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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行動車載網路是行動隨意網路技術在車載環
境下的具體應用，也是智慧型運輸系統的重要組
成部分，在行動車載網路中車輛間可以彼此通
信，也可以透過基礎設施通信，不同於傳統行動
隨意網路，由於車輛的移動速度較快，所以造成
網路拓樸的快速變化，資料的傳送範圍也受限於
道路的分布，使得資料在傳輸時不穩定，造成封
包的遺失，或傳輸延遲的增加，所以無法簡單的
將行動隨意網路既有的路由協定技術應用到車載
環境中。在本論文中，我們將針對城市環境下行
動 車 載 網 路 的 特 點 及 傳 統 AODV(Ad hoc OnDemand Distance Vector)協定之不足，利用網路編
碼配合車對基礎設施通信來增強傳輸效率，模擬
結果表明我們提出的路由演算法相較 AODV 協定
能有效提高封包傳遞率。
關鍵詞：車載網路、無線網路編碼、ADOV。

Abstract
Because of fast moving of vehicles and
dynamical changes of the network topology, the data
transfer over vehicular ad hoc networks (VANET)
becomes unreliable. This paper therefore improves the
conventional ad hoc on-demand distance vector
(AOVD) protocol by using the cooperative
mechanism of the road-side unit (RSU) and the
network coding technique to enhance the transmission
efficiency in an urban environment.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routing algorithm effectively
improves the packet delivery rate as compared to
AODV protocol.
Keywords: VANET, Network Coding, AODV.

1. 前言
近年來隨著無線通信技術的快速發展，行動
車載網路(vehicular ad hoc network, VANET)也得到
了業界的廣泛關注，在行動車載網路中車輛可以
在 彼 此 傳 輸 範 圍 內 進 行 車 間 通 信 (Inter-Vehicle
Communication, IVC)，也可藉由道路旁的路側單
元 (Road-side unit, RSU) 進 行 車 對 基 礎 設 施 通 信
(Vehicle-to-Infrastructure, V2I) ，車輛可透過這兩

種通信來進行各種應用，如 交通控制，即時路況
監測，以及行車安全的服務等[1]。
VANET 雖然為行動隨意網路(Mobile Ad Hoc
Network, MANET)上的一種延伸應用，但兩者之間
仍有差異，VANET 的節點的移動速度更快、路由
壽命較短、網路拓樸變化更大，且車輛的移動受
限於道路的分布與交通號誌的影響，易造成整體
網路的區域性，造成封包傳遞率的下降，封包傳
送的可靠度在車載網路環境下更具有挑戰性，一
些 傳 統 的 MANET 路 由 協 定 如 AODV[2] 、
DSR(Dynamic Source Routing)[3]，雖然可以用於
行動車載網路，但是具有較低的效能，因此如何
改良傳統 MANET 的路由協定，使其能夠適用於
VANET 的環境下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議題。
為了使傳統 MANET 協定能適用於 VANET 的
環境，研究人員提出了一些改良的協定，在[4]的
研究中，Naumov 等人將守衛機制應用在 AODV
上，透過守衛來記錄即時的路徑變化提高了封包
傳遞率和可靠度，在[5]的研究中，Abedi 等人提出
PAODV 路由協定，藉由限制 AODV 控制封包的
開 銷 ， 使 路 由 更 穩 定 。 另 外 ， 在 [6] 的 研 究
中，Jerbi 等人提出 GyTAR 路由協定，根據即時車
輛交通的變化來選擇封包傳送到目的端所經過的
十字路口，並改善貪婪式轉發策略，使封包傳遞
率和延遲得到了改善。除了車輛間協助傳送資料
外，部分的路由協定也利用路側單元協助資料的
傳送，在[7]的研究中，Chang 等人提出利用路口
上的路側單元統計相關道路的車輛密度訊息，並
排除一些有道路障礙的路段，當車子要發送資料
會跟路側單元請求相關資訊，並尋找合適的路段
來做資料傳送。在[8]的研究中，Aisling 等人提出
了 IEGRP 路由協定，結合 IVC 與 V2I 經由預測鏈
路穩定性，動態改變其路由決策提高封包傳遞
率。
網 路 編 碼 [9] 想 法 由 Ahlswede 等 人 首 次 提
出，並從理論上證明了利用網路編碼技術可以使
吞 吐 量 達 到 網 路 的 最 大 上 限 。 在 [10] 的 研 究
中 ， Katti 等 人 提 出 了 無 線 網 路 編 碼 方 案
COPE，利用無線網路特有的性質，如無線網路中
節點的廣播、偵聽特性來提高網路吐量。由於網
路編碼所帶來的優點，一些協定也結合了網路編
碼應用在 VANET，在[11] 的研究中，Chin 等人提

出 MFPD 路由協定，具有預測目的端的移動方
向，並配合網路編碼來減少檔案下載的延遲。在
[12] 的研究中，Wu 等人提出以發送端為導向的廣
播路由方案，來源端指定兩個中繼節點透過網路
編碼來提升目的端封包的接收率。
目前車載網路大多數的路由協定相關研究都
著重在車間通訊上，對於基礎設施協助資料傳遞
的討論則相對較少，因此，在本論文中，我們將
研究在城市的環境下以 AODV 路由協定來做為改
良對象，並藉由網路編碼與路側單元合作機制來
有效提升封包傳遞率，並減少端對端的延遲。在
接下來的章節中，第二節詳細說明了 AODV 建立
路由過程，第三節則描述我們所提出來的方
法，第四節則描述實驗建置及模擬結果，並於第
五節作結論。

2.

AODV 路由協定

在 VANET 路由協定中，按照路由建立的方式
不同，可分為以拓樸為基礎和以位置為基礎兩大
類，以拓樸為基礎的路由協定是根據網路中車子
的鏈路訊息，將資料從來源端送到目的端。而以
位置為基礎路由協定，則根據目的端位置訊息來
轉發封包。在本論文中，我們著重於以拓樸為基
礎的路由協定做探討，其中以拓樸為基礎的協定
又可分為主動式與反應式，由於主動式無論是否
有通信請求，每個節點會周期性交換路由訊息來
維護路由表，這並不適合在高動態的車載環境
下。而反應式則是當有傳輸請求時，才被動的搜
索從來源端到目的端的路由，當沒有傳輸請求
時，節點則不需要交換路由訊息。我們採用反應
式 最 具 代 表 性 AODV[2] 路 由 協 定 來 進 行 改
良，AODV 建立路由過程如圖 1。

圖 1. AODV 路由建立過程
如圖 1 所示在 AODV 中，來源端想要傳資料

給 目 的 端 時 ， 會 發 出 查 詢 封 RREQ(Route
Request)，該封包包含了來源端位址、來源端節點
序列號、目的端節點序列號、廣播 ID 和跳數，以
廣播的方式傳送出去，中間節點收到 RREQ 後根
據其中的訊息，建立從自身到來源節點的路
由，即在路由表中增加一個路由條目，稱為“反向
路由”。在建立好反向路由後，中間節點繼續向周
圍節點廣播該路由請求封包，直至到達目的節
點，此時目的節點向來源節點回復路由回應封包
RREP(Route Reply)，RREP 沿著剛建立的“反向路
由”向來源節點傳送，在傳送過程中，收到 RREP
的中間節點建立到目的節點的路由稱之為“正向路
由”，此時來源端即得到一條通往目的端的路
徑，開始傳送資料封包。當路由發生變化無法正
常通信時，當前的節點將廣播錯誤訊息
RERR(Route Error)封包給鄰居節點，RERR 包含無
法訪問的節點地址和序列號，當來源節點收到
RERR 封包後，將重新啟動路由建立過程。

3. 網路編碼應用於 AODV 路由方案
3.1 節提出單純以網路編碼結合 AODV 之路由
機制，稱之為 AODV 具網路編碼方法。3.2 節則是
以 AODV 具網路編碼方法為基礎，搭配 V2I 技術
所提出來的合作式網路編碼方法。

3.1 AODV 具網路編碼方法
為了改善車載網路環境下封包傳送的可靠
度，我們使用無線網路編碼技術 COPE，其基本思
想就是使網路中的節點不僅具有儲存轉發功
能，還能夠將若干個待轉發的封包進行編碼成一
個封包，並轉發給相應的接收節點，且以足夠大
的機率來保證接收節點能夠順利解碼封包，從而
提高網路吞吐量。由於 COPE[10]具有編碼複雜度
低，編碼過程只是簡單 XOR 操作，在這一點上簡
化了編碼解碼所產生的延遲，此外，COPE 不需要
預先知道整個網路的拓撲結構，節點透過鄰居節
點報告來進行網路編碼，因此更適合於車載網路
的環境下。

圖 2. 封包標頭格式
由 於 AODV 協 定 有 其 特 有 的 封 包 標 頭 格
式，因此，我們將 COPE 標頭訊息直接附加在

AODV 標頭訊息中，如圖 2 所示，其中 ah_type 是
AODV 協定原有的訊息，節點經由讀取該訊息來
判斷某封包是路由訊息封包或是資料封包。另外
我們在 AODV 封包標頭添加以下訊息，ah_seq 為
資料封包序列號。ah_stime 用來記錄當節點發送資
料封 包時當前的 時間。 ah_report 為鄰居狀態 報
告。而 ah_coded 用來標記該封包是原始封包或是
編碼封包，若是原始封包，則其值為 1，若是編碼
封包，則值為編碼封包的個數，並附上每個編碼
封包的訊息，包含來源節點位址 pkt_src，目的節
點 地 址 pkt_dst， 下 一 跳地 址 next_hop ， 序列 號
pkt_seq，發送時間 send_time，該訊息用於解碼時
能順利恢復原始封包，將其接收或轉發。
然而當 MAC 層通知節點信道為空閒時，節點
應該以何種機制來判斷是否有合適的編碼機
會，必須考慮到以下一個簡單的編碼規則:
1.
2.
3.
4.

待編碼的封包應為轉發封包，而不是由該節點
初始發送的原始封包。
待編碼的封包下一跳節點應各不相同
待編碼的封包應為原始封包

p1 , ... , pn ，這 n 個封包到
對應 n 個下一跳節點 r1 , ... , rn ，則它能將這 n
若節點 A 將要發送

個封包一起編碼成一個封包 p，若且唯若對任
意一個下一跳節點 ri ， ri 的緩存區中已含有

p1 , ... , pi −1 ， pi +1 , ... , pn 這 n-1 個封包。

圖 4. 編碼演算法
當節點 ri 監聽到一個編碼封包 p，首先會先檢
查其是否為資料封包，若該封包 p 是編碼封
包，則檢查它的封包標頭訊息中的下一跳節點列
表，表中記錄著被編碼的 n 個封包的下一跳節點
地址，節點 ri 查找自己是否為某個封包的下一跳
地址，若是，則調用解碼機制，否則結束。若節
點 ri 是編碼封包 p 的其中一個原始封包的下一跳
地址，則節點 ri 需要藉由緩存區中的訊息來解碼
出原始封包，解碼演算法如圖 4 所示。

3.2 合作式網路編碼方法
由於網路編碼與解碼過程會產生額外的延
遲，這在節點高速移動的車載網路環境中，單純
以網路編碼結合 AODV 無法明顯提升整體性能。
因此，在合作式網路編碼方法中，我們搭配路側
單元來協助封包傳遞。由於路側單元之間是以有
線網路互相連接，所以利用有線網路比無線網路
傳輸更可靠、快速之優點，減少封包在無線網路
環境下傳輸的過程，可以大幅降低封包遺失的狀
況也可以快速的將封包傳送到目的端，以進一步
的提升網路整體性能。為了減少路側單元佈署成
本，我們假設路側單元的數量有限只佈署在重要
的交叉路口。

圖 3. 編碼演算法
圖 3 為本方案所設計的編碼演算法，依編碼
規則所述，節點判斷某一個封包能否進行編
碼，是根據編碼規則，以及節點所維護的鄰居狀
態表來決定的。節點依序遍歷輸出佇列中的元
素，假設此時節點已經選定了

p1 , ... , pn −1 這 n-1

個原始封包，此時輸出佇列中仍有未遍歷的封
包，則節點依圖 3 的演算法來選取下一個可編碼
的封包

pn 。
圖 5. 合作式網路編碼流程圖

4. 效能分析
根據我們車載網路環境下的模型設計，本研
究利用車流模擬軟體(Simulator of Urban Mobility,
SUMO)[13]來產生道路架構與車輛的移動性，配合
網路模擬軟體(Network Simulator version 2, NS2)[14]
之間相互回饋的機制進行數值實驗。我們將探討
三種不同傳輸模式的路由方式，包含我們所提出
的 AODV 具網路編碼方案和合作式網路編碼方
案，並與傳統的 AODV 作比較。具體的實驗環境
為 Windows 7，並安裝 Cygwin，在 Cygwin 上操作
NS2.35，SUMO 的版本為 sumo 0.12.3。在實驗
中，車輛的移動速度介於 0 – 20 m/second，隨機移
動在一個 1800 乘 2000 米的網格地圖，將以 10 條
不同固定位元速率(Constant bit rate, CBR) ，以每
秒傳送 4 個封包，來評估三個方案的效能，相關
的參數設定如表 1。
表 1. 參數的設定

之間平均的時間差。
我們設定車輛數目從 100 台車開始，每次模
擬增加 25 台車，直到車量密度到達穩定程度 250
台車，而 RUS 固定為 10 個，每次模擬時間為 300
秒，首先我們模擬不同車輛數目與封包傳輸率的
關係，如圖 6 所示。在這個模擬過程中，由於車
輛密度增加，封包可以容易找到下個中繼者協助
傳輸，在封包傳遞率方面，AODV 具網路編碼方
案 在 100 至 125 輛 車 時 ， 封 包 傳 遞 率 是 低 於
AODV，原因是由於在節點密度低時，AODV 具
網路編碼方案編碼機會減少，並且不能適時的啟
用編碼機制，而節點密度低時車輛移動較快，導
致編碼封包無法成功傳輸給目標節點，所以
AODV 具網路編碼方案在節點密度低時封包傳遞
率較低，從圖 6 中明顯看出合作式網路編碼方案
優於其他兩種傳遞機制，這是因為透過 RSU 協助
傳輸能使得封包在比較穩定的環境下進行傳
輸，除此之外還能經由網路編碼來增加封包傳遞
的可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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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為合作式網路編碼方案的流程圖。當一
個來源端節點要傳送資料時，會先檢查自身的鄰
居列表是否存在 RSU，如果 RSU 存在那則以 RSU
作為中繼節點，取代一般的車輛。當 RSU 接收到
封包會先檢查封包的目的端是否在鄰居列表
中，如果沒有將會向其他 RSU 來請求目的端節點
資訊，此時離目的端最接近的 RSU 將作為中繼節
點，並判斷封包是否滿足編碼條件，如果滿足編
碼條件則啟動 COPE，並將編碼後的封包傳給目的
端，目的端接收到封包會判斷是否為一個編碼封
包，如果是將進行封包解碼機制。然而，當來源
端節點欲傳送封包時不在 RSU 的覆蓋範圍，那來
源端將選擇一般車輛作為中繼節點，繼續將封包
轉發直到 RSU 的覆蓋範圍或目的端。

60
50
40
30
20
10
0
100

125

150

175

200

225

250

Number of Vehicles

圖 6. 車輛數目與封包傳遞率
再來我們分析車輛數目與封包平均端對端延
遲的影響變化，如圖 7 所示。從圖中能看到
AODV 具網路編碼方案平均端對端延遲較高，這
是因為封包在編碼與解碼時所產生的延遲，由於
AODV 具網路編碼方案是始終啟用編碼機制的所
以延遲相對高，然而，合作式網路編碼方案能適
時的請求 RSU 協助傳輸，所以產生的延遲相對於
AODV 具網路編碼方案能夠減少許多，雖然合作
式 網 路 編 碼 方 案 平 均 端 對 端 延 遲 較 AODV 略
高，但是在封包傳遞率方面是獲得明顯改善，因
此，延遲尚再可容忍的範圍內。
Average end-to-end delay vs node den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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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封包傳遞率：從來源端的應用層傳送出去的資
料封包到目的端應用層所成功接收到的資料封
包數量之比值，比值越高代表傳輸效能好。
平均端對端延遲：從來源端的 MAC 層，所發
送出去資料封包的時間，直到目的端在 MAC
層收到資料封包，在這段期間每個節點到節點

Ambt
合作式網路編碼
Ambt具網路編碼

1600
Average end-to-end delay (ms)

我們以兩種網路評估指標來作為我們的方法
的 效 能 評 估 標 準 ， 包 括 封 包 傳 遞 率 （ Packet
Delivery ratio）和平均端對端延遲（Average Endto-end de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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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車輛數目與平均端對端延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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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論
在本研究中，我們基本想法是利用網路編
碼，藉由路側單元的輔助配合車間通訊，來改善
車載網路所面臨的問題，在不論車輛密度高或是
在車輛稀疏的情況下均可適用的路由機制，本論
文提出了 AODV 具網路編碼方案和合作式網路編
碼方案，來作為車載網路城市環境下的路由方
法，模擬結果顯示，AODV 具網路編碼方案在車
輛密度較高的環境下，相較於傳統 AODV 能夠改
善封包傳遞率，然而，在合作式網路編碼方案
中，我們利用少量的 RSU 佈署在重要的交叉路口
協助資料傳輸，相比 AODV 具網路編碼方案與
AODV，封包傳遞率在節點密度低與密度高時都能
獲得有效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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