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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現今的無線感測網路(Wireless Sensor
Network，WSN)已被廣泛應用在生活中的
技術產業，包括醫療上健康照護、安全上
保全監控、產業中的環境感測、工業上機
具操控等等，由於在無線感測網路中的節
點必須要定期將所監測到的資訊進行回
傳，因此提高傳輸效能是相當重要的議
題。本論文針對無線感測網路中的路由傳
輸協定提出相關分析，分別依據無線感測
網路中的傳輸封包大小與節點移動速度來
進行相關模擬分析。本論文的模擬實驗是
經由 NS2 網路模擬工具來進行分析，在實
驗中使用現今廣為使用的 DSDV、DSR、
AODV 等路由技術進行效能比較，進而提
出最適合的路由技術與網路傳輸設定。
關鍵詞：無線感測網路、DSDV、DSR、
AODV。

1.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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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無線感測網路組成上主要分為兩種
類 別 裝 置 ， 分 別 是 全 功 能 (Full-function
device)裝置和半功能裝置(Reduce-function
device)，全功能裝置可應用在任何的網路
拓墣上，同時具有協調其他裝置的功能，
甚 至 是 當 作 整 個 網 路 上 的 協 調 者 (PAN
Coordinator)，而半功能裝置則是功能較為
簡單，只具由回傳功能，主要作用在於擷
取環境資訊。
在無線感測網路中進行資料的傳送
時，資料需要透過路由節點當做轉傳的中
繼點，最後才能被傳送至目的端，在傳送
的過程中，除了無線網路本身環境會影響
傳輸的效能之外，封包的大小和節點的移
動也會影響到傳輸效能，因此本論文希望
透過網路環境參數與路由技術的設定，加
以分析無線感測網路上的傳輸效能與路由
延遲時間所造成的影響，進而提出最適合
的路由技術與網路傳輸設定。
本篇論文的章節安排如下，第二章介
紹相關的背景知識，包含無線感測網路所
使用的IEEE 802.15.4標準技術，另外也將
針對三個路由協定(DSR[1]、AODV[2]、
DSDV[3])做詳細的規格特性介紹。在第三
段模擬與結果的部分，針對本篇論文所探
討的的封包大小與節點的移動分析，利用
DSDV、DSR、AODV三個路由協定，進行
模擬分析，並分析實驗結果。最後提出本
論文之結論與未來可行之研究方向。

現今的無線感測網路是生活中普遍使
用的技術產業，舉凡醫療上健康照護、安
全上保全監控、產業中的環境感測、工業
上機具操控等，皆有運用到感測網路來進
行使用。在無線感測網路中，IEEE802.15.4
標準技術是最常被使用在無人環境進行監
測的工作，其原因主要是IEEE802.15.4本身
在 傳 輸 上 具 有 多 種 頻 段 (868 、 915 、
2450MHZ)、較小的資料封包規格和較低的 2. 背景知識
傳輸功率(20、40、100、250 kbps).......等等，
而在組成網路上則是使用可進行移動的網 2.1 IEEE 802.15.4
路拓墣(star、tree、peer-to-peer)，在應用無
IEEE 802.15.4 是一個無線感測網路的
線感測的應用環境上，是較合適的標準協
標準，此標準是一個低複雜、且構造簡單
定。
的傳輸的協定，在網路的架構上通常會包

圖 1 星狀拓璞

含一個裝置全功能裝置(Coordinator)和數
個半功能裝置(Device)，如圖 1 所示。IEEE
802.15.4 所建置的無線感測網路具有以下
三個特性：


低速率傳輸：
在傳輸的環境中，可以依據傳輸的需
求，進行速率傳輸的更動，以延長傳
輸的效能壽命，在傳輸速率上，又可
以分為(20、40、100、250)kbps。



可調式的資料封包：
在傳輸資料上，主要是利用訊框
(superframe) 架 構 來 進 行 封 包 的 傳
輸，對於此架構的最大特色在於，
superframe 可依據傳輸封包，來調整
目前的封包大小，以避免出現不必要
的傳輸浪費。



可移動的節點：
在移動性上，本協定具有彈性的網路
組成架構，可以依照自身需求，來進
行節點的移動，以提高資料的擷取完
整性。

2.2 路由技術

2.2.1 動態目標序列距離向量路由(DSDV)
DSDV(Destination Sequenced Distance
Vector Routing)路由演算法的產生，主要是
基於原有的 Bellman-Ford 繞境選擇演算法
再加以改良成具有路由表為基礎的通訊協
定，每一個節點都擁有所有節點的路由訊
息，當要進行訊息傳送時便可以利用路由
表找出傳送目的地，並得知所需連結的節
點與距離，因此 DSDV 還具有更新維護路
由表的功能，以隨時保持路由的路徑最新
狀態，另一方面，為了避免建立路徑時產

生繞境迴圈(Routing loop)的產生，路由表
還會記錄節點的序列編號，藉以得知最新
的可傳輸路徑，當節點序列編號的數目越
大，便可得知與目的地的節點越近，而此
編號方式也可以避免發生路由迴圈的問
題。

2.2.2 動態來源路由(DSR)
在 DSR(Dynamic Source Routing)路徑
演算一開始會以來源路由(Source routing)
當作路由基礎，在傳送資料時來源節點便
已有一條傳送路徑並存在於路由緩衝區
(Route cache)，並且將欲傳送至目的地的路
徑資訊紀錄放在資料封包的表頭中，藉以
傳送至目的地。
若是無傳送到目的地節點路徑資訊
時 ， DSR 便 會 啟 動 路 由 探 索 (Route
discovery)的機制。進行路由探索的機制主
要是利用發送路由請求 (Route request ，
RREQ)、路由回覆(Route Reply，RREP)和
路由錯誤(Route Error，REER)這三種封包
來進行路徑的生成。一開始來源節點先發
送路由請求，當節點收到此訊息時便會比
對先前有無接收到的紀錄，若已具有該資
訊，便將請求封包丟棄，反之則會建立封
包資訊，並進行探索動作，當傳送到目的
地節點或具有路由緩衝的中繼點時，該節
點便會回傳路由回覆(RREP)封包，在回傳
封包的表頭中，夾帶著先前經過中繼節點
的路由資訊，沿著建立的節點傳回，而中
繼節點也會將路徑資訊紀錄下來。

2.2.3 隨意隨選距離向量路由(AODV)
AODV(Ad-Hoc On-demand Distance
Vector)的路由協定的建立，分別運用了前
面兩種路由協定：DSR 路由路徑探索找尋
的演算法與 DSDV 的定期更新路由資訊。
在傳送資料封包時，AODV 因為沒有來源
路由的幫助，所以在傳送時，只能依照每
個節點中的路由表格得知下一個傳輸的節
點，而在傳送封包至目的節點之後，便會
藉由初始建立路徑時所發送的請求封包

(RREQ) 所 建 立 的 反 向 路 徑 ， 回 覆 請 求
(RREP)資訊，並且使用 DSDV 的序列編號
方式，判別路徑的新舊，以避免發生路由
迴圈的問題。另外，為了避免路由資訊存
放過久，AODV 還使用了計時器(timer)機
制，當路由資訊存放過久時，便會進行刪
除資訊的動作。

表 1 環境參數設定表
項目
節點
最大連線數
傳輸率
環境節點數量
移動速度

數值
10~100
5
128~512 bytes
10~100
0、30、100 sec

3. 模擬與結果
3.1 環境參數設定
本篇論文針對無線移動感測節點網路
中所傳送的封包大小與移動時間進行效能
分析，同時將封包資料透過 DSDV、DSR
與 AODV 等路由技術進行傳送，在實驗結
果上以封包到達率與點對點傳輸延遲時間
來進行分析，並使用 NS2 網路模擬工具[4]
進行模擬實驗。本論文模擬分析主要針對
封包大小和節點移動性區分為不同的模擬
情境，相關參數設定如表 1 所示。

圖 2 封包到達率

3.2 模擬結果分析
我們假設網路處於固定式環境中即表
示網路中的所有感測節點是不會移動的，
當模擬過程中節點被產生時，其位置即被
固定下來，直到模擬結束。圖 2 為封包到
達率，從此圖示可以看出三個路由傳輸的
傳送率皆是趨於 100%，其原因在於建立路
徑之後，節點位置不再進行更動，所以不
會發生傳輸路徑錯誤的問題，因而傳輸率
趨於百分百。圖 3 為平均點對點延遲，在
點對點的傳輸上，隨著節點的增加各路徑
皆有些微延遲的產生，但仍可看出延遲最
嚴重的採用 AODV 路由技術，原因在於
AODV 中有一個周期性發 beaconing 的機
制，其目的在於更新節點的狀態，也因此
增加更多頻寬的需求，使得傳輸的時間增
加，因而造成傳輸延遲。而圖 4 為增加封
包大小(512Byte)的平均點對點延遲，與圖
三相較後可以得知點對點的延遲不會受到
封包大小的影響。

圖 3 平均點對點延遲(封包：128 Byte)

圖 4 平均點對點延遲(封包：512 Byte)

在移動環境的模擬實驗中，我們將設
定感測節點的移動時間，移動率 70%代表
感測節點在整體的模擬實驗中有 70%的時
間是處於移動的狀態，30%是處於靜止的
狀態。如圖 5 所示，在移動環境上可以很

圖 5 封包到達率

圖 6 平均點對點延遲(移動率：100%)

明顯的看出 AODV 與 DSR 路由封包到達
率趨於百分之百，但是採用 DSDV 路由到
達率的曲線便有較大的起伏，其原因在於
DSDV 在路徑發生更動時，會使用累加式
路徑更新，當路徑一直發生錯誤便會進行
局部更新，因而造成封包到達率較低的曲
線。圖 6 為平均點對點延遲，採用 AODV
路由的傳輸延遲時間是較為嚴重的，主要
是因為當發生傳輸錯誤的時候，AODV 並
無備用路徑可以進行傳輸的動作，因而需
要重新建立路徑，也因此在點對點延遲時
間是比其他路徑是較多的，另一方面，當
移動率設定為 70%時，如圖 7 所示，點對
點延遲是比 100%是更加嚴重，原因在於當
路徑發生錯誤時，AODV 路徑進行重組，
當路徑建立完成時，因移動率是較緩慢
的，所以出現了路徑建立完成，整個環境
還處於移動狀態，因而又出現第二次路徑
錯誤的問題，導致延遲增加。

圖 7 平均點對點延遲(移動率：70%)

4. 結論
本篇論文主要是針對固定環境與移動
環境藉由模擬分析，找出最合適的路由傳
送封包規格與最適合移動的路由技術，在
固定環境的部分，我們建議傳輸較大封包
時，可以使用 DSDV 與 DSR 兩個路由技
術，因為 AODV 路由技術為了隨時掌握節
點的更新，會定期發送 beaconing，以致使
在傳送上會出現稍微延遲的問題，而在移
動環境上，也是較為建議使用 DSDV 與
DSR 的路由技術，因為當發生路徑錯誤
時，還有其他路徑可以替代使用，以避免
花費多餘的時間在建立路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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