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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延展性是 RSVP 與整合服務架構發展的瓶
頸，有鑑於此，我們提出 STC(Scalable Traffic 
Control)架構用以改善 RSVP 延展性問題；在
STC 架構中，藉由封包 header 標示的方法來
簡化分類的處理負擔；利用路徑訊息群集
(aggregation)方法，可以有效減少骨幹網路中
路由器所需記錄的狀態 (state)數目；此外我們
發展 TCFQ(Tag Class Fair Queue)演算法來處
理封包排程工作，由於 TCFQ 演算法具有處
理封包排程複雜度與 flow 數目無關的特性，
可有效解決 RSVP 延展性的問題，適合用於骨
幹網路。 

Abstract 
The scalability problem becomes the major 

bottleneck of RSVP (ReSerVation Protocol) and 
Integrated Service Model.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Scalable Traffic Control (STC) 
architecture to attack this problem. In STC, 
Aggregation of RSVP control messages can 
reduce the processing overhead in the core 
router. A Tag Class Fair Queue scheme is 
developed for packet scheduling. The 
complexity of this algorithm is in proportional 
to the number of class, instead of the number of 
the flow number. Therefore, the proposed STC 
architecture provides a solution to the scalability 
of RSVP. 
Keywords: RSVP, packet scheduling. 
1、緒論 

近年來隨著網路的應用範圍不斷擴大，多
媒體通訊的重要性與日俱增，但由於傳統網路
採取 best-effort 的服務方式傳送資料封包，因
此無法提供任何的服務品質保證，有鑑於此，

IETF 訂定了整合服務架構(Integrated Service 
Architecture)[1]，來滿足網路中即時與非即時
應用服務之需求；在此架構下，所有的服務對
象 可 透 過 網 路 資 源 預 留 通 訊 協 定
-RSVP(Resource ReSerVation Protocol)[2]提出
資源預留請求，藉此獲得所需的服務品質保
證。 

根據 以往研究顯示[3][4][5]，在骨幹網路
環境中採行 RSVP 將會造成所謂的延展性
(Scalability)問題；針對此一問題發生的原因，
我們可以從以下兩方面來探討： 
 
一、狀態記錄(state) 

為實現服務品質保證，RSVP 路由器採
用”per-flow state”的執行方式，來建立與維護
預約工作所需的相關資訊，因此狀態記錄
(state)數目的多寡將直接影響路由器的整體效
能；一般而言，採行 RSVP 時所產生的狀態記
錄(state)主要有以下三類： 
 1.通訊協定建立狀態記錄(Protocol setup 

state)：如路徑狀態記錄(path state)與預約
狀態記錄(reservation state)等，提供資源
預留相關處理工作所需之資訊。 

 2.分類狀態記錄(Classifier state)：記錄
flow預約型態(filter spec)與資料封包所對
應的相關排程佇列(queue)位置。 

 3.排程狀態記錄(Scheduling state)： 記錄
資料封包排程處理之相關資訊。 
二、分類與排程處理 

RSVP 路由器在執行分類與排程的工作
上，主要是以個別的 flow 為處理對象，因此
當 flow 數目增加時，路由器處理的複雜度也
隨之增高，致使預期的服務品質難以實現；例
如：一般 RSVP 路由器常採用 WFQ(Weigh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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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r Queuing)演算法[6][7][8]來執行排程處理
工作，其複雜度為 O(N), N 為 flow 數目。 

在針對 RSVP 延展性問題的改進方式上，
R. Guerun[3] 、 J. Schmitt [18] 以 及 N.G. 
Duffield[19]提出控制訊息群集(aggregation)的
作法，以此減少骨幹網路中路由器所建立的狀
態記錄(state)數目，及其處理控制訊息之工作
負擔；不同於群集的作法，S. Berson[4]以提
供固定服務類型(service class)方式，來避免延
展性問題的發生。雖然群集的方法可減少路由
器處理的工作負擔，然而個別 flow 的服務品
質可能因此而受到影響，至於僅提供少數固定
服務類型的作法，則無法滿足多樣化的應用服
務需求。 

此外，對於排程處理複雜度過高的問題，
一般可利用屬於 frame-based 類型的排程演算
法(例如:Deficit Round Robin[9])來加以解決，
不過此種排程處理方式無法有效提供即時應
用所需的服務品質保證；至於 K. Cho[13]所提
出的 VTRR(Virtual-Time-Based Round Robin)
排程演算法，雖具有排程處理複雜度與 flow
數目無關的特性，不過依照 VTRR 演算法的
處理方式，所有新加入的 flow 不論其預約資
源的多寡，都可獲得較優先服務的機會，因此
會有資源使用不公平的現象發生。 

基本而言，整合服務架構中所採用的資料
傳送處理方式，可提供個別 flow 所需的服務
品質保證，然而其處理的複雜度與 flow 數目
有關，因此不適用於骨幹網路環境中；另一方
面，differentiated service 架構[14]雖具有最佳
的延展性，同時亦可提供 flow 不同的服務類
型(例如：premium service、assured service)，
不過在相同的服務類型中，無法給予個別 flow
充分的服務品質保證。 

有鑑於此，我們提出 STC(Scalable Traffic 
Control)架構用以改善骨幹網路環境下的
RSVP 延展性問題；在 STC 架構中對於 flow
的分類處理方式，主要藉由封包 header 標示
的方法來簡化分類的處理負擔；另一方面，
STC 架構採用 TCFQ(Tag Class Fair Queuing)
演算法處理封包排程工作，由於 TCFQ 演算
法具有排程處理複雜度與 flow 數目無關的特
性，因此適合於骨幹網路環境下採用；此外，
我們提出 RSVP 控制訊息處理改進方法，以減
少骨幹路由器上所需的狀態記錄(state)數目，
進而提昇 RSVP 路由器之整體效能。 

本 論 文 共 分 五 節 ， 第 二 節 介 紹

STC(Scalable Traffic Control)架構設計方法；
第三節提出 RSVP 控制訊息處理的改進方
法；第四節與說明模擬實驗的相關內容與效能
分析；第五節為結論。 
 
2、STC-Scalable Traffic Control 架構設計 

Scalable Traffic Control(STC)架構，基本上
由允入控制模組、分類模組與排程模組所構
成，相較於一般 RSVP 路由器中的 traffic 
control，其主要的差別在於處理方式的不同，
至於資源預留的工作執行方式則藉由 RSVP
控制訊息來完成；此外在兼顧延展性與服務品
質(QoS)的基本原則下，STC 架構依照整合服
務(IntServ)所提供的服務類型，分別採取不同
資料傳送處理方式，如下所述： 
一、guaranteed service：採取一般 RSVP 應用

環境下 one queue per-flow 的處理方式來
服務所有對象。 

二 、 controlled-load service ： 利 用 類 似
differentiated service 架 構 中 behavior 
aggregate 的作法，core router 提供固定類
型的 controlled-load service 服務，將所有
同屬某一服務類別內的個別 flow 視為單
一服務對象，同時並以 one queue per-class
的方式執行排程處理工作；至於同一服務
類別內的 flow 資源管理，可採用類似 D. 
Clark 所提出的 RED-based RIO 機制[15]
來完成。 

三、best-effort service：將所有未經過資源預
留的 flow 資料封包置於同一 queue 中，不
提供任何的服務品質保證。 
在分類處理方面，STC 架構使用 one queue 

per-class(controlled-load) 與 one queue 
per-flow(guaranteed service)的服務類型區分
方式，以此減少相關的分類記錄(state)數目，
同時並利用在 IP header 欄位中加入標示值的
作法，來減輕分類處理工作之負擔(參考 2.3
節)；此外，由於 STC 架構排程處理所採用的
TCFQ(Tag Class Fair Queuing)演算法，具有處
理複雜度與 flow 數目無關的特性，因此可避
免延展性問題之發生(參考 2.4 節)。 

 
2.1、整合服務與 STC 架構的配合方式 

參考圖 1，整個骨幹網路中的路由器可區
分為三種類型：ingress router、core router 以
及 egress router，STC 架構主要應用於骨幹網
路中的 core router；不同於 differenti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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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架構，STC 架構在支援整合服務
(IntServ)所提供的服務類型之前提下，配合
ingress router 針對個別 flow 執行服務類型識
別與標示工作，以此簡化 core router 分類處理
的負擔，另外在 core router 中則採取個別的方
式服務即時應用，藉以區隔不同的服務品質需
求(例如：封包傳送延遲時間-delay bound)。 
基本上，ingress/egress router 具備以下與資料
傳送相關的處理模組： 
 MF(Multi-Field) filter：依照封包 IP header
中不同的欄位執行 flow 識別工作，一般 RSVP
主要參照的欄位有下列幾項： 
-來源端位址(source address) 
 -目的端位址(destination address) 
 -埠號碼(port number) 
 -通訊協定識別碼(protocol ID) 
 per-flow queuing scheduler：針對個別的 flow
以 one queue per-flow 的方式服務，排程處理
工作則可配合一般的 frame-based 演算法(如：
Deficit Round Robin[9])，或 sorted-priority 演
算法 (如：WFQ，FFQ[10]、SCFQ[11]以及
LFVC[12])來執行。 

此外，為配合 STC 架構的使用，ingress 
router 需加入一 packet marker 處理模組，主要
負責資料封包 IP header 欄位的標示處理工
作，以作為 STC 架構執行分類處理之依據。
參考圖 2，packet marker 主要包含 Header ID 
marker 與 Traffic marker 二項功能模組。 

 

Header ID
marker

Header ID
marker

Traffic
marker
Traffic
marker

 Guaranteed service

Controlled -load service

Best effort  serviceService
 Type

 
圖 2. packet marker 工作流程 

 
packet marker 主要藉由 IP header 中的 ToS

欄位(或稱為 DS-byte)來辨識資料封包的服務
類型；Header ID marker 負責將 flow 識別碼(預
約時建立，參考 3.2節)，標示在屬於 guaranteed 
service 的資料封包 header 上；controlled-load 
service 服務類型的資料封包處理方式，則是
藉由 traffic marker 功能模組執行 flow 資源使
用的檢查工作，如果有使用超過預約資源的情
況發生，traffic marker 將在資料封包 header

上標示 0(out)，反之將標示為 1(in)；在實際的
作法上，可以採用類似 K. Nichols[16]的 token 
bucket 方式設計。 

scheduler

...

GS : Guaranteed service
CL : Controlled -Load service
BE : Best Effort service

GS

CL

BE

...

scheduler

flows

...

STC

egress
router
egress
router

core
router
core

router
core

router
core

router
ingress
router

ingress
router

MF
classifier

MF
classifier

Packet
marker
Packet
marker classifierclassifier

圖1. STC架構使用方式  
2.2、允入控制模組 

處理對象為 RSVP process 所接收的 RSVP
預約控制訊息；此模組主要負責檢查系統目前
頻寬與 buffer 資源的使用情況，以決定是否接
受用戶端所提出的資源預留請求。 

允入控制模組所執行的系統資源檢查
(admission test)工作，基本上是以統計 QoS 
flow (controlled-load service 以及 guaranteed 
service 服務類型 flows 之統稱)的預約資源為
主，因此對於 best-effort flows 而言，系統除
了配置一固定大小的 buffer 空間給予使用
外，在頻寬資源的使用上，best-effort flows
可使用的頻寬則為系統總頻寬減去所有 QoS 
flows 預約頻寬後所剩餘的部分，計算方式如
下： 
BWbest = BWtotal - 

N

i

i
qosBW  

參數描述： 
N：QoS flow 總數 
BWtotal：總頻寬量 
BWbest：best-effort flows 頻寬 

i
qosBW ：QoS flow i 預約頻寬 

在處理方式上，允入控制模組針對所有的
預約請求執行頻寬資源檢查工作，至於 buffer
資源的檢查工作則依照預約請求服務類型的
不同而有差異：Controlled-Load service 服務類
型中所包含的每一的服務類別，其 buffer 的使
用空間為系統事先定義，因此當預約請求隸屬
於新加入的服務類別(參考 2.3 節)時，允入控
制模組才需執行 buffer 資源的檢查工作；至於
Guaranteed service 預約請求的處理方式，則是
依照個別 flow 的延遲時間來計算 flow 所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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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ffer 資源，計算方式為：buffer_size = df * 
BWf ,，然後再依此執行 buffer 資源的檢查工
作；上述處理原則可參考圖 4 所描述之允入控
制演算法。 

參數定義 
 Requestf：flow 預留請求控制訊息 
 BWf：flow 預留請求所要求的頻寬量 
 df：flow 預留請求所要求的封包延遲時間 
函數功能 
RequestArrival()： 
 if (BWqos + BWf  BWtotal) then 

if (ServiceType(requestf) = Contolled-Load)  
  ServiceIndex = ServiceMapping(BWf ) 

if (ReserveTable(ServiceIndex) is empty) then 
  B_Size = Buffer_Size(ServiceIndex)； 
  if (

systemsizebufferSizeBBuffersv ___Re  ) 

    BuffersvSizeBBuffersv _Re__Re  ； 

    BWqos = BWqos + BWf； 
else 

    if (
systemff sizebufferBWdBuffersev _*_Re  ) then  

  BuffersvBWdBuffersv ff _Re*_Re  ； 

  BWqos = BWqos + BWf； 
 else 

reject this request； 
End RequestArrival() 

圖 4. 允入控制演算法 
 
2.3、分類模組設計 

一般 RSVP 路由器的分類處理相關資訊，
主要儲存於個別 flow 在預約時所建立的分類
狀態記錄(classifier state)中，在分類處理方法
上則是採取多重欄位 (multi-field)識別的方
式，來決定資料封包所對應的排程服務類別
(scheduling class)；一般而言，此種多重欄位
(multi-field)資料記錄以及搜尋的方式，不但較
佔用記憶體空間，且耗費更多的處理時間，因
此不適合 core router 採用；有鑑於此，STC 架
構針對不同的服務需求採用 one state 
per-class(controlled-load) 與 one state 
per-flow(guarantee service)的處理方式以減少
整體的 state 數目，同時並利用在 IP header 中
加入識別碼(header ID)的方法來簡化分類處
理的複雜度，參考圖 5；針對 IPv4 中 ToS 欄
位(或稱為 DS-byte)的定義方式如表一所示。 

Queue Pool

...
Header ID Queue ID

Classifier State

Header ID X Y... ...

圖5. 分類處理方式  
 
 

1 2

In /o u t
c o n fo rm ity        :  1
o v e rs u b s c r ib e   :  0  

s e rv ic e  ty p e
b e s t e f fo r t s e rv ic e   :  0 0
c o n tro l le d - lo a d  s e rv ic e  : 1 0
g u a ra n te e  s e rv ic e     :  1 1

In /O u t s e r v ic e  c la s s
s e r v ic e  

ty p e

5

 
表一、ToS 欄位定義 

 
分類處理方式： 
一、controlled-load service 所提供的服務類別

(service class)，主要由 ToS 中的 service 
class 欄位定義，因此分類模組僅需利用
service class 值 ， 即 可 識 別
controlled-service 資料封包所對應的排程
佇列(queue)位址。 

二、guaranteed service 採用 one state per-flow
方式記錄資料；為了支援處理更多的
flow，我們根據 I. Stoica[17]分析的結果，
採取以下的 header 延伸定義方式來指定
flow 識別碼： 

 
         ToS  Field            IP Offset Field  

        0            7   0                      15 
A 1  1 B  C DF MF D offset 

     0  1  2  3    7   0           3  11  12  15 

A B C D 

     0  1       5  6  7                    15 
flow 識別碼欄位 

 
 

在上圖 ToS Field 中所標示的 A、B，以及
IP Offset Field 中所標示的 C、D 四個部分，可
用以合併成一具有 16 bits 的邏輯欄位，因此
flow 識別碼即可利用此一邏輯欄位來執行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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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與識別的工作。 
當 flow資料封包由 ingress router進入骨幹

網路中時，首先利用 packet marker 標示
guaranteed service flow 識別碼，core router 中
的分類模組則依照此識別碼進行分類處理；不
過由於 guaranteed service flow 在預約建立階
段時，每一個 core router 可能產生不同的識別
碼，因此傳送資料封包前 core router 必須另外
執行 flow 識別碼轉換工作，方可確保下一個
(next-hop)core router 正確執行分類處理。 
 
2.4、排程模組設計 

在兼顧服務品質(QoS)與降低排程處理負
擔的原則下，STC 架構中的排程模組採用
TCFQ (Tag Class Fair Queueing)演算法來執行
排程處理工作；由於 TCFQ 採取類似 VTRR
排程服務類別劃分的方式來服務 flow 封包，
因此具有排程處理複雜度與 flow 數目無關的
特性(複雜度為 O(loglogC), C 值用以決定排程
服務類別劃分範圍的大小)；另一方面，為了
減少排程處理的工作負擔，有別於 VTRR 演
算法的封包 virtual time 標示(tagging)處理方
式，TCFQ 演算法僅針對 flow 所屬 queue 中的
第一個封包，執行 virtual time 計算與標示
(tagging)工作；此外，在封包傳送的處理方式
上，TCFQ 演算法只有在服務完目前排程服務
類別中的所有對象時，才需重新執行類別搜尋
工作，因此可提昇排程處理效率。 
 TCFQ 演算法工作原理： 
以下我們從資料封包的接收與傳送兩方面，來
說明 TCFQ 演算法的工作原理，如下： 
一、接收資料封包 

當資料封包抵達時，TCFQ 首先判斷該資
料封包所屬的佇列(queue)中是否仍有其它封
包存在，如果目前尚有封包存在，則直接將封
包置於 queue 中即可，不需即刻執行封包的標
示(tagging)工作；另一方面，如果目前 queue
中無任何資料封包，則必須計算封包 tag 值並
執行服務類別指定工作。假設系統目前服務於
排程類別 j (class j)，當 flow i 所屬的第 k 個封
包位在 queue 中的第一個位置(head)時，則其
封包 tag 值的計算方式如下： 
if (Queue(i) is empty) then 
 ),max( 1 k

ij
k
i FClassVTS ； 

else 
 Si

k = Fi
k-1； 

i

k
ik

i
k

i r
L

SF  ； 

 

class 1

class 2

class 3

class 1+C

...

service

圖6. TCFQ類別指定  
 
其中針對每一排程服務類別的ClassVTj更

新與記錄工作，僅在排程模組執行類別指定工
作時才予以處理，例如：flow 第 k 個封包依
照類別指定的結果加入排程服務類別 j 中，則
ClassVTj更新的方式如下： 

new_tag = Fi
k - 

i

k
i

r
L  

if(new_tag < ClassVTj) then ClassVTj = Fi
k - 

i

k
i

r
L  

在類別的指定方式上，TCFQ 演算法以

TAG = 
Cr

L
*min

max 的大小來劃分排程服務類別

(class)區間，若 class i 的最大 Tag 值以 Tagi表
示，則兩類別之間的差距值為 Tagi = 
Tagi-1+TAG。舉例來說，假設目前有二個資料
封包 p1、p2，其 tag 值分別為 p1=9、p2=11，
且系統 TAG 值設定為 2、Tagi=12，則根據類
別指定的結果 p1 將屬於 class i-1，p2 則屬於
class i。 

由於 TCFQ 的總排程服務類別數只有 C+1
個(設排程目前模務於 class i，則在服務此類
別內的封包時，可能出現的最大 Tag 值為 Tagi 
+ Lmax/rmin，則不包含 class i 在內最大存在的

符號定義 

ClassVTj：排程服務類別 j 的 virtual time 

Si
k：flow i 第 k 個封包封包 starting time 記錄 

Fi
k：flow i 第 k 個封包封包 finishing time 記錄 

Li
k：flow i 第 k 個封包的長度 

ri：flow i 的預約傳送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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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數為 C = 








TAGr

L
*min

max ，所以最大的總類別

數共為 C+1)，因此我們可以採用類似 DRR[9]
中所使用的 hashing 作法，同時並以循環類別
的方式來處理類別指定工作，參考圖 6；假設
目前排程服務於 Class i，可採用以下的計算方
式指定 flow 所屬類別： 

Class(pkt) = max(Class i, (Class i 

+




  

TAG
TagpktTag i 1)( )) mod (C+2) 

符號說明 
Class(pkt)：封包所屬類別 
Tag(pkt) ：封包標示值(tag) 
Tagi-1：服務類別 Class i-1 的最大標示值 

二、傳送資料封包 
TCFQ 採用 FIFO 的方式來服務同一排程

服務類別內的所有對象，等到目前類別中已無
任何服務對象時，才需重新尋找下一個具有最
小標示值的服務類別(class)；當被服務的對象
(flow)完成封包傳送後，如果 queue 中仍有封
包存在，則需執行此一 flow 封包的 tag 值計
算以及類別指定工作，最後再將結果記錄於服
務類別表中(class list)，至此，即為完成一次
封包的傳送工作；TCFQ 排程演算法如下： 
 

參數描述 
p：flow 封包 
Flow_ID：flow 識別碼 
ClassID：類別識別碼 
Tagclass：服務類別最大標示值 
ClassVT：服務類別 virtual time 
Enqueue module 
 Flow_ID = PacketExtractFlow(p)； 
 if (Queue(Flow_ID) is empty) then 
  PacketTagProcess(p)； 
  // 指定 flow 所屬排程服務類別 
  ClassID = ClassAssign(Flow_ID, p)； 
  // 排程服務類別 virtual time 更新與記錄 
  ClassVTAdjust(ClassID, p)； 
 else 
  // 儲存 flow 封包 
  PutQueue(Flow_ID, p)； 
End Enqueue 

Dequeue module 
While (SystemBusy) { 

 Flow_ID= ClassExtractFlow(HeadElement(CurrentClass))； 
 //傳送該 flow 所屬 queue 中的第一個封包 
 TxHeadPacket(Queue(Flow_ID))； 
 if (Queue(Flow_ID) is not Empty) then 
 // 執行 flow 下一個封包之排程服務類別指定與記錄工作 
  p = ExtractNextPacket(Queue(Flow_ID))； 
  PacketTagProcess(p)； 
  ClassID = ClassAssign(Flow_ID, p)； 
  ClassVTAdjust(ClassID, p)； 

 if (ClassElement(CurrentClass) is Empty) then   
  CurrentClass = FindNextNotEmptyClass(Class_List)； 
  // 設定目前服務類別之最大標示值 
  Tagclass = ComputeGlobalTag(CurrentClass)； 
  // 設定目前排程服務類別 global virtual time 
  ClassVT =GetClassVT(CurrentClass, ClasVT_Record)；} 
End Dequeue 
 
 
3、控制訊息改進方法 

STC 架構採用 RSVP 的控制訊息處理方法
並加以延伸，主要的內容包括路徑訊息與預約
訊息處理二部分，目的在於減少骨幹網路中路
由器所需維護的 protocol setup state 數目，以
及減輕路由器處理控制訊息之工作負擔。 
 
3.1、骨幹路徑訊息處理原則 

基本上，我們將具有相同入口點 (ingress 
node)與出口點(egress node)的所有路徑訊息
視為同一群組，藉由採取”路徑訊息共用”的作
法，在 core router 中僅記錄與維護群組所共用
的資訊內容(如：RSVP LAST-HOP 資訊)，而
不需處理個別路徑訊息，至於 ingress 與 egress 
router則負責更新個別路徑訊息的相關內容以
及狀態記錄(state)；不同於 R. Guerin[3]所提出
的路徑訊息群集(aggregation)方法，採用”路徑
訊息共用”處理方式的優點為：骨幹網路中所
使用的路徑訊息不會因個別路徑訊息數目的
改變而有所不同，因此不但可減少路由器
(ingress/egress router)執行群集的工作負擔，同
時 core router 維護骨幹路狀態記錄(state)的處
理工作也得以簡化，參考圖 7。 
 

egress
router

egress
router

path message path messageBackbone Path  Message

圖7. 路徑訊息處理

core
router

core
router

ingress

router

 
 
在骨幹路徑訊息處理工作上，主要的執行方式
如下： 
1. 採用 IP header 標示方式，將個別的路徑訊

息予以透明化(transparent)處理-使骨幹網
路中的路由器避免處理個別的路徑訊息。 

2. 共用訊息路徑之建立：執行路徑識別的工
作，以確立入口點與出口點位址；屬於出
口點的路由器，當收到經標示過的路徑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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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時，可由其 last-hop 欄位得知入口點位址
資訊。 

3. 建立共用訊息內容：依照建立完成之共用
訊息路徑，產生並傳送骨幹路徑訊息用以
收集骨幹網路中之路徑相關資訊(例如：記
錄 last-hop 值，以供預約訊息使用)。 

路徑訊息處理之工作流程如下： 
第一步驟、入口點邊界路由器(ingress node)接

收路徑訊息(path message)，同時並
根據個別路徑訊息的資料內容，建
立相關的路徑狀態記錄。 

第二步驟、入口點邊界路由器在個別路徑訊息
的 IP header ToS 欄位中設定識別
位元，使 core router 可避免處理個
別的路徑訊息；待入口點邊界路完
成識別位元設定後，再將此路徑訊
息予以轉送出去。 

第三步驟、出口點邊界路由器(egress node)接
收具有識別位元標示的路徑訊息
後，為其建立相關的路徑狀態記
錄，並送出一控制訊息至該路徑訊
息相對應的入口點邊界路由器。 

第四步驟、入口點邊界路由器接收到由出口點
邊界路由器所送出的控制訊息
後，開始週期性送出骨幹路徑訊息
至出口點邊界路由器。 

第五步驟、出口點邊界路由器接收到骨幹路徑
訊息後，負責更新相關的路徑狀態
記錄以及個別路徑訊息的內容(記
錄所使用的骨幹路徑訊息，使預約
訊息得以沿著相同路徑送往來源
端)，然後再將所有的個別路徑訊
息轉送出去。 

 
3.2、預約訊息處理原則 

在配合 STC 架構應用的骨幹環境之下，
我們針對不同服務類型請求(request)的預約
訊息，提出以下兩種不同的預約訊息處理方
式： 
1. Controlled-Load service 預約處理：進行服務

類 型 對 應 (mapping) 處 理 ， 並 以 群 集
(aggregate)方式執行資源預約工作。 

2. Guaranteed service 預約處理：建立個別 flow
分類相關資訊，同時並以 per-flow per-state 方
式執行資源預約工作。 
 
一、Controlled-Load service 預約處理 

當新的預約訊息(Resv)抵達 egress router
時，首先以一般 RSVP 的處理方式建立狀態記
錄，接著 egress router 執行服務類型對應
(service mapping)，由於 core router 僅提供固
定型態的 controlled- load service 服務，因此可
以採用編碼方式來定義服務類別。當對應工作
完成後，則將結果記錄於預約訊息中，然後預
約訊息以 hop-by-hop 傳遞方式在 core router
執行預約工作(傳遞路徑可由所使用的骨幹網
路之路徑訊息狀態記錄得知)；core router 對於
同一服務類型(j)內所有的 flow 的預約頻寬值
(BWi)，採用群集(aggregate)的方式來進行資源

預約工作，其表示方式為：


n

i

j
iBW

1

，因此 core 

router 僅需記錄 controlled-load 服務類別預留
的頻寬總量即可，不需要保存個別 flow 的預
約狀態記錄。當預約工作順利完成，則最後送
往來源端 (sender) 的預約訊息中將包含
controlled-load service 的相關識別資訊，因此
來源端開始傳送資料時，即可在 IP header 的
ToS 欄位中標示 controlled-load 服務類型及其
對應的服務類別(service class)。 
 
二、Guaranteed service 預約處理 

Guaranteed service 採取 one state per-flow
方式處理預約訊息，但不同於 controlled-load 
service 預約處理所執行的服務類型(service 
mapping)對應工作，core router 必須為每一個
flow 指定唯一的識別碼(例如：可利用建立的
queue 資訊作為索引-Queue ID)，同時並建立
相對應的狀態記錄資料以供分類使用；當識別
碼指定工作完成後，core router 負責將此值記
錄於預約訊息的 IP header 中，以提供 last-hop
路由器執行識別碼轉換工作。 
4、模擬實驗 

本模擬實驗的主要目地係針對 TCFQ 排程
演算法，觀察其封包傳送延遲時間之特性以及
排程處理效能，同時並藉由模擬實驗的結果與
以下排程演算法進行比較： 
- Virtual Time Round Robin (VTRR)  
- Weighted Fair Queueing (WFQ) 
- Deficit Round Robin (DRR)  

在此模擬實驗中，我們採用 SIMSCRIPT 
II.5 模擬程式語言，設計如圖 8 所示之單一節
點排程器，其中每一 flow 以 poisson 分佈且傳
送速率等於預約速率的方式傳送封包，排程器
則依照 flow 預約頻寬的大小，以及不同排程



 ～8～ 

演算法之處理原則，分別執行封包傳送的排程
處理工作，模擬實驗的數據結果以每一 flow
服務的封包數為 500 時進行統計；其他相關的
模擬參數設定如下：網路頻寬 1Gbps、flow 數
目 100 ~ 1000 ， 可 預 留頻 寬範 圍 1M 
~10Mbps，flow 封包長度從 500 bytes ~1500 
bytes 範圍內隨機決定，TCFQ 與 VTRR 的 C
值大小設為 80。 

參考圖 9，根據模擬結果我們可以看出，
屬於 frame-based 類型的 DRR 排程演算法，由
於封包輸出的順序並未經過任何的排序工
作，因此隨著 flow 數目的改變，其封包平均
延遲時間增加較快；此外，參考圖 10，根據
模擬結果顯示：在不同 flow 數目的情況下，
TCFQ 演算法的平均封包延遲時間接近於
VTRR與WFQ排程演算法(TCFQ與VTRR平
均差值為 85ns)。 

基本而言，WFQ 演算法執行排程處理所需
花費的時間較長，這是由於 WFQ 每次傳送封
包前，都必須先經過排序處理以決定封包傳送
的先後次序；VTRR 演算法每次傳送封包前，
同樣必須執行排序工作，不過與 WFQ 差異之
處在於：VTRR 演算法執行排序的對象是以排
程服務類別為主，因此在排程服務類別數目固
定的情況下，所需花費的排程執行時間較
WFQ 少；另一方面，不同於 VTRR，TCFQ
演算法只有當目前服務類別內無任何服務對
象存在時，才需要執行下一個排程服務類別搜
尋工作，因此可減少排程處理時間，進而提昇
排程處理效率。 

參考圖 11，根據模擬實驗的統計結果結果
顯示：TCFQ 相對類別搜尋執行次數平均僅約
為 VTRR 的 19%，因此 TCFQ 具有較佳的排
程處理效率。綜合以上模擬實驗的結果我們可
得知，TCFQ 演算法封包傳送延遲時間的特性
表現接近於 VTRR 演算法，且同樣具有排程
處理複雜度與 flow 數目無關的特性，不過由
於 TCFQ 的排程處理效率較 VTRR 為高，因
此 TCFQ 演算法更適合於需處理龐大 flow 數
目 的 骨 幹 網 路 環 境 下 採 用 。

scheduler

flow 1

output
link

flow 2

...

flow N  
     圖 8:模擬實驗架構 

 

圖9. 封包延遲時間之比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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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封包延遲時間之比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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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VTRR/TCFQ類別搜尋處理之比較
 

 
 
5、結論 

本論文所提出的 STC (Scalable Traffic 
Control)架構，主要用於改善 RSVP 在骨幹網
路應用環境下所造成的延展性問題；就整體而
言，STC 架構可避免 RSVP 路由器在分類與
排程處理上，產生負擔過重的問題；根據模擬
實驗的結果，STC 架構排程模組所採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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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FQ 演算法，在提供網路服務品質保證的基
本原則下，具有較佳的排程處理效能，因此適
合骨幹網路中的路由器採用。 

另外，我們提出 RSVP 控制訊息處理改進
方法，目的在於減少骨幹網路中 RSVP 路由器
的狀態記錄(state)數目與處理負擔；藉由 STC
架構與 RSVP 控制訊息處理的配合，可有效改
善 RSVP 路由器的延展性問題，進而實現
RSVP 資源預留所需的服務品質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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