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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隨著通訊技術的發展，透過固定網路
以及無線網路來傳輸資訊，已發展出形形
色色不同的應用。為使得分散式計算環境
得以提供使用者各種資訊的高度可及性，
適當的容錯機制是保証應用伺服器穩定運
作的必要條件。此外，為提供高效能的系
統服務，系統資源管理的議題更是不可忽
視。為了有效率地建構一個行動計算系
統，我們將使用軟體元件技術作為系統建
設的基礎。軟體元件技術的特性是可經由
適當地組合已經存在的軟體元件，來建構
我們所需要的系統功能，因此可以大幅降
低系統建設的複雜度，並節省系統開發時
間。目前較為普遍使用的元件技術有
COM/DCOM、CORBA、JavaBean。我們
將比較這三種技術的優劣點，尤其對於行
動計算環境之支援度作徹底之評估。在本
子計畫中，我們首重的議題是對於由元件
技術所建構的行動計算系統，其中系統資
源管理及容錯服務之研究與實作。我們將
研究分析行動計算系統與傳統分散式計算
系統當中的差異，並提出新的架構使其能
符合行動計算環境的需求。

關鍵詞：分散式計算，行動計算，容錯，
資源管理，軟體元件技術。

Abstract

As mobile communication services 
become popular, information becomes 
ubiquitously available wherever we are 
located. To achieve high availability for 
users in distributed computing systems, fault 
tolerant mechanisms are vital for robust 

application servers. Also, to provide high 
system performance, the issue of resource 
management should not be overlooked.

In order to build the mobile computing 
system in an efficient manner, we will utilize 
one of the popular component technologies 
which alleviate developer efforts to build a 
complex system from scratch. Among the 
component technologies, we plan to compare 
pros and cons of COM/DCOM, CORBA, 
and JavaBean, and then the issue of possible 
support for mobile computing environment 
is surveyed. In the sub-project, we will 
concentrate on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fault tolerance issues for mobile computing 
systems built by service components. The 
primary propose is to analyze the special 
features of distributed component object 
models for a mobile computing environment
to enhance its performance and reliability.

Keywords: distributed computing, mobile 
computing, fault tolerance, resource 
management, component technology.

二、計畫緣由與目的

行動計算乃分散式計算中一個重要
的領域。近年來，由於可攜式電腦設備的
技術日趨成熟，筆記型電腦、行動電話、
個人數位助理 (PDA) 等具有高度移動性
的行動設備已廣為大眾所使用；加上通訊
技術日新月異的發展，透過無線網路介面
連接上網，使得資訊的取得不再受到時間
與地點的侷限。在行動計算環境中，行動
設備將透過無線通訊頻道去存取資料庫，
而行動設備因為受限於本身電力供應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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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網路頻寬的限制，大部分時間將與無
線網路維持離線狀態。加上行動設備具有
高度移動性，它常在不同的無線網域
(wireless cell) 中登入與登出，並且連結到
許多不同的資料庫伺服器。因此，在行動
計算環境中，傳統分散式計算所依據的一
些基本性質不再適用；行動設備的可移動
性導入了許多新的議題，需要我們加以深
入探討。

為了提供行動計算一個充分發揮其
效用的環境，除了上述的無線網路及行動
設備等硬體設施外，適合行動計算的資訊
軟體基礎建設也是不可或缺的。然而，在
軟體方面，尤其是提供相關資訊服務的軟
體發展，卻遠遠落後硬體發展。這是因為
傳統的資訊服務技術和系統，都是為有線
網路而設計。對於具有移動性、高度變異
性、以及個人化特色的行動計算環境並不
適用。另外，由於系統開發牽涉到的層面
相當廣泛與複雜，如果系統建構的每個部
分都從頭做起，勢必耗日費時，十分費力。
如果我們能採用促使硬體快速發展相同的
原理，利用已開發的軟體元件來建構系
統，則可以省時省力。因此，本整合型計
畫將採用商用軟體元件  (Commercial 
Off-The-Shelf components/COTS 
components) 來建構系統，發展行動資訊
服務軟體元件與組合技術，達到遍在計算
的理想。簡言之，本整合型計畫的目標在
於研發行動計算環境中，提供資訊服務軟
體元件和組合之關鍵技術，並建立以軟體
元件為基礎之行動資訊系統應用程式發展
架構和執行環境。

三、研究方法與成果

近年來，在電腦及電信產業當中最受
矚目的趨勢之一，就是行動通訊與計算的
整合。這個分散式網路環境中的行動計算
系統，與傳統有線電腦網路有著許多的相
異之處。因為無線連網的技術使得具有計
算能力的電腦設備不再受限於有線的網路
介面，行動計算的理想得以實現。行動計
算系統的主要組成，可分為固定網路及無

線網路兩部分。圖一為一個行動計算系統
的架構示意圖。在固定網路上有許多固定
主機作為伺服器，或是具有無線網路存取
介面的是所謂行動支援站 (mobile support 
station)，兩種網路環境之間的通訊服務就
由行動支援站所提供。在無線網路上則分
為許多的 wireless cell，只要行動主機在
wireless cell 的涵蓋範圍之內，就可以藉由
無線介面與行動支援站進行通訊。而行動
主機上也擁有參與行動計算的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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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Mobile computing system architecture圖一、行動計算系統架構示意圖

在這樣的架構下，我們希望應用程式
的各個子行程可以選擇是存在同一部伺服
器上或者是分散於跨越網路連結的不同主
機，甚至能將部份的工作交由參與運算的
行動主機來執行。不管是哪一種方式，我
們都需要一種特別的方式或協定才能夠使
用在不同行程之間的資料。作業系統通常
會提供某種行程間的溝通機制，而近幾年
來由於分散式應用元件技術的發展，使得
在不同主機上的行程亦能方便的進行訊息
與資料的交換，例如 Microsoft 提出的
Distributed Component Object Model 
(DCOM) 或  OMG 提 出 的  Common 
Object Request Broker Architecture 
(CORBA) 規格就提供了讓不同行程間的
資料溝通的機制。這將對於我們在具有高
度可靠度與執行效能的行動運算系統設計
上提供了有效率與方便使用的建構工具。

為提供行動計算系統中各種資訊的高
度可及性 (availability)，我們必需專研適
當的容錯機制以保証應用伺服器穩定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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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此外，為提供高效能的系統服務，系
統資源的管理更是不可忽視。再者，由於
行動計算本身具有高度可移動性的特徵，
服務元件的名稱登記與導向也十分重要。
為此，本子計畫的重要發展項目則可大略
分為下列三個項目：
(一) 容錯服務

為提供使用者資訊取得的高可及
性，我們必須考慮在系統元件加入適當的
容錯機制。對於以商業軟體元件為基礎而
發展的行動計算系統，在不同的系統層級
上，可能遇到的錯誤情況有：軟體元件的
錯誤動作、軟體元件間的不相容情形、伺
服器應用程式的失序、伺服器端與客戶端
應用程式版本衝突、伺服器端與客戶端之
連線無預警中斷等等。這些問題與軟體元
件整合架構以及分散式物件平台執行環境
皆有關聯，因此本子計畫將輔助解決其他
子計畫所可能面臨之問題，研究可行之容
錯機制，實作成為提供容錯功能之服務元
件，與其他系統元件進行整合，從中截斷
可能造成錯誤之事件，或使系統在錯誤發
生之後儘可能地迅速恢復正常運作。
(二) 資源管理服務

隨著使用者數目的增加，伺服器端的
負荷也隨之上升。為了有效達到系統資源
之充分與合理的利用，我們需要提供系統
資源管理服務元件。在以軟體元件為基礎
的行動計算系統中，我們可能面臨的資源
管理方面之議題有：服務元件如何取得與
回收系統資源、資源分配的優先順序、資
源共享的程度、系統負荷的評定與負載平
衡的機制等等。資源管理服務元件將配合
應用軟體服務元件及網路與基礎建設元件
之發展，甚而影響服務仲介 (service broker) 
之設計與運作，確保系統資源之有效利用。
(三) 名稱管理服務

在行動計算系統中，無論是伺服器端
或客戶端都擁有可移動性，為提供使用者
有效的服務資訊，我們需要提供名稱管理
服務元件。使用者可透過名稱管理服務元
件去探詢可供使用的元件。因此客戶端不
需要由自身去追蹤伺服元件到底位於何
處；伺服元件可移動性的問題，就交由名

稱管理服務加以處理。目前與此項議題相
關的應用有 OMG 的 CORBA Naming 
Service 和 Sun 的 JINI 等技術，我們可利
用此機制增加本研究計畫的實用性。

為了要兼顧經濟與效率，開發一個大
又複雜的軟體系統，許多機構已開始採用
商用軟體元件 (COTS) 作為軟體系統的
基本建構方式。很明顯的，造成這股趨勢
的動力，就在於經濟效益。

由商用軟體元件為基礎 (COTS-based) 
的軟體系統，指的就是一個軟體系統主要
是由一組的商用軟體元件組合在一起所建
構而成。負責系統建構者 (integrator) 所
需做的事，不若傳統程式設計師親自撰寫
程式去實現系統功能，而是去挑選適當的
商業軟體元件，再以一些所謂結合程式
(glue code) 將這些元件彼此組合在一起。
因此，這些軟體元件可能來自不同的商業
來源，彼此之間也不一定能完美地相互配
合。. COTS software component 是購買自
軟體市場，而且是在不更動其原始程式碼
的前提下所使用。值得注意的是，或許有
些 COTS component 允許使用者對其原始
程式碼進行一些小部分的更動，但一旦使
用者去更動了 COTS component，所謂
Off-The-Shelf 的性質便即失去。但有些
COTS component 允許使用者不需修改原
始程式碼，改而採用 plug-ins、scripting、
inheritance 的方式來達成使用者自訂的功
能。

採用 COTS-based system 的優點，主
要在於因為 COTS component 若久經各機
構所使用，則其技術也愈成熟，比起自行
設 計 所 得 元 件 要更可靠。而 COTS 
component 的維護與訓練費用相當於由許
多的客戶共同分擔，因此對於單一客戶的
在元件上所需負擔的成本相對不高。另
外，對於專門開發商業軟體元件的公司對
於新技術與新標準的採用常較為積極與迅
速。

相 對 於 這 些 優 點 ， 採 用 COTS 
component 的主要風險在於使用 COTS 
component 來開發軟體的人通常無法直接
對於元件的原始程式碼進行修改。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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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要對於這些元件進行分析、使用、測
試，都必須要在黑箱 (black box) 狀態下
進行，我們無法得知元件當中到底是如何
動作的。再者，商用軟體元件的使用者對
於元件將來之發展沒有控制權。使用者不
一定能夠取得商用軟體元件之完整且正確
的 行 為 規 格 。 最後，許多的 COTS 
component 不一定能夠相互匹配且元件功
能上可能與需求不符，以致系統功能必須
遷就於功能不足的元件。

由以上所列這些可能的風險，使用商
用軟體元件作為系統建構基礎的方式，仍
然面對了許多有待解決的問題。因此，本
計畫藉由實驗系統的實作，將可深入這些
問題的核心，提供許多可能的解決方案。

本計畫第一年度首先擬與其他子計
畫配合，共同對於各種分散式軟體元件架
構作深入的探討。研究範圍包含有
COM/DCOM、CORBA、JavaBean 等分散
式元件物件模型。我們進行了規格、執行
效率分析與容錯能力的比較，同時配合元
件實作以驗證其運作方式，以期能更深入
了解其元件架構之交互運作模式。另外我
們將對於各種分散式軟體元件技術在行動
計算的支援程度上進行探討，以便將來能
選定最適合的技術，作為發展以商用軟體
元件為基礎之行動計算系統的核心技術。

同時，我們也將對軟體市場中可取得
之商用軟體元件進行了解，依其提供之功
能先用來實作 standalone 之小型應用程
式。接下來，我們將進行服務狀況模擬，
尤其針對系統資源的使用及容錯能力進行
測試，以作為選取適當元件來建構系統之
參考指標。

四、結論與討論

為了徹底發揮行動計算帶來的好
處，我們必需了解行動主機 (mobile host)
與基地台 (base station) 之間的通訊連結
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例如行動主機的移
動或電波受到建築物的干擾，因此具有相
當之不確定性。而且因為行動主機的位置
時常移動與連線的中斷或恢復，使得相對

應之網路拓樸 (network topology) 一直變
動。另外，隨著行動主機所在位置的不同，
其可獲得的頻寬為有限且不固定。因此無
線頻道的重複使用的概念變得十分重要，
如此才得以提供充足的系統服務。最後，
因為行動主機的電力供應是有限的，所以
必須要減少傳送與接收的動作以節省能
源。對於上述的問題，我們將探討其特性，
並配合能有效增加系統可靠度與系統管理
效能的分散式應用元件架構，逐步建構在
行動計算系統中具體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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