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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個人電腦能力與網路頻寬的提升，網路影

音多媒體串流的需求也隨之增加。在主從架構中 
(Client-server Architecture)，伺服器單獨提供影片頻

寬給使用者。不過越來越多的使用者造成網路頻寬

需求暴增與伺服器負載過大。針對使用者增加所帶

來的問題，許多研究者提出群播 (Multicast) 技術

來因應。然而群播技術必須建構在支援 IP 層群播 
(IP Multicast) 的網路架構下，因此，當使用者以非

同步 (asynchronous) 方式要求視訊服務，而真實

網路上 IP 層群播未完善佈置時，應用層群播 
(Application-Layer Multicast)被提出來解決這個問

題。 
本篇論文主要考量使用者或同儕 (peer) 進入

系統要求服務的先後順序來建構應用層群播，以支

援在同儕式網路 (Peer-to-Peer Network) 上進行多

媒體串流服務。雖然先前研究中亦有類似的因素考

量，卻未能真正考慮在真實網路上每個同儕擁有不

同網路頻寬的事實。我們的研究考量了同儕的頻寬

及其頻寬分配問題，進而提出有效方法合成頻寬，

使得要求服務的同儕得以平順地連續播放影片。為

驗證本論文研究方法的效能，我們在各環境下進行

模擬分析，結果顯示本研究方法能有效地降低網路

頻寬的需求以及伺服器的負載。 
關鍵字：應用層群播、同儕式網路影音串流、頻寬

分配 

 

1 序論 

 
隨著電腦能力與網路頻寬提升，網路影音多媒

體 串 流 需 求 也 隨 之 增 加 。 在 主 從 架 構 中

（Client-Server Architecture），伺服器單獨提供影片

頻寬給使用者，不過越來越多的使用者將造成網路

頻寬需求暴增與伺服器負載過大。有鑑於此，許多

研究者提出群播（Multicast）技術來解決因使用者

數目增加所衍伸的議題。群播技術必須建構在 IP
層群播（IP Multicast）架構下，最初的應用為視訊

會議，因此假設使用者都是同步的（synchronous）。
但群播技術運用到 Internet 影音多媒體的時候，會

與群播的原有特性有所牴觸。例如使用者要求影音

服務，都是以非同步的順序來請求服務。面對使用

者非同步的問題，亦有許多研究提出因應方法

[5][10][8][9]。但目前群播技術最重要的問題是，IP
層群播並沒有完善的佈置在網路上。 

許多人提出應用層群播（Application-Layer 
Multicast）或稱為覆蓋式群播（Overlay Multicast）
來解決部置的問題[16]。所謂應用層群播，是在覆

蓋式網路（Overlay Network）上建立應用層群播樹

（Application-Layer Multicast Tree），然後每個端點

再以 unicast 來做傳輸。目前應用層群播主要建立

在同儕式網路（Peer-to-Peer Network）上，這種網

路為覆蓋式網路中的一種特例，每個成員都為一般

終端使用者。同儕式網路的興起主要由於個人電腦

能力提升，個人儲存媒介的價格降低和網路技術的

增進，使得終端使用者可以儲存大量的資訊，並與

其他終端使用者分享，而這些應用層同儕的關係在

邏輯上就形成了覆蓋式網路。相對於路由器

（Router）在一般 IP 層群播中擔任轉送封包的角

色，同儕式網路則經由每個終端（End host）來轉

傳，又因為每個終端皆為一般終端使用者，因此在

應用層群播的每個終端除了轉送封包外，還可以提

供快取（Cache）或者運算功能。同儕式網路的影

音多媒體串流，會依照不同的考量，例如 peer 的

資料或者網路傳輸 cost 進而找尋所需要的 peer，之

後再以應用層群播樹將這些 peer 連結。主從式架

構經過這樣的轉換就變成為各個終端使用者轉傳

給請求服務者。 
由於應用層群播是以終端使用者作轉傳，能力

上比不上路由器，因此在應用層群播上由終端使用

者作轉傳與編碼的方式與路由器相較稍顯不足。一

般解決方法的第一種是使用合成頻寬[11]來達到

所需頻寬。第二種，[7]的第七章提到在影像壓縮

編碼上做修改，以犧牲觀看品質的編碼方式來降低

所需的頻寬。在此討論第一種合成頻寬的情形。為

了在同儕式網路上做多媒體串流，並考量進入系統

的前後順序，本篇論文，提出建構一種應用層群播

的方法。研究[17]亦有類似因素考量，每個要求的

peer（request peer）進入系統的時候，會告知它有

哪個peer已經進入系統並快取所需資料。先前的研

究中並未考量有關peer的頻寬問題，本論文將peer
的頻寬因素及網路傳輸的cost來合成頻寬，使得要

求服務者可以連續播放。 
 
2 相關研究 
 

使用者非同步前來要求資料一直都是視訊串

流面對的問題。我們可經由之前許多基於

IP-multicast 的技術，到後來終端使用者群播的技

術看出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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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multicast 處理非同步的使用者有 periodic 
broadcasting [9]、stream patching [8] 和 merging 
[5]。在 periodic broadcasting 下，媒體切成多塊

segment，並週期性在多個頻道一直廣播，使非同

步的使用者，可以加入一個或多個廣播頻道來下載

資料。而像 patching 則是讓晚進來的使用者，追

趕上正在傳播的 stream 。而 merging 則是使用者

每次去 merging 越來越大的 multicast session，可

降低伺服器的頻寬及網路的傳輸 cost。以上技術都

仰賴底層的 multicast 架構。 
如前所述 IP multicasting 相關議題，後來就考

慮到利用使用者資源來處理非同步視訊串流的問

題。非同步視訊串流傳遞的佈置有許多需求： 
 延展性（Scalability）：若有大量的使用者來要求

同一個串流媒體的時候，即使同時請求的使用者

數量很大，也不可以造成系統服務瓶頸。使用者

很有可能是要求及時的服務，因此非同步視訊串

流傳遞的延展性必須是考量因素之一。 
 佈置性（Deployability）：之前的 IP 群播技術雖

可以降低伺服器的頻寬需求及減輕網路負荷，卻

有著佈置不佳的結果。因此必須考慮非同步視訊

串流傳遞佈置的程度。 
 異質性（Heterogeneity）：Client 端，或者是靠近

client 端的伺服器能力，並非相同，可能會有著

不同的連線速度和 cache 能力。 
在這些非同步視訊串流傳遞的佈置需求下，近

來有人對於所謂快取並轉傳的技術有所討論

[17][14][13]。使用應用層非同步視訊串流的作法

裡，沒有用到路由器來支援群播的一些功能。取而

代之是終端使用者，負責快取，並協助散布串流檔

案，終端使用者可以保留看過的片段提供給後來的

使用者。 
 

 
圖 1 OSMOSIS 

 
在 [14]裡所提到的 OSMOSIS，主要探討

Ad-Hoc 下覆蓋式網路即時串流，是一個使用應用

層非同步視訊串流的例子。圖 1 所示，在 XY 平面

上的數字為使用者的編號及其進入系統的時間的

先後次序，同時 XY 軸也代表著地理位置上的位

置，Z 軸為其播放影片的程度，在途中的線就代表

著轉傳的關係，後到的使用者 2 會向使用者 1 擷取

使用者 1 已經看過的片段。 
當實際考量使用者頻寬的時候，似乎向時間點

最鄰近的使用者索取便會有問題。 OSMOSIS 提到

若是考量使用者頻寬有限情況下，想找出最佳的解

答，即使在 off-line 作法下仍是 NP-hard 的問題。

因此在 OSMOSIS 採用 greedy 作法，使用者找尋之

前進入的使用者時，將同時也考量遠近，向最靠近

的使用者要求所需頻寬。因此在圖中使用者 11 向

最靠近的使用者 7 索取影片，而不是向最靠近的使

用者 10 來索取。 
oStream [17]也是一篇討論以應用層群播為基

礎，探討使用者非同步的要求多媒體串流服務。它

也是一個快取並轉傳的例子。oStream 對於在系統

中的同儕使用者（peer user），定義出判別式，決

定使用者可以向已在系統中的同儕使用者索取片

段，並依照此關係造出一個媒體傳播圖（media 
distribution graph）。在媒體傳播圖中，每兩兩之間

有一條線都代表著，系統內的使用者有後繼使用者

所需資料的關係，例如在圖中 R2 R3，就代表著

R2 有 R3 所需的資料。而同時 S 為 Server，理論上

Server 是可以提供給所有人所需的任何資料，因此 
S 到每個 peer 都有線相連 。而在此媒體傳播圖每

個連線上會有值代表網路傳輸的傳輸花費

（cost）。如圖 2 所示。 
 

 
圖 2 oStream 媒體傳播樹 

 
oStream 根據網路傳輸代價（cost）大小，盡

量選擇 cost 較少的 peer 路線，建構出如圖 2 媒體

傳播樹（media distribution tree）。此樹會決定後繼

使用者跟哪個已在系統的使用者要求資料，而此

oStream 應用層群播樹可以用來做多媒體的傳輸。

oStream 在不考慮使用者頻寬的前提下，同時假設

使用者以 poisson 方式前來的時候，依照機率來衡

量，何時使用者會找不到現有 peer 的 cache 裡沒有

它所需的資料，使 server 必須要直接傳送給 cache 
miss 的使用者，由此衡量標準可以標準推出伺服器

的負載。 
另外有一篇dPAM [4]探討 cache and relay架構

的可靠度問題，建構在 oStream 上，做更進一步的

討論。oStream 無法處理支援的使用者突然離去的

情形，當支援使用者突然離去，正在接收的使用者

必然必須暫停連續播放，重新向 server 請求指定給

別的支援使用者。dPAM 討論的觀點著重在，當使

用者以超過播放速率的速度來預先存取影片的情

況下，便可以對於有錯誤的情形加以解決。 
 
 



 

3. 非同步應用層視訊群播的頻寬分配法 
 

我們在這裡的主要目標是在 P2P 的環境下作

視訊串流 
 主要利用 cache – and –relay 的方式，來面對非同

步加入的使用者。 
 考量 peer 的頻寬可能會有限的情況。 
 衡量網路連線負荷（network link cost），以 greedy
的方式來分配頻寬，但不做快速下載的考量。 

由於在 P2P 的世界裡許多資訊都是動態存在

的，例如 peer 的快取、頻寬 、到來的時間。因此

我們在此做一些假設，做為我們分析的基礎。 
一、假設有獎勵機制，使得伺服器知道使用者

觀看的時間，以及擁有的影片內容及使用者的頻寬

資訊。 
二、假設每一位使用者會將影片播放完畢之後

才會離線。此假設可以增加快取影片再用率，並簡

化使用者是否擁有完整影片內容的完整度考量，

P2P 網路只要參與的使用者快取全部加總時擁有

至少一份完整影片，即可完整地互相傳遞。在這個

假設下，每一個使用者在播完影片之前可以保證點

對點傳輸網路有足夠的快取可以提供服務。 
在之前的相關研究有提到 cache-and-relay 一

些重要的問題，在此我們對於 cache-and-relay 的作

法主要是處理尋找 peer 的機制，也就是 peer 的相

關資訊。 
 Server 端資訊 

Server 對每個新加入系統的 peer 做紀錄，紀錄

每個 peer 所對應的 IP 位址，及相關資訊（稍後定

義之）。Server 擁有完整的清單（清單也許不只一

份），每個新加入的 peer 或者是有發生錯誤的 peer
均會向 server 報到，向 server 詢問所需的資源。因

此 Server 端的資訊分為 
1. Peer 所快取住的影片資源 

server 可以記錄 peer 的進入時間及觀看時間，作

為新加入的 peer 或發生錯誤的 peer 向 server 請
求服務時，server給予 peer清單的影片資源基準。 

2. 可用的頻寬資訊 
Server 可以測得 peer 的頻寬，作為新加入的 peer
或發生錯誤的 peer 向 server 請求服務時，server
給予 peer 清單的 peer 頻寬基準。 

3. 與要求者的網路情形 
參考[12]裡所提到的作法及衡量標準，來判斷

peer 大致上的位置概念，可用來判斷給予的 peer
清單範圍。  
 User 端資訊 

使用者端由 server 處取回 peer 清單，接著每

個使用者根據取回的 peer 清單，進行選擇 peer 的
步驟。使用者會根據 peer 清單對上面每個 peer 進
行 request，同時使用者也在終端去量測維護一些

資訊。 
1. 可用的頻寬資訊 
使用者以點對點的方式，衡量每個 peer 可用的

頻寬資訊，接著向對方請求頻寬，在無可用頻寬

時會被拒絕服務。當自己成為別的 peer 的供應

者時，也維護著自己的頻寬情形，如上傳頻寬已

滿時將拒絕新到的使用者。 
2. 與 Peer 的網路情形 
使用者可在終端進行所謂 topology 量測，這種量

測稱為 Network Tomography，來衡量自己到 peer
清單上的每個 peer 之間的網路狀況，最常用的

是 delay time，可以大致上反應連線狀況。 
接著我們根據非同步應用層視訊群播的問

題，分項說明我們在這裡的因應方法 
影片資源問題 

針對影片的資源問題，我們先定義一些資訊及

標記（notation） 
 影片播放速率：PLAYBACK_RATE 
 Peer 的起始點：StartPi 
每個 peer 進來的時候，要由何處開始擷取

segment。  StartPi 為相對於影片開頭的相對位

置，越大代表影片越後面的地方。 
 Peer 觀看到的位置：OffsetPi 
Server 如果可以知道 Peer 觀看到的位置，可以

作為判斷是否有 cache 檔案的依據 OffsetPi 一樣

也是相對於影片開頭的相對位置，越大代表影片

越後面的地方。 
 Peer 可用的上傳頻寬：Available_uploadBWpi 
 每個片段的時間：Segment_dealy 
 挑選到的頻寬：Bandwidth_choosed 
 Peer 被用去的頻寬：Be_used_uploadBWpi 

定義完一些所需的資訊之後，接著來定義可支

援播放的關係。我們根據此支援關係來處理我們的

影片資源問題。當新加入的 peer 或有發生錯誤的

peer 向 server 要求片段時，按照各個 peer 所要求

的起始點，與舊 Peer 所播放到的位置，只要有一

個 segment delay 時間的差距以上，便可以支援新

加入 peer 或有發生錯誤 peer 的片段要求。由於一

部影片會被切成許多的片段 segment，每個片段都

是相同大小相同的時間，因此當過了一個以上的

segment delay 時間就可以支援播放了，如圖 3 所

示。因此我們定義 Pi  Pj 為 Pj為可以向 Pi請求

服務的判斷關係式 
Pi  Pj  If  OffsetPi - StartPi  >  Segment_delay 
 

 
圖 3 Segment delay time 的示意圖 



 

使用者頻寬的問題 
我們先定義使用者所謂的上傳頻寬： 

Peer 的可用上傳頻寬 Available_uploadBWPi 上傳

頻寬可經由每個 peer 可以向 server 回報，server
直接量測，或使用者之間互相量測。在此我們考慮

每個 Peer 的上傳頻寬不一定都能達到播放速率，

若是挑選不到播放速率的上傳頻寬，則再挑選別的

上傳頻寬合成。 
網路傳輸的問題 

我們在非同步視訊裡衡量網路連線負荷

（network link cost）考量下，以 greedy 的方式來

分配頻寬。 
 Greedy 方式的分配頻寬法 

在網路上的流量會彼此干擾，且有其傳輸的負

荷，由於 delay time 可以表示線路的負荷情形，或

遠近的距離，因此短的 delay time 代表網路傳輸較

低。當使用者拿到 server 所給予的 peer 清單時，

以點對點來量測之間的 delay time，找到網路傳輸

花費最小的 peer 並用去其頻寬，如此一來也能減

少流量。這樣的方法雖非 optimal 解，卻已達 local 
optimal的標準。由於應用層群播技術必須藉由 peer
幫忙轉傳，若需要大量頻寬，無可避免的會帶來許

多網路管理的問題，我們以找尋傳輸花費低或是傳

輸距離較近，來減輕所帶來的負荷。 
 Greedy 方式的問題 

許多同區域的 peer，也許會拿到一樣的 peer
清單，造成同時向同區域 delay time 較小的 peer
索取頻寬。 

我們採取分散式的決策錯開同時存取。因此當

被請求的 peer 面對許多請求的時候，會先服務先

來請求的 peer，當無可用頻寬時，便會拒絕之後的

peer 請求。而後續可能情形如下 
1. 不另行回應請求者，讓請求者的請求等待時間截

止（request time time out）。請求者會去找尋下一

個 delay time 較小的 peer。因此若是採取此方

法，應讓請求等待時間盡量的小，以減輕所帶來

的影響。 
2. 另行立即回應使用者，但是讓請求者自行找尋別

可支援的 peer。 
3. 直接轉達(redirect)可以支援的 peer 給使用者，可

能是正佔住可用頻寬的後繼者。 
 
表 1 非同步應用層視訊群播的問題及對應的作法 

 

下載速率的問題 
我們對於下載速率，只考量合成到播放速率即

可，不考慮超過播放速率情形。 
 

 
圖 4 選擇 peer 的演算法。 

 

 
圖 5 選擇 peer 的流程圖。 

 
表 1 為整理非同步應用層群播的問題及在此

的因應做法。以下我們總括我們分配頻寬法的步

驟。圖 4 為選擇 peer 的演算法 ，圖 5 為選擇 peer
的流程圖。 
Step1:新使用者會向原始伺服器報到，並告知指定

的起始位置 Start 。 
Step2:系統依照使用者指定的起始位置，根據可以

支援播放的關係，以及 peer 所剩餘的頻寬。

來找尋系統裡可支援的 peer 清單，在最壞的

情形下若沒有可以利用的 peer，則向原始的

影片提供者擷取影片。 
Step3:使用者在 peer 清單根據傳輸負荷，來選擇

peer，若未到達播放速率，卻沒有 peer 可用

問題 對應作法 

影片資源問題 利用可支援播放的關係式

來尋求可提供影片資源的

使用者頻寬的問題 考慮合成頻寬的條件 

網路傳輸的問題 
利用每次尋求網路傳輸負

荷最小的 peer，來因應網路

傳輸的問題
下載速率的問題 合成至達到播放速率即可



 

時，剩餘的頻寬便由 server 負擔。 
Step4:選完 peer，開始進行分配 segment 的步驟，

並起始傳送 session。 
Step5:傳送的過程中若有 peer 錯誤，則回到 step1

重新向系統請求 peer。 
在挑選完 peer，同時也決定了每個 peer 所供

應的頻寬，我們將一部影片分成許多 segment，將

每個 segment 分成許多封包，在這裡依照挑選 Peer
上傳頻寬的情形。 

 若為上傳頻寬到達播放速率的 peer  
則讓此 peer 依序播放 Segment 1、  Segment 
2 …Segment N 給要求服務的使用者 
 若此 peer 上傳頻寬皆不到播放速率頻寬 
讓每個 peer 同時傳送同一個 segment，如果同一

塊 segment 是由一些封包所組成。每個 peer 所負

責的封包比例是相對於他所負責的串流速率。 
例如若找到兩個 Peer P1、P2其被使用的頻寬分別

為 
Be_used_uploadBWP1=PLAYBACK_RATE／4 
Be_used_uploadBWP2=PLAYBACK_RATE／4 
則剩餘的 PLAYBACK_RATE／2 將由 server 所

補齊。若一個 segement 有 120 個封包，則 P1 所

負責的比率為 1／4 ，P2 所負責的比率為 1／
4 ，server 為 1／2。則 P1 負責同一塊 segment
編號由 1~30 P2 負責編號 31~60 Server 則負責傳

送編號由 61~120。 
 
4 分析與模擬結果 
 

在這一節會先以 P2P 檔案分享的頻寬作模

擬，並與使用者可提供大上傳頻寬的情形比較，接

著再討論使用者盡力提供頻寬的其他情形，最後模

擬 inter-arrival time 跟 segment delay time 的關係。 
我們在下述各節的模擬環境下，做 server 

bandwidth 和 server link cost 。還有系統整體流量

的模擬。這裡的 Server Bandwidth 是將每個時間點

裡，Server 所要負責傳送的頻寬，單位為每秒中多

少 Mbits（Mbps）。Server Link cost 和系統 Link cost
是以 link 的 delay time 與該 link 上每個時間點所要

負荷的頻寬來相乘，並根據網路連線情況與連線上

的負荷同時考量來衡量網路傳輸 cost。我們在此對

線路的負載頻寬不加以設限。 
 

4.1 一般 P2P 檔案分享的上傳頻寬分佈與使

用者可提供大上傳頻寬的分布比較 
 

首先描述一下模擬環境。模擬時間：12 小時。

影片長度：60 分鐘。影片切割數：600 個。每個

片段的時間：6 秒。影片的播放速率：1500 kbps。
使用者請求頻率：多次模擬，分別每分鐘產生 1 , 2 , 
3 , 4 個 peer request。 

我們以 GT-ITM [6]之中的 transit-stub 來產生

topology。GT-ITM 為一個 router level 的 topology

產生器，在 transit-stub 裡有分為 transit domain 和

stub domain。 transit domain 對應於現實中大型的

ISP，而 stub domain 則為較小的網路服務提供者。

我們產生 540 個點來模擬廣域網路的 traffic 情形，

使用者可能來自於任一一點，同區域裡的網路 cost
不計算。遠近的判斷以每個 node 之間的 delay time
來作為標準，delay time 由 GT-ITM 來產生。 
 

表 2 頻寬的分布 
頻寬類別 上傳頻寬 比例  

(相較於 T1) 
T1 1500 Kbps 1 

ADSL 256 Kbps 3 

Cable 96 Kbps 9 

56k 以下 56 Kbps 5 
 

T1

DSL

CABLE

128Kbps

64Kbps

56Kbps

33Kbps

28.8Kbps

14.4Kbps

T3

 
圖 6 頻寬比例的分配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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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Server Bandwidth 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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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Server Bandwidth 比較圖 (放大) 



 

 以下為我們就每分鐘不同的 request peer數目

來做 simulation，探討一般 P2P 檔案分享的上傳頻

寬分佈與使用者可提供大上傳頻寬裡，server 所要

負擔的頻寬。 
 P2P file sharing 使用者的頻寬分佈 ： 參考[15]

的對於使用P2P的使用者的頻寬回報圖6來產生 

peer 的上傳頻寬比例，但我們在此不考量極端的

例子 例如像 T3 還有許多極小的頻寬，如表 2。 

 使用者可提供大上傳頻寬的頻寬分佈情形：假設

使用者的頻寬分布在 500Kbps~2500Kbps 
如圖 7、8 可以發現若是使用者可提供大頻寬

的話，對 Server 頻寬有很顯著的幫助。 
 
4.2 使用者可提供大上傳頻寬的其他情形   
 

接著我們再改變 Peer 的上傳頻寬，使每一個

前來的 peer 其上傳頻寬皆分別為 500kbps、
750kbps、1000kbps、1500kbp，在每分鐘一個 request
的情況下，來觀看所模擬出來的情形。如圖 9、10。 

 
系統 Link cost 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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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系統 Link cost 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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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Server Bandwidth 比較圖 

 
在模擬的結果比較特別的地方在於，當使用者

的頻寬都蠻大的時候(相對於 P2P 檔案分享裡)，在

系統的 link cost 上可以有顯著的改善。且平均上傳

頻寬較大的，在最高的負荷(peak 時)與後期的負荷

也較平均上傳頻寬較小的為小。 
 

4.3 Inter-arrival time 及 segment delay time
的影響  
 

由於我們的方法是使用者存在系統一個

segment delay 的時間後，才依照可支援播放的關係

而成為可支援的 peer，我們在此針對 inter-arrival 
time 與 segment delay time 的關係作模擬。在此為

每個 peer上傳頻寬為 500~2000 Kbps，平均為 1250 
Kbps，每分鐘 1 個 peer request (inter-arrival time 約

為 60 秒)的模擬背景。然後 segment 數目分別切成

90 個跟 30 個，也就是 segment delay time 分別為

40 秒跟 12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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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Server Bandwidth 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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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系統 Link cost 比較圖 

 
由圖 11、12 可以看出，當 peer 前來的 inter 

arrival time 小於 segment delay time 時，會使得前

一個 peer 尚未具備可以支援後一個使用者的能

力，因此與 peer 前來的 inter-arrival time 大於

segment delay time 的比較下，在初期會有較高的

server 頻寬使用量。在系統 link cost 的模擬結果上

可以看出，inter-arrival time 與 segment delay time
對於系統 link cost的影響並不像 server頻寬使用量

那麼明顯。 
 
5 結論 
 

本文首先討論，在非同步的應用層視訊串流的

應用上，有影片支援問題，使用者頻寬的問題，使

用者網路傳輸的問題，還有下載速率的問題。這裡

考量在每個使用者的頻寬並非不受限制下，採用



 

greedy 的作法，依照選擇傳輸負荷較低的現存使用

者，取得所需的頻寬。接著在選擇完 peer 完之後，

再 由 選 擇 到 的 peer 來 協 力 傳 送 每 塊 區 塊

（segment）。 
文中採取模擬的方式，首先模擬在一般P2P檔

案分享的環境下利用多徑合成頻寬與未利用低頻

寬的作法作比較。模擬結果說明了每分鐘固定數目

的peer request下，server 頻寬的消耗。在系統裡的

peer陸續成為系統可支援播放的一部份之後，peer
之間漸漸便可達到自給自足的情形，同時server可
以不用負擔大量的頻寬消耗。雖然多徑合成頻寬法

在P2P檔案分享環境下較未用到低頻寬的方法為

好，但整體上Server的頻寬使用量還是很大，因此

接著我們模擬若可以讓使用者盡力提供較大的頻

寬。模擬結果顯示，Server的使用量與P2P檔案分

享環境下相差相當的大，最後我們再對於peer的
inter-arrival time與segment delay time之間的關係做

模擬。因此根據我們的各種模擬結果來看，我們的

方法在讓使用者盡力提供上傳頻寬下，有較好的情

況，在segment delay time若小於inter-arrival time
時，可以讓peer更能支援Server的頻寬消耗。 

在本文截稿的時候，網路上有相關的軟體在網

路上運作，像CoolStreaming[1]及ppStream[2]等為

網路的電視軟體，在未來若有實際實作系統的情況

下，可以針對不同的需求(Live,VoD)來探討頻寬的

分配，下載速率，在實際的網路情況下分析網路動

態情況的因應作法，以及Topology和Link capacity
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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