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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大部分 Queuing 的研究著重於有線網路

及骨幹網路的應用，但對於無線網路 Queuing 方面

的研究就比較少，我們知道無線網路對於抗干擾的

能力及傳輸效能比有線網路效能還差，有鑒於此我

們提出一個利用權重式循環（Weight Round Robin）

機制，結合回饋預測機制（Feedback  Pre-detected  

Mechanism）的演算法，改善無線網路環境中，基

地台上，傳送即時性網路服務的封包延遲問題。權

重式循環(WRR)機制結合回饋預測機制目的是為

了能確保即時性服務可以在無線網路環境中獲得

一定程度的頻寬保障，並且權重機制保證其他服務

的傳送公平性。以權重式循環(WRR)機制進行封包

分類，並且透過回饋預測機制，可以即時反應目前

頻寬擁塞的程度，來決定下一次訊框傳送時的權重

視窗大小。降低傳送的延遲時間，提升即時性網路

服務的封包傳送效率、品質。 

 

關鍵字：權重式循環（WRR），回饋預測機制

（Feedback  Pre-detected  Mechanism） 

 

1. 序論 

 

近年來，整個網路環境逐漸走向行動化。因

此，傳統的網路連線方式已經無法應付新的網路型

態所帶來的挑戰。如果非得透過實體線路才能夠連

上網路，使用者的行動範圍勢必會大幅縮小。無線

網路環境中便無此限制，使用者可以享有較寬廣的

行動空間。因此，無線技術正逐漸侵蝕傳統「固定

式」（fixed）或「有線式」（wired）網路所佔有的領

域。 

由於無線網路的速度受限於可用頻帶。往往在

同一個頻帶間有許多無線通訊設備同時使用。在這

樣的情形下，使用相近頻帶的無線裝置便會彼此互

相干擾，這些干擾包括了同頻干擾以及鄰頻干擾。

另外因為無線網路中無法偵測碰撞，因此有別於有

線網路的碰撞偵測協定（CSMA/CD），無線網路改

用了碰撞避免協定（CSMA/CA），也因為這樣的通

訊方式所以產生了許多的 Overhead 或是損耗

（Packet loss），因此受到這些干擾後無線網路頻寬

則會受到影響，甚至完全斷訊，如圖 1所示。 

 

 

 

圖1 在無線網路環境中無線裝置干擾的問題。  

 

為了能夠保障即時性網路服務 (Real-time 

Service) 在無線網路環境中獲得較低的延遲，在本

篇論文中我們提出一個利用權重式循環(WRR)機

制，結合回饋預測機制（Feedback  Pre-detected  

Mechanism）的演算法，改善在無線網路環境中，

基地台上，傳送即時性網路服務的封包延遲問題。

經由權重式循環機制我們可以先將封包進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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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並透過回饋預測機制我們可以監測網路頻寬擁

塞情形，來決定下一次訊框傳送時的權重視窗大

小。 

     在本篇論文中，我們在第 2 節文獻探討中會

介紹權重式循環機制和回饋預測機制。第 3節介紹

我們提出的方法重式循環/回饋預測機制的原理，

在第 4 節中，我們會介紹權重式循環/回饋預測機

制如何在無線基地台（Access Point）中運作。在第

5節中，我們會在此做一個總結。 

 

2. 文獻探討 
 

在這節中我們針對權重式循環(WRR)機制和

回 饋 預 測 機 制 （ Feedback  Pre-detected  

Mechanism）進行介紹。 

 

2.1 權重式循環機制（Weight Round Robin） 
 

權重式循環（WRR）[2][3][4]的架構是由公平

佇列（Fair Queuing）演變而來，其方法是在每次等

級的佇列間加入權重（Weight）的概念，在每一次

的循環（Cycle）內，送出封包都是以權重（Weight）

為依據。由於權重式循環機制是以封包作為計算的

基準，計算複雜度也低，能夠達成理想的差別式服

務。  

權重式循環的排程演算法中，排程的方式是使

用循環（Round-robin）的方式輪流服務等待封包送

出的佇列，每一個佇列一次的詢問至少會有一個封

包被處理，而將被送出的封包數量則是由每一個佇

列所擁有的權重所決定。 

如圖 2所示，假設我們有三種等級的佇列，其

分配到的權重比重分別為 50 %、35%及 15%，而每

一次的循環會傳送出六個封包，所以依權重比例分

配每一個權重佇列中可以送出的封包個數分別為

1、2、3。假設在某一段時間內權重式循環機制的

所有佇列中封包抵達的先後順序為 1-10，封包的排

列位置如圖 2所示，則這一個循環依照權重比例所

送出的封包順序則為 1 -> 4 -> 5 -> 7 -> 8 -> 9。  

 

 

 

圖2 權重式循環架構圖 

 

2.2 回饋預測機制（FeedBack  Pre-detected  
Mechanism） 

 
我們局部修正[8]的可適應性的回饋演算法，

使這個演算法具有自我學習回饋控制之能力。也就

是說，在一段時間內透過確認訊息（ACK）的回應，

判斷 ACK 訊息的回傳是否有逾時的情況發生，可

以依照無線網路目前的流量狀況自我學習然後進

行動態調整，進而發揮到預測回應的機制，如圖 3

所示。 

 

 

 

圖3 無線網路環境中，ACK的回應機制 

 

在我們的回應函數（Response function）

( ) ( )nn ii βρα ⋅= 中，ρ 表示為正常數係數，n則表示

為第 n個時間點， { }21 ,ααα = 則表示為各種回應動

作的集合。 ( ) { }1,0=nβ ，為獎賞-處罰函數（Reward- 

penalty function），當 β= 0，表示在一定時間內收

到 ACK 的回應訊息，相對應的動作為 1α；當 β= 1，

表示在一定時間未收到 ACK 的回應訊息，相對應

動作則為 2α 。 

在我們所提出的演算法中，α會有兩種回應動



作 1α 及 2α 。當 1α 發生時，則代表沒有逾時現象的

發生，將會繼續傳送訊框；當 2α 發生時，則代表逾

時現象的發生，訊框將被停止繼續傳送，並通知權

重式循環機制，調整權重視窗大小，然後再繼續傳

送。 

因此我們假設在無線網路環境中這條虛擬回

饋控制通道（Virtual Feedback Channel）是沒有任

何錯誤會發生，以及所有被傳送的訊框都將會產生

ACK的回應訊息，使我們能夠判斷ACK回應訊息的

時間是否逾時，如圖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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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虛擬回饋控制通道（Virtual feedback 

channel） 

 

因 此 我 們 局 部 修 正 [8] 的 獎 賞 - 處 罰

（Reward-penalty）演算法。也就是說，當β=0或者

是1的時候，將會觸發α集合內的回應動作，如圖

5、6所示。 

 

3. 權重式循環/回饋預測機制原理（WRR 
/ Feedback  Pre-detected Mechanism） 

 

這一節我們針對權重式循環/回饋預測機制進

行介紹，一般的 Queuing Model 如圖 7所示，其中

λ 是  封包到達率（Arrival rate），µ 是服務率

（Service rate），ρ=λ/µ,是利用率（Utilization） 。 

 

 

 

圖5 回饋預測機制流程圖 

 

 

 

圖6 獎賞-處罰（Reward-penalty）演算法虛擬碼 

 

 
圖7 Queueing Model  

 

 



 
 

圖8 權重式循環/回饋預測機制架構圖 

 

權重式循環/回饋預測機制的架構。權重式循

環機制會依據進入的封包進行分類並給於不同的

權重。回饋預測機制則是根據上一次訊框傳送的結

果預測下一次網路的擁塞情況，進而決定下一次訊

框傳送時是否要調整權重視窗大小。 

因此為了能夠在無線網路環境中，其有限的頻

寬效能下能提供對即時性網路服務（如：Video、

Audio）的頻寬保證，並能夠保持對其他服務封包

傳送的公平性，因此我們將封包分為三類： 

 即時性網路服務：需要提供建立連線的即時性

傳輸服務，其應用大多是經過壓縮的視訊或聲

音(Compressed video and audio) 為主。 

 非即時性網路服務： 

 連結導向服務：提供須要建立連線，但

不須即時傳輸的服務。其應用大多是以

檔案傳送（如 FTP)及遠端登入（如 

Telnet)等。 

 非連結導向服務：提供不須建立連線也

不須即時傳輸的服務。其應用以網路管

理系統（如 SNMP)中的資料查詢最具

代表性。 

 

所以在封包的分類方面中，當封包進入到權重

式循環機制後，我們會先將封包分類為即時性（Real 

Time）封包與非即時性（Non-Real Time）封包兩大

類。在非即時性封包中我們再細部劃分：連結導向

服務（Connection-oriented service）和非連結導向

服務（Non connection-oriented service），如圖 9

所示。 

 

 

圖9 權重式循環（Weight Round Robin）封包分

類流程 

 

 

4. 權重式循環/回饋預測機制的運作與
分析 

 

    我們提出的權重式循環/回饋預測機制的運作

在一個有線與無線混合的網路環境中，行動終端

（Mobile Node）需要透過無線網路基地台（Access 

Point）存取各式各樣的網路服務。因為在無線網路

環境中受到各種的干擾後，無線網路頻寬則會受到

影響而變動，使得頻寬擁塞（Congestion）的情形

在無線網路基地台（AP）與行動終端（MN）之間

經常性的發生，如圖 10所示。 

 

Client 1

Client n+1

Server 1

Server 2

Server n+1  

 

圖10 在無線網路環境中經常發生擁塞情形 

 

如果在無線網路環境中，單純的使用權重式循

環排程機制，雖然能夠對封包進行分類，並依照權



重進行傳送，但是這樣的排程機制原本是應用在有

線且頻寬固定的網路環境中，所以在容易因外在干

擾而產生頻寬變化的無線網路環境中就顯得不適

合。 

在本篇論文中，為了使權重式循環排程機制能

夠應用在無線網路中，而且讓即時性網路服務能夠

在無線網路中獲得頻寬保障，我們提出一個應用在

無線網路基地台上的權重式循環/回饋預測機制，

當每一個封包送到 MAC 層時就會被封裝為一個訊

框（Frame）傳送出去，經由回饋預測的演算法，

依據上一次訊框傳送後，回傳的 ACK 訊息是否逾

時，反應到下一次訊框傳送是否需要動態調整權重

視窗大小。 

在本論文中，我們所提出的權重式循環/回饋

預測機制，回饋預測機制主要是利用無線網路 IEEE 

802.11 的 MAC Protocol 特性，所有傳送出去的訊

框，必須得到接收端所回應的 ACK 訊息，否則將

視為訊框遺失的機制。 

我們的演算法中，假設變數Wn 為視窗大小
（window size）， ( )τθδα ++⋅=Wn ，此處罰-獎賞

函數 βρα ⋅= ，δ 代表 session 1 的權重大小、θ
代表 session 2 的權重大小、τ 代表 session 3 的權

重大小，視窗依照每個 session權重大小做分配，其

比值為：session1：session2：session3 = δ：θ：τ。

回饋預測演算法中，假設傳送端傳送 Frame 時會有

一個欄位記錄序號（serial number）以 表示，回

傳 ACK 封包的序號 以表示，我們採用前

五 次 所 傳 送 訊 框 的 平 均 ACK 回 應 時 間

nS

1_ +nSAck

( )
5

_
4

∑
−=

n

n
nSTimeAck

nAvg
作為一個判斷值。每一次訊框

傳送之前，回饋預測機制會判斷回傳之 ACK 回應

時間 是否超過判斷值 ，也就是

說，如果 大於 時視窗大小會依

獎罰-函數

nSTimeAck _ ( )nAvg

1_ +nSTimeAck ( )nAvg

α 與權重比值 τθδ :: 動態調整視窗

大小。如圖 11所示。 

透過回饋預測機制的判斷之後，如果發生逾時

的情形需要調整權重視窗時，將通知權重式循環機

制依照回饋預測機制所計算的結果進行動態調

整。並且依照每一次計算的差異，自動學習調整權

重視窗的數值，如圖 12所示。 

 

 

 

圖11 訊框送出後到 ACK 訊息的回應時間 

 

 

 

圖12 權重式循環(WRR)/回饋預測機制流程圖 

 

5. 結論 

 

本篇論文我們提出一個在無線基地台上的權

重式循環/回饋預測機制，權重式循環機制，結合

回饋預測機制的演算法，主要的目的是確保即時性

網路服務可以在無線網路環境中獲得一定程度的

頻寬保障，並且權重機制保證其他服務的傳送公平

性。 
在應用方面，權重式循環機制，針對封包進行

分類並進入適當的權重佇列，再經由回饋預測機制

對於前一次訊框傳送時，ACK回傳的結果對頻寬目
前擁塞的狀況進行預測，以便針對下一回合訊框的

傳送進行動態調整，避免封包遺失的發生，並能保

證即時性網路服務的頻寬。 
所以，我們所提出的權重式循環/回饋預測機

制（Weight Round Robin / FeedBack  Pre-detected 
Mechanism）能夠預測目前網路頻寬的擁塞情形、

調整權重視窗的大小，有效降低對即時性網路服務

的延遲、並且能保證其他服務傳送的公平性，而且

實現簡單容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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