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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由於 WMN 不同於傳統 Ad hoc 網路，加上無線網路特性導致最小跳躍數不適合於無線

網狀網路，有鑑於此，我們針對鏈結品質（Link Quality）、網路流量負載、干擾與多網

卡多頻道等相關議題，進行研究與探討，以下小節分別詳述其內容。 

2.1 考量鏈結品質（Link Quality）之路由演算法 

目前許多的路由協定是使用最小跳躍數（Minimum hop-count）作為 Routing Metric

選擇路由，該方法雖然簡單並且適用在有線環境中，但是無線環境因為有 fading、

multi-path、LOS、interference 等問題，嚴重影響到無線網路的鏈結品質（Link Quality），

假設以最小跳躍數（Minimum hop-count）為衡量所找到之路徑，由於鏈結品質差，導

致封包遺失率高，必須重傳多次封包，才能成功接收封包，不斷重傳的封包將會佔用頻

寬，浪費網路資源。因此，要解決的最好方法就是將鏈結品質考慮進去，而非單純只用

跳躍數來選擇路徑。論文[7]提出 ETX（Expected Transmission Count）作為選擇路由之

成本，以取代傳統的最小跳躍數方法；另一個考慮鏈結品質的 WCETT（Weighted 

Cumulative Expected Transmission Time）[10]方法，除了考慮鏈結品質外，還同時考量鏈

結頻寬使用率及 WMNs 中的多網卡（multi-interface）、多頻道（multi-channel）特性。 

2.1.1 ETX：Expected Transmission 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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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 Testbed 實驗，指出由最小跳躍數所找到的路徑，效能不若 Best Static Route，

並提出以鏈結品質為基礎的 ETX Routing Metric，來取代傳統的最小跳躍數方法。 

 論文[7]中提出傳統 hop count 的缺失，認為無線 ad hoc 網路環境下，鏈結品質的重

要性，其鏈結的品質是一種估算出來的數值，稱為 ETX（Expected Transmission Count），

由 df × dr 計算得知，其中 df為該 link 的 forward delivery ratio，即一個資料封包成功傳

送至接收端的機率；dr為該 link 的 reverse delivery ratio，指傳送端成功收到 ACK 封包

的機率。由於傳送封包之行為可以視為一種伯努力試驗（Bernoulli trial），因此 link 上

的傳送預估次數即為： 

rf dd
ETX

×
=

1
（2） 

假設一個成功傳輸機率為 50%的 one-hop 路徑，其 ETX 值為 2。 

 而 df與 dr 透過 probing 封包技術計算得知，每一節點會定期（τ）廣播固定大小

（134-bytes）的封包，可以在任意時間（t）計算出 delivery ratio，其公式如下： 

( ) ( )
 size window w

w
twtcount

tr =
−

= ,
,

τ
（3） 

Count（t－w, t）為過去的 w 時間內，成功接收到的 probe 封包個數，Paper 中實作的 τ

值為 1 秒，window size 為 10 秒。 

 論文最後以 DSR 與 DSDV 分別代表 on-demand wireless routing 與 proactive wireless 

routing 兩種路由協定為基礎，透過建立 Test-bed 進行實驗，實驗結果確實得到以 E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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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routing metric 的繞送方式的確比 hop count 佳。 

 然而封包大小會影響 delivery ratio，封包越大其 delivery ratio 越小，而 Paper 提出的

probe 封包是使用固定大小（134-bytes）的封包，對於 ACK（38-byte）的小封包沒有考

慮進去，因此得到的 df 與 dr 值並不準確，而路由選擇上既然是以鏈結品質為衡量標準，

一個能正確反應鏈結品質的估算值便很重要。 

2.1.2 WCETT：Weighted Cumulative Expected Transmission Time 

ETX 在論文[7]中是以單一網卡（single-radio）作為無線 multi-hop 網路環境，而論

文[10]則是多張網卡（multi-radio）的 Wireless Mesh Network，因此，針對 WMN 環境提

出一個新的 Routing Metric，除了鏈結品質外，還考量了鏈結頻寬（link bandwidth），因

此，定義一個新的參數為 ETT（Expected Transmission Time）： 

B
SETXETT ∗= （4） 

S 表示封包大小，例如，一個 1024bytes 封包，而 B 代表鏈結頻寬（raw data rate）。

因此，預估成功傳送一個封包的時間，即為 ETX 乘以傳輸該封包所需時間。給定一個

鏈結 i（在節點 x 至節點 y 之間），由於已知在鏈結 i 上要成功傳輸一個固定大小封包所

需的時間為 ETTi，那麼一條有 n hops 鏈結的路徑，其 ETT 總和為∑
=

n

i
ETTi

1
。本篇論文提

出一個新的 Routing metric，稱為 Weighted Cumulative ETT（WCETT），透過權重分配，

同時考量頻寬、封包遺失率、頻道多變性（channel -diversity）等，因此，第一個 WCETT

參數可以是路徑上所有跳躍鏈結的 ETT 總和，如下所示。式子（5）的另一層實體含意

為，一個封包沿著路徑所花費的預估時間，可以視為該封包在該路徑上的點對點延遲時

間（End-to-end de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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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n

i
iETTWCETT

1
（5） 

 在頻道多變性方面，由於 WMN 是 multi-radio 環境，因此網路上的節點使用了不同

且不會互相干擾的頻道（channel）進行通訊傳輸，ETT 並未考量到這項特性，為了反應

如此，在一個 n-hop 路徑上，假設系統總共有 k 個頻道，可定義 Xj 為： 

∑=
j channelon  i Hop

ij ETTX , kj ≤≤1 （6） 

Xj為 channel j 上所有鏈結的 ETT 總和，而整體路徑傳輸效能（Throughput）是由瓶

頸頻道（bottleneck channel）所主宰，因此，簡單地將路徑成本 WCETT 定義如下： 

jkj
XWCETT

≤≤
=

1
max （7） 

 如此一來，可以輕易得出此路徑成本會選出有高頻道多變性（channel-diversity）之

路徑，因為使用越多不同頻道，其 WCETT 值越小；反之，使用相同頻道，越多額外跳

躍點，WCETT 值就越大。 

 根據設計目標，將上述式子（5）與（7）合併如下： 

jkj

n

i
i XETTWCETT

≤≤=

+−= ∑ 11
max**)1( ββ （8） 

其中，β 值是一個可調變參數，受限於 10 ≤≤ β 之間。 

 式子（8）可以視為是產出（throughput）與延遲（delay）之間彼此消長的關係，式

子的第一個參數主要衡量到路徑延遲（Path latency），而第二個參數代表 hop 中瓶頸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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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因此，影響了路徑產出效能，權重分配則企圖平衡兩者之間關係，如圖 2.1 所示，

假設網路中每一節點皆有兩張網卡，一張網卡頻道設定為 1，另一網卡則設定為頻道 2，

兩頻道間互不干擾，且有不同傳輸範圍與頻寬，，在 S 與 D 節點之間有四條可行路徑，

鏈結 ETT 值顯示在圖上方。如表 2.1，路徑 1 與路徑 2 前三個 hops 之 ETT 值皆一樣，

不同在於路徑 2 多一個跳要點，因此，路徑 2 不論 β 如何分配，都是較差路徑；而路徑

2 與路徑 3 的瓶頸 channel 都是 channel 1，其 channel diversity 亦相同，儘管 β 權重設定

不同，也是難分軒輊，無法判斷哪一路較好；最後是路徑 4，雖然四個跳躍點都是 channel 

2，但仍然比其他三條路徑佳，表示 WCETT 路由成本計算方式不僅考量 channel 

diversity，仍考量 Link Quality。 

 

圖 2.1：WCETT 範例 

表 2.1：WCETT 路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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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MUP：Multi-radio Unification Protocol 

論文[1]中提出一個鏈結層（Link Layer）協定，稱為 MUP（Multi-radio Unification 

Protocol）。MUP 協調節點裡的多張網卡，使其可設定為非重疊頻率之頻道。MUP 的目

標是在 Multi-hop 無線網路環境下透過智慧型選擇頻道達到頻道利用最佳化，其可在合

乎 802.11 標準的硬體工作而不用改變網路層、傳輸層或應用層的通信協定。該協定主要

是使用在 WMNs 網路環境中，因為其 Mesh Router/Gateway 節點在 Radio 介面的成本及

電量消耗是較沒有限制的。 

MUP-enabled 節點透過 ARP 協定[6]對節點上每一介面卡廣播 ARP request 封包來發

現鄰居節點，並將鄰居節點資訊（Interface MAC 位址、頻道品質、鄰居的頻道選擇資

訊）紀錄在 MUP Neighbor Table 中，如表 2.2 所示一個鄰居 N 的紀錄資訊： 

表 2.2：一筆在 MUP Neighbor Table 中的鄰居資訊摘要 

欄位 每一鄰居 N 的描述 

Neighbor 鄰居節點的 IP 位址 

Status 指出鄰居是否為 MUP-capable 節點 

MAC list 鄰居 N 的 MAC 位址 

Quality list 鄰居 N 每一 MAC 位址的頻道品質 

Channel 目前與鄰居 N 進行通訊之頻道 

Selection time 最近指派與鄰居 N 頻道的時間 

Packet time 最近傳送給鄰居 N 或接收自鄰居 N 封包的時間 

Probe time list 無 ack 之 probe 封包的時間列表 

MUP 透過 Probe 封包定期量測 channel 間品質（round-trip time），用來決定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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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週期使用的頻道，但當節點傳送 Probe 也同時傳送 Data 時，Probe queue delay 將是

一個重大影響。因此，為了解決此問題，MUP 允許 Probe packet 在優先權較高的 Queue

中傳送，此部份的 support 已放在 802.11e 草案中。802.11e 允許每個 Station 有 8 個 Priority 

queue，每個 Station 的每個 Priority level 分別執行個別的 MAC protocol，且每個 MAC 

protocol 包含它自身的 back-off 元件，而 Probe 可放在較高的 Priority queue 來完成。另

外其為了計算 Channel quality，節點使用 CS（Channel Selection）/CS-ACK message 來達

成，其 SRTT（Smoothed Round-Trip Time）計算方式如下： 

SRTTRTTSRTT new ×−+×= )1( αα （9） 

其中 α為 channel quality 的權重。 

MUP 選到與鄰居的 channel 通信後其 interval 為 10~20sec，如果其他 channel 有較高

的 quality（典型值為高於目前 10%以上），則會進行切換 channel。ㄧ但選擇切換到新的

channel，node 將立即從最新的 interface 傳送封包，如此有可能將造成一些從新 interface

送出之封包較之前尚在舊的 interface queue 中的封包早到達下ㄧ個節點，因此這些

re-order packets 可能不利於 TCP 的 performance，當有 3 個 burst 或更多的 out of order 

packets 將造成 TCP 在它的 congestion window 中速率減半。考慮解決此現象可使用先暫

停在舊的 interface 封包的傳送，直到舊 interface 中的封包全傳完後再於新 interface 中傳

送新封包。但 MUP 不使用此種作法，因為如此做將導致明顯的 delay，並且少數的 packet 

re-order 是在可接受範圍內的，只要 packet 的 interleaving 不要造成 3 次 ACK 重傳，TCP

的 performance 應不至於受到太大影響。 

另外此篇論文亦作了一些簡單的實驗，一般正常情況下，802.11b 有 3 個互相正交

（Orthogonal）的 channel，802.11a 則有 13 個互相正交的 channel，如表 2.4 所示。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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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應無干擾問題，但實際上由於信號 Power 的洩漏，radio 在實體上距離過於接近時仍

然會有互相干擾問題，而不同廠牌的網卡亦有不同情況。實驗結果顯示，在 802.11b 時，

使用 Netgear Card 時，僅剩 1 個互相正交的 channel，而使用 Cisco Card 時尚還有 2 個互

相正交的 channel，而在 802.11a 時，使用 Netgear Card 時，相鄰的兩原本互相 Orthogonal 

channel 仍會干擾（如 channel 60 與 64），但只要是不相鄰的 channel 就不會干擾，因此

其尚剩餘 7 個互相正交的 channel。 

表 2.3：Orthogonal channel number of IEEE 802.11a/b/g 

 

2.2 與 Loading-Aware 相關之路由演算法 

 論文[9]中提到 WMN 其中一項重要的目標是在眾多使用者之間共享資源。當 WMN

部分網路遭遇壅塞時，新進入之網路流量應該繞道而行。論文[17]提出的 Dynamic 

Load-Aware Routing 協定，屬於需求式（on-demand）路由協定，經由 Route Request/Route 

Reply 封包尋找路徑，使用中繼節點之 Queue Size 為路徑選擇要件。在資料傳輸過程中，

每個節點會定期將節點的 Loading（即 Queue Size 大小）資訊以搭順風車方式（piggyback）

傳播出去，因此，目的地節點可以偵測該路徑的流量負載狀況，若路徑發生壅塞，便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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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啟動 Route Discovery Process，選擇一條較少流量負荷的路徑取代負載過重路徑。

論文中提出三個路由選擇演算法： 

（1） 將中繼節點 buffer 在介面卡內的封包數目加總。 

（2） 與方法（1）類似，不同在於方法（2）是計算每一中繼節點的平均佇列封包

數目，而非總數。如圖 2.2 所示，路徑 i 有四個中繼節點，因此每一中繼點

的平均佇列封包數 20/4=5。 

（3） 設定一個τ 門檻值，將超過該門檻值之節點個數相加，最後選擇一條此數目

最小者。例如將門檻值設定為 5，路徑 k 超過 5 的節點只有 A 節點，其他超

過門檻值節點之個數皆為 2，則以此方法選擇之路徑為 k。 

 
圖 2.2：DLAR 路由演算法網路拓樸範例 

表 2.4：根據三種不同路徑選擇演算法 

 演算法一 演算法二 演算法三 

Route i 20 5 2（A 和 B） 

Route j 19 6.67 2（A 和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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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te k 21 5.25 1（A） 

路徑選擇 Route j Route i Route k 

Load-Balanced Ad hoc Routing（LBAR）[8]則提出一個新的 Routing metric，以節點

活躍值（nodal activity）來代表網路訊務流量。LBAR 是一個 on-demand 路由協定，將

Route Discovery Process 分成 forward stage 與 backward stage，forward stage 開始於來源

節點廣播 setup message，setup message 伴隨著一個路徑成本，當鄰居接收 setup message

時，根據 nodal activity 更新此路由成本後，轉送 setup message 直到目的地節點；目的地

節點會回傳 ACK 封包至來源端，此時便開始啟動 backward stage。 

上述提到 setup message 有一路由成本欄位，此路由函數主要用來尋找有最低訊務流

量之路徑，期望達到網路流量負載平衡目標，路由成本中幾個重要名詞定義如下： 

（1） Active path：來源端與目的地端節點之間賴以傳送封包之路徑，稱為 Active 

Path。 

（2） Active node：一個被認定為 active 之節點，包括本身是來源節點、轉送封包

節點或是目的地節點。 

（3） Activity：經過節點上的 active path 數目即為該節點之活躍值。 

（4） Cost：最佳路徑取決於有最小網路流量干擾之路徑。 

有線網路之網路流量干擾通常來自於節點本身之網路流量，因此，不同於有線網

路，無線網路還有來自鄰居間的訊務干擾，稱之為 Traffic Interference，Traffic Interference

為鄰居活躍總值，如下所示： 

∑
∀

=
j

i
ji ATI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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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j 為節點 i 之鄰居節點， iTI 表示節點 i 的 Traffic Interference，即節點 i 所有鄰居

節點的 activity 總值。 

 經過節點 i 本身之 active path 數目以 iA 表示，節點之 activity 值越大，表示經過該

節點流量越大。 

 綜合以上，路徑 k 之路由成本為： 

)( i
ki

ik TIAC +=∑
∈

（11） 

舉一個 LBAR 範例，如圖 2.3 所示，標示於節點上數值分別為 Activity 與 TI 值，假

設節點 A 欲傳輸資料至 D，假設有路徑 1（Candidate Route 1）與路徑 2（Candidate Route 

1）兩條路徑，根據 LBAR 路徑成本計算公式（11），路徑 1 成本為 B、C 節點 Activity

與 TI 值總和 13（1 + 6 + 1 + 5 = 13），而路徑 2 所經過之中繼節點，由於無其他流量經

過轉送，因此成本為 0，路徑 2 較路徑 1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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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LBAR 範例 

2.3 與 WMNs 之 Multi-interface 與 Multi-channel 相關之論文研究 

 IEEE 802.11b/g 與 IEEE 802.11a 分別提供 3 個與 12 個不重疊頻率之頻道，儘管如

此，現階段以 IEEE 802.11 為基礎的 ad hoc 無線網路仍只使用單一頻道，因此，論文[3]

提出一個 multi-channel 之無線網狀網路架構，稱為 Hyacinth，架構裡每一節點配置多個

802.11 網路介面卡，其系統架構、如圖 2.4 所示，包含固定不動的無線路由器（Wireless 

Mesh Router），路由器上配置 Traffic Aggregation Access Point 則可提供終端使用者網際

網路連線，部分無線網狀節點扮演 WMN 與有線網路間的閘道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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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Hyacinth 網路架構圖 

 論文[3]中提到 WMN 與 ad hoc 間的差異性主要幾點，第一、WMN 的流量特性多半

是固定的（大量，些許的改變不會影響整體流量特性）。WMN 的流量來自於有線與無

線 MN，被聚集到 WMN 內的節點中，所以根據這些節點（link）的 traffic profile，來進

行調校（例如，load-balancing），而不是以往 ad hoc 網路的 end-to-end 考量。其實就跟

現在有線一樣，QoS 是做在 backbone，而無線網路環境也可以把 QoS 之類的東西做在

無線 backbone 上。第二、Ad hoc 內的流量因為沒有聚集效應，所以流量分佈應該屬於

較為分散，而 WMN 流量則明顯從 wired 到 MN，所以流量分佈是斜的。表示 downlink

通常較為滿載，而 uplink 則沒那麼滿。第三、WMN 適合 proactive routing，因為 WMN

節點通常是固定，且網路拓樸較大，delay 會比小型的 ad hoc 高很多，要是有 routing 

table，便可以增加 routing 效能，減少 delay。但是 ad hoc 網路小（delay 影響不大），

節點又變動高（交換 routing table 次數高，大大浪費頻寬），所以 reactive 比較好，de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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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以接受的範圍之內。 

由於 WMN 是一個 multi-radio、multi-channel 架構之網路，因此，有幾項重要議題，

第一、頻道分配問題，頻道分配又可分為兩個子問題，就是介面卡和哪些鄰居有鏈結存

在，以及這些介面卡上面如何設定頻道，這是一種 graph-coloring 問題，以及因為頻道

相依問題（如圖 2.5）會產生漣漪效應，因此頻道分配為 NP-hard。[3]提出的方法為

Distributed Load-Aware Channel Assignment，該方法將 WMN 節點之介面卡分成

UP-NICs、DOWN-NICs 與 CONTROL-NIC 三個部分（如圖 2.6），WMN 節點主要負責

DOWN-NICs 的頻道分配，因此，當 DOWM-NICs 頻道改變時，並不會影響 UP-NICs，

如此一來，便可以解決頻道相依性；CONTROL-NIC 則是選擇性的虛擬控制介面卡，設

定為共同頻道，用來繞送控制封包用的介面卡。 

 
圖 2.5：因為頻道相依問產生漣漪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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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解決頻道相依問題[3] 

除了提出解決頻道分配問題之外，還提出一個以 spanning tree 為基礎的路由繞送演

算法，邏輯上，每一個 Mesh 閘道都是 spanning tree root，透過定期廣播送出 ADVERTISE

封包給鄰居，鄰居會根據 ADVERTISE 封包上的 cost 欄位，決定是否加入該 spanning 

tree，基本上，一個 Mesh 節點只會加入一個以 gateway 為 root 所建立的 spanning tree。

ADVERTISE 封包上的 cost 欄位，可以為 hop count、gateway link capacity 或 path 

capacity，若為後兩者，可以做到流量負載平衡，但是動態的路由成本計算，有可能會

造成與有線網路一樣的 route flapping 問題[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