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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無線多躍程中繼網路是由基地台（base station, BS）及中繼站（relay station, RS）所組成，

藉由設置中繼站來增加無線網路涵蓋範圍具有建置成本低與容易建置的優點。中繼站將來自於

使用者的資料封包傳送給連接有線網路的基地台（可能通過其他的中繼點）。兩個中繼點間不

允許直接傳遞封包。一般認為這樣的架構較其他無線網路架構（如無線網狀網路）更適合真實

的佈建。 

  為了滿足越來越多的即時性應用需求，如何在無線網路上提供服務品質保證一直是網路研

究的重要課題。本研究藉由計算路徑干擾值的方式在無線多躍程中繼網路上求得以基地台為樹

根的樹狀路由，目標在於降低整體網路的干擾程度，提高連線的服務品質。在頻寬管理方面，

我們提出了一個集中式連線排程以及一個階層式的連線排程機制。在階層式的連線排程機制中

樹狀路由的每個節點（中繼站）可將來自子節點頻寬需求做可能的整合排程後，再回傳給基地

台。如此，除了可以減輕使用集中式連線排程所帶給基地台的負荷外，中繼站也可以做到更有

彈性的頻寬配置。依據實驗結果，本研究所提出的方法確實可以有效的增加網路傳輸量，提高

頻寬的重複利用率。 

關鍵詞：無線多躍程網路，服務品質，干擾，路由，連線排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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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wireless multi-hop relay network consists of a base station plus various relay stations. The 

introduction of relay stations greatly extends the network coverage, to the benefit of users, and 

provides the salient advantages of lower implementation cost and easier system deployment. Relay 

stations transmit packets from (to) users toward (from) the base station, which is connected to a w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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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Unlike mesh networks, however, direct transmission between relay stations is not allowed. 

Therefore, wireless network architecture is more feasible for deployment in the real world. 

     For real-time applications, much research has been devoted to providing Qos guarantees in 

wireless networks. Accordingly, this report first proposes an interference-aware routing algorithm to 

construct a tree-based routing path rooted at the base station. The algorithm explores the 

least-interfering path to improve routing efficiency. For bandwidth management, we propose both 

centralized and hierarchical link scheduling mechanisms. In the latter, each node in the routing tree 

transmits its bandwidth request to the root, where potentially concurrent transmissions of descendents 

are combined to optimize data delivery. As a result, not only is the workload at the base station in the 

centralized link scheduling reduced considerably but the relay stations can also manage bandwidth in 

a flexible manner. Furthermore,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strategie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overall network throughput and enhance frequency reuse. Thus,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dicates the usefulness of our development in actual practice. 

Key Words: multi-hop relay network, QoS, interference, routing, link scheduling 

 

一、研究動機 

  隨著可攜性裝置的普及，新一代的無線網路技術被期待

能提供更高的資料傳輸率與更廣的訊號涵蓋範圍，以提供越

來越多要求服務品質（quality of service, QoS）的即時性應

用需求（如 VoIP、線上會議等），現今無線網路之架構主要

由眾多的基地台（base station, BS）與用戶端組成，藉由事

先網路規畫將基地台佈置於適當的地點以確保在有限傳輸

功率下可使訊號完整的覆蓋特定區域，然而此種網路架構會

產生基地台彼此間的干擾與多徑傳播，使得無線訊號衰退，

導致有效資料傳輸速率降低的問題，如 WiMAX 系統

（worldwide interoperability for microwave access）雖然宣稱

可提供較第三代行動通訊系統（3rd-generation, 3G）更高的

傳輸速率與更廣的訊號涵蓋範圍，但根據實際網路規劃後得

到的結果，WiMAX 基地台在市區內合理的涵蓋半徑僅為數

公里，且有效的資料傳輸速率會隨使用者與基地台間的距離

增加而遞減 [16]。 

  在 TDMA-based 模式（tim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下，

使用者需在實際傳送資料前，取得一條到基地台的傳輸路

徑，以及能滿足其 QoS 需求的時槽（time slot）數量，因此

除了改善網路架構外，路由機制與連線排程方式的好壞，對

傳輸的效能與品質有直接的影響。本研究目的即在於建置出

一個考慮整體網路干擾程度網路架構，並配合所設計的路由

及排程機制以增進網路的傳輸效率與提高頻寬的重複利用

率。本研究第二節將介紹無線多躍程網路的架構及其他學者

提出的研究成果，並說明各自面臨的一些可能潛在性問題。

第三節討論本研究所提出的方法。第四節為說明電腦模擬網

路架構並對實驗結果加以分析、討論。第五節則是結論與未

來展望。 

 

二、網路架構及相關研究 

（一）網路架構 

  在無線多躍程網路架構下，來源端與目的端的資料傳輸

可透過中間節點將資料轉送至目的端，因此，在擴展無線網

路的服務範圍上，可使用設置小型的無線設備的方式來代替

傳統基地台的佈建，如圖 1。無線多躍程中繼網路是由基地

台（base station, BS）及中繼站（relay station, RS）所組成 [1, 

8]，藉由設置中繼站來增加無線網路涵蓋範圍具有建置成本

低與容易建置的優點。中繼站將來自於使用者的資料封包傳

送給連接有線網路的基地台（可能通過其他的中繼站）。與

無線網狀網路 [2] 不同的是，兩個中繼站間不允許直接傳

遞資料，因此，RS 只需具備轉傳訊號的功能，在設計上較

無線網狀網路路由器（mesh router）來的簡單，在實際運用

上也可以減少網路中控制封包的數量以提高網路的傳輸效

能 [10]。 

（二）提供服務品質路由機制 

  由於及時性應用需求的增加，如何找出一條符合連線

（connection）需求的傳輸路徑成為無線網路領域中一個重

要的研究方向，當網路上的某個連結（link）正在傳送或接

收資料時，若受到其鄰近節節的干擾，則容易造成資料遺失

等問題，而無法保證該連結所要求的 QoS，因此當連結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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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無線中繼網路 

 

傳送或接收資料時，被該連結所干擾（interference）的其他

連結則不能同時運作，如圖 2，當連結 AB 在運作時，連結

CD 與連結 EF 處於被干擾的情況而無法運作，而當使用者

提出傳輸需求時，傳送端與目的端需預先決定傳輸路徑，因

此，若在決定傳送路徑時選擇干擾值最小的路徑，便可以減

少在傳送資料時影響其他連結的數量，提高能同時運作的連

結數，增加網路傳輸量。 

1. 單通道路由機制 

  單通道路由機制著重於找出一條符合連線需求且路徑

干擾值為最小的路徑。有研究者提出，每個點各自紀錄本身

干擾值，當有連線需求被提出時，路由機制將從所有可行路

徑中選擇干擾總和最小的路徑作為傳輸路徑 [6]。另外也有

研究假設網路中，節點是一個一個依序的加入，因此，在新

節點要加入網路時，會從所有已加入網路的可連結點中選擇

一個從連結有線網路的基地台至該點的路徑干擾總和最小

的節點來連結，如此，在整個網路拓樸建置完成同時，也決

定了各節點的路由 [14]。然而，作者在文中並未明確地提 

 

 
 

圖 2. 當連結 AB 在運作時，連結 CD、EF 無法同時運作 

及實際的建置方法。 

2. 多通道路由機制 

  為了降低單一通道（single channel）所造成的干擾，有

學者提出使用多個彼此不互相干擾的通道來建構網路拓

樸。有研究者提出一個集中控制式的無線通道配置與 QoS

路由的機制 [13]。也有研究使用預期的連結負擔程度來作

為通道分配的依據 [11]，在一開始分配好通道之後，接者

使用最短路徑演算法以預期網路中各連結的負擔程度，若網

路中每個連結的負擔程度均小於其所能提供的頻寬，則使用

此通道分配模式，否則便重新作通道分配，直到找出一個合

適的路由拓樸為止。其它研究者也提出了各自的作法 [3, 

7]。雖然多通道分配方式的確可以降低整體網路的干擾程

度，但是除了在實體設備上需支援多通道功能外，在建置路

由拓樸時勢必要花費更多的時間，這種問題在網路密集度越

大的情況下將越加明顯。 

3. 連線排程機制 
  在 multi-hop 網路架構下，依傳輸方式不同可分為集中

式 [9, 12] 與分散式 [4] 兩種排程方式，集中式排程分配是

中繼站將傳送需求往上傳給基地台，當基地台收集完所有的

頻寬需求後，由基地台決定網路中所有中繼站的傳送排程，

之後基地台再將分配結果往下傳送讓所有的中繼站知道明

確的排程資訊。分散式分配則是各個中繼站間可自行交換本

身的排程訊息以決定彼此間的資源排程，然而，標準裡雖提

及此兩種排程模式，卻未明確說明運作方式，且分散式排程

分配方式在中繼站數量多的時候會過於複雜，因此多數的學

者提出集中式分配的排程方式來作為 multi-hop 網路架構下

的排程方式，而在使用分時雙工模式（time-division duplex, 

TDD）下，有研究者提出當基地台收到所有中繼站所提出的

傳輸要求後，利用貪婪式（greedy）演算法來作為分配時槽

的方式 [4]。Wei 等人 [14] 則提出一個時槽再利用（slot 

reuse）的排程方法使得同一個 slot 可以讓多個不互相干擾的

連結同時傳輸資料。 

 

三、研究方法 

（一）基本概念 

  為了建置一個可涵蓋廣域範圍且能有效提供具 QoS 服

務保證的無線網路，網路的拓樸架構、路由機制與連線排程

機制都是必須考慮的因素。由於在無線多躍程中繼網路中，

中繼站彼此間過多的連結會使得傳輸路徑受到干擾而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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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輸效能降低。因此，本研究藉由計算路徑干擾值的方式在

無線多躍程中繼網路上求得以基地台為樹根的樹狀路由，如

圖 3 所示。目標在於降低整體網路的干擾程度，提高連線的

服務品質。在頻寬管理方面，我們使用階層式的連線排程取

代先前提出的集中式排程分配。樹狀路由中的每個節點（即

中繼站）可將來自子節點的頻寬需求做可能的整合排程後，

再回傳給基地台。如此，除了可以減輕使用集中式連線排程

所帶給基地台的負荷外，中繼站也可以做到更有彈性的頻寬

配置。我們將在下面做更詳細的敘述。 

  本研究提出的網路架構下，傳輸通道依方向不同可分為

上行通道（uplink）－由 RS 傳向 BS，以及下行通道

（downlink）－由 BS 傳向 RS。在分時多工的系統中，傳輸

框架（frame）可分為上行通道子框架（uplink subframe）與

下行通道子框架（downlink subframe），各包含若干個時槽，

由 BS 負責進行動態的配置 [10, 15]。由於下行通道傳輸

時，BS 是唯一有傳輸需求的節點，因此排程機制比較容易。

所以本研究將把焦點放在上行通道傳輸的排程上。 

（二）樹狀路由拓樸之建立 

  在無線多躍程中繼網路中，中繼站彼此間過多的連結會

使得傳輸路徑受到來自其他連結的干擾而導致傳輸效能下 

 

 
原始無線中繼網路拓樸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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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提出的拓樸架構 

 

圖 3. 原始無線中繼網路拓樸架構與本研究提出的拓樸架構 

降，而無線多躍程中繼網路的資料傳遞模式中，由於 RS 只

負責將資料透過與其他 RS 間的轉傳，將資料一路傳遞至基

地台，因此，為了減少網路中非必要的連結，以提高傳輸效

能，本研究將無線多躍程中繼網路設計為樹狀拓樸，在樹狀

拓樸中，每個 RS 決定一條路徑干擾值最小的路由做為該點

至 BS 的傳輸路徑，而因為 RS 是靜止不動的設備，所以當

節點決定好了一條樹狀路由後便不再更改，除非節點離開網

路（如故障或關機）或一段時間後有新節點加入網路，才會

改變已經配置好的路由，在選擇父節點方面，本研究以整條

路徑所可能造成的干擾值來作為新節點選擇父節點的基

準。某個節點的初始路徑干擾值表示在其傳送範圍內的其它

節點數。每個已加入網路中的節點紀錄從父節點收到的路徑

干擾值加上本身初始干擾值，形成該節點之路徑干擾值。新

加入節點從可連結的候選父節點中選擇路徑干擾值最小的

節點作為父節點，如此不僅可以確保每個節點在加入時能選

擇傳輸效能最好的路由，也可以降低整體網路的干擾程度。

詳細步驟如下： 

（1）在整個系統開始之初，所有欲加入網路的節點在加入

前須先廣播探測封包給其傳輸範圍內的其他節點，藉

由有多少個節點回應此探測封包的訊息，來決定節點

本身的初始路徑干擾值與干擾點的集合。 

（2）在建立路由階段，首先，由 BS 廣播包含路徑干擾值

（起始值為 0）的連線訊息給傳輸範圍內的其他節

點，收到此訊息的節點，以 BS 做為父節點記錄由 BS

至該點的路徑干擾值，計算方式為父節點干擾值+節點

本身的初始路徑干擾值。 

（3）當節點加入網路後，廣播包含路徑干擾值的連線訊息，

給傳輸範圍內的其他節點，當有尚未加入網路的節點

收到此訊息時，等待一段時間來接收其他已加入網路

的節點所傳來的連線訊息，若收到來自兩個以上的節

點所傳來的連線訊息時，則選擇路徑干擾最小的節點

做為父節點，並計算本身的路徑干擾值。 

（4）重覆步驟 3，直至所有節點都已加入網路為止。 

  舉例如下：圖 4(a) 中節點 D 傳送探測封包後，收到節

點 A、B、C 的回應，因此節點 D 的初始路徑干擾值為 3，

干擾集合為 {A、B、C}。而在圖 4(b) 中，節點 A、B 收到

來自 BS 的連線訊息，因此選擇 BS 為父節點，節點 A 的路

徑干擾值為 2（父節點干擾值 0 + 節點 A 本身的初始路徑干

擾值 2），節點 B 的路徑干擾值為 3。之後，節點 D 收到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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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擾值 干擾集合

A 2 {B、D}

B 3 {A、D、C}

C 2 {B、D}

D 3 {A、B、C}

(a) 各節點的干擾值與干擾集合 

 

 干擾值 干擾集合

A 2 {B、D}

B 3 {A、D、C}

C 2 {B、D}

 D 3 {A、B、C}

點 A 的干擾值為父節點干擾值+本身節點干擾值=> 0+2=2 

點 B 的干擾值為父節點干擾值+本身節點干擾值=> 0+3=3 

(b) 節點 A、B 加入網路後的路徑干擾 

 

 干擾值 干擾集合

A 2 {B、D}

B 3 {A、D、C}

C 5 {B、D}

BS

B
A

D C
 D 5 {A、B、C}

點 C 的干擾值為父節點干擾值+本身節點干擾值=> 3+2=5 

點 D 的干擾值為父節點干擾值+本身節點干擾值=> 2+3=5 

(c) 節點 C、D 加入網路後的路徑干擾 

 
圖 4. 建立樹狀路由拓樸 

 

自節點 A、B 的連線訊息，選擇節點 A 做為父節點，路徑

干擾值為 2+3=5，節點 C 因只收到來自節點 B 的訊息，所

以選擇節點 B 做為父節點，路徑干擾值為 3+2=5，如圖 4(c) 

所示。 

（三）傳輸集合的選擇 

  在 TDMA 模式下，時槽的重複利用率是影響傳輸效能

的關鍵，時槽的重複利用率越高則代表網路中可同時傳輸的

節點越多因此整體網路的傳輸效能越好，所以，如何判斷哪

些不互相干擾的節點可放入相同的時槽中是值得探討的一

個方向，而在我們所設計的樹狀拓樸中，因為 RS 是靜止不

動的設備，且拓樸完成後，除非節點離開網路（如故障或關

機）或一段時間後有新節點加入網路，才會修改拓樸架構，

因此，當所有節點都已加入網路後，我們提出傳輸集合的概

念來判斷網路上可同時傳輸的節點，若網路上節點屬於同個

傳輸集合，則代表節點間可以同時傳輸而不會互相干擾。本

研究從樹狀路由最下端的節點開始，向父節點傳送包含節點

本身與該子樹的集合資訊，此集合資訊中，包含節點本身的

傳輸集合及與節點互相干擾的干擾集合資訊兩部分，當父節

點收到來自子節點的集合資訊後，將該子樹內可以同時傳輸

的節點作傳輸集合的合併，之後再繼續往上層傳送包含節點

本身與該子樹的集合資訊，如此，當傳輸集合選擇結束後，

網路上所有節點均有一份記錄其子樹內所有節點的傳輸集

合資訊，方法說明如下： 

（1）節點收到所有子節點所傳送的傳輸集合 (T_set) 與干

擾集合 (I_set) 資訊。 

（2）當節點 i 收到來自子節點 (child(i)) 的集合資訊後，依

照 子 節 點 的 干 擾 集 合 I_setchild(i)={I_seti ∪

I_setchild(i)}-{child(i)}，修改每個子節點本身的干擾集

合，並記錄於節點 i 的集合資訊內。  

（3）在節點所收到的集合資訊中，若存在 k 個傳輸集合 

(T_set1，T_set 2，…，T_setk)，k≥2，與其所對應的干

擾集合 (I_set1, I_set2，…，I_setk) 滿足 (T_set1∪T_set2 

∪…∪T_setk)∩(I_set1∪I_set2∪…∪I_setk) = ø，表示

這 k 個傳輸集合中的節點可以同時傳輸而不會有互相

干擾的情況發生。接著則將此 k 個傳輸集合及干擾集

合以其聯集的結果取代。 

（4）節點將本身所記錄的集合資訊傳送給其所屬的父節點。 

  如圖 5(a)，網路拓樸與各節點一開始的傳輸集合與干擾

集合資訊。一開始節點 E、F 分別送出本身的集合資訊給節

點 C，節點 C 收到 E 與 F 的集合資訊後修改 E、F 的干擾集

合，並將之紀錄於本身的集合資訊中如圖 5(b)。在圖 5(c) 

中，節點 A 收到來自 B、C、D 的集合資訊後，分別將 B、

F 與 D、E 做合併，因此，最後節點 A 往上層傳送的集合資

訊為圖 5(d)。 

（四）連線排程機制 

  在 連 線 排 程 機 制 中 ， 集 中 式 排 程 分 配 在 多 躍 程

（multi-hop）網路架構中會有資料到達順序的問題，因此單

純以連結所提出的傳輸要求量來做連線排程是不甚合理

的，如圖 6 所示，假設各節點本身要求的傳送量均為 5 個時

槽，由於上層的節點需承接從下層來的資料量，因此節點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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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輸集合 干擾集合 

A {A} {B、C、D}

B {B} {A、E} 

C {C} {A、E、F}

D {D} {A、F} 

E {E} {B、C、F}

 F {F} {C、D、E}

(a) 各節點初始所記錄的傳輸集合與干擾集合資訊 
 

C 

傳輸集合 干擾集合 

{C} {A、E、F} 

{E} {A、B、C、F}

 {F} {A、C、D、E}
節點 C 收到 E 與 F 的集合資訊後，修改 E、F 的干擾集合 

E 的干擾集合為{A、E、F} U {B、C、F}- E ={A、B、C、F} 
F 的干擾集合為{A、E、F} U {C、D、E}- F ={A、C、D、E} 

(b) 點 C 所記錄的集合資訊 
 

 傳輸集合 干擾集合 

A {A} {B、C、D} 

B {B} {A、E} 

{C} {A、E、F} 

{E} {A、B、C、F}C 

{F} {A、C、D、E}

 D {D} {A、F} 

(c) 點 A 所收到的各點集合資訊，其中 B、F 及 D、E 是可合併的 
 

A 

傳輸集合 干擾集合 

{A} {B、C、D} 

{B、F} {A、C、D、E} 

{D、E} {A、B、C、F} 

 {C} {A、B、D、E、F}

(d) 節點 A 所記錄的集合資訊 
 

圖 5. 節點中傳輸集合與干擾集合之建立 

 

 
節點本身要求 

的時槽數 

節點向父節點

要求的時槽數

A 5 20 

B 5 15 

C 5 10 

BS

A

B

C

D
 D 5 5 

 

圖 6. 集中式排程問題 

 

 

會向 BS 要求 20 個時槽來傳送資料，Wei 等人 [14] 提出的

排程演算法是選擇連線需求量最大的連結加入排程，因此一

開始 BS 便會先分配 20 個時槽給予節點 A，然而，此時節

點 A 所能傳送的資料量只有 5 個時槽，因此，有 15 個時槽

是浪費的。下面我們除了將上述的集中式排程方式做修改，

使其可以符合本研究所提出的樹狀網路拓樸架構，避免產生

上述的問題之外，我們也設計一個階層式連線排程機制減輕

使用集中式連線排程所帶給基地台的負荷。在第四節的實驗

中分析中，我們將以此兩種排程方式來做比較。 

1. 修改之集中式連線排程機制 

  有別於多躍程網路中，節點所提出的傳輸要求量中包含

節點本身的傳輸量及從下層承接上來的傳輸量，我們設計當

節點收到下層子節點所傳來的傳輸要求量後只負責將此要

求訊息轉傳至 BS 中，而不會將子節點的傳輸量加入本身的

傳輸要求量中，所以，最後 BS 會有網路中所有節點本身所

要求的傳輸量資訊，且因為本研究的網路架構為樹狀拓樸，

因此，BS 可以紀錄網路中所有節點的父節點資訊如圖 7(a) 

中 BS 所收到的傳輸要求資訊，與父節點資訊。接下來，使

用 Wei 等人[14] 的排程方式，不同的是當某一節點被選擇

進入排程後，BS 會對照該節點的父節點資訊，將該節點的

傳輸量加入其父節點的傳輸要求量中，如圖 7(b)，點 D 進

入排程後，BS 修改點 A 的傳輸量，之後再從已更新過的傳

輸資訊表中，依照 Wei 等人[14] 的方法選擇其他節點進入

排程，如此直至網路上所有點的傳輸要求都被完成為止，我

們以這種即時反映各節點當前可傳送的資料量方式來避免

因資料到達順序不同所造成的時槽浪費。表 1 為修改之集中

式排程演算法。 

2. 階層式連線排程機制 

  在目前的連線排程機制中，節點負責傳遞連線需求給連

接有線網路的基地台，由基地台配置完網路中所有節點的傳

輸時槽之後，再將排程通知網路中所有節點，這種集中式排

程的作法對於 BS 的負擔程度會隨著網路節點增多而加重，

因此我們設計一個階層式的排程方法，將一部分的排程分配

交由 RS 負責，以降低 BS 的負擔，針對樹狀網路拓樸，本

研究所設計的連線排程機制原則如下：當與 RS 相連的用戶

端設備對 RS 提出頻寬的需求（包括欲新建立或現存的連

線），RS 在收集了這些頻寬需求之後向上送出需求（request）

給父節點，父節點收集了所有子節點的頻寬需求之後依照傳

輸集合資訊將其子樹的頻寬需求做時槽的分配及合併可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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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點 A B C D 

傳輸量 1 3 5 7 

傳輸資訊表 

節點 A B C D 

父節點 BS BS A A 

 
父節點資訊表 

(a) BS 所紀錄之傳輸資訊表與父節點資訊表 

 

節點 A B C D 

傳輸量 8 3 5 0 

傳輸資訊表 

節點 A B C D 

父節點 BS BS A A 

 父節點資訊表 

(b) 點 D 進入排程後，BS 更新傳輸資訊表 

 

圖 7. 修改之集中式排程演算法中傳輸資訊表之更新 

 

表 1. 修改之集中式排程演算法 

R(i): 節點 i 所提出之傳輸時槽需求 
par(i): 節點 i 的父節點 
ActiveNodes(ts , te): 排程于第 ts 至 te 時槽間的節點所成的集合 
ts←1 
while exist any R(i)>0 for any node i 

)(iRargmaxk
i∀

←  

I_set ← ø  //在此 iteration 所記錄之干擾集合 
A_set ← ø //在此 iteration 所記錄可傳輸節點的集合 
te = ts+R(k)-1; 
while k ≠ NULL 

R(par(k))= R(par(k))+R(k) 
R(k)=0 
add k to A_set 
I_set = I_set∪I_setk 

)(

0)(
__

jRargmaxk

jR
setIsetAj

>
∪∉

←  

end while 
ActiveNodes(ts , te) ← A_set 
ts=te+1; 

end while 
 

用時槽的節點，之後繼續往上一層的父節點傳送包含此排程

結果的需求訊息，如此一層層往上處理，最後 BS 只需合併

不同子樹間可共用的時槽數後，再將最後的排程分配結果向

下傳給所有的 RS 即可，而不需全權由 BS 決定所有節點的

時槽分配。 

  為了實作此排程機制，我們除了需要節點所記錄的傳輸

集合資訊外，還需要在各 RS 提出的需求訊息中，加入一項

資訊跳躍節點數（hop-count），用來判別排程中的資料量到

達順序，跳躍節點數為 0 代表此資料量可立即被服務，跳躍

節點數為 1 則代表此排程需要等所有跳躍節點數為 0 的排程

都傳送完後才能被服務，依此類推，跳躍節點數越大代表資

料需要等待時間越久。詳細的階層式連線排程演算法如表 2

所示。圖 8 為網路拓樸與各節點所記錄的集合資訊及各節點

本身的 time slot 需求量。圖 9 和圖 10 則為階層式連線排程

演算法的例子，並說明如下： 

（1）節點 E、F 向節點 C 提出頻寬要求並將本身排程資訊

告知節點 C，如圖 9(a)。 

（2）節點 C 收到 E、F 的排程資訊後，將自己的頻寬需求

加入排程，接著將子節點 E、F 本身要傳送的資料量

加入排程，改其所屬集合為 C 的所屬集合，將

hop-count 加 1，之後將 E、F 的排程加入節點 C 的排 

 

表 2. 階層式連線排程演算法 

假設節點 i 擁有 c1,c2,…,ck，共 k 個子節點 
R(i): 節點 i 所提出的節點 i 所提出之傳輸時槽需求 
Sch_Tabi[ni]:節點 i 所記錄之包含 ni 個元素的排程表，表中每個元素包含 

nodes: 節點集合 
slots: 分配的傳輸時槽數量 
hop_count: 表示資料到達順序 

當節點 i 收到來自 k 個子節點的傳輸時槽需求與排程表 
index ← 1 
Sch_Tabi[index].nodes ← i     //將節點 i 的需求加入排程表 
Sch_Tabi[index].slots ← R(i) 
Sch_Tabi[index].hop_count ← 0 
index ← index +1 
for j=1 to k do 

Sch_Tabi[index].nodes ← i     //將節點 cj 的需求加入排程表 
Sch_Tabi[index].slots ← R(cj) 
Sch_Tabi[index].hop_count ← 1 
index ← index +1 

end for 
//在 Sch_TabC1, Sch_TabC2,…., Sch_TabCk 的元素中，若其 nodes 欄位資料在同

一個傳輸集合，而且 hop_count 欄位的資料相等，則為可合併的元素  //
while Sch_TabC1, Sch_TabC2,…., Sch_TabCk 中存在可合併的元素 

Sch_Tabi[index].nodes ← 可合併節點的聯集 
Sch_Tabi[index].slots ← MAX(可合併節點的傳輸時槽需求) 
Sch_Tabi[index].hop_count ← 可合併元素的 hop_count 
index ← index +1 

end while 
while Sch_TabC1, Sch_TabC2,…., Sch_TabCk 中存在其它不可合併的元素，假

設為 Sch_Tab Cj[k] 
Sch_Tabi[index].nodes ←Sch_Tab Cj[k].nodes      
Sch_Tabi[index].slots ←Sch_Tab Cj[k].slots 
Sch_Tabi[index].hop_count ← Sch_Tab Cj[k].hop_count 
index ← index +1 

end while 
temp ← index 
for p =1 to index-1 do 

if Sch_Tabi[p].nodes {c1,c2,…,ck}≠  and Sch_Tabi[p].hop_count≠0 
then 

Sch_Tabi[temp].nodes ← i     
Sch_Tabi[temp].slots ← Sch_Tabi[p].slots 

Sch_Tabi[temp].hop_count ← Sch_Tabi[p].hop_count+1 
temp ← temp+1; 

end for 
index ← temp -1 
將 Sch_Tabi 中的元素依照 hop_count 欄位之值由小至大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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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輸集合 干擾集合 

{A} {B、C、D} 

{B、F} {A、C、D、E} 

{D、E} {A、B、C、F} 
A 

{C} {A、B、D、E、F} 

B {B} {A、E} 

{C} {A、E、F} 

{E} {A、B、C、E} C 

{F} {A、C、D、E} 

 D {D} {A、F} 

 A B C D E F  E {E} {B、C、F} 

F {F} {C、D、E} Time slot 
需求度 5 10 3 5 7 8 

 
   

 

圖 8. 各節點的集合資訊與傳輸時槽需求量 

 

 
     傳輸點 C E F C C 
傳輸點 E  F  時槽要求量 3 7 8 7 8 
時槽要求量 7  8  Hop-count 0 0 0 1 1 
Hop-count 0  0        

(a) 節點 E、F 向節點 C 提出要求  (b) 節點 C 排程結果 
 

圖 9. 節點 C 收到節點 E、F 的要求後建立本身的排程 

 

程。依 Hop-count 由小到大排序後即完成節點 C 的排

程。圖 9(b) 為節點 C 之排程。 

（3）節點 A 受到來自節點 B、C、D 的排程後，將自己的

頻寬需求加入排程，接著將子節點 B、C、D 本身要傳

送的資料量加入排程，改其所屬集合為 A 的所屬集

合，將跳躍節點數加 1，之後節點 A 依照本身的集合

資訊，將 A、B、C、D 的傳輸集合做合併，合併原則

為排程中任兩個可合併的傳輸集合且跳躍節點數相同

的時槽可同時傳輸，將 A、B、C、D 合併完後的排程

加入節點 A 的排程中，最後將排程中，屬於子節點集

合且跳躍節點數不等於 0 的時槽分配複製一份，改成

節點 A 所屬集合且跳躍節點數+1，加入節點 A 排程，

依跳躍節點數由小到大排序後即完成節點 A 的排程，   

圖 10 為節點 A 之排程流程。 

 

四、實驗分析 

  在本節中，我們將透過程式模擬的方式，來證明本研究

所提出的方法可以有效的增加網路傳輸量，提高頻寬的重複

利用率。 

（一）建立樹狀拓樸與傳輸集合選擇 

  如圖 11(a) 所示，實驗模擬時所考慮之網路傳輸環境近

似曼哈頓（Manhattan-like）地區，具有建築物密集且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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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節點 A 之排程步驟 

 

 
(a) Manhattan-like 網路傳輸環境 

 
(b) 實驗初始拓樸 

 

圖 11. 實驗中網路的架構 

 

交錯之都市特徵 [4]，而中繼站則建置於街道交叉路口。本

研究即在此種網路環境情況下模擬 24 個中繼站與一個 BS

所構成的樹狀網路拓樸，圖 11(b) 為實驗初始的網路拓樸，

圖 12 則為經由本研究提出的方法所建置出的樹狀網路拓

樸。圖 12(a) 中，我們可以看出樹狀拓樸略成對稱狀，這是

因為在建置網路的方式是由 BS 所發起，再逐一的向外通知

其他尚未加入網路的中繼站加入網路，因此，當新節點收到

兩個以上路徑干擾值相同的中繼站所送出的連線訊息時，新

節點會選擇最先收到連線訊息的節點作為父節點，所以樹狀

拓樸不會是完全的對稱性拓樸。而實驗結果我們也發現此種

樹狀網路拓樸的建置方式能有效避免節點選擇過長的路徑

做連結，提高路由的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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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本研究建置出之樹狀拓樸 

 

傳輸集合 
1、4、11、15、23 
2、5、12、19、22 

8、10、25 
7、16、18 

9、17、20、24 
3、6、14、21 

(b) BS 所記錄的傳輸集合表 

 

圖 12. 樹狀拓樸與 BS 所記錄的傳輸集合表 

 

  在傳輸集合選擇方面，圖 12(b) 為 BS 最後整合所有子

節點的集合資訊後，所得到之各節點所屬的傳輸集合表，在

此集合表中，我們發現在各集合中，可傳輸的節點數量約成

均勻的分布，而不會有某節點獨自形成一個傳輸集合的情

形，因此我們相信本研究在頻寬的重複利用率上，能獲得不

錯的效果。 

（二）連線排程實驗分析 

  在實驗環境中，一開始每個中繼站會產生本身所要求的

資料傳輸量，之後依中繼網路（relay network）運作的方式，

將所有節點的傳輸要求一路傳遞至 BS，再由 BS 決定好所

有連線的時槽排程方式，在排程方面，實驗中將以本研究提

出的階層式排程方式與修改之集中式排程分配方式所呈現

的實驗結果來分析並且與每個時槽僅有一個節點傳送資料

的方法（圖中稱為非合併法）做對照。圖 13 為網路中提出

要求的節點分布範圍不同的情況下所得的實驗結果。由   

圖 13 中可知，當提出要求的節點分布集中時，傳送完所有

資料量所需的時槽數會高於節點分散時所使用的時槽數，這

是因為當有傳輸需求的節點分布集中時，其節點間的干擾程

度會使得可合併的時槽數減少，所以使用時槽數較高，然而

不管是修改之集中式排程或是階層式排程，都能有效的減少

使用時槽數。 

 
 

 
 

圖 13. 不同分布範圍內的使用時槽數與所合併的時槽數 

 

  接下來，在實驗中，我們讓各節點隨機產生介於我們限

定範圍內的資料量，以比較在資料量變動情況下修改之集中

式排程與階層式排程所得的結果，圖 14 為網路中各節點初

始資料量變動下的實驗結果，我們發現，雖然修改之集中式

排程與階層式排程均能有效的降低使用時槽數，提高傳輸效

能，然而隨著資料量變動範圍的增加，修改之集中式排程與

階層式排程的效能差距也會隨之增加，這是因為在連線排程

的設計上，階層式排程在事先便已經決定好可同時傳輸的節

點集合，且為了避免承接下層資料量時所產生的問題，階層

式排程限制 hop-count 數相同的時槽才能做合併，由於多了

此兩項限制，所以使得修改之集中式排程分配在實驗中所產

生的結果會優於階層式排程，圖 15 為此實驗中，本研究所

提出的修改之集中式與階層式排程分配對於網路效能提升

率的比較。 

 

五、結論與未來展望 

  為了拓展無線網路的服務範圍，現今的無線接取網路的

架構採用佈建基地台的方式來獲得更廣的訊號涵蓋範圍，然

而基地台的建置成本太高，且隨著基地台數量的增多，網路

上的干擾程度也隨之增加，影響傳輸效能，本研究藉由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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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不同資料量下所使用的時槽數與所合併的時槽數 

 

網路效能提升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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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網路效能提升率比較圖 

 

無線多躍程中繼網路的網路架構，以考慮干擾值的方式將網

狀拓樸化為樹狀拓樸，以降低網路的干擾程度，並提出階層

式的連線排程方式以提高網路的傳輸效能，並證明其確實能

有效的提高網路傳輸量，改善網路的干擾程度，而在未來發

展上，除了繼續研究改善階層式連線排程的方式來趨近集中

式排程分配的傳輸效能外，也將設計一個合適的允入控制機

制，以達到在有限的頻寬資源內，能滿足多數使用者的傳輸

需求，提高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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