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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在本計劃中，我們針對網際網路上之多
媒體應用程式，如視訊隨取、視訊/音
訊會議等，研擬適用於彼等之具彈性的
動態性多址傳播機制。我們針對的目標
為網路層中之路徑選擇﹙繞送﹚，我們
首先研究分析目前已提出之網際網路
多址傳播繞送協定 DVMRP、MOSPF、
CBT 及 PIM，並進一步參考考慮多個
metric 之 QoS routing，最後根據上述之
多媒體應用程式實際運作時之特性，研
擬出一以使用者為基礎之多址傳播機
制，並透過電腦模擬分析其效能。本篇
報告將對我們所提出之機制及分析結
果，作一簡略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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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文摘要

Multicasting is a key technology to
support multimedia applications on the
Internet. In this project, we have
investigated related issues of
multicasting and designed a promising
multicast mechanism that comb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cast, QoS routing,
and RSVP to accommodate
heterogeneous recipients for multimedia
applications. We will show some
simulation results to demonstrate the
superiority of the proposed approach
over two other multicast mechanisms,
namely, MOSPF and QOS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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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緣由與目的

近年來，由於網路使用人口之增加及多
媒體相關技術之迅速發展，使網際網路
上資料流量大幅提昇，而造成頻寬等網
路資源之日漸不足。而多址傳播技術
﹙multicasting﹚則是在近年來被廣泛討
論的一種群組傳播技術，有別於傳統之
單址傳播或廣播技術，它可有效減少多
餘封包之傳遞及不必要之複製動作，以
降低網路資源之使用量，許多網際網路
上的多媒體應用程式，如視訊隨取、視
訊/音訊會議等，皆逐漸加入對多址傳
播之支援以提昇網路資源使用率。而影
響其效能表現之一關鍵即為繞送
﹙routing﹚，而目前網際網路上多址傳
播傳送樹﹙multicast delivery tree﹚之建
立。依據每一群組中傳送樹建立的數
目，可簡單將之區分為 source-based tree
及 center-based tree 兩類。source-based
tree 即是對群組中之每一傳送者，建立
一以其為根﹙root﹚、其餘群組成員為節
點之最小距離傳送樹﹙shortest path tree,
SPT﹚。一般而言，其做法首先是以傳
送者為根，建立對所有網路上其餘節點
所形成之 SPT，之後再作修剪﹙prune﹚
的動作，也就是將樹上所有為包含其群
組成員之枝葉去除，而完成此多址傳播
傳送樹﹙而修剪的方式視所使用之繞送
演算法而定，目前主要有 distance vector
routing 及 link state routing 兩種﹚。



至於 center-based tree，則正好相反，它
為每一群組選取一中心點﹙不一定屬於
此群組﹚，而後以此中心點對其餘群組
成員建立一最小擴張樹，爾後重送至此
群組之資料便皆由此樹傳遞。和
source-based tree 相較起來， source-
based tree 可確保每一筆傳送皆經由最
短路徑傳送，可獲得最短之延遲﹔而
center-based tree 由於只用一固定的傳
送樹，顯然在延遲上不及前者。然而，
另一方面而言，由於 source-based tree
對每一傳送者建立一傳送樹，當群組數
目及傳送者數目增加時，在路由器中所
需儲存之資料量的增加將成為無法忽
視的負荷，而這是 center-based tree 所
可以避免的。而目前網際網路上實際之
多址傳播繞送演算法，較知名的有
DVMRP ﹙ Distance Vector Multicast
Routing Protocol﹚、MOSPF﹙Multicast
extensions to Open Shortest Path
First﹚、CBT﹙Core-Based Tree﹚及 PIM
﹙Protocol Independent Multicast﹚等，
前兩者屬於 source-based tree 且分別使
用 distance vector routing 及 link state
routing 演算法﹔CBT 屬於 center-based
tree﹔而 PIM 則結合了二者，試圖成為
適用於 Internet 此大區域之協定。

然而，隨著多媒體應用程式之快速發
展，上述之多址傳播繞送協定之不足已
逐漸浮現﹕目前﹙及將來可能﹚使用多
址傳播之應用程式多用來傳遞影音視
訊等資料，有別於傳統的檔案傳輸等，
它擁有許多不同的傳輸品質需求，如高
頻寬或低延遲等，換句話說，它對應於
多種不同之 metrics，這是現有的多址傳
播繞送協定所無法支援的。為解決此問
題，近年來另有 QoS routing 相關之研
究逐漸興起。QoS routing 則是利用對
routing 技術的擴充來解決上述問題。其
概念在於揚棄傳統 routing 使用單一
metric﹙所經過的 hop 數目、end-to-end
delay、cost 等﹚的方法，而根據不同狀
況，以使用者

之 QoS 需求作為 metric，找尋可符合其
需求資源之路徑以確保其傳輸服務品
質。QoS routing 有許多重要的議題，
如﹕如何將使用者之 QoS 需求參數化
以便 routing algorithm 使用；利用多重
metric 作 routing 時可能面臨之運算複
雜度﹙在使用某些特定 metric 的組合
時，找尋最佳路徑可能是 NP-complete
的問題﹚等。目前已有一些相關的研究
成果﹙如 QOSPF﹚，然而，若考量到上
述多媒體應用程式實際執行時之狀
況，我們發現到它們並不能滿足異質使
用者之需求，也就是說，若是使用者對
同一資料流有不同之 QoS 需求﹙因軟
硬體或網路狀況之不同﹚時，目前的研
究成果並不適用。是以我們希望綜合目
前相關之研究成果，並以支援異質使用
者需求為前提下，研擬一適用之多址傳
播機制。

四、結果與討論

在本計劃執行中，我們研擬了一個以
link state routing 為基礎﹙使用 link state
routing 的原因在於利用此種方法作
QoS routing 時較方便﹚，傳送樹型態為
source-based tree 的多址傳播機制，有
別於目前的多址傳播繞送協定，其特點
在於其為一"使用者驅動"、"兩階段"的
路徑建立型式，也就是說由各個接收者
根據其 QoS 需求，對傳送端作 QoS
routing，利用此種方法每一接收端﹙1﹚
只要存在接收端和傳送端間符合其需
求之路徑，一定可成功建立此路徑﹙2﹚
接收端可在符合其需求的前提之下，找
到符合此條件的最佳路徑。其運作方式
略述如下﹕

首先必須建立此多址傳播之傳送樹﹙傳
遞 traffic information 用，可使用任何採
用 link state routing 之多址傳播協定﹚，
之後傳送端以此傳送樹傳遞 traffic
information 並藉以驅動 QoS routing，



當一接收端接收到此訊息後，它可依其
所記載之 traffic information 及自身需
求，決定 QoS requirement，並以此為
metric，以自己為 source，傳送端為
destination，進行 QoS routing，並以此
路徑傳送路徑建立訊息，沿途並作適當
的 merge 動作以節省資源，避免不必要
之重複保留，最後建立針對此傳送端資
料之傳送樹。本方法可和資源保留協定
如 RSVP 互相合作，以提高資源保留之
成功率並達到確保服務品質之目標，並
可使用現存的任何多址傳播協定及
QoS routing algorithm。

為確認我們所提出之機制之執行效
能，我們也撰寫一個模擬程式以模擬
之。比較之對象為同是採用 link state
routing 之 MOSPF、QOSPF、與我們所
提之機制。測試用網路乃是使用
Georgia Tech. 所 發 展 之 GT-ITM
network topology generator 所產生，網

路型態為 flat random，所使用之 link
distribution function 為 Leslie，產生出
之網路 average node degree 為 3.12。在
實驗中我們所考慮的 QoS 參數為
bandwidth 及 delay，每個 link 的 delay
為 GT-ITM 所決定，bandwidth 則為亂
數決定﹙數值介於 5 至 50 之間﹚，在作
QoS routing 時 ， 須 給 定 一 所 需
bandwidth 的 下 限 值 ， QoS routing
function 會找尋傳送端和接收端間
bottleneck bandwidth 大於等於此下限
值之路徑，並以其 end-to-end delay 最
小者為其最終選擇。每一個傳送端會視
其所在地網路狀況﹙與其相連接 link 之
可用 bandwidth 狀況﹚與所收到之 traffic
information，選定較小者為其 QoS
requirement，接收端亦以相同方法決定
其事先預定之 QoS requirement，以確保
雙方都不會選擇自己絕對無法負荷之
QoS requi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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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Success rate v.s. group size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5 15 25 35 45 55 65 75 85 95

Group Size

Pr
ot

oc
ol

 O
ve

rh
ea

d

RSVP with MOSPF
RSVP with QOSPF
ERSVP

圖二: Overhead v.s. group size



上頁所示為部分模擬結果，經由試驗結
果我們得知，我們所提出之機制擁有極
高之路徑選擇成功率及相對而言可接
受之額外負擔，應是可應用於未來多址
傳播之可行機制。

五、計劃結果自評

在計劃執行期限內，我們所完成之具體
成果為﹕
﹙1﹚研究分析現行多址傳播繞送協定
﹙2﹚研究分析 QoS routing 理論
﹙3﹚研擬支援異質需求之多址傳播機

制
﹙4﹚模擬分析效能
我們擬在將來繼續研究 center-based
tree 型態之多址傳播，並與資源保留協
定相結合，使我們所提出之架構更臻完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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