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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於無線通訊與手持式行動設備（如：手

機、PDA、Tablet PC）的日益普及，再加上即時

視訊串流(video stream)技術被廣泛的應用，讓使

用者可以隨時隨地上網觀看視訊媒體，不再受制

於地理位置與行動的限制；然而，由於無線網路

頻寬有限、網路錯誤率偏高、換手延遲過長等先

天上的限制，加上視訊流具有連續性與即時性，

導致在無線網路上傳送視訊資料仍存在著許多挑

戰，本文將針對「視訊換手」議題中有關 out-of-
synch 的問題，作深入探討，並提出「hot-zone」
的機制改善之。 
關鍵字：視訊換手、hot-zone、無縫換手 
 
1.前言 

行動式網路中，行動使用者於各基地台間的

視訊換手是一項極大的挑戰。本研究主要探討廣

播式視訊情境下，行動使用者在無線網路基地台

間換手之議題。此系統中，視訊伺服器透過有線

網際網路，利用群播技術將視訊串流傳至無線網

路基地台上，行動使用者再以 Unicast 傳輸方式透

過無線網路連上所在地附近的基地台進行下載；

當行動使用者因移動必須橫跨不同基地台區域

時，為維繫連線必須切換到不同的基地台，此時

便產生換手的現象。但由於網路上傳輸路徑不一

樣，網路上的延遲也不同，所以不同基地台在同

一時間點接收到之視訊流位址可能會出現不同步

(即 Out-of-Synch)現象，而導致視訊流在換手時會

產生接續上的中斷狀況。若不加以適當的處置，

嚴重時會造成行動使用者播放的停格或跳格，更

甚者中斷服務，即便在基地台或行動使用者加大

暫存區也不能完全解決問題。因此本研究建構一

個分析的模型來說明視訊流量、基地台暫存區與

行動使用者暫存區三者間的相互關係，以保證行

動使用者達到無縫換手的目的。根據這個模型我

們提出一個新的「hot-zone」換手機制，即行動使

用者於換手前之適當時區中，啟動一以門檻為基

礎的流量控制。實驗結果顯示，僅需利用基地台

和行動使用者提供幾秒的視訊暫存空間，即可有

效的減少播放中斷而且成功的使流量突波降為最

小。接下來的章節裡，本研究將在第二節綜整相

關文獻，第三節描述本研究之問題、假設及

「hot-zone」的機制，並於第四節將模擬的結果做

一分析，最後在文章末探討未來的發展與方向。 

 

2.文獻探討 

2.1 行動式環境下 multicast 機制 
[3]概述 wired 環境的群播技術、如何建立

multicast tree 及 MH 如何加入 multicast group 的協

定與方法，闡明行動式環境下之群播 (mobile 
multicast)技術，以及群播技術的發展成果，並點

出無線環境下目前研究行動式群播技術所面臨的

問題。 
[8]定義了兩種在 mobile 環境下架構 mobile 

multicast 的方法，即 Remote Subscription(MIP-RS)
及 Bi-directional Tunneling(MIP-BT)，MIP-RS 使

MH 重新 subscription 連接 multicast tree 成為

multicast group 的成員，提供既簡單又最佳路徑傳

遞 multicast stream到 MH；MIP-BT 則為解決 MH
因漫遊 (roaming) 時位置改變，而造成 packet 
forwarding 的問題而設計，multicast source 此時不

需要知道 MH 所在的網域，即可透過 home 
agent(HA)轉送 packet 給 MH，且不會導致 packet 
forwarding 的中斷，但由於透過轉送機制，產生

了所謂三角繞送(Triangular Routing)。 
針對 Triangular routing，[10]提出 MRT(mobile 

routing table)將原來在 MH 控制之 routing 轉由網

路控制，以 mobile agent 代替負責路由之工作，

此時的 mobile node 僅需確認 group 及 datagram，

唯目前 mobile agent(HA、FA and Router)並不支援

binding update，無法將繞路之功能放由網路元件

自行控制；另外 [1]提出 Dynamic Home Agent 
Reassignment 的概念，將 HA 由固定改為動態，

以階層式架構  (Hierarchical structure) ，利用

mobility agent (MA)控制 packet forwarding 轉址，

有效減少 triangular routing 的產生。 
 

2.2 Proxy Caching 機制 
[5]利用 distributed proxy server system，於

handoff 前 先 讓 兩 distilled proxy 間 datagram 
synchronization，於 handoff 完成後，MH 可直接

透過新的 proxy 取得 datagram，以有效改善 data 
loss 及 proxy loading balance，但因 distilled proxy
間之 datagram synchronization 需大量的時間及網

路頻寬等資源來完成，故在 web base 非 real-time
需求的環境下為不錯的機制，若遭遇 real-time 之

廣播視訊行動環境時，則此機制不適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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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無縫換手(Seamless Handoff) 
[9]以 Hierarchical structure，domain foreign 

agent(DFA)概念，降低 MH 移動時重新連上

multicast tree 的時間，以達 fast handoff，並提出

dynamic virtual macro-cells(DVM)，以 DVM 預期

MH 之移動，並使用 translate multicast address 機

制，先將 multicast packet 傳送至 BS，利用 BS 之

buffer 暫存 packet，避免 MH 作 handoff 時可能產

生之 packet loss，以達 seamless handoff 之目的。

[2]提出類似的作法，利用歷史資訊推測預估下一

位罝，並預先下載 stream 於下一個位置，降低

handoff 所產生的衝擊，以達 seamless handoff 的

要求。另一比較常用的處理方式為利用 tunnel 機
制回補 loss 之 packet，[4][10]等皆利用此機制，

先至 FA cache 中取得最近收到的些許 packet，於

handoff 後比較 MH 與 FA 間之 packet Id，若不一

致則於 new-FA 與原 FA 間建一 tunnel，並利用此

一 tunnel 回補因 handoff 所造成之 packet loss，以

達 seamless handoff 的目的。 
此外[6]亦提出 Mobile Multicast with Routing 

Optimization(MMROP)的方法，於 Mobile Agent
中增加 Multicast Group Table。MMROP 利用加入

暫時性 Tunneling 的方法(由新舊 Agent 間建一

Tunnel)，讓舊的 Agent 透過 Tunnel 將缺少的

packet 補充至新的 Agent，避免 packet loss，有效

解決 MIP 中之 Out-of-Synch 問題。但 Tunneling
的建置反而造成時間上的 delay，可能因此增加了

handoff 時間，未必適用於傳送視訊流具有即時性

與連續性的特殊環境。 
 
3. 問題描述與基本假設 
3.1 問題描述 

MH

video server

AP

AP

AP

AP：Access Point
MH: Mobile Host
MSC: Mobile Switching Center

Multicast

Unicast

WAN
MSC

 
圖 1  行動式環境 video stream 傳輸之三層式架構 
 
行動式環境傳輸三層架構 (如圖 1)中，因

video server 與 BS 間之 video stream 傳送方式為

multicast，雖屬相同的 multicast group 的 BS，接

收自相同 server 所發出之視訊流，其間仍存在著

out-of-synch 的問題，  MH 若因位置改變而需

handoff 時，接續點由 BSc移至 BSn，此時 MH 於

BSn 接收到之 video stream 因 out-of-synch 可能無

法連續，造成播放之不順暢。為解決廣播視訊於

行動無線環境上的應用，歸納出有幾個議題： 
 BS 間之 signal overlap 因關係著 handoff 過程的

時間，對 handoff 成功與否影響很大，應如何

調整較適當？ 
 網路(MSC 或 BS)何時該通知新 BS 該備妥連線

通道，以利 video handoff 機制啟動？ 
 MH 在 handoff 之前，何時該與 BS 間做 flow 
control(稱之為「Hot-zone」階段)，而其時區範

圍為何？如何控制資料流量，使得 BS 與 MH 
buffer 中的資料累積量足以確保資料斷層不會

發生？ 
 

3.2 基本假設 
本研究假設 server 與 BS 之間使用 multicast 

channel 傳送視訊流，MH 必須連上某一 BS（使用

unicast）方能收到自 server 所送出之視訊流。我

們將 handoff 程序分為三個階段： 
 Query 階段 (確認 BSn 之資料通道是否備妥)：
當某一 MH 訊號過弱時，BS 後端的 Mobile 
Switching Center(MSC)主動找尋下一個合適的

BSn，要求 BSn 建立一條預留給 BSn 與 MH 間

使用的傳輸通道。如果 server 與 BSn 間之

multicast 連 線 不 存 在 ， 則 BSn 會 啟 動

subscription 重新要求加入 multicast group，待

BSn 接收到來自 server 端 multicast 之視訊流

後，始可進行 handoff；如果 server 與 BSn間之

multicast 連線已存在(可能正被其他 MH 所使

用)，則 MH 可直接進行 handoff 接上 BSn。此

時先前的 BSc 端，如果已無其他連線的 MH 收

播相同之視訊，等待一段時間後，若仍無其他

新的 MH 加入連線以收播相同之視訊，則 BS
會主動中止與 server 的連線。 
 Hot-zone 階段：此階段 MSC 會通知 BSc、MH
及 BSn 進入流量調整(我們稱此為「Hot-zone」
階段)，系統將進行估算 handoff 之門檻條件，

並調整 BSc與 MH 間之流量，使 BSc與 MH 間

流量達到 handoff 之門檻。 
 Handoff 階段：完成 Hot-zone 階段後，系統會

進入 handoff 執行期，此時期 MH 與 BS 間只有

控制訊號溝通，並無資料傳輸。一旦完成

handoff 程序，MH 的連接點由 BSc 轉換為 BSn

後，MH 才開始從 BSn 接收來自 server 所傳送

的 video steam，完成整個 handoff 的過程。 

∆tms ∆thot-zone ∆thandoff

Query Hot-zone Handoff

tquery sstart
n tnotify send

c* send
c

 
圖 2  各時間參數之關聯圖 

 
圖 2 用來標示上述程序中的重要時間點，假

設在 BSn中 multicast link 不存在，令 tquery為 BSn

發出 multicast subscription 的時間，∆tms 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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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cription 的最長時間長度，sstart
n 為 MH 開始接

收 BSn 訊號的時間點，tnotify 為進入 Hot-zone 的時

間，即 MSC 通知 MH 之時間，∆thandoff為 handoff
實際發生的時間長度，send

c 為 MH 與 BSc 失去訊

號的時間，send
c*為 MH 開始中止接收 BS 資料執

行 handoff 的時間點，我們稱[tquery，tnotify]為 Query
階段，確認 BSn 資料通道是否備妥；[tnotify，send

c*]
為 Hot-zone 階段，此階段的時間長度以∆thot-zone表

示，主要進行 MH 與 BSc 間之流量控制，使其時

間 send
c*時至少 MH 已接收到位置為 h 的資料，而

[send
c*，send

c]為 Handoff 階段，執行 handoff 程

序，即 MH 接續由 BSc 轉移到 BSn，這階段的期

間以∆thandoff表示。 
為使 handoff 順利進行，則 handoff 階段開始

執行之時間點 send
c*必須等於 send

c − ∆thandoff 且 MH
的位置必須在 BSn 訊號範圍所涵蓋的區域之內，

即≥ sstart
n，因此我們可以得知 send

c* = send
c − ∆thandoff 

≥ sstart
n，接著探討 tquery的基本限制，當 MSC 發出

Query message 後，為了完成 handoff 程序三個階

段，必須要充分了解每個階段所須時間的最小

值。即 tquery ≤ send
c-∆tms-∆thot-zone-∆thandoff，故在 MSC

啟動 Hot-zone 機制之前，BSn 應完成資料通道之

建立，如此才能順利 decision 的評估，故 tinit必須 

≤ tnotify。綜上所述，如欲完成 handoff 程序，則須

滿足以下三條件： 
 條件 1： send

c* = send
c -∆thandoff ≥ sstart

n.  
(signal overlapping) 

 條件 2： tquery ≤ send
c - ∆tms - ∆thot-zone -∆thandoff. 

 條件 3： tinit ≤ tnotify. (for making decision) 
而整個 Handoff 過程中，影響著 handoff 成功

與否的前導因素為 MSC 啟動 query 功能後，進入

Query 時期之 tquery時間點，而 MH 與 BS間之訊號

強度則為 MSC 決定 tquery 的重要依據，假設所偵

測到之訊號強度指標值 (Receive Signal Strength 
Indication/RSSI)為 P，根據[7]公式  

P= Pout - Ct + Gt – PL + Gr - Cr ，此處: 
 Pout：設備的輸出功率。 
 Gt：BS 發射端天線的增益。 
 Gr：MH 接收端天線的增益。 
 Ct：BS 發射端的饋線損耗。 
 Cr：MH 接收端的饋線損耗。 
 PL：電磁波空間傳輸時的信號功率衰減。 

PL =32.4+20∗ Log F+20∗ Log D， 
此處 F 為頻率(MHz)、D 為 BS 與 MH 間之距

離(㎞)。由於頻率通常為定值，故 P 值僅隨距離

D 的遠近而改變。若 MH 移動方向為遠離 BS，則

他所剩下與該 BS 連線的時間 T 必須大於 handoff
程序所需之時間，如此才能保證有夠長的時間來

完成整個 handoff 過程。也就是說 T≥∆tms+∆thot-

zone+∆thandoff，即 MH 利用 RSSI 之 P 及所在位置，

求得 MH 與 BSc失去訊號的時間點 send
c = t + T，

此處 t 為目前時間，再由 send
c − (∆tms+∆thot-

zone+∆thandoff)決定 tquery 的最遲時間，系統若過早發

出 Query message，則可能會浪費資源，若太晚則

無法完成 seamless handoff。 
接下來介紹 location function，將 stream切割成

固定大小為 l 的封包，且依序編號(1, 2, 3,…)稱
packet id，假設 video stream以 Constant-Bit-
Rate(CBR)的方式傳送，其速率為 R bytes/sec，而

在 MH 中，buffer 運作的情形為先進先出之 FIFO 
Queue，fn(t)及 fMH(t)分別為在時間 t 時，MH 接收

來自目前連接 BS 之 packet id 及 MH 播放之

packet id，同樣在 BS 中，buffer 運作的情形也為

先進先出之 FIFO Queue，fn(t)及 fBS(t)分別為在時

間 t 時，BS 送出 stream 到 MH 之 packet id 及 BS
接收來自 server 之 packet id，fBS

*為 BS 保留在

Queue 中之資料，直到 Queue 的 buffer overflow
而送出 packet 的前一編號。依上列得 fMH(t) = 
LMH

x+ R/l ×(t-tstart
x)，此處 LMH

x為 MH 在 tstart
x時播

送的 packet id，而 fBS(t)=LBS+R/l×(t-tinit)，此處 tinit

為 BS 接收來自 server 傳送之 packet 的第一個時

間點，LBS為於 tinit時間點時，BS 所接收 packet 
id； fBS

*(t )=max{fBS(t) −BBS，LBS}，假設無線網路

的傳送延遲極小，為避免 BSx或 MH 的 buffer 
overflow 或 underflow，fn(t)必須是一連續函數，

如圖 3 所示，且需滿足於 fL(t) = max{ fMH(t)，
fBS

*(t)) (稱之為 BS→MH 之 Lower-Bound) ，與

fU(t)=min{fBS(t)，fMH(t)-BMH } (稱之為 BS→MH 之

Upper-Bound)，也就是  fL(t) ≤ fn(t) ≤ fU(t)，稱

[fU(t)，fL(t)]，所包夾的帶狀範圍為 BS 的 feasible 
belt。 

fMH(t)

fMH(t)+ Bc

Time

D
at

a 
lo

ca
tio

n

fBS(t)–BBS

fBS(t)

BS之feasible belt

fnfU(t)

fL(t)

Time 

D
at

a 
lo

ca
tio

n

fBS
c(t)

fBS
c(t)-BBS

c

fBS
n(t)

fBS
n(t)-BBS

n

fMH(t)+BMH

fMH(t)

(send
c, fUc(send

c))

(tstartn, fLn(tstart
n),h)

tstartnSend
c*

≥∆thandoff
tinit

nfn

fn

λ

 
  圖 3  MH 與 BS 及流量關係  圖 4 feasible belt 銜接關係 

 

圖 4 為一種 feasible belt 銜接的可能情況，此

處 BSc 與 BSn 的 feasible belt 皆存在，並且 fn 於

BSc與 BSn彼此間的水平線長度大於 handoff 執行

之期間∆thandoff。由 feasible belt 的銜接過程中，我

們發現最主要的關鍵在於預估 threshold h，若於

handoff 前 fn 可達此 threshold h ，即可完成

seamless handoff，我們稱此為「Handoff Threshold 
Theorem」，以下針對此做一說明： 
Theorem 1: Handoff Threshold 

假如 fU
c(send

c) fL
n(send

c) ≥ ∆thandoff × R/l，則採用

以 下 的 handoff threshold policy 可 保 証 完 成

seamless handoff。 
Handoff threshold policy : 在 send

c*時間點 fn(send
c*) ≥ 

h，此處 h = fL
n(send

c) 
Proof：要達成 seamless handoff，需符合以下兩個

基本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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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U
c(send

c) fL
n(send

c) ≥ ∆thandoff × R/l   和 
(2) fU

c(send
c*) = fU

c(send
c) − ∆thandoff × R/l 

從上導出 
fU

c(send
c*) ≥ fL

n(send
c) = h，也就是說在 send

c*時 ,  
fn(send

c*) = λ, 此處 fU
c(send

c*) ≥λ≥ max{fL
c(send

c*), h}.  
接著可知 fU

n(tstart) ≥ λ ≥ fL
n(tstart), 此處 tstart ≥ send

c；

在 handoff 期間因無接收資料，fn 之資料位址保持

在　處，於 send
c時, fL

n(send
c) = h ≤ λ，此時 fL

n持續

增加直到 fn等於λ，如此於時間點 tstart ≥ send
c 可達

到 fU
n(tstart) ≥λ ≥ fL

n(tstart)條件，因此這個 handoff 程
序為 seamless handoff。 
End-of-proof 
 

3.4Handoff 決策之演算法 
在 handoff alignment 的 decision process 中，

首先做 handoff test，即檢查 fU
c(send

c) − fL
c(send

c) ≥ 
∆thandoff × R/l 是否成立，而後執行 feasible belt 
test(fU

n(send
c) − fL

n(send
c) ≥ θ，此處θ 為(delay jitter)

確認是否存在 feasible belt，而後再依 feasible belt
銜接的情形，決定流量及 BSn 之 buffer 是否調

整，及估算最小 handoff threshold，而無法因調整

BSn buffer 達成 seamless handoff，handoff 會產生

無法接續之停格或跳格現象。 
故推論出 Hot-zone phase 前(即 Query phase)之

演算法如下： 
(a) PROCESS HOT_ZONE_W ITH_FIXED_BUFFER(m , s, fU

c, fMH, send
c) 

1 int h 
2 if stream s is currently in service 
3 then  issue message REPLY(m , s, fL

n(send
c)) to MSC. 

4 else if stream s is not being requested by any MH other than MHm 
5 then  issue a subscription request to the multicast channel. 
6 reserve a buffer with BBS

n=π.  
7 Wait until the first data of stream s is received  do  
8 tstart

n=clock 
9 LBS

n=the location of the first data  
10 Issue message REPLY(m , s, fL

n(send
c)) to MSC. 

Exit  
(b) PROCESS H OT_ZONE_W ITH_A LIGNED_BUFFER(m , s, fU

c, fM H , send
c) 

1. int h  
2. if stream s is currently in service 
3. then  H ANDOFF_ A LIGNM ENT() 
4. Issue message REPLY(m , s, h) to M SC. 
5. else if stream s is not being requested by any M H  other than M H m  
6. then  issue a subscription request to the multicast channel. 
7. reserve a minim um buffer B BS

n=π.  
8. Wait until the first data of stream s is received  do  
9. tstart

n=clock 
10. LBS

n= the location of the first data  
11. H ANDOFF_ A LIGNM EN T() 
12. Issue message REPLY(m , s, h) to M SC. 
Exit  
(c)PROCEDURE HANDOFF_ ALIGNMENT () 
1 if fU

c(send
c)-fL

n(send
c) ≥ ∆thandoff × R/l //handoff test 

2 then if fU
n(send

c)-fL
n(send

c) ≥ θ //feasible belt test.θ is delay jitter. 
3 then h=fL

n(send
c) // seamless handoff can be done without any alignment. 

4 else BBS
n =EXPAND_BUFFER (fBS

n(send
c)-fMH(send

c)-BMH+θ) // expand buffer 
5 h=fL

n(send
c) 

6 else if fU
n(send

c)-fL
n(send

c)≥θ //feasible belt test 
7     then BBS

n=EXPAND_BUFFER (fBS
n(send

c)-fU
c(send

c) + ∆thandoff×R/l) //expand 
buffer  
8 h=fL

n(send
c) 

9 else BBS
n =EXPAND_BUFFER (max{ fBS

n(send
c) - fU

c(send
c) + ∆thandoff×R/l, 

                             fBS
n(send

c) - fMH(send
c) - BMH + θ  } ) 

10 h=fL
n(send

c)  
(d)PROCEDURE EXPAND_BUFFER(B) 
1 Expand BSn’s buffer toward the upper-bound B as much as possible.  
2 return(size of the buffer actually allocated)  

其中 
 (a)PROCESS HOT_ZONE_WITH_FIXED_BUFFER(m, 
s, fU

c, fMH, send
c)為不做 BSn buffer 之調整，僅求

出 h = fL
n(send

c)回應給 MSC 進入 hot-zone phase
做流量調整。 
 (b)PROCESS HOT_ZONE_WITH_ALIGNED_BUFFER 
(m, s, fU

c, fMH, send
c)與(a)的差異為(b)於回報 MSC

前，執行了 HANDOFF_ ALIGNMENT()，修正了

BSn buffer 及 handoff threshold h。 
 (c)PROCEDURE HANDOFF_ALIGNMENT() 中 執 行

handoff test、feasible belt test，決定是否執行

(d)PROCEDURE EXPAND_BUFFER(B)，調整 BSn 

buffer，並估算 fn的 handoff threshold h 值，若

不 符 合 HANDOFF_ALIGNMENT() 條 件 ， 則

handoff 過程中產生跳格或停格。 
 (d)PROCEDURE EXPAND_BUFFER(B)為 BSn buffer
的調整程序。 

 

4.模擬分析 
4.1 環境設定與模擬假設 

本研究將實驗分為 Primitive mode 及 Hot-zone 
mode 兩個部份，其兩者差異情形定義如下： 
 Primitive mode：不做 BSn buffer 及 BSc與 MH
間流量的調整，所有階段之傳輸以 CBR 傳

送，換言之不使用 Hot-zone 機制 。 
 Hot-zone mode：執行「Hot-zone」handoff 機

制，即於 Hot-zone 期間調整 BS buffer size 及
BS 與 MH 間流量，使 packet id 大於等於

handoff threshold h 的最佳 handoff 狀態，其餘

階段之傳輸以 CBR 傳送。 
首先假設 video server 為一廣播式視訊媒體之伺

服器，提供 video media 為廣播式的 video 
stream，即 packet id 非從 0 開始(本系統假設其觀

察時初始接收 server packet id 為 1,000)，為區分

後續因 MH handoff 產生 Off-synch，我們稱 BS間

之 out-of-synch 為 BS Off-synch，MH 因 handoff 而
導致 buffer 耗盡所產生之 Off-synch 為 MH Off-
synch。 

O
time

Odata

f
MH  

圖 5  MH Off-synch 之定義 
 

MH Off-synch 的來源有二， (1)Otime 與 (2) 
Odata，如圖 5 所示，Otime表示 MH buffer 因無法滿

足∆thandoff或 MH handoff 完成後接續新 BS 時資料

超前而造成播放停格(如同時間 delay)，系統中以

負值表示；另一來源為 MH handoff 後資料無法接

續而產生跳格，我們稱為 Odata，以正值表示之。 
每個移動使用者 MHm的 buffer 不一定相同，

但若 MH buffer size 相同，則在系統中之行為模式

相同，即其 MH Off-synch 量一致，故本模擬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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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觀察不同 MH buffer size 與不同 BS buffer size
間的互動關係，了解其對 MH Off-synch 之影響。

雖然 BS 建置的位置關係著 MH 停留於 BS 內的時

間長短，但 MH 停留 BS 時間長短並不影響本模

擬的結果，故本模擬假設各 BS 的建置循一條線

而架設，各 MH 則循此線以固定速率行進。根據

RSSI，假設天線所使用之頻率為 5GHz，其靈敏

度為 -85dBm (即小於此值天線就無法接收到訊

號)，Pout 是設備的輸出功率為 24dBm， Gt、Gr、

Ct 及 Cr 皆為零，電磁波空間傳輸時的信號功率衰

減 RSSI 簡化為 P = -82.38-20×log D，由此求得

BS 涵蓋範圍之半徑 D 最大約為 1.355km。 
MHm若超出觀測區範圍便不再對該 MHm記錄

資料。一旦所有 MHm 超出模擬觀測區或被系統

reject 而 break，整個模擬才告終止。為讓實驗順

利進行，本研究定義一些初始值，綜整如表 1。 
表 1  Hot-zone handoff simulation 參數設定 

參    數 單位 數值 

移動區域內之 BS 數目 座 20 

BS off-synch 範圍 ms ±1,000、±2,000、
±3,000 

BS buffer (B
BS

) ms 1,000 起(skip 200) 

MH buffer (BMH) ms 1,000 起(skip 200) 

MH 移動速率(Vi) ㎞/hr 60 

天線之靈敏度 dBm -85 

∆t
handoff

 ms 1,000 

最大 subscription 　t
ms

 ms 1,200 

初始 Strem address  1,000 

∆thot-zone ms 2000 

 
4.2 系統指標 

模擬實驗中，最重要的關鍵在 Hot-zone 階段，

而 MH Off-synch 的量為觀測本系統是否為

seamless handoff 的根本依據，因此 MH Off-synch
值越小，表示系統之性能越好，seamless handoff
成功率將越高，故觀測 MH off-synch 值為本模擬

之首要。針對上述，本系統的觀測之方向為： 
 有鑒於手持式設備資源受限，暫定其無法調整

buffer，故 BSn的 buffer 為量測觀察重點。假設

所有 BS 提供相同之初始 buffer，探求 Primitive 
mode 及 Hot-zone mode，其 MH Off-synch 的量

為何？了解兩種 mode 下 handoff 效能的差異。 
 不同之 BS buffer size 與 MH buffer size 對

handoff 成效之影響。 
 不同之 BS Off-synch 變化量對 handoff 成效之影

響。 
 
4.3 實驗結果與討論 
4.3.1MH Off-Synch 比較(handoff 效能評估) 

首先針對 MH Off-synch 量的變化情形做一比

較。圖 6 分別為 Primitive mode 及 Hot-zone mode

的 MH Off-synch 變化情形，圖中 Z 軸(縱軸)座標

為 MH Off-synch 變化量；X 軸座標為 BS buffer 
size，其值由 1,000ms 增加至 5,000ms，每次增加

200ms；Y 軸座標為 MH buffer size，其值亦由

1,000ms 增加至 10,000ms，每次增加 200ms；BS 
Off-synch 範圍為±1,000ms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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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Hot-Zone mode (BS Off-synch=1000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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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imitive mode(BS Off-synch=1000ms)

圖 6 MH Off-synch 變化 (a) Primitive mode(b) Hot-zone 
mode(BS Off-synch 範圍 ±1,000ms) 

I.圖 6a Primitive mode 中發現，當 MH buffer、BS 
buffer 越小，其 MH Off-synch 越大，隨著兩者

buffer 增加，明顯降低，但其 MH Off-synch 仍超

出∆thandoff × R/l，而慢慢趨於∆thandoff × R/l。 
II.觀察圖 6b Hot-zone mode 得知，BS buffer size 與

MH buffer size 越小產生之 MH Off-synch 越大，

加大 BS buffer 或 MH buffer 明顯降低 MH off-
synch 值，整體傳輸品質十分良好。 

III.比較圖 6 發現 Primitive 之 MH Off-synch 現象非常

嚴重，當 BS buffer 為 3,000ms 時，Primitive 之

MH Off-synch 最大值為 1,932ms，隨 MH buffer 加
大而降，最小值為 1,732ms，但在 Hot-zone mode
則趨近於 0(seamless handoff)。証明 Hot-zone 
mode 可有效將 MH Off-synch 降至最低。 

 
4.3.2 不同 BS Off-Synch 範圍之比較 

當 BS Off-synch 範圍從±1,000ms，調整為

±2,000ms 及±3,000ms 觀察不同 BS Off-synch 對

MH Off-synch 變化之影響，分別就 Primitive mode
及 Hot-zone mode 討論之。 

圖 7、圖 8 分別為 Primitive mode 及 Hot-zone 
mode 不同 BS Off-Synch 範圍之比較，其中 BS Off-
synch 範圍為±2,000ms 及±3,000ms 時 MH Off-
synch 之比較。圖中 Z 軸(縱軸)座標為 MH Off-
synch 變化量；X 軸座標為 BS buffer size，其值由

1,000ms 增 加 至 5,000ms(Hot-zone mode 增 至

7,000ms 及 10,000ms)，每次增加 200ms；Y 軸座

標為 MH buffer size，其值亦由 1,000ms 增加至

10,000ms，每次增加 200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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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Primitive mode(BS Off-synch=3000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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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Primitive mode 之 MH Off-synch 變化(BS Off-synch

範圍(a) ±2,000ms(b) ±3,000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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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Hot-zone mode(BS Off-synch=3000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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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Hot-zone mode 之 MH Off-synch 之變化(BS Off-

synch 範圍 (a)±2,000ms(b) ±3,000ms) 

 
 不同 BS Off-Synch 範圍之比較-Primitive mode 

I.由圖 6a、7 比較得知，Primitive mode 中當 BS 
Off-synch 範圍越大，其 MH Off-synch 也越大，

隨著 BS buffer 及 MH buffer 的增加，MH Off-
synch 隨之減小，但其值仍超出∆thandoff × R/l，
而慢慢趨於∆thandoff × R/l。 

II.BS Off-synch 範圍越大則 MH buffer 或 BS buffer
之增加，使 MH Off-synch 下降趨勢更加明顯。 
 不同 BS Off-Synch 範圍之比較-Hot-zone mode 

I. 由圖 6b、8 比較得知，Hot-zone mode 中當 BS 
Off-synch 範圍越大，其 MH Off-synch 也越大，

MH Off-synch 之區域也越大，隨著 BS buffer 及
MH buffer 的增加，MH Off-synch 隨之減小，最

後趨近於 0(seamless handoff)，也就是說當 BS 
Off-synch 越小則有明顯之收歛現象。 

II. 當 BS Off-synch 範圍加大則 MH Off-synch 最大

值亦加大，且要達 MH Off-synch 趨近於 0 之 BS 
buffer size 門檻相對增加。例如在 BS Off-synch
範圍為± 1,000ms 時 BS buffer 為 3,000ms 增加至

BS Off-synch 範圍為±3,000ms 的 7,000ms，表示

MH Off-synch 隨 BS Off-synch 範圍減少而趨於收

歛。 
 Hot-zone mode(BS Off-synch=1000,2000,3000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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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MH Buffer與 BS Buffer 關係(MH Off-Synch 為 0) 

 
綜合上述討論，似乎 BS Off-synch 範圍與 BS 

buffer、MH buffer 三者之間存有有某種關係，圖

9 為 MH Buffer 與 BS Buffer 於 seamless handoff 時
之關係圖，圖中縱軸為 BS buffer size，橫軸為

MH buffer size，曲線代表不同之 BS Off-synch 範

圍發生 seamless handoff 時 BS buffer 與 MH buffer
的關係。圖中 H1000 表示 Hot-zone mode，BS Off-
synch 範圍為± 1,000ms，其餘類推。 

 
5.結論與未來研究方向 

實驗証明由於 Primitive mode 缺乏調整機制，

且 MH buffer 所累積之存量因 handoff 消耗而殆

盡，造成視訊停格後又跳格，播放品質可謂十分

惡劣。相對的，「Hot-zone」handoff 機制提供適

當的流量控制以有效降低 handoff 之失敗率，成功

的使 MH Off-synch 的量降至最少。此外，在

「Hot-zone」機制下，系統不需提供太大的額外

頻寬，只須 MH 在 handoff 執行前，預先估算 
handoff threshold，進而在 BS 與 MH 間之流量間

適當調整，讓 packet id 滿足 threshold h 需求，使

MH off-synch 的量降至最少，幾達 seamless 
handoff 。 

因本研究假設行動使用者之手持式設備不具

multicast 功能(目前大多之手持式設備不具此功

能)，故未來 BS 與 MH 間採 multicast 傳輸應為一

研究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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