案位置資訊時能在其區域內快速詢問
到所要求的資訊，並提高系統的強韌度，減少節點在查詢檔案位置資訊時所等待的時
間。我們預計當完成的工作包括:
(1) 以延遲為依據，建立多層次具位置知覺的階層式叢聚架構。初步的想法是利
用節點加入時測量出的延遲資訊來讓各個在系統中的節點能找到並加入與其
最臨近的節點，而此新節點會依照與最鄰近節點延遲資訊得到一個標籤(位置
編碼)。使我們可以利用此標籤來定義階層式叢聚架構。我們稱之為具位置知
覺的階層式叢聚架構，因為每一個節點可以經由自己的標籤很容易知道自己
在系統中的相對位置。圖十二表現了將圖十一中的節點，利用延遲資訊來區
分其階層式的叢聚架構。我們先將每一節點與其最鄰近節點的延遲分成幾個
區段，例如延遲為 0ms~25ms 為區段四(L4)、25ms~75ms 為區段三(L3)、
75ms~175ms 為區段二(L2)、175ms 以上為區段一(L1)。

圖十二: 階層式叢聚架構圖
若新節點要加入此系統時，會先找出與其有最小延遲的節點，並依照區
分的延遲區段找到其所屬的階層。而此階層有從屬關係，區段一節點可有區
段一、區段二、區段三和區段四等子節點，區段二節點可有區段三和區段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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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子節點，區段三節點可有區段三和區段四等子節點，而區段四只能有區段
四的子節點。在加入的過程中，我們會給每一個節點一個位置編碼。編碼的
規則為初始節點為 1.0，而區段一節點為 X.0，X 為初始節點所擁有的區段一
節點個數加一，區段二、三、四節點則為其父節點的位置編碼加上和其兄弟
節點個數加一後所合成的邊碼。如圖十一中位置編碼為 2.3.2 節點其位置編碼
是由父節點的 2.3 和其兄弟節點個數加一後所合成的。
(2) 檔案之分佈與儲存及雜湊函式之設計。我們將設計一雜湊函式來將檔案名稱
轉換成一特殊標籤其格式如上述節點的位置編碼，再依照此特殊標籤將檔案
對應到與節點位置編碼相對的階層式叢聚的節點上，並設計出新節點加入
時，如何取得並儲存該負責儲存的檔案。我們簡單描述將檔案位置資訊分散
至各個節點的運作過程，系統一開始假設初始節點 1.0 擁有所有的檔案位置
資訊，當有區段一節點加入時，新加入的節點會將所有的檔案位置資訊下載
下來。而區段二、三、四節點加入時，每一節點會依據其本身的位置邊碼下
載儲存其應該保管的檔案位置資訊。由於我們並不知道整個樹的完整架構，
所以有可能有些 logic addresses 是沒有對應的節點存在。我們預計的做法是，
當有一檔案位置資訊所對應的節點未加入時，則此檔案位置資訊會被儲存在
對應節點的父節點上，也就是若今有一檔案位置資訊應該被儲存於位置邊碼
為 1.2.3.4 的節點上，但此節點未出現在系統中，則其父節點 1.2.3 必須幫忙
儲存其檔案位置資訊，等到此節點加入時再轉由此節點儲存。
(3) 檔案找尋(routing)演算法之設計。我們初步的想法是利用階層式叢聚架構和節
點本身的具位置知覺特性來做加快檔案找尋的速度，並保證節點在做檔案找
尋時並不會跨出自己所在的叢聚區域(即所有資料至少可以從本身的 L1 的
root(x.0)取得)。當節點要查詢某一檔案的位置資訊時，只要先與本身的位置
編碼和檔案的特殊標籤做字前比對(Prefix Match)後即可得知保管此檔案位置
資訊的節點與本身是否在同一叢聚區域中，若是在同一叢聚中時，查詢者只
須在此叢聚區域中找尋保管此檔案位置資訊的節點即可，若是在不同的叢聚
區域時，查詢者只要先找到此叢聚區域後再深入找尋此節點即可。以這樣的
檔案找尋演算法搜尋檔案，我們可以保證每次的查詢都會在本身所在的區段
一(L1)叢聚區域中，不會跨出本身所在的區段一叢聚區域。我們將會在每一
節點上設計一 routing table (cache)，儲存 root、parent、children 的基本資料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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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以前曾查過的節點的資料(如其 IP 位址)。我們將會對此 cache 設計
cache replacement policy，如要 replace 時應先 replace 最久沒有用過的 L4 的
資料，因 L2、L3、L4 所能提供的節點資料依序漸減，所以 L4 的資料最沒有
價值。利用此一 routing table，當 1.1.2 要取得 1.2.3 的資料時，它會先比對 logic
address 的 prefix，發現它可以跟 1.2, 1.0, 1.1來詢問 1.2.3 的 IP 位址。如果 routing
cache 中有 1.2 的資料，那它就直接問 1.2。否則，它會向 1.0 或 1.1 來詢問(default
它至少要認識 root 及它的 parent、children)。

(4) 節點離開: 我們將設計預知(graceful)與突然(abort)兩種可能下，節點離開時的
演算法。我們目前初步的想法是，當節點的離開是比較屬於預知的離開時，
那可告知父節點後離開並把其原先所保管的檔案位置資訊傳交給父節點，而
其父節點則會選擇離開節點中區段等級最大(L2<L3<L4)的子節點來取代該離
開節點。若是節點突然離開的話，其子節點將會是第一個知道其突然離開。
由於節點是有叢聚的關係，突然的離開會有一些修復叢聚的工作要做。而且
這個工作會因離開節點本身的區段等級有所不同有不一樣的動作。我們目前
的想法是當離開節點為區段一的節點時，我們讓其所有子節點會與初始節點
1.0 聯繫並互相競爭成為新的區段一節點。之後由初始節點 1.0 依某一標準，
如區段等級最大的爭競節點，選一節點成為新的區段一節點。若離開節點為
其他區段節點時，我們就讓其子節點互相競爭取代離開節點，由此離開節點
的父節點選擇一節點，如區段等級最大的爭競節點，取代該離開節點。

效能評估:
在具位置知覺之點對點檔案系統方面，我們將針對下面的因素與其他同類型檔案
系統做比較：
1. 尋找檔案位置資訊等待時間。
2. 詢問路徑上的節點數。
3. 詢問路徑在實體網路上經過節點數。
4. 有節點失敗的情形下檔案詢問等待時間。
為了證明我們提出的分散式點對點檔案系統具有位置知覺性質和高容錯性，我們
會與其他分散式檔案系統比較「尋找檔案等待時間」、「詢問路徑上的節點數」及「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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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路徑在實體網路上經過節點數」
，當這兩者越小，其代表發出詢問節點在其鄰近節點
就找到其檔案，也就是詢問節點具有位置知覺性質，知道其在整個檔案系統的相對位
置，使得詢問節點只會在自己座落的區域尋找檔案，不會跨出自己的區域找尋檔案。
在使用者來看，能越快找到檔案，當然系統效能就越高。另外我們也會與其他檔案系
統比較「有節點失敗的情形下檔案詢問等待時間」
，同樣的其值越小代表系統容錯性較
高。不會因為節點失敗造成系統效能下降太多，這也代表節點叢聚性對點對點檔案系
統有一定程度的幫助。

有效量測技術分析:
在上述兩項研究中，我們都需要用到量測網路上兩主機間的延遲的技術。通常我
們可以使用 ping 這種 active-probe-based 的方法，由想量測的主機主動送出 ICMP 封包
給受測端，再收集其回饋回來的封包的時間，即可算出兩點之間的延遲。但我們也知
道網路流量常常變動，每一次的量測所得的數據不見得都一樣，那該以那一次的量測
為準呢?由於我們最常需要知道的是在一些 candidates 中，到底與那一個受測端有最小
的延遲，所以在這個研究議題中，我們想要探討的問題是如何使用最少的 probes 得到
最有信心的答案，或者是給定一個固定的 probes 個數，該如何使用這些 probes 使得我
們知道離那一個受測端最近的這個答案我們最有信心。這個議題的研究步驟初步規劃
如下:
(1) 我們需要先知道量測延遲的 distribution。當我們對同一個受測點發出 n 個
probes 後，我們可以得到 n 個延遲的樣本。我們是否可以從這些樣本中，推
出其最可能的 distribution。例如我們可能可以發現在較近的距離(LAN)時，
因變因不大，延遲可能是 constant 或 uniform distribution。而在較遠的距離
(WAN)時，可能是 normal distribution。我們可以在不同的時間(白夾/晚上)就
不同的距離、延遲、網路、國家進行測量與觀察，以推測不同的情形下可能
distribution。
(2) 假設我們可以推出可能的 distribution，那麼我們該如何安排 probe 以知道在
一些 candidates 中，到那一個受測端有最小的延遲。例如，我們知道所有
distribution 都是 normal distribution，那我們先對 n 個受測端各發出一個
probe，得到各自的延遲。此時我們可以將這些受測端依延遲大小排序。那麼
我們是否可以說下一次發出 probes 時，可以只發給前 x%的受測端或與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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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延遲差異在 x 倍的標準差內呢?或者我們該先對所有受測端發三個 probe，
求其平均，再做下一步的判斷呢?如果 distribution 是知道的，那麼我們相信是
可以推導出一個較節省、較有效安排 probes 的演算法，而且我們知道我們的
答案可以在某個信心程度內(如 95% confidence)。
(3) 同樣的，如果是因時間的限制，我們不能做到 95%的信心程度，那麼給定一
個限定的 probe 數，我們該如何安排這些 probes，我們對所得到的答案又有
多少信心呢?
(4) 以上的演算法可以用來和一個最基本的方法做比較。我們可以說對每個受測
端都發 a 個 probes，然後再求各受測端的延遲平均，以此做為選最小延遲的
受測端。或者，我們只能用 b 個 probes，那麼我們就對 n 個受測端平均來分
probes，每個可分得 b/n 個 probes，得到的延遲再求平均，以做為挑選的依據。
我們可以比較要達到同樣的信心程度，我們的演算法可以節省多少 probes。
或者我們可以比較在用同樣多的 probes 下，我們對答案的信心程度可以比基
本的方法提高多少。

疊層服務網路之服務品質之研究:
網路上許多應用都需要有服務品質的保證，像是 VoIP、VOD 等。跟群播一樣，
QoS 的議題十多年來一直停留在研究上，未能有效率地全面實施。所以從 ATM、RSVP、
到 DiffServ，幾乎每隔幾年就會遇到實施上的瓶頸而被迫放棄。究其原因不難發現要
提供 end-to-end QoS 所需要配合的，不僅僅是技術與協定，更重要的是各 ISP 的政策。
所以，就如同群播一樣，在眾多關係複雜的 ISP 間想要達成提供不同 end-to-end QoS
的理想，恐怕也是很難實現。
但是 VoIP 等應用仍需有一定的服務品質保證，所以就有了 SON (Service Overlay
Network)[32]的構想被提出。SON 的想法如圖十三所示，是要在現有的 Internet 架構上，
再架一層由 SON Service Gateway 所形成的邏輯網路。為了提供服務品質保證，我們必
須在 end-to-end 的客戶間的路徑上提供足夠的頻寬。這在 SON 的網路上是分兩部份完
成。首先是 client 到 Service Gateway 間，這部份是由 client 跟 ISP 所租的頻寬，屬於
local loop 的 bandwidth provision 問題。另一部份是兩個 Service Gateway 間的頻寬，因
可能跨 ISP，所以需要在一個 ISP 的 backbone 上租頻寬給特定的 service 用。以 VoIP
而言，client 在 access network 上的頻寬因目前大多是 100Mbps 以上之高速乙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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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太會有問題。VoIP 的業者所要確保的是 client 的 access network 到 service gateway
及 service gateway 間的頻寬足夠。
向 ISP 租頻寬不管是目前以頻寬計費的消費模式或 DiffServ 的服務品質提供模式
都是十分可行且容易計費的。但 SON 比 DiffServ 在頻寬或服務品質的提供上更容易做
到更精準因為 SON 是屬於 service aggregation，也就是將同一種 service 的 traffic
aggregate 起來，一起來 allocate 頻寬，以提供 service 的服務品質。因 service gateway
完全了解其 service 的 traffic 特性及所需要的服務品質，所以對該如何保留頻寬是可以
做的比 DiffServ 更好的。
SON

AS
service gateway

Physical Network

access network

圖十三: SON 網路架構圖
在此計畫中，我們有興趣的是如何保留 SON 網路上的頻寬，以使 service provider
的收入可以最大化。因為服務品質保證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但足夠的頻寬通常是最根
本的解決方法，所以我們假設為了有服務品質保證，一條 SON link 上的總流量必須小
於所保留的頻寬的某一比率以下，以數學符號表示的話，如果 link 頻寬是 c l ，服務品
質的參數是η l (就是前面所說的比率值)，則此條 link 上的流量必須小於 η l ⋅ c l ，否則就
無法保證所需要的服務品質。Service provider 的頻寬保留策略可以分成兩部份: 靜態的
頻寬保留及動態的頻寬保留。靜態的頻寬保留是假設 service provider 可以以長期固定
租用頻寬的方式向 ISP 以較低廉的價錢租用頻寬。但租用固定頻寬時，需付固定的費
用，不管是否真的有這麼多的流量。因流量隨時間而變化，所以固定頻寬不能租用太
多。當流量大時，可以以動態方式租用額外的頻寬來保證 service 的服務品質。但每天
每時的流量是未知的，我們不可能完全準確地預知下一時刻的流量，所以當動態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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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頻寬加上靜態保留的頻寬仍不足保證服務品質所需的頻寬時，service 就必須付出一
筆懲罰性賠償給消費者。如果以數學公式來表示的話，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的式子:假設
靜態頻寬保留了 c l，其費用函數為 Φ l ( cl ) ;動態頻寬保留了 ∆cl，其費用函數為 Φ 'l ( ∆cl ) ;
所有路徑(assume one path per O-D pair)的集合為 R，假設每條路徑 r 上的流量是 ρ r ，路
徑 r 上每單位流量每單位時間懲罰性賠償為 π r ，路徑 r 上每單位流量每單位時間收入
為 e r ，則給定一組路徑之流量( {ρ r , r ∈ R} )下，我們要最大化的收入值 V 為
V {ρ r , r ∈ R} = ∑ er ρ r − ∑ Φ l (c l ) − ∑ Φ 'l ( ∆c l ) − ∑ π r ρ r 1{ρ l / Cl > η l ; l ∈ r }
r∈R

l ∈L

l ∈L

r ∈R

其中 Cl = cl + ∆cl ) 是總保留的頻寬，L 是所有 link 的集合，1{}函數表示括號中的
條件成立的話為 1，否則為 0 。
對於此一研究主題，我們最終的目標是發展一線上的動態頻寬保留機制，以達到
收入值的最佳化。我們假設有過去的流量記錄可以觀察，做為流量預測的根據，先決
定靜態該保留的頻寬，再決定動態該保留的頻寬。我們的研究步驟為:
(1) 收集流量資料，發展流量預測機制。流量的資料可以由一些知名的網站取得，
如 University of Auckland [33]。但我們想自己收集系上及校內的資料。由於申
請人曾任電算中心研發組組長，以往曾主持過統計中正 GigaPoP 流量的
NBEN 計畫，所以有能力收集流量資料。圖十四是去年計畫與中正電機系侯
廷昭教授合作量測 TANet/I2 的 GE 介面的架構圖。對於流量的觀察，以往只
是統計各種協定的流量分佈情形。我們希望將新收集的資料能進一步利用數
學模式來分析，以建立預測機制。事實上我們可以從初步的觀察中發現，不
同的時間的流量均不太一樣，但其每天 24 小時的變化情形卻是有跡可尋的。
例如每天早上十點到十二點的流量在週一到週五事實上是差不多的量及變
化。有此一規律變化的話，那流量預測機制就可以嚐試應用 Hidden Markov
Model [34,35]、linear regression model (autoregression analysis, AR)、 non-linear
model (neural network)等技術。當然量測資料必須先進行 stationary 分析，對
於不同時間下的平均值所得到的 data 可能會是 stationary 或 non-stationary 的
數列。要對流量做預測，我們需先對 data 是否是 stationary 做討論。大部份
的 model，如 HMM、AR，是不適合 model non-stationary data sequence 的。
通常取長時間的平均值較可能得到 stationary 數列，有時因白天與晚上流量差
異太大，需將一天分成幾個時段來分析，才可能有 stationary 數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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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 Gigabit Ethernet 介面流量量測架構圖
(2) 解決靜態頻寬該保留多少問題。以數學模式分析一理論上的最佳解。由於
traffic demand 是 隨 時 間 而 變 化 ， 所 以 其 distribution 不 可 能 以 簡 單 的
well-known stochastic process 來 model。但以往我們曾分析過 VOD 系統的 user
request rate 也是隨時間而變化的，當時我們以 non- homogeneous Poisson
process 來 model 其隨時間變化的特性，以 normal distribution配合不同的 mean
與 variance 及線性內插等方法，來得到如圖十五 (b)的流量逼近圖。另一方
面，我們也需要將問題分成不同的時段分開解決，因靜態頻寬是固定保留的，
非常沒有彈性。所以我們至少可以依所觀察的流量變化分成白天和晚上，或
尖峰時段與非尖峰時段。像圖十五 (a)，我們很明顯可以看出在尖峰時段(晚
上七點到十二點左右)的 distribution 與非尖峰時段的 distribution 非常的不同，
前者可以用 truncated normal distribution 來逼近，後者可以用線性函數來逼
近。當然也許我們收集到的流量分佈是非常不規律的，那麼我們可以以較不
準確的分析(因資訊不足)來求得該保留的靜態頻寬。例如我們至少可以從歷
史的觀察中，量測出流量的平均值與變異數。依此資訊，我們將研究是否可
以因費用函數是 non-decreasing function 而算出較好的靜態頻寬保留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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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OD user request rate 之量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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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以 non-homogeneous Poisson process 來 model VOD user request rate
圖十五: Non-homogeneous Poisson process model time-variant traffic demand 例子
(3) 設計線上動態頻寬保留演算法。我們將考慮不同的預測機制下如何動態保留
頻寬、頻寬的租用如有最小單位的限制下如何調整、如何避免太大的變化造
成系統不穩定等等問題。此演算法的重點在於如何利用歷史量測資料發展出
流量預測之 model，並動態將新的量測資料回饋回數學 model，來對下一時刻
做出更精準的預測。當然其前提是給定一正確的流量需求，我們可以用數學
模式準確算出所需要保留的頻寬。
(4) 評估與比較不同之線上動態頻寬保留機制與流量預測機制。 我們可利用別人
或自己收集的流量資料來比較不同的機制的 performance(即 reve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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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預計可能遭遇之困難及解決途徑
點對點實況廣播技術與點對點檔案系統技術是目前相當熱門的研究題目，論文集中在
2001 年以後大量發表，這一、兩年將是一個競爭激烈的熱門領域。但因此部份研究已在申請
人的研究規劃中，所以在應用層群播技術、串流技術、點對點檔案系統，網路系統模擬等理
論的背景，申請人及研究人員均已早在 2002 年暑假即開始研讀相關的論文與書籍。
3、重要儀器之配合使用情形
此一年度之計畫，部份研究主題需要進行網路流量量測及 BGP routing table 之收集，
另也需要大量的模擬程式撰寫與系統模擬分析評估，所以預估需要三台個人電腦。至於研究
人員的開發平台，因申請人已執行國科會計畫多年，有足夠的個人電腦提供他們使用。
第二年:
這一年將以發展 Internet BGP 路由為基礎的另一個具網路知覺之點對點檔案系統技
術，以及實作點對點架構上之視訊會議系統為主。
1、本計畫採用之研究方法與原因
具網路知覺之點對點檔案系統:
在第一年中，我們依賴使用 active probe 所得到的 delay 來做為形成 cluster 的依
據。Active probe 通常使用 ping、traceroute 等程式，其底層大部份是使用 ICMP 封包。
由於這類的 probe 多多少少需要 router 的處理，所以常會有被 router 限制每秒可接受的
封包數而被 drop 掉。所以使用 active probe 雖方便，但有增加網路負載及失真的疑慮。
所以在第二年中，我們預計改以收集一些 routing 資料，例如 BGP routing table 或 BGP
routing messages 來推測網路相關位置。 再利用此一推測出來的網路拓樸 (Internet
topology)，做為形成階層叢聚關係的依據。目前已有美國 MIT 學者發表利用 BGP 資訊
來推論 Internet topology 的初步成果[36]。
與[36]不同的是，我們將利用 BGP routing table 為主來推論 Internet topology。基
本上目前在 Internet backbone 上的 router 的 BGP routing table 相當的大，約有十二萬筆
左右。但如果仔細觀察，許多不同的 IP prefix 其實都屬於同一個 ISP 所 service，所有
有共同的 destination AS number。如果我們有辦法有效地將各 IP prefixes 與 AS number
做一對照表，那麼要形成階層叢聚關係時，當然同一 AS 要在同一 branch 下。類似的
做法，在同一 AS 中，我們也許有可以得到更進一步的 routing 資訊或輔以其他 active
probe 的資訊，來做更細的 cluster 的形成。也就是說，我們先利用 BGP routing table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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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是否可以形成一 Internet topology 的資料庫。當進行 P2P 的架構時，可以先 query
這資料庫，得到它在 Internet topology 的位置後，再決定形成 cluster 關係的策略。所以
我們稱此種方法為具網路位置知覺的點對點檔案系統。
對於此一研究主題，我們的研究步驟大致如下:
(5) 對 BGP routing table 進行收集分析，以推論出合適的 Internet topology 資訊。
目前研究人員取得 Internet BGP routing table 的管道大多是使用 University of
Orgeon, 的”RouteViews”計畫[37]。由於申請人曾任電算中心研發組組長，所
以之前也曾取得並分析中正大學連接 TANet 的 router 的 BGP routing table 之
資料，但因環境單純，所以筆數不多。後來也曾透過與成大合作，取得成大
跟 ISP 另外租頻寬出國的那顆 router 的 BGP routing table 約有十二萬多筆。
我們預計使用這些資料，進行不同的 IP prefix 是位於那一 AS 或更詳細之資
料，並建立一個 logic Internet topology。以往在這部份的研究大都以觀察或統
計一些數據，如 routing table size 成長趨勢[38]、AS policy 對路徑長度分佈的
影響[39]等等。我們所要 explore 的是 logic Internet topology，也就是從網路
建置、連接的關係來看各主機的距離關係。(兩台地理位置相近的主機可能因
連接不同的 ISP 而在 Internet 上的距離很遠。這裏的 Internet 距離指的是 delay
或 bandwidth 的關係。距離短的意思可以是說 delay 小或 available bandwidth
大。)由於 BGP routing table 的資訊可能有限，如只能 explore 到 IP prefix 與
AS 的關係，我們還預計利用 SNMP 或其他 active probe 的方式來進一步建構
出更精準的 Internet topology。
(6) 研究對於建構出的 Internet topology 如何使用在建置 P2P 的階層叢聚關係。如
何有效率地分散 Internet topology，取得或分析兩台 Internet 主機的關係，是
需要進一步設計出一個查詢協定的。再者，除了利用 Internet topology 所提供
的資料外，是否還需配合少量的 active probe 也需要進一步評估。
(7) 修改第一年的成果 ，將以 delay 為依據形成的階層叢聚關係改以 Internet
topology 的資訊為依據。此時，點對點檔案系統該如何建構，其相關的議題，
如檔案分配、查詢、路由等，均需相對地調整。
(8) 研究是否也可將 Internet topology 應用於點對點實況廣播系統上。

點對點架構上之視訊會議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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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討了單一來源的點對點即時廣播問題後，我們將研究延伸到多來源的群組通
訊(group communication)上。我們的動機源自於目前我們所開發的網路教學平台上，學
生與老師即時互動最常用的工具:文字與語音聊天室。雖然我們系統提供了多人語音聊
天室，但使用的人不多。究其原因，當然使用者沒有錄音設備也不熟悉語音操作有關，
但有許多的時候是源於 client/server 架構的關係。例如，許多國中小老師上網上課時，
是使用學校的電腦教室，頻寬是共用一條 64K 專線或 ADSL。所以當多個老師修同一
門課時，就會發生頻寬不足的問題，因每個 client 都由 server 取得即時的語音資料。而
當 client 多時 server 的 load 也相對很重。所以 client/server 架構就顯得非常不 scalable。
為了解決 scalability 的問題，我們目前是改由各個聊天室的主席(通常是老師)的主機當
server，原 e-Learning server 只是提供 membership 登錄及 client 找到主席主機的管道。
但這還是沒有解決 client 端頻寬的問題，而 server 仍是 single point of failure。
在設計以點對點架構的視訊會議系統時，我們將分以下議題來分析與研究:
(1) 成員管理問題: 我們將先以網路教學系統的需求來設計這個系統。所以在成
員管理上，我們可以採 hybrid 的模式，即會員資訊可以由網路教學系統 server
做收集，再由點對點的協定來做成員間動態的管理。基本上成員可能來來去
去，但只要透過 server 給的 list 中找到一個還存在的成員，即可由我們設計
的協定完成加入的動作。當然，我們也會一併考量當沒有 server 時，我們如
何利用類似 boot server 的作法來解決找尋組群成員的問題。
(2) 階層式叢聚關係的建立: 我們可利用第一年的成果來動態建造群組成員間階
層式叢聚的關係。但我們需要考慮到多來源的問題，所以在形成叢聚階層時，
需從新的角度來設計。如何將成員組成叢聚倒是可以沿用第一年的成果。
(3) 資料傳輸問題: 系統將提供使用者可以用 text、audio 、video 等三種 media 的
互動工具。如何將其中一個成員送出的資料傳給所有其他人需靠階層式叢聚
的關係及中間節點的 relay。另我們也需對不同的 media 考慮不同的傳輸策
略。例如，當頻寬不足時，應以 text、audio、video 之順序來 drop packets。
成員可以依其頻寬大小來選擇其中幾種 media，而不是全部都收。由於傳
text、audio、video 的難度也依此順序遞增，所以我們實作時，也會以此順序
來完成。即先有 text 的聊天室後，再加入 audio，最後再加入 video。
(4) LAN 中 multicast 的使用: 如上面所舉的問題，在同一 LAN 下的成員該很有
效率地使用頻寬否則對外的頻寬會不足。所以我們想將 LAN 下所有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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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成一虛擬的節點，由其中一個節點代表 LAN 下所有其他節點，我們稱
之為 LAN agent。在同一 LAN 下的節點間的資料以 multicast 真接傳送，以節
省頻寬。(LAN 下的 multicast 完全不需 router 的支援。)
(5) 系 統 平 台 與 架 構 : 沿 襲 我 們 目 前 網 路 教 學 系 統 平 台 的 做 法 ， 我 們 將 以
Windows 為開發平台，完成後的程式再包裝成 ActiveX 元件方式嵌入網頁中。
使用者只要第一次瀏覽網頁時下載程式，以後就可以直接由 client 端直接執
行了。系統架構初步構想如圖十六所示 ，使用者透過 GUI 介 面，收送
text/audio/video 資料及取得群組成員名單。GUI 部份可如目前我們的聊天室
加入額外的功能，如開闢公開/私人聊天室、私人通訊、加表情動作…等等。
上層的各種工具則透過 Relay Protocol (RP)及 Member Control Protocol(MCP)
進行資料的傳輸、階層式叢聚關係的建及動態群組成員管理等等功能之實
現。下層則以 UDP/IP 為網路層傳輸協定。
P2P Conferencing
GUI
RP

MCP
UDP/IP

圖十六: P2P Conferencing protocol stack

2、預計可能遭遇之困難及解決途徑
在系統實作的部分主要需要 Windows network programming，以及 Windows Inter-Process
Communication 兩方面的技術。目前我們已有人力在這兩個方面擁有相關程式撰寫的經驗，
所以估計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3、重要儀器之配合使用情形
在具位置知覺之點對點檔案系統技術發展上，我們沿用第一年設備即可。在實作點對
點視訊會議系統時，我們希望測試的網路可以跨不同的網路，所以規劃六台多媒體個人電腦
來進行實作與實驗。實驗環境將包括系內 LAN 環境、校內不同系的 LAN、TANet 上不同學
校間(預計有成大及交大合作進行)、嘉義縣市國中小(測多台 peer 在同一 ADSL 下與中正的
peer 連接)、家裏 ADSL 上 Hinet 等 ISP 網路連回中正的 peer 等等。其目的在於測試有極大差
異的頻寬及骨幹網路間 peer adapt 到不同架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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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年:
這一年我們將之前之研究延伸到無線網路(特別是 ad hoc 架構)的點對點資訊分享系
統，並實作由不同載具、介接網路所形成的網路上的資訊分享系統。
無線網路之點對點資訊分享系統:
想像在未來個人行動通訊普及的時代，在一列高速火車上或一架飛機上，大家都
拿出個人行動載具，從事數位學習或各種娛樂(耹聽 mp3、看電子報、看 DVD 等)。此
時如果有人想要取得某份資料，如找今天某家的電子報或某一首 mp3，那他可付費透
過第三代行動通訊系統上網取得。或者，他也可以透過 ad hoc 網路，在火車/飛機上其
他人願意分享出來的資料中找尋。後者顯然是較快速而經濟的方法。所以，在第三年，
我們希望將前兩年的成果應用到這樣一個 ad hoc 的無線網路上。
我們的目標是研究一個點對點架構的無線網路環境的資訊分享系統而不是檔案
分享系統。因為在移動頻繁的無線網路中，我們所需要的不是完整的分散式檔案系統，
而是一個有效率的資訊分享與索尋系統。例如，我們只是想在現有的 ad hoc 網路中看
看能不能找到一首剛好想聽的歌，但不見得一定要找到。所以，在設計這樣的系統時，
我們需要考慮的是 ad hoc 的網路傳輸特性、節點的移動性、資訊的找尋與路由的關係
等等議題。我們的研究步驟大致可分為以下幾點:
(1) 利用 ad hoc 廣播傳輸的特性建造類似第一年的具位置知覺的檔案分享系統的
階層叢聚架構。例如當一個節點開機後，可以發出 hello message。如果沒有
其他節點回覆，那此節點可自行將 logic address 設為 1.0。如果有其他人回，
則依某一標準選其中之一為其父節點(目前的想法是可從以下參數中取一或
組合其中數項來研究: power 最大、single 最強、mobility 最低、在 hierarchy
中階層最高等等等)，並請求父節點給予一個單一的 logic address。例如父節
點如果是 1.0，那可能會指定 1.1 給此子節點。靠著各節點傳輸的 power 及
broadcast 半徑的不同，會形成如圖十七的一個階層叢聚架構(虛線外圈為其
broadcast 半徑)。值得日後我們詳細研究的是，此一 logic 的階層叢聚架構的
層階性與可直接通訊的鄰居有(1) parent 與 child 一定可以互通; (2) 不同 logic
address 的 prefix 可能可以互通。在以下我們考慮 routing 時，必須注意此兩個
特性。其中第一個可做為我們的基本 routing 策略，第二個則可以以 routing
cache 的觀念來增進 routing 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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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一個階層叢聚架構。
(2) 設計一雜湊函式來將資訊對應到階層式叢聚架構的一個節點的 logic address
上。此處的資訊可能是一個檔名，也可能是一份電子報的名稱，也可能是某
一個人的資訊。當一個節點加入此系統時，它就利用此一雜湊函式將它想要
分享出來的資訊登錄到相對應的 logic address 的節點上。因為 ad hoc 網路頻
寬是相當珍貴的資源，所以我們不能像檔案系統那樣直接把檔案或資訊儲存
在相對應的節點上。我們只讓相對應的那個節點記錄下來這個資訊在那個節
點可以找到。
(3) 當要找尋某一資料時，我們利用同一個雜湊函式找到一個節點。送出 query
message 給那個節點， 再由那個節點根據所記錄的資料將 query message
forward 到真正有那份資訊的節點上。再由此節點直接把資訊傳回給需要此資
訊的節點。
(4) 我們也需設計一個有效率的路由策略。初步的想法是利用 logic address 的
prefix 來決定路由。最基本的做法是判斷 logic address 是不是一樣，不是的話，
就往 parent 送。例如 1.2.2 要到 1.3.1，則其路徑是 1.2.2->1.2->1.0->1.3->1.3.1。
這是因為我們在指定 logic address 時，parent 與 child 一定可以直接通訊，所
以只要沿著 hierarchy 的 path 往上走到最上層的共同 parent 後再往下走，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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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到達 destination 了。但這個路由方式不是很有效率，因一個節點不只是可
以直接和它的 parent 通訊，還可能有其他節點在其廣播的範圍中。所以我們
將設計一個利用節點耹聽其他節點的廣播訊息及收到/轉送封包的資訊中，建
立一個 local 的 routing table。當要傳資料到某一 destination 時，除利用上述基
本方法外，可以靠這個 routing table 找 short cut 出來，讓路由更有效率。例如
上述的例子中，如果 1.2.2 與 1.3 是在彼此的傳輸半徑中，那 1.2.2 可以從其
routing table 的記錄中知道可以直接傳給 1.3，配合基本方法，1.2.2 要到 1.3.1，
就可以直接透過 1.3 來傳送。
(5) 我們將設計預知與突然這兩種節點離開情形的演算法。當節點移動時，比較
屬於預知的離開，那可告知 parent 後離開。等移動到新的位置取得新的 logic
address 時，再將資訊做更新登錄的動作，就是告知相對應的節點其 logic
address 已更新。突然離開的話，會造成 query message 無法送達及路由錯誤。
此時要靠 soft-state refresh、monitoring and update 等機制來更正。當 message
無法送達時，我們也會設計一 feedback message 將相對應的節點上原本登錄
的資料或路由表更正。
(6) 如前兩年的研究，我們在完成系統設計時，也將進行系統模擬以評估效能。
點對點資訊分享系統在無線網路之實作:
當我們充分利用 ad hoc 網路的特性設計好一個點對點架構的無線網路環境的資
訊分享系統後，我們將實作在具有 WLAN 介面的 PDA 及 Tablet PC 上。我們將以名片
分享及 mp3 分享為 demo 的例子。也就是說透過我們的系統，不同的人可以很自由地
在一個 WLAN 的 ad hoc 網路上，找尋某人的名片(通常就是本人，所以也就是可以利
用此一機制來找看看在這個 ad hoc 網路中這個人有沒有上來)或一首 mp3 來耹聽。

2、預計可能遭遇之困難及解決途徑
在系統實作的部分需要在 PDA 上的 WinCE 作業系統下撰寫程式，並架構 ad hoc 網路。
Tablet PC 的作業系統可以直接用 windows。這兩方面的技術我們將利用前兩年的時間先進行
相關的技術訓練及資料研讀。由於本系陳裕賢教授及許政穆教授也有相關的經驗，所以應可
順利取得相關的技術。
3、重要儀器之配合使用情形
因要在 PDA 及 Tablet PC 上實作，所以需要此種平台各兩台並各自配搭無線網路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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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及成果
1. 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
第一年:
1. 完成點對點實況廣播技術的設計及其效能評估。
2. 完成具位置知覺之點對點檔案系統的設計及其效能評估。
3. 完成量測技術分析，得知如何做到最有效的量測。
4. 完成 SON 網路的線上即時動態頻寬保留演算法設計及其效能評估。
第二年:
1. 完成具網路知覺之點對點檔案系統的設計及其效能評估。
2. 完成 P2P 視訊會議系統之實作與實地測試。
第三年:
1. 完成 ad hoc 架構的無線網路的點對點資訊分享系統設計。
2. 在 PDA、Tablet PC 上實作無線網路的點對點資訊分享系統。

2. 對於學術研究、國家發展及其他應用方面預期之貢獻
應用層群播與點對點檔案系統是目前在網路研究重要的研究領域。此計畫的進
行，對我國在這兩方面的研究均有幫助。本計畫理論與實作並重，其成果相信不管在
學術上或在應用上，均會有相當大的貢獻。
3. 對於參與之工作人員，預期可獲之訓練
◎ 所有參與研究人員將學會如何搜集資料及懂得回顧研究領域的重要性。
◎ 所有參與研究人員將學會新的應用層群播技術並獲得相關實作經驗。
◎ 所有參與研究人員將學會新的點對點檔案系統技術並獲得相關實作經驗。
◎ 所有參與研究人員將學會數學模式分析能力、網路系統實作及視窗網路程式設計技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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