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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簡介
由於電腦技術的進步，運算能力與速度的增加，電腦體積的縮減，以及無

線通訊的技術愈趨完整，使得使用者可以攜帶著體積小的電腦，不分地點的取

得所需資料，就像使用一般桌上型電腦一樣。為了更方便使用者，我們必須讓

使用者在下查詢時，不須考慮位址的問題，而這也就牽涉到資料的取得與傳送

的問題[5]。

在無線的環境下，查詢處理是一重要議題。使用者可以查詢其他使用者的

資料或位置，或其他資訊。如使用者可下這樣的查詢，“約翰在哪裡”，“找出離

我最近的醫生”，“這裡的氣象資訊”，或者更為複雜的查詢 “找出遊動於約翰和

瑪麗之間的婦產科醫生”。而為了要處理這些查詢，必定牽涉到大量資料庫的存

取[7][8]。本篇論文的目標，就是希望對資料複製[6]，查詢處理流程以及 cache

replacement方法之效率評估有一初步的探討。以下是本篇的主要內容 : 第二章

介紹這篇論文的系統環境，第三章討論在無線環境下做查詢處理所存在或者可

能碰到的一些問題，第四章就是針對第三章討論的問題提出一些初步的想法，

第五章則為將來繼續要完成的工作。

第二章 系統環境

本篇論文所探討系統其基本架構主要是根據 internet 上 IETF proposal，以

下概略介紹什麼是 IETF proposal。每一個行動主機(mobile host)皆屬於一個 home

network 並由一個 home agent 來服務，而當行動主機移動到另一個網路時，它

可以跟該 network的 agent註冊，而此 agent即成為它的 foreign agent。IETF 的



binding information是以 < IP , care-of-address> 的形式存在 Location Directory

中，當一個行動主機移動到 foreign network時，它可以要求一個暫時的 IP 位址

(更改 identity)或者跟 foreign agent註冊(保留 identity)，而所謂的 care-of-address

就是上述的暫時 IP 位址或該 foreign agent 的 IP 位址。其 packet的傳送則是先

傳送至該行動主機的 home agent，再根據 home agent的 binding information去傳

送。其詳細內容可參見[1][6]。根據[2]，註冊(registration)與取消註冊(deregistration)

方法描述如下。當一行動主機由 foreign network A移動到 foreign network B時(見

圖一)，foreign agent B 必須通知 home agent與 foreign agent A。而 foreign agent A

可能做的處理有兩種選擇，一為直接將 Location Directory 中該行動主機的 entry

拿掉。另一為更改此行動主機的目前位址，使 foreign agent A 成為此行動主機

的 cache agent。我們使用第二種方法，即將該行動主機的資料保留。關於 data

packet 的傳送，則利用 tunneling 的方法。Tunneling 使用一種 encapsulation

protocol。考慮當mobile host 2欲送資料給 mobile host 1時(見圖一)，如果 foreign

agent A有 mobile host 1的 binding information，則 data packet會被 encapsulate，

其 destination address 則為 binding information中的 care-of-address，再將 packet

直接送至該 care-of-address。又若 foreign agent A並無 mobile host 1 的 binding

information時，data packet則會被送至 home agent，由 home agent做處理。

                   
                   Home agent

                  Internetwork

              Foreign agent B       Foreign agent A

                      
               Mobile host 1         Mobile host 2

           

                       圖一

由於要適用於查詢處理的環境，對一個 agent 我們多加了兩種資料庫，一

為 Home Database(HD)，記錄以此 agent 當 home agent 的使用者資料 。另一為

Visitor Database(VD)，記錄以此 agent當 foreign agent或 cache agent的使用者部



份資料。在 HD 中，記錄著使用者完整的資料，如姓名、職業、年齡、住址等

等。但在 VD 中，我們不可能將所有的資料皆複製一份，因為 VD 的存在是為

了使系統更有效率的執行查詢，過度的複製反而造成系統負擔。舉例來說，當

使用者下這樣的查詢“找出離我最近的醫生”時，我們可以“就近”利用 VD

的資料，而不用至所有在此 agent之下的 visitors的 home agents尋找。若 VD中

複製的資料有姓名、職業、年齡，但年齡並不常被查詢，年齡的複製即成了系

統的負擔。其後我們將根據上述之環境架構，討論資料複製，查詢處理流程及

cache replacement的問題與解決這些問題的初步想法。

第三章 查詢處理的問題

在第二章中所提的架構中，根據[2]data packet的傳送方法，當 foreign agent A

沒有任何關於此行動主機的資訊時，其傳送方法是將此 data packet 直接送至此

行動主機的 home agent，再由 home agent來傳送。而 home agent會再將此行動

主機的 binding information傳送給 foreign agent A，使 foreign agent A成為該行

動主機的 cache agent。這樣的傳送方法頗浪費網路頻寬，且當 data packet size

大時，會造成網路資料流量的負擔。在下一章，我們會提出一個改善的方法。

當行動主機由 foreign agent A移至 foreign agent B時(見圖一)，foreign agent B

會送一 control message通知 foreign agent A此行動主機的位址，而 foreign agent A

會更改在它 Visitor Location Directory(VLD)中此行動主機的 binding資料。同樣

的，被複製在 foreign agent A 的 VD 中關於此行動主機使用者的一些常用的資

料一樣會被保留下來。但在[2]中沒有討論的問題是，當一 agent 記錄的使用者

越來越多，超出它所能記錄的範圍時，系統該如何處理，該選擇刪除哪一個使

用者的資料。當然我們只能刪除被 cache的資料，而不能刪除以此 agent做 foreign

agent 之使用者資料。而另一隱含的問題是，當使用者的資料在做複製時(當使

用者在一 foreign agent 之下註冊)，我們不可能將所有的資料皆複製一份，必定

是選擇性的複製，但哪些是必須被複製的資料呢？也就是說在某些已知的環境

中，data item 滿足哪些條件時，複製可以減低網路的流量負載。再來就是查詢

處理的流程，怎樣的查詢順序可以獲得最大的效益。上述三個問題，在第四章

中有一些初步的想法與解決的方法。



在我們的環境中，為了要使 registration 與 deregistration 的次數降低，分割

(partition)是必需的，即將某些有關連的 cell 群聚(group)在一起，使得行動主機

移出某一分割(partition)的次數降低。我們可以根據 user profile，了解使用者移

動的 pattern，而做一些合理的 partition，以獲得最大的利益。此一部份將是未

來研究的目標。

第四章 初步想法

我們先對上述 data packet 的傳送方法作一些修改，當一個 agent 為目標行

動主機的 foreign agent或 cache agent，則其傳送方法與[2]相同。但當此 agent沒

有任何關於此行動主機的資訊時，我們可以使用查詢的方法，也就是送 control

packet給 home agent以詢問該行動主機的位址。而當得到 home agent所回覆的

binding information後，此 agent不但可將此 data packet直接送至該位址，亦成

為該行動主機的 cache agent。此方法的好處是，data packet不用被傳送兩次(一

次傳向 home agent，一次由 home agent 傳至 care-of-address)，如此可減輕網路

資料流量的負擔[5]。

1.Cache Replacement Policy

我們再來考慮 caching 的問題 : 每一個 agent 有它最大可在其下註冊成為

visitor的行動主機個數，令其為N。而 VLD與 VD有相互對應的 entry。因為 VLD

不但要記錄其下 visitor 的位址資訊，還可能 cache 不在其管轄範圍內的行動主

機的位址資訊，所以最多可存放的 entry數一定大於或等於N。VLD與 VD的 entry

可用來存放被 cache 的資料，也就是以此 agent當 foreign agent與以此 agent 當

cache agent的使用者資料與位址資訊是分別共同存在於 VD與 VLD中。當有行

動主機移入某一個 agent，而該 agent 的 VLD 中沒有該行動主機的資料，且在

它之下的 visitor 尚未超過 N 時，我們必須將該行動主機的位址資料與該使用者

必須被複製的資料分別加入 VLD與 VD中。當 VLD與 VD的 entry全部被佔用

的時候，我們必須在被 cache 的使用者中選擇一個犧牲者。但要如何選擇呢？

因為必須同時考慮兩個資料庫(VLD 與 VD)，所以傳統的 LRU 無法解決這種問

題。也就是我們必須發展出一套取代(replacement)的方法。在說明此一取代方法

之前，我們做以下的假設 : 0<ω<1，ω為 control packet的大小，1為 data packet



的大小。

首先我們必須先知道查詢 location與查詢 data item的花費(cost)，分別為 Cl

與 Cd :

Cl = 3ω (分別為查詢的 control packet，回覆的 control packet與 ack)

Cd= 2ω + 1 (分別為查詢的 control packet，回覆的 data packet與 ack)

ν=Cl/(Cl+Cd)

 我們可以利用這些參數算出一個取代時憑依的值 κ

κ=νPl + (1-ν)Pd

Pl : 此 location資料會被讀取的機率

Pd: 此 data item會被讀取的機率

κ值所代表的意義為將此使用者的資料從 VLD 與 VD 中刪除後，若系統再次需

要這些資料時，必須花的 cost。

而這兩個機率值可以以下的方法得到估計值，當資料首次被放入資料庫中時，P

設定為 0，而 ti 設定為當時的時間，當此資料再度被讀取時，我們即可以下式

來估計 P的值

P(l or d) = λ/(current time - ti) + (1-λ)P(l or d)

ti再設定為 current time

λ為二者之間估計的比例，0<λ<=1。

因為 P 是我們估計此資料(location 或 data)下次會再被讀取的機率，所以必須使

用到它以前所記錄的讀取機率(P)以及這次被讀取的機率(1/(current time - ti))。而

兩者之間依據的比例則是λ。

當求得κ值後，我們要取代的就是κ值最小的 item。

以一個例子來說明

   系統負載為 3，資料庫 entry個數為 7，ω=0.3

   考慮其下資料庫 (沒有 mark的為”caching”的資料)

     VLD  1  2  3  4  5  6  7
           *  0.3  *   *  0.3 0.1 0.5    Pl

     VD   a   b  c  d  e  f   g
           *  0.1  *   *  0.2 0.4 0.1    Pd

 ν=0.3*3/(0.3*5+1)=0.36



 κ2=0.36*0.3+0.64*0.1=0.172

依次可得 κ5=0.236，κ6=0.286，κ7=0.214

即知第二項 item是我們選出的犧牲者。

2.複製分析

再來考慮 data item在滿足何種條件下，它的複製是值得的。假設 β為單位

時間內，行動主機移出某一 agent 範圍的機率。δ為單位時間內，某一 data item

會被查詢的機率。我們考慮 data item不被複製與被複製下的系統花費(cost)各為

多少(假設資料不被 update)，令其分別為 Cn與 Cr :

C n= update cost + query cost

update cost = 4βω (通知 home agent及 previous foreign agent與兩個 ack)

query cost = 2δω + δ(兩個 control packet，查詢與 ack，一個 data packet)

Cr = update cost + query cost

update cost = 4βω + β(四個 control packet再加一個 data packet)

query cost = 0

資料在滿足 Cn > Cr 時複製，即 4βω + 2δω +δ > 4βω + β ，化簡得

     δ > β/(2ω+1)

我們即可找出資料複製的條件，即當某一 data item 被讀取的機率大於β/(2ω+1)

時，此 data item會隨著使用者的移動做複製。

3. 查詢處理流程

如果使用者下了這樣的查詢 “找出距離我一里內的醫生”，要以怎樣的查詢

處理流程，才能達到最好的效率呢？先考慮從 VD 開始尋找，其可能的流程有

二。我們以流程圖的方式概略敘述於下 :

a.   check VD   found    check VLD   if satisfy  O.K

           not found           not satisfy
     
     check   HD        found      check HLD   yes     O.K    
    
       not found         no

 check near-by HA

 (1里內)



b.  check VD   found    check VLD   if satisfy  O.K

           not found         not satisfy
                                                                     O.K   
     check   HLD              check HD(only the user in the home region now)  yes            
                                          

                                 no

   1.check near-by HA         2.get the foreign agent of the mobile hosts that satisfy                                                  

     (1里內)                 the non-location part of the query predicate, and see

                      whether the distance satisfies the query predicate

    

再來考慮由 HD開始尋找，一樣由兩種可能

a. check HD   found    check HLD   if satisfy  O.K

           not found       not satisfy
     
     check   VDB        found      check VLD   yes     O.K    
    
       not found         no

 check near-by HA

 (1里內)

    

b.  check HD   found    check HLD   if satisfy  O.K

           not found         not satisfy
                                                                     O.K   
     check   VLD              check VD(only the user in this agent now)      yes            
                                          

                                 no

   1.check near-by HA         2.get the foreign agent of the mobile hosts that satisfy                                                  

     (1里內)                 the non-location part of the query predicate, and see

                      whether the distance satisfies the query predicate

    

由上述四種查詢流程，我們可以作一些效率評估的模擬，而這些是將來研究的

重點。

第五章  未來的工作

在第三章中我們討論了一些在無線環境下，查詢處理時可能遇到的問題。

而第四章也針對 data packet 的傳送做了一些改良，並對 cache replacement，資



料複製條件及查詢處理做了一些初步的討論。接下去的工作為做 simulation 以

驗證理論結果，並希望藉由 simulation能找出一個合理的λ值。另外希望藉由 user

profile可以分析出較好的 partition。而關於使用者被複製的資料，我們希望能加

入資料 update 的條件做考慮，而找出一個適合的複製條件與 cache invalidation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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