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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over WDM 網路中具服務品質保證及群播技術之研究(I) 
 
計劃編號﹕ 
執行期限﹕91 年 8 月 1 日至 92 年 7 月 31 日 
主持人﹕廖婉君博士  國立台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計畫參與人員： 楊德年、郭嘉駿、謝鎮宇、曹正霖 
 國立台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一、 摘要 

 
本年度計畫主要研究分波長多工全光

網路(WDM all-optical networks)中群播樹

之路由演算法的設計。我們所針對的環境

是網路中僅有部分的光交換機具有分光器

(power splitter)， 因此只有部分的網路節

點可作為群播樹的分叉點。目前相關研究

大都是結合史坦爾樹(Steiner tree)演算法以

及重新路由(rerouting)機制，這類作法的

主要缺點是其所產生的群播樹會使用較多

的網路連結(link)，因而較浪費網路資源。

在本年計畫中我們提出演算法改進此缺

點，藉由模擬驗證，我們所提出的演算法

使用較少網路資源。此外，我們亦分析所

提出的演算法在壞情況下之效能，並討論

延申此演算法以支援動態群組的可能性。 
 
關鍵詞：分波長多工光纖網路、全光網

路，群播 
 
Abstract 
 

In this year, we study all-optical 
multicast routing in wavelength-routed 
optical networks with sparse light splitting. 
In a sparse splitting network, only a small 
percentage of nodes are capable of light 
splitting, i.e., multicast capable, and the rest 
are multicast incapable. Existing multicast 
routing algorithms for sparse splitting 
networks typically combine an existing 
Steiner Tree heuristics with some rerouting 
procedures to refine the trees. The resulting 
tree cost in terms of the total number of 

wavelengths used on all tree links (i.e., 
wavelength channel cost) is then very high.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a new mechanism 
that constructs all-optical multicast trees (i.e., 
light-trees) for sparse splitting networks 
without additional rerouting. We suggest two 
efficient approaches to growing a light-tree 
for a given multicast session such that the 
tree cost is minimized. We then derive the 
worst-case bounds of the costs for these two 
approaches, and extend our mechanism to 
support dynamic group membership in the 
network. We also perform simulations to 
compare the performance of our mechanism 
with existing work. The results show that our 
mechanism builds light-trees with the least 
wavelength channel cost and with the 
smallest number of wavelengths used per 
link.  
 
Keywords ：  WDM, all-optical networks, 
multicast 
 
二、研究動機與目的 

 
隨著多媒體應用在網際網路日漸普

及，分波長多工光纖網路被視為有線寬頻

網路之最佳技術。在分波長多工全光網路

中，端對端的傳送路徑稱為光路徑

(lightpath)；由於信號在傳送的過程中不會

經過光電(O-E-O)轉換，因此信號品質較

佳且延遲較低。 
群播是一個點對點及多點對多點的網

路技術，其主要原理是利用一棵群播樹來

傳送一個群播群組的資料。由於每一個封

包僅會在每個連結被傳送一次，因此相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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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put: Graph G(V,E), a set of MC nodesM V∈ , cost 

function ( )w e for every e E∈ , a non-empty set r = 

(s, D)⊂ V as a multicast request, where 
r = rMI∪ rMC= {the set of MI nodes with 
members}∪ {the set of MC nodes with members} 

Output: light-tree T for r in G 
BEGIN 
   MonTree = rMC; 
   T = ANT(G, M, w, MonTree ); 
   MonTree = MCT;  // MC nodes on T 
   For each nodes n∈ rMI 

Find the minimum cost route p from n to MonTree; 
T = T∪ p; 

   Return T; 
END 

圖一、On Tree MC node First (OTMCF) 
 
Input:   Graph G(V,E), a set of MC nodesM V∈ , cost 

function ( )w e for every e E∈ , and a non-empty set 

r = (s, D)⊂ V as a multicast request, where r = 
rMI ∪ rMC= {the set of MI nodes with 
members}∪ {the set of MC nodes with members} 

Output: light-tree T for r in G 
BEGIN 
   T = ∅ ; 
   MonTree = rMC; 
   For each nodes n∈ rMI  

 Find the minimum cost route p(n,m) from n to m,  
where m is the nearest MC to n; 

 MonTree = MonTree∪m; 
T = T∪ p(n,m); 

T’ = ANT(G, M, w, MonTree ); 
T = T∪ T’; 

   Return T; 
END 

圖二、Nearest MC node First (NMCF) 

於傳統單點傳送(unicast)，群播可以更有

效地利用網路資源。在分波長多工全光網

路中，[1]延申光路徑概念而出光群播樹

(light tree)技術。然而，由於扮演光群播樹

之分叉節點(以下稱 MC 節點)的光交換機

需具備分光器以及光放大器，較一般光交

換機(以下稱 MI 節點)昂貴，因此一般分

波長多工全光網路儘有部分節點為 MC 節

點。 
目前在分波長多工全光網路下群播路

由演算法的相關研究主要可分為來源樹

(source-based tree) [2,3]以及 MC 樹[4,5]。
來源樹的建構演算法十分類似目前 IP 網

路的群播路由演算法。MC 樹的演算法會

將所有成員 MC 節點以一棵光群播樹將其

連結，然後再以一條光路徑將每個成員

MI 節點和群播樹中其最近之 MC 節點相

連。和來源樹相比，MC 樹擁有較高的網

路資源使用率，較低之群播樹建立延遲，

以及較適合較大的光纖網路[5]。然而，由

於其 MC 樹包括了將 MC 節點相連的光群

播樹以及和 MI 節點相連的光路徑，而因

此其使用較多的網路資源。 
在本年度計畫中，我們提出分波長多

光群播網路中群播路由演算法。其主要包

括 MC 節點的選擇方式，MC 樹的建立方

式，以及 MI 節點和 MC 樹的連接方式。

藉由妥善選擇 MC 樹所使用的節點，我們

得到較佳的 MC 樹以及較佳的 MI 至 MC
節點的連結光路徑。此外，我們亦分析所

提出的演算法在壞情況下之效能，並討論

延申此演算法以支援動態群組的可能性。 
 
三、 結果及討論 
 

演算法的第一部分是決定哪些 MC 節

需形成一棵 MC 樹。由於 MC 樹的路由路

徑和最後所得到的群播路由樹之路由路徑

兩者息息相關，而 MC 樹的路由路徑主要

取決於有哪些 MC 節點需要加入 MC 樹，

因此 MC 節點的選擇非常重要。 
我們提出了兩個 MC 節點選擇方式：

OTMCF(圖一)以及 NMCF(圖二)。OTMCF
的主要設計目的是為了減少 MC 樹所使用

的網路資源，因此在 OTMCF 中首先選擇

已有群組成員連上的 MC 節點。NMCF 的

主要設計目的是為了減少 MI 節點加入

MC 樹時所使用的網路資源，因此 MC 節

點的選擇方式是選擇離每個 MI 成員最近

的節點。 
演算法的第二部分是利用第一部分所

選擇的 MC 節點來形成 MC 樹。我們所設

計的演算法道先會執行圖形轉換，取出網

路上所有 MC 節點形成一個完全圖

(complete graph)，其中任兩 MC 節點之間

的連結之長度為原本圖形中兩點間最短路

徑之長度。接著是在此轉換圖中找出一個

MC 樹，以連接第一部分中所選出的 MC
節點。我們利用現有史坦爾樹演算法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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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put:   Graph G(V,E), a set of MC nodesM V∈ , cost 

function ( )w e for every e E∈ , and a non-empty set 
r = (s, D)⊂ M as a multicast request 

Output: light-tree T for r in G 
BEGIN 
   T = ∅ ; 
   Build the MC network MG; 

   Construct a Steiner tree M
rT  for r in MG;  

   For each link e(i, j) in M
rT  

   Find the minimum-cost path ),( jip from node i to node j in G; 

// p is a set of links 
T = T∪ ),( jip ; 

   Return T; 
END 

圖三、群播樹之建構演算法(ANT) 

 
圖四、MC 樹使用之波長數目使用比較 

 

 
圖五、MI 節點連至 MC 樹所使用之 

波長數目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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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整棵群播樹使用之波長數目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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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各種演算法和最佳解之比較 

MC 樹。演算法的第三部分是將尚未連上

的 MI 節點連上第二部分所得到的 MC
樹，連接方式我們是採用最短路由路徑演

算法。圖三為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之說

明。 
我們藉由電腦模擬來驗證我們所設計

的演算法之效能。我們使用 GI-ITM[8]產
生一個 50 個節點的網路，MC 節點身份採

用隨機決定，我們假設每一個 MC 節均配

有分光器以及波長轉換器 (wavelength 
converter)。我們藉由模擬驗證以下兩個效

能評估參數： 
 平均每一棵樹所使的波長數量 
 每一條光纖最多被使用多少波長 

其中第一個參數愈低，表示使用愈少的網

路資源，第二個參數愈低，表示網路資源

使用愈平均，不會有部分光纖的波長完全

被使用，故有利於提供未來新的群播樹使

用。 
在 MC 樹建立部分，我們使用史坦爾

樹演算法 KMB[6]和 DDMC[7]作為建構

MC 樹的演算法。圖四為我們所提出的演

算法(ANT)和 AOMH[4]演算法比較，其中

顯示隨著 MC 節點數目的增加，各個演算

法均使用較多的波長。其原因是可供 MC
樹所使用的節點會隨著 MC 節點數目增加

而增加，當 MC 樹使用愈多節點使亦會使

用愈多的波長。由圖四亦可以發現不論

MC 節點佔整個網路節點比例值為何，我

們所提出的演算法均使用較少數量的波

長。圖五為我們所提出的演算法和 AOMH

在連接 MI 節點以及 MC 樹時分所使用的

波長數之比較，由其可以發現不論 AOMH
演算法中的重新路由成本為何，我們所設

計的演算法均優於 AOMH。圖四和圖五顯

示不論 MC 樹所使用的資源還是 MI 節點

連至 MC 樹所使用的資源，我們所設計的

演算法表現均較佳。圖六為整棵群播樹所

使用的波長數之比較，隨著 MC 節點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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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每一條光纖最多被使用之 
波長數目比較 

的增加，每個演算法均會使用較少的波

長，其原因是一棵群播樹中可以有較多的

分叉節點，每個 MI 節點可以就近加入最

近的 MC 節點，因此整棵群播樹使用較少

的網路資源。圖六亦顯示我們所提出的兩

種演算法表現均比 AOMH 佳。圖七為我

們所提出的演算法以及 AOMH 和最佳解

之比較。 
圖八為各種演算法在每一條光纖最多

被使用之波長數目比較。由其中可以發現

此值會隨著 MC 節點數目增加而減少，其

主要原因是每一棵數會使用較少的波長數

目 。 當 MC 節 點 數 目 超 過 50% ，

MemberOnly [2]雖然會產生較佳的結果，

但是當 MC 節點數目減少時其表現最差。

由圖八可以發現我們所提出的 NMCF 不論

是在 MC 數目節點較多時或較少時表現均

十分優異。 
由於篇幅限制，因此關於我們所提出

的演算法之最壞情況分析以及動態群組支

援請參閱[9]。 
 

四、 計劃結果自評 
 

本年度計劃「IP over WDM 網路中具

服務品質保證及群播技術之研究」是著重

在探討分波長多工全光網路中群播路由演

算法之設計。我們所針對的環境是網路中

僅有部分的光交換機具有分光器，因此只

有部分的網路節點可作為群播樹的分叉

點。和相關研究相比，我們提出演算法所

產生的群播樹使用較少的波長，每一條光

纖最多所使用的波長數目亦最小，因此我

們所設計的方法使用較少網路資源。此

外，我們亦分析所提出的演算法在壞情況

下之效能，並討論延申此演算法以支援動

態群組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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