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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網際網路
（mobile Internet and mobile IP）
本章的重要觀念

1. 認識網際網路。

4. 什麼是行動式網際網路 ?

2. 了解網際網路的原理。

5. 什麼是行動式的 IP（Mobile IP）?

3. 了解網際網路的協定。
網際網路（Internet）是所有以 TCP/IP 協定為基礎而連接在一起的所有電腦網路的統稱，
網際網路的使用者增加的速度非常快，使網路上可共用的資源與資源的提供者迅速增加，
加上 Web 瀏覽程式的普及，目前網際網路已經成為企業、組織與個人使用資訊應用的主
要管道。無線的網際網路（wireless Internet）或行動式網際網路（mobile Internet）可以讓
我們更方便地存取網際網路上的資訊，因為無線代表人類不必再依靠有線網路來上網，行
動式（mobile）表示人們可以在移動中同時利用網路的資源。這些發展在實際的應用上有很
重要的涵義與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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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網際網路的由來與簡介

網 際 網 路（Internet）起 源 於 美 國 的 國 防 研 究 計 畫 ARPAnet（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Network），後來推廣至全世界，任何遵守 TCP/IP 通訊協定的網路
都可以連上網際網路，網際網路逐漸成為一種新興的媒體，就像報紙、電話、電視
和雜誌一樣地影響人們的生活。網際網路（Internet）提供很多服務，像電子佈告欄
系統（BBS）、小地鼠查詢系統（Gopher）、全球資訊網（WWW, World-Wide Web）、
電子郵遞系統（E-mail）、檔案傳輸系統（FTP）、檔案搜尋工具（Archie）和網路新聞
（Network News）等都是。透過這些服務，人們可以找尋資訊、傳遞訊息與共享資
源。這些資源以文字、聲音、圖形、影像等形式，經由通訊網路傳遞，形成所謂的
資訊高速公路（Information Superhighway）。網際網路也提供人們新的溝通和學習的
方式，使豐富的資源帶來了無限的商機。所以網際網路在短暫的時間內成長的非常
快，目前已經是大家都熟悉的媒體與工具。
ARPA（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是在 1960 年代末期開始進行和網際
網路相關的技術探詢，當初就已經確定要建構一個以封包交換（packet-switching）為
基礎的網路，後來 DARPA（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在 1971 年取
代了 ARPA 機構，由於當時採用的網路協定不穩定，DARPA 在 1974 年資助新協定
的發展，演變成今天的 TCP/IP 網路協定。1975 年美國國防部（DoD，Department of
Defense）正式將 ARPAnet 交由國防單位管理，隨著技術上的成熟，越來越多網路以
TCP/IP 連上 ARPAnet。
其實在 1978 年到 1982 年間，TCP/IP 仍經歷大幅度的改善，美國國防部在 1983
年正式把 TCP/IP 宣告成連結 ARPAnet 的標準網路協定。後來加入網際網路的 NREN
（National Research and Education Network）、NSF（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ASA 以及各種教育機構使網際網路的涵蓋層面擴大，而商業化機構與網際網路服
務業者的加入則是讓網際網路延伸到一般的用戶。

16.1.1

從網路到網際網路

在電腦上設定網際網路時，常聽到 IP 位址、名稱伺服器（DNS, Domain Name
Server）、閘通道（Gateway）、郵件伺服器（Mail server）等名稱，這些名詞都和網際
網路有關，簡單地說，網際網路上每個人都有一個唯一的（unique）IP 位址，當然有
時候是上線以後才取得的，這就像住址一樣，可以讓我們在網際網路上立足，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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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上的 IP 位址已經快要不夠用了，下一代的網際網路會對這問題提出解決的辦法。
要進一步的了解網際網路，得先對網路的結構建立基本的認識。
在探討電腦網路的結構時，我們可以想像到網路由點、線，擴充到面的過程，
圖 16-1 畫出網路節點（node）間直接連線（direct link）的方式，基本上可以透過點對
點（point-to-point）的方式相連，中間的通訊管道相當於一個連結（link），也可以採取
介質共用的方式，形成所謂多方存取的（multiple access）網路。

圖 16-1

直接連線的方式

網 路 節 點 間 也 可 透 過 間 接 連 線（indirect link）的 方 式 來 傳 訊， 例 如 圖 16-2 中
交換網路的型態，或是像圖 16-3 中網路相連的型態，交換網路中的雲狀（cloud）
表示一個獨立的網路，可能是點對點的網路、多方存取的網路、交換網路或是網路
相連而成的網路，封包交換網路（packet-switched network）中的交換器擔負著存送
（store-and-forward）封包的任務，網路的相連可以透過閘通道（Gateway）與路由器
（router），最後形成的網路錯綜複雜，假如所有參與網路的節點都支援 TCP/IP 的
協定，我們就把該網路稱為 internet，假如所指的是所有 internet 的集合，在互通的
開放網路（open network）上交換訊息，則以 Internet 稱之，也就是我們熟悉的網際網
路。要了解網際網路得從 TCP/IP 的內涵開始。

圖 16-2

交換網路的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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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把圖 16-2 與圖 16-3 的網路結構做進一步的擴充，基本上可以畫出整個網際
網路來，有時候很難想像網際網路有多大，因為各種網路的組成種類太多了，無法
一一說明，在錯綜複雜的網路領域中，大概也不太容易詳細地畫出疆界，不過在網
路協定與網路軟體設定的層次上，是一點都不能馬虎的，理論上，有些軟體工具能
幫助我們把網際網路的世界地圖拼出來，但比較實際的做法是透過網路協定來認識
網際網路。

圖 16-3

16.1.2

網路相連的型態

IP 位址與網域名稱

IP 位址是每部電腦主機連上網際網路時的地址。IP 位址是獨一無二的，就像每
個人的身份證號碼，或是房子的門牌號碼，可用來辨識電腦主機，以便能正確地在
電腦間傳送資料，維持網路的正常運作。IP 位址是由 4 個在 0-255 的數所組成，每
一個數之間分別以小數點分開。例如：192.182.70.4 是某個企業的一部電腦主機。
雖然 IP 位址的每個數字都有其對應的意義，但是對一般人來說不容易記憶，所以
使用另一種網域名稱（Domain Name）的方式來表示電腦主機的位址。網域名稱以英
文簡稱來表示，分成主機名稱、機構名稱、機構類別、地域名稱三個部份。例如，
www.pchome.com.tw 為 PC Home 的 WWW 主機。可分解如下面圖 16-4 的各部分。

圖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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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主機名稱以主機提供的服務項目來命名，例如提供檔案傳輸協定（FTP）的
ftp.edu.tw 和提供電子佈告欄系統（BBS）的 bbs.ntu.edu.tw。有些服務則是有各種別名
（Alias），配合使用者的習慣。由上面的例子可知，機構名稱除了縮寫如 ntu（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台灣大學）之外，還附加機構的類別縮寫，例如 edu 代表教育單
位。表 16-1 列出常見的機構類別。
表 16-1

常見的機構類別與地理名稱

機構類別

縮寫

地理名稱

縮寫

教育單位

edu

台灣

tw

政府機構

gov

加拿大

ca

商業機構

com

澳洲

au

軍事單位

mil

日本

jp

網路管理組織

net

德國

de

特別的組織機構

org

英國

uk

地理名稱則顯示電腦主機的所在地理位置。因為美國是網際網路的發源地，所
以若未標示地理名稱，則表示主機的所在位置是美國。常見的地理名稱通常採用國
家名稱的英文縮寫。

16.1.3

TCP/IP 網路通訊協定

網際網路結合許多大大小小不同的電腦網路，每個網路的型態與系統可能都不
相同，如此一來要如何相互溝通並交換訊息呢？主要還是依賴標準化的通訊協定才
辦得到。簡單的說，通訊協定是電腦間彼此溝通的準則。就如同人類彼此溝通所用
的語言或文字。使用相同通訊協定的電腦，才能夠彼此交換資訊。如同人類有許多
的語言和文字一般，電腦間也有許多的通訊協定。TCP/IP 是目前網際網路廣泛使用
的通訊協定。
TCP/IP 或 IP（Internet Protocol）是網際網路通訊協定的統稱，主要包括 TCP 和
UDP。TCP（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是傳輸控制通訊協定，用來處理大量的資
料，可保證資料穩定而正確的傳送。UDP（User Datagram Protocol）和 TCP 類似，但
不保證資料穩定而正確的傳送。IP 屬於 ISO/OSI（Open Systems Interconnection）七層
網路架構中的第三層，即網路層，TCP 是第四層，即傳輸層。IP 處理完的網路資料
將交給 TCP/IP 去處理，所以人們使用 TCP/IP 來表示網際網路的共通協定。無論何
種型態的網路都可透過 TCP/IP 而成為網際網路的子網路。
16-5 

行動與 無線通訊
除了 TCP 與 UDP 之外，網際網路還有很多其他的協定，表 16-2 列出常見的一
些，表 16-2 也包括非網際網路的協定，目的是要讓大家看出網際網路協定在 OSI
model 中的位置，協定本身的詳細功能可以參考相關的標準化文件。
表 16-2

網際網路協定在 OSI model 中的位置

OSI model

網路協定

layer 5~7

FTP、HTTP、Telnet、X protocols、SMTP、SNMP、RPC、NFS

layer 4

TCP、UDP

layer 3

IP、ARP、RARP、ICMP、Proxy ARP、Gateway protocols

layer 1~2

Ethernet、FDDI、Frame Relay、X.25、SDLC

電腦網路裡的各種協定都可以對應到 ISO/OSI 的七層架構，因為這是一個通用
的參考模型，要了解 TCP/IP 必須先認識圖 16-5 中的各種協定，最底下的兩層和一
般的網路（例如 Novell 或 Apple Talk）並沒有很大的差異，通常是在資料封包的某個
欄位指名所支援的上層網路。和 TCP/IP 有關的網路協定都有公開的文件，叫做 RFC
（Requests for Comment），很多網站上都有完整的 RFC 檔案可供下載閱讀，由於這
些文件裡的敘述十分詳細，所以若是對於 TCP/IP 中的任何網路協定有深入的疑問，
可以直接找對應的 RFC 文件來研讀。

圖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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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入了解 TCP/IP 之前，自己要確定對 ISO/OSI 的七層網路架構已經有透澈的
領悟。既然 TCP/IP 的主體位於第 3 層和第 4 層，而且很多的處理發生在軟體的層
次上，探討 TCP/IP 的網路協定時，我們經常會以資料封包的格式與內容為基礎，
圖 16-6 畫出一個典型的 TCP/IP 資料封包的內涵，包括傳送的資料以及各種位址
（address）：
1. MAC 位址：由 ISO/OSI 第 2 層的網路協定來處理，決定資料要送給同一個區域
網路中的那一台電腦，或是來自同一個區域網路中的那一台電腦。
2. IP 位址：決定電腦在整個網際網路中的位址，一旦資料封包由區域網路往外送
時，處理的層次就轉移到 ISO/OSI 模式的網路層，這時候 MAC 位址就失效了，
網際之間的傳送要認 IP 位址。
3. Port 位址：一旦資料封包送抵目的地以後，到底由那一個通訊程式來承接處理，
得由 Port 位址來決定，這是傳輸層的處理工作。

圖 16-6

典型的 TCP/IP 資料封包

看來上面這些位址似乎解決了所有的問題，事實上還有很多資料隱藏在封包裡
頭，這些資料決定了封包在網際網路中被傳送和處理的方式，當然傳送真正被應用
程式所使用的資料才是網路通訊的主要目的，只不過 TCP/IP 就管不著那些資料要被
怎麼用了。和 TCP/IP 協定有關的資料格式以及協定中處理這些資料的機制，就是一
般所通稱的 TCP/IP 網路協定，假如覺得意猶未盡的話，可以趕快找幾篇 RFC 來看。
使用 Windows 作業系統的個人電腦，如果要連接上網際網路也要遵守 TCP/IP
通訊協定。為了讓 TCP/IP 的應用程式容易開發，早期 UNIX 作業系統使用標準化
的通訊槽介面（Socket interface），Microsoft、HP、Novell 等公司也共同制定發展出
一套在 Windows 環境下的視窗應用程式（Windows Application）與網路間的標準介
面，即類似於 Socket 的 TCP/IP 網路通訊協定開發介面，稱之為 Winsock（Windows
Sockets）的視窗環境的應用程式介面，只要符合 Winsock 的標準，可不必考慮硬體方
面的異質性問題。而開發出來的網路應用程式，會具有 TCP/IP 的通訊能力，能連上
網際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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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4

網際網路的大架構

雖然畫出一個網際網路的世界地圖不容易也不太實際，但是一般人難免都會覺
得好奇，事實上隨著線路、設備與主機的不斷建置，網際網路一直都在變化著。圖
16-7 以美國的觀點來看網際網路的架構，所謂的骨幹（backbone）象徵頻寬集中的通
訊管道，在骨幹網路上的網路當然扮演的角色相對地比較重要，在圖裡頭我們還是
以雲的形狀來表示一個自主的網路。圖 16-8 則是從國內的觀點來看網際網路的架
構，TANET 和 HiNet 是最早出現的主要網路，而且都有自主的專用線路連接國外的
網路。從骨幹、支線，最後到個別的用戶，整個連接在一起的網路就是我們所熟悉
的網際網路。和交通網比較起來，網際網路一樣有各種會壅塞的瓶頸，只是在效能
與進化的速度上，網際網路要來得快多了。

圖 16-7

圖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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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網際網路的大架構

行動網際網路

16.2

▌16▐

網際網路的重要協定與原理

網路協定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網路運作的原理，和網際網路相關的協定很多，彼
此之間的關係密切，有很多書籍專門探討網際網路的協定，對於這些協定的認識將
會解開種種有關於網際網路的奧秘，未來在使用或開發網際網路的應用系統時，會
有更深入的體驗。
網路讓我們傳送訊息，圖 16-9 顯示資料在網路上的傳播，但是我們怎麼知道訊
息在網路要送往何處或來自何方，其實主要是在於位址的處理（addressing）。在 ISO/
OSI 的各層次上都有處理位址的方式（Addressing scheme），一般的 TCP/IP 封包含有
使用在各層次上的位址訊息。位址的訊息儲存在 TCP/IP 封包與區域網路資料框（LAN
Frame）的特定位置上，通訊軟體可以針對這樣的設計從過往的資料流上擷取位址的
訊息。如此一來，我們就知道訊息在網路來自何方及要送往何處。

圖 16-9

16.2.1

資料在網路上的傳播

MAC 層次上的定址

網路上有很多使用者互通訊息，而通訊管道是大家共享的，必須有完整的機制
來保證訊息的交換是正確的，就像我們的郵遞系統一樣。網路的位址處理是依照
OSI Model 分層負責的，如圖 16-10 所示。MAC-Level addressing 主要的功能在於讓
網路上的電腦不必處理與本身無關的訊息，在 MAC 的層次上所有的電腦都在相同的
網路上，假如甲要送資料給丙，雖然會經過乙，但是乙不應處理該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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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10

分層負責的位址處理

MAC-Level address 的涵義很多，習慣上一般人會把它當成硬體位址，在 RFC 文
件中慣稱為 Physical address，工業界則較常用 MAC（Media Access Control）address
稱之。在 OSI 模型的實體層（Physical layer）上，電子訊號以 1 與 0 的序列呈現，但
在此層次上未做任何的處理，如圖 16-11 所示。1 與 0 的序列在 MAC level 上稱為資
料框（data frame），資料框的大小因網路的種類而異，從 64 bytes 到乙太網路的上限
1.5KBytes 或 Token Ring 的上限 18.2KBytes。

圖 16-11

實體層（Physical layer）上的電子訊號

資料框的格式也因網路的種類而有些許的差異，圖 16-12 的結構是最常見的
MAC level frame format。資料框的頭尾以旗標來區隔，通常是特定的位元序列（bit
series）。資料框後端的欄位叫 CRC（Cyclic Redundancy Check），用來檢查資料框內
的資料是否完整而未被破壞。資料框前端的欄位用來指定位址，例如甲送資料給乙，
則甲將乙的 MAC 位址放入 DA（Destination address）欄位，而甲自己的 MAC 位址則
放入 SA（Source address）欄位。一般說來資料框的格式因網路型式而異，但對大多
數的網路來說，例如 Ethernet、 Token Ring、 FDDI 等，資料框的格式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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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 level frame format

資料框的格式由 IEEE 802 委員會（IEEE 802 committee）負責定義， MAC address
（即 DA 或 SA）的長度為 48 bits，通常以 16 進位法（hexadecimal）表示，如圖 16-13
所示。一個 MAC address 由 12 個 16 進位元組成，而每個 16 進位元由 4 個二進位
元組成。MAC address 的第一個位元代表 Group/Individual（G/I）bit，若該位元為 0
表示資料框只指定給網路上的某台電腦，即定點播送（unicast），若為 1 則代表廣播
（broadcast）或群播（multicast）。MAC address 的第二個位元代表 Global/Local（G/L）
bit，假如該位元未設定，表示所在的 MAC address 是舉世無雙的，若有則是區域性
的管理，不能保證不和非區域性的網路內的 MAC address 重複。

圖 16-13

MAC address（即 DA 或 SA）的長度為 48 bits

假如要保證 MAC address 的不重複，可由 IEEE 分配前 24 個 16 進位元，由廠商
自行申請，申請到的廠商自行保證自己生產的網路介面不會有重複的 MAC address，
圖 16-14 顯示 MAC address 的分配方式。我們電腦上的網路卡來自廠商，廠商向
IEEE 申請到的前 24 個 16 進位元是全世界唯一的，廠商自己分配剩餘的 24 個 16
進位元，確定所生產的網路卡上的 MAC address 是唯一的，再將唯一的位址錄進
永久存在的硬體記憶空間裡。雖然可在 IEEE 的管理制度下達到網路位址不重複的
特徵，我們仍然可使用區域性的位址管理方式，讓通訊軟體從網路介面讀入 MAC
address，然後建立一個區域位址寫回網路介面。在區域性位址管理的情況下，我們
可以在完全主控的方式下建立各種網路，假如要在有 MAC address 重複的情況下仍
能將各區域性的網路聯結起來，可採用路由器（router），路由器的位址處理發生在更
高階的網路層（Network Layer Addr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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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14

16.2.2

MAC address 的分配

較高層次上的定址

網路層的位址（network layer address）位於資料框（data frame）的資料欄位（data
field）中。以 IP 網路協定為例，採用 32 個二進位元的位址（32 bit IP address），等
分成 4 部分，各 8 個二進位元，每個部分再用十進位元（decimal）來表示，以句點
分開，這就是有名的 IP address 表示法。IP address 又可分成兩大部分，前面的網路
位址（network address）與後段的主機位址（host address），兩者的大小分配因 IP 網
路的層級（class）而異，路由器用網路位址來決定如何將資料送達指定的網路，指
定的網路再用主機位址的轉換（address resolution）機制找到指定主機的位址（address
of destination host）。全球網路的主機數量與網路數目非常多，必須採用階層式的
（hierarchical）位址處理機制來以簡馭繁，電話系統（Telephone System）就是採用階
層式的機制，所以像圖 16-15 中的電話號碼是有結構的。

圖 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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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系統的階層式電話號碼處理機制可從電話號碼看出來。在階層式電話號碼
處理機制下，使用者只要知道後七碼就可以得到區域內的電話號碼，各國可在其國
碼下再以分區碼來畫分，不會造成號碼重複的現象，至於交換局則可在既定的階層
編碼下分區負責簡化工作。網際網路以自治系統（AS, Autonomous System）的觀念來
管理巨大的網路，在自治系統的範圍內發生的路由處理的錯誤，不會傳遞到另一個
自治系統，連到 Internet 的路由器產生的路由演算（例如 RIP 或 OSPF）的資料更新不
會跨越自治系統的範圍。圖 16-16 中的自治系統是網際網路中階層式的（hierarchical）
位址處理機制中的最高層次。

圖 16-16

自治系統的觀念

主幹路由器（backbone router）可用來建立較大型組織或企業的網路，主幹路由器
在自治系統的範圍內運作，假如網路大則路由表格（routing table）會變得相當複雜。
路由架構中最低的層次是接用路由器（access router），通常較為小型且價格低但功
能也較弱，接用路由器可用來將一般的小型區域網路連上組織或企業的主幹網路，
接用路由器的路由表格很單純，這些路由器以網路層次的位址處理法則來運作。圖
16-17 畫出各種路由器的架構。

圖 16-17

各種路由器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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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地說 MAC 層次的位址處理讓傳輸線材上的電腦節點通訊，網路層次的位
址處理讓通訊可跨網路進行，網路層次的位址處理方式具有可擴充性（scalability），
傳輸層次的位址處理建立在前述的各種位址處理機制之上。假設有一個資料框（data
frame）送達， MAC 與網路層次的位址處理成功地完成了資料框的遞送，但是收到
資料框的電腦並不知道是那一個應用程序該處理該資料框。傳輸層次的位址處理
（Transport Layer Addressing）就是用來決定收到的資料框該由那一個應用程式處理，
用 IP 位址來指定資料框與應用程序之間的關係是可能的處理方式，但並不實際，因
為如此一來，程式一開始就得指定相關的 IP 位址，很多程式也有可能用相同的 IP 位
址。因此我們需要一個像傳輸層次的位址處理方式。
MAC 層次的位址處理讓共享傳輸媒體的特定電腦間可彼此通訊不受其他電腦同
時共享傳輸媒體的影響。網路層次的位址處理（network layer addressing）讓各網路主
機之間的通訊不會因網路種類不同而有差異。傳輸層次的位址處理（Transport Layer
Addressing）讓應用程序（application process）與其他主機上的應用程序在較高的層次
上進行溝通。這些應用程序不必考慮到底下各層次的位址處理。

16.3

網際網路中 IP 位址的觀念

網際網路中的每一個節點（node）都有一個獨一無二的 IP 位址，就像我們自己
的住址一樣，可讓人按圖索驥，不會迷失。一個 IP 位址包含了 32 個位元（bits），
通常在表示的時候會分成 4 部分，中間用句點分開，然後以 10 進位的數字呈現，圖
16-18 解釋一個 IP 位址的組成；當軟體處理 IP 位址時，主要還是採用 2 進位的表示
法。
正常的表示法：192.192.53.25
32 位元的表示法：11000000110000000011010100011001

圖 16-18

 16-14

IP 位址的組成

行動網際網路

16.3.1

▌16▐

IP 位址的分級

32 位元的位址範圍相當大，假如能加以分級的話，管理和分配上會比較方便。
表 16-3 列出目前 IP 位址分級的方式，我們可以從任何 IP 位址對應表 16-3 來說出該
節點在那一級的網路上。以往 IP 位址的分配是由美國的 NIC 來綜理，現在已經委
由各國的相關單位來辦理，在統一分配的情況下，可以保証 IP 位址不致造成天下
大亂。
表 16-3

IP 位址的分級（x 代表可為 0 或 1）
IP 位址型式

分級

位址範圍

Class A

0xxxx . . . . . . . . xxxxx

0.0.0.0 – 127.255.255.255

Class B

10xxx . . . . . . . . xxxxx

128.0.0.0 – 191.255.255.255

Class C

110xx . . . . . . . . xxxxx

192.0.0.0 – 223.255.255.255

Class D

1110x . . . . . . . . . xxxxx

224.0.0.0 – 239.255.255.255

Class E

1111x . . . . . . . . . xxxxx

240.0.0.0 – 255.255.255.255

通常我們會把 IP 位址分成兩部分：網路號碼（Network ID）與主機號碼（Host
ID），顧名思義，網路號碼告訴我們節點所在的網路，主機號碼代表節點在該網路中
的代號，從這個角度來看，不同級的網路用了不等長度的位元來表示這些資訊。表
16-4 列出 A、B、與 C 共 3 個等級的網路分配位元的方式。
表 16-4

IP 位址的分割

網路等級

網路號碼（Network ID）

主機號碼（Host ID）

Class A

前 8 個位元

後 24 個位元

Class B

前 16 個位元

後 16 個位元

Class C

前 24 個位元

後 8 個位元

16.3.2

IP 位址與網路結構的關係

當兩個節點的 IP 位址有相同的網路號碼時，我們可以認定這兩個節點位於相同
的網路上，從硬體的角度來看，這表示兩個節點之間不必透過路由器來進行溝通。
所以，不同等級的網路中含有的主機數目不同，對於網路結構是有影響的，通常我
們都希望配置給組織或企業的 IP 位址能充分的運用，因為可分配的 IP 位址數目已經
越來越少了。按照 IP 位址的分割方式，表 16-5 列出不同等級的網路中可存在的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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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目與主機數目的分配，假設某企業 400 台電腦上網，則 class C 的等級不夠用，除
非申請兩組 Class C 的 IP 位址，但若是這些電腦都是用 bridge 連接在一起，從網路
結構來看應屬同一個網路；假如申請一組 Class B 的 IP 位址，似乎又太多了。
表 16-5

網路數目與主機數目的分配

網路等級

網路數目

主機數目

Class A

126

224

Class B

214

216

Class C

221

254

分配圖示

為了讓 IP 位址有更大的彈性，有人提出了子網路（subnet）的構想，例如 Class
B 的 IP 位址原本用前 16 位元當網路號碼，後 16 位元當主機號碼，假如我們把後 16
位元再分成兩部分：前 8 位元當子網路號碼，後 8 位元當主機號碼。則 Class B 的 IP
位址在分配的時候就有更大的彈性了。IP 軟體在決定兩個節點是否位於相同的網路
時，是採用遮罩（mask）來計算的，像 Class B 的 IP 位址用 255.255.0.0 做為預設的遮
罩，將 IP 位址與遮罩進行邏輯 AND 的運算，即可得到該節點的網路號碼。
假如使用子網路的觀念，則遮罩可以改成 255.255.255.0，這一部分的修改是在
路由器處理的層次上，可讓一組 Class B 的 IP 位址再細分成多組子網路的 IP 位址。
有幾個特殊而有趣的 IP 位址，主機號碼或網路號碼全部是 1 代表廣播（broadcast），
主機號碼全為 0 指本主機，網路號碼全為 0 指本網路，127.0.0.0 專門用來當所謂的
loopback 目的位址，子網路號碼全為 1 代表子網路層次的廣播。當然，目前所看到
的限制與規定，以後也有可能放寬或改變，在規劃與分配 IP 位址的時候，必須特別
注意相關的標準化文件。

16.4

網際網路 ARP 協定簡介

電 腦 網 路 上 有 無 數 的 電 腦 節 點， 就 像 地 球 上 的 住 戶 一 樣， 各 有 唯 一 的 位 址
（Address），在傳送訊息時，必須有某種機制，才能順利地將訊息傳送到正確的位
址。我們在此將嘗試著說明電腦網路中的傳送機制，讓大家了解 Internet 中幾個重要
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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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有 ARP ？

ARP（Address Resolution Protocol）是網際網路中有名的位址轉換機制，主要
的功能是把 IP 位址轉換成實體位址（Physical address）。實體位址是跟著網路卡（或
網路介面）而來的，廠商售出的網路卡上的實體位址是經過分配的，避免有重複的現
象，但是這種位址太長了，格式也不易統一，所以網際網路有它自己訂定位址的方
式，問題是在實際傳輸時，網路卡或網路介面還是只認實體位址，如此一來，在軟
體的層次上就得做 IP 位址與實體位址之間的轉換。
在此要先澄清一個觀念，網路應用軟體是認 IP 位址的，所以我們電腦換網路卡
時，只會更動驅動程式，不影響網路應用軟體。當網路接好之後，大家都不知道彼
此的實體位址，唯一能做的就是廣播（Broadcast）傳訊，圖 16-19 標示出兩種傳訊的
模式，在廣播傳訊中，每個廣播範圍內的電腦節點都會收到訊息，然後轉送給軟體
處理，只認得 IP 位址的軟體處理完得知不是要給自己的，就會丟棄收到的訊息，先
決條件是當初送出訊息的軟體有把收件者的 IP 位址放在訊息中。
訊息的收件者收到訊息後，必須要讓原送件者了解自己的實體位址，否則下回
送件者還是到處廣播，而這也就是定址傳訊的由來，從圖 16-19 可以看出來，在定址
傳訊的情況下，由於已經指定了收訊者的實體位址，所以在網路實體層中就可以將
訊息丟棄，不致大幅影響電腦系統的資源。

圖 16-19

廣播傳訊與定址傳訊

兩台電腦以線材連接，應用程式要透過 IP 通訊軟體來溝通。甲與乙兩方的電腦
各有唯一的 IP 位址。應用程式進行通訊時，要知道對方的 IP 位址，兩方除了要支援
IP 通訊軟體的功能之外，在應用程式層次上也要有明確的定義。以乙太區域網路為
例，甲與乙兩方的網路卡上都會有 48 位元的 MAC 位址（48 bit MAC addresses），如
圖 16-20 所示，通訊前必須知道對方的 MAC 位址，否則就要以廣播的方式將資料送
出。通常我們不希望要求使用者知道 MAC 位址，所以就得提供一種 IP 與 MAC 位
址之間的轉換機制，這種轉換機制就叫做 ARP（Address Resolution Proto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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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知道自己的 IP 位址與 MAC 位址，同時也知道乙方的 IP 位址，應用程式必
須有辦法找出乙方的 MAC 位址，才能將資料框送往乙方。甲方的 IP 通訊軟體先檢
視 ARP 快取儲存空間（ARP cache），看是否曾送資料給乙方過，假設沒有，則 ARP
快取儲存空間裡的表格不會有相關的資料。

圖 16-20

IP 位址與實體位址

甲方的 IP 通訊軟體送出 ARP 請求（ARP request）。ARP 請求以 MAC 廣播的方
式送出，網路區段上（相同廣播領域中）的節點都會收到，並因而產生 CPU 中斷（CPU
interrupt），如圖 16-21 所示。

圖 16-21

甲方的 IP 通訊軟體送出 ARP 請求

ARP 請 求 的 Type 欄 位 指 定 該 資 料 框 為 ARP 請 求 或 是 一 般 的 IP 封 包（ 即 IP
packet）。ARP 欄位中有更詳細的位址資訊。甲方會把自己的 MAC 位址與 IP 位址也
放到 ARP 欄位中。圖 16-22 顯示 ARP 請求的資料框格式。
乙方的電腦因收到甲方的 ARP 請求的廣播而產生中斷，乙方的 IP 通訊軟體
從 ARP 請求中的 IP 位址發現甲方所找的就是自己，因此乙方的 IP 通訊軟體會送出
ARP 回應（ARP response）給甲方，同時把甲方的 MAC 位址與 IP 位址放到 ARP 快
取儲存空間（ARP cache）中。ARP 回應（ARP response）的格式如上， ARP 回應不會
以廣播的方式傳送，因為乙方從之前收到的 ARP 請求中可找到甲方的 MAC 位址。
ARP 回應（ARP response）與 ARP 請求的格式極為類似，事實上在回應中主要是填入
乙方的 MAC 位址。圖 16-23 顯示快取儲存空間裡的內容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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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22

圖 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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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P 請求的資料框格式

快取儲存空間的內容變化

當前面的 ARP 程序完成後，甲乙雙方的 ARP 快取儲存空間（ARP cache）中都有
對方的 MAC 與 IP 位址對應的資訊，下回再通訊時就不必再用到 ARP 廣播。從圖
16-24 可以聯想出 ARP 的功效。

圖 16-24

ARP 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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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面的觀念來思考 ARP，應該能更清楚地了解 ARP 的必要性；不過，ARP 會
產生廣播傳訊，到底廣播的範圍有多大呢﹖是整個網際網路嗎﹖不會吧﹖同樣在 IP
傳訊機制的探討中，就能解答這些問題。在進一步地探討之前，先思考一下有什麼
樣的解決辦法。在電腦網路的學習過程中，深入而嚴謹的思索是非常重要的，多想
想為什麼，在看到解答時印象會更深刻。

16.4.2

碰撞領域與廣播領域的概念

網路節點共享傳輸媒體，在爭取使用權的時候，勢必有人要讓步，這種競爭就
叫做「碰撞」（Collision），碰撞的發生會降低網路的效率，因為決定誰有使用權得花
時間，所幸有些網路設備可以分隔碰撞的範圍，譬如說：我們原先有一個 20 節點的
區域網路，大家一起共享線路，加入了分隔的設備之後，變成了兩個各有 10 節點的
區域網路，此時就從一個碰撞領域（Collision domain）分隔成兩個碰撞領域，同一個
碰撞領域中的節點數目少一點，碰撞的機率就降低了。
另外一個網路上常見的流量是廣播，像 ARP 協定就會產生廣播的訊息，基本
上，除了 ARP 之外，還有其他的網路協定也會產生廣播的現象，假如一有廣播，
所有的節點都要受到影響，處理廣播的訊息，顯然是很沒效率的做法，所以依據
廣 播 類 型 的 不 同， 我 們 也 可 以 用 硬 體 設 備 來 建 立 所 謂 的「 廣 播 領 域」（Broadcast
domain），也就是說，這些設備會讓廣播的訊息不再向外擴散。
在軟體層次的控制上，可以指定訊息的類型，變成只有特定的節點才會處理廣
播的訊息，當然這就牽涉到協定層次的細節了。有了碰撞領域和廣播領域的概念之
後，要進一步地了解各種網路設備是否具有上述的特性，這樣才知道網路上流量的
行蹤，然後再配合網路協定來探討傳訊的原理。另外一個很重要的觀念是網路 7 層
的分工，各層處理的資料格式是不同的，有興趣的話可以參考相關的書籍做更深入
的探討。

16.4.3

揭開網路通訊的奧秘

網路通訊所涵蓋的專業領域廣泛，建構的過程中包括了各種技術與設備，再加
上科技的進展與法規的變革，要了解網路通訊的全貌是不容易的。我們在這一個小
節中，試著從兩台電腦進行網路通訊的細節，來幫助讀者了解其原理。圖 16-25 是一
個電腦網路的簡圖，左側是由一個閘通道連接的兩個區域網路，右側則是由一個路
由器連接的兩個區域網路。閘通道與路由器則透過廣域網路相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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閘通道（gateway）在網路的實體架構上，同時屬於兩個區域網路，由於區域網
路上的訊號傳播方式，多半是以廣播式（Broadcast）的為主，所以閘通道上會收到兩
個區域網路上的訊號；一般說來，閘通道假如本身是一台電腦，上面會有兩片網路
卡。在圖 16-25 中，我們以網際網路的方式，標記了幾台電腦的位址。

圖 16-25

電腦網路的簡圖

在通訊網路中，每一個節點都應該有一個唯一的實體位址，可能是一個字元串
或是一個類似電話號碼的編號等，因為通訊雙方鎖定對方的方法，是利用一個可以
找到對方的位址；在不同的網路通訊協定中，所用的位址型式可能不同，例如網際
網路的位址就和乙太網路卡上的位址不同，但是這些位址之間都有適當的對應。因
此，甲、乙、G 三個節點，可以使用網路卡上的位址來溝通，但是甲和丙就不行，
因為甲和丙位於不同的區域網路上；不過，甲和丙可以透過網際網路的位址溝通，
理由如下：
1. 甲先把訊息準備好，指定要傳送給丙（即 2.0.0.2），這個訊息傳到下層的網路通
訊軟體之後，會在甲、乙、G 所在的區域網路上廣播。
2. 閘通道 G 看到了訊息之後，在上層的網路通訊軟體的檢查中，發現送往 2.0.0.2
的訊息，可以在丙、丁、G 所在的區域網路上廣播給丙；因此，就直接把訊息
廣播給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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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有趣的例子，是想像甲和戊之間如何溝通。很明顯地，甲或戊網路卡上
的實體位址無法使用，因為透過這些位址只能在區域網路內做廣播。所以我們必須
考量比較上層的網路協定，在圖 16-25 中的路由器屬於網際連接層次的終端設備，
很多路由器支援多種網路協定；一方面能從區域網路上收送資料，另一方面則依廣
域網路的協定，將資料轉送出去。因此，甲和戊也可以透過網際網路的協定來溝通，
理由如下：
1. 甲將訊息準備好，指定要傳送給戊（即 3.0.0.1），訊息的格式遵循網際網路的
協定。
2. 訊息廣播給閘通道 G 之後，G 發現訊息的目的地不在所連接的區域網路上，因
此就得將訊息送往唯一通往外界的路由器 R1。
路由器 R1 支援網際網路的協定，可以判定訊息的格式，同時也能解讀目的地的
位址。透過網際網路上路由器作用的原理，甲的訊息輾轉送到路由器 R2，這個轉送
的過程，可能經過了封包交換網路、電話網路等廣域網路中的設備，轉送的方式可
能包含其他網路下層的協定，例如 X.21 等。路由器 R2 可以直接將訊息廣播給區域
網路上的戊。
在上面的例子當中，訊息的傳送過程，要比我們所描述的複雜多了，同一個訊
息可能會被切割成許多個小段資料，每段資料又分別加上了目的地的位址，各經不
同的路徑送往目的地，到達之後，再把這些資料還原為原來的訊息。這個分割與復
原的動作，分別稱為 Segmentation 與 Reassembly。分散式系統與其他各種網路的應
用系統，就是在無數的下層通訊程序的執行與合作上，完成各項功能。在開發網路
應用系統時，我們並不須要了解下面的通訊細節，只要知道網路介面能提供那些功
能與服務就可以了。在本書所介紹的觀念中，屬於 ISO/OSI 模型中的上面幾層（網路
層以上），我們在本節中試著把這一部分的應用系統作用的原理，連繫到下層網路的
功能。讀者在學習過更多的網路主題之後，可以時常回過頭來做同樣的思考，以求
透徹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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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路由（routing）機制

網路範圍日趨擴大之後，相對的，網路的結構也變得越來越複雜了，要把資料
從一個節點送到另一個節點，可能得經過很多網路，因此，網際網路需要精確而
有效率的路由機制（routing mechanism），讓資料能在廣大的網路中找到通往目的地
的通道。負責路由處理的網路設備是路由器（router），屬於 ISO/OSI 模型中網路層
（Network layer）的功能，像 IP、IPX 和 AppleTalk 等都可以算是網路層的協定。

16.5.1

路由器的種類

到網路機房看到的路由器其實並不起眼，值得注意的是路由器上的各種介面的
種類與數目，至於路由器裡軟體的功能則與所採用的網路協定有關。圖 16-26 畫出
兩大類的路由器，看起來就像是封包的交換器（packet switch），封包由通訊埠傳入，
由 IP 路由軟體根據目的地位址來決定該由那個通訊埠將封包再轉送出去。支援單一
協定的路由器構造很簡單，其實將兩片網路卡裝到同一台電腦上，連接兩個網路，
只要軟體能配合，就能展現路由的功能。
由於網路協定的種類很多，路由器有時候得處理多重協定（multiprotocol）的
情況，從圖 16-26 右半邊的結構來看，只要多加一層協定多工處理程式（Protocol
multiplexer），就能辨識所收到封包的網路層協定，然後交由適當的協定轉送程式
（forwarder）來做進一步的處理。

圖 16-26

兩大類的路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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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2

路由器作用的原理

路由器在轉送封包時，是以封包中目的地的 IP 位址為依據，從路由表格（routing
table）裡的資料來決定封包的路由；圖 16-27 畫出一個簡單的網路結構，假如電腦 D
上的軟體要送一個資料封包給電腦 E，其中包含了很多繁瑣的步驟，我們可以透過
這些步驟來認識路由器作用的原理：

圖 16-27

路由器作用的實例

1. 由於電腦 D 和路由器 A 位於同一個區域網路內，而且電腦 D 上的通訊軟體從
本身 IP 位址與目的地 IP 位址的比較得知該資料封包必須往外送，勢必經由路
由器，所以電腦 D 是以定址傳送（unicast）的方式直接將封包送往預設路由器的
MAC 位址。在圖 16-27 的例子裡，封包是送往路由器 A 的第 4 埠。
2. 路由器檢查封包中的欄位，若發現是 IP 封包，會把資料連結層的資訊卸除，同
時 IP 封包中的目的地 IP 位址將透露該封包的去向，通常路由器會依照所採用
的路由協定（routing protocol）來做進一步的處理，但是在這個例子中，我們假
設路由器 A 用預設的遮罩（default mask）來處理，也就是做 195.63.17.2 AND
255.255.255.0 的運算，得到 195.63.17.0 的結果，從路由表格（routing table）可
以發現從路由器 A 到 195.63.17.0 的網路得經過的下一站是 204.10.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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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接下來以 204.10.210.2 為目的地 IP 位址，從路由表格中找到一條直接的路徑
（direct route），就是從路由器 A 的第 2 埠直接送往路由器 B 的第 6 埠。由於路
由器 A 與路由器 B 同在一個網路區段上，路由器 A 可用一般區域網路的協定把
封包適當地加工之後送到路由器 B 上。
4. 路由器 B 收到封包以後，會仿照上面的第二個步驟，這一次會在路由器 B 的路
由表格上找到一條直接送往電腦 E 的路徑，這是從路由器 B 的第 1 埠通往電腦
E 的通道，同樣可用區域網路的方式把封包送達電腦 E。

16.5.3

路由機制的穩定性

前面介紹路由器的作用原理時，我們提到了路由表格，IP 網路中的每個路由器
上都有路由表格（routing table），路由器所看到的網路世界是以它自己的路由表格來
描述的，既然路由器的功能是轉送 IP 的封包，那麼從路由表格中必須要看得到 IP 封
包的去向。由於網際網路非常大，我們是不可能讓每個路由器的路由表格記載了全
世界的路由，因此，路由協定與相關的演算法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讓路由器能
在維持最少量的資訊與交換最簡短的訊息下，有效率地發揮路由的功能。
當網際網路的結構發生變化時，例如某段線路故障或是某台路由器移除的情況，
路由機制要能彈性地調整，更改路由表格中的資料，這種資料的更新是透過路由器
之間資料的交換逐漸達成的，使所有的路由表格的資料具有一致性（consistency），
我們可以說這時候網路達到溶合（convergence）的狀態，溶合之前，網路封包的傳
送是不穩定的，可能造成一些封包的流失，或是形成所謂的「路由迴路」（routing
loop），不過 IP 封包中有一個 TTL（Time To Live）的計數值（counter），每經過一台
路由器就會減 1，當這個值變成 0 時，路由器就會把封包從網路上移除，使四處遊走
的 IP 封包不致影響網路的頻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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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行動式網際網路（mobile Internet）

行 動 式 網 際 網 路 的 發 展 可 以 實 現 所 謂 的 無 所 不 在 的 運 算（ubiquitous
computing），讓具有運算能力的設備能在日常的生活環境中發揮作用，這就有賴於
行動式多媒體設備（mobile multimedia devices）的使用，在整體的網路架構上必須有
效地支援這些設備的需求，包括寬頻段的無線電存取功能與 IP 的相關協定，使以下
的環境得以建立：
1. IP 透明化（IP transparency）：所有的網路組成都支援 IP。
2. 行動性的管理（mobility management）：在全球性（global）的環境下支援行動性的
管理。
3. 使用者的定位：每個使用者都需要唯一的位址。
4. 定 位 服 務（positioning service）： 透 過 定 位 的 能 力 來 支 援 與 位 置 相 關 的 服 務
（location-dependent services）。
5. 端對端的安全性（end-to-end security）：讓各種網路應用能在各種網路架構下得
到端對端的安全性。
6. 資訊的個人化（personalization）。

網路基礎架構的變革
行動通訊的業者（operator）目前正忙著把 2 G 的網路更新到 2.5G 與 3G 的系統，
2G 的行動網路和以下 4 種技術關係密切：GSM、PDC（Personal Digital Cellular）、
UWC-136 與 CDMA。常見的更新到 3G 的方式是從 GSM 到 2.5G 的 GPRS 網路，支
援 171 Kbps 的資料速率，然後再從 GSM/GPRS 到 EDGE，最後才進展到 UMTS，支
援 2 Mbps 的資料速率。我們可以從圖 16-28 看到這些進展的歷程。UMTS 網路本身
可以利用廣域的無線電技術 WCDMA 與其他的網路相連，例如藍牙網路、WLAN、
HiperLAN 與 WPAN。
目前各種無線通訊的標準使用不同的頻段、頻道頻寬與協定，彼此之間無法相
容與互連，在 3G 之後的發展上會要求所謂的技術間的垂直換手（vertical handover
between technologies），對於用戶來說將有很大的影響。除此之外還有幾項值得注意
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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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 60 GHz 的行動寬頻系統（MBS, Mobile Broadband Systems），以目前來
說還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
2. ad hoc networks：ad-hoc network 屬於點對點（peer-to-peer）的網路節點形成的通
訊網路，以無線通訊來說，這些節點以無線的方式彼此溝通，但沒有再與其他
的網路或存取點（access point）通訊。
3. 新的無線電介面（radio interface）：這也屬於尚有許多未知但是值得探索的領域，
會隨著技術的演進而導入無線通訊系統中。
由於光纖網路未來會部署地更廣泛，所以所有的網路之間可以在更優渥的頻寬
下連接在一起。從圖 16-28 所看到的 3G 之後的資料速率，其實已經能衍生出很多
有趣的應用，當然，多媒體的應用將會是相當重要的領域。雖然未來無線通訊的發
展有許多不確定的因素，但是以 IP 為基礎的原則幾乎是肯定的，也就是說，Mobile
Internet 將是可預期的結果，不但現有的網際網路資源能轉移到無線通訊的環境下，
各種新的潛在應用也會由於行動的特性而變得可行。

圖 16-28

行動網路的變遷（Huber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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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路多媒體（Internet multimedia）
很多現有的行動網路使用電路交換的方式來提供語音與資料通訊的服務，這對
於通訊管道的運用來說並不經濟。封包交換才能讓通訊的頻道有效地共享，尤其是
多媒體的服務更是需要彈性地運用通訊的容量。UMTS 中的 IMS（Internet protocol
multimedia subsystem）就是為了支援這樣的需求，提供以封包為主的傳輸，可用來進
行語音或資料通訊。
IMS 把 服 務（service）、 控 制（control）與 傳 訊（signaling）的 功 能 分 開 來， 讓
即時與非即時的應用都能在一個頻道中進行。UMTS 透過圖 16-29 顯示的 Internet
protocol multimedia subsystem 來 提 供 這 樣 的 功 能，IMS 於 2002 年 3 月 通 過 成 為
UMTS release 5 的一部分。IMS 提供以封包為基礎的傳輸服務，支援語音與資料，
圖 16-29 可分成 3 個層次來看，bearer plane 可以連上 ISP、入口網站或是內容提供
業者，control plane 包含網路控制的功能，例如連上外部電路交換網路或封包交換網
路 的 通 道。Service plane 使 用 CORBA（common object request broker architecture）的
標準提供發展網路應用的 API。IP 核心網路（IP core network）以 IPv6 為基礎，可以
與 IPv4 相容。IPv6 支援一人一號，ENUM（extended numbering）的協定可以建立設
備、電話號碼與網際網路之間的對應關係，進行 URL 與 E.164 號碼之間的轉換。圖
16-30 列出未來支援 Mobile Internet 的網路層次。

各種應用的展望
IMS 的多媒體通話模型（multimedia call model）包括多媒體溝通（session）與管
理的使用者服務、動態的 QoS、多媒體溝通（session）的控制與互連（interworking）
的支援。IMS 採用所謂的 always on 的 SIP（session initiation protocol），將傳訊及控
制的工作與資訊交換的部分分開，讓使用者能同時管理多個多媒體溝通（multimedia
sessions），包括 voice-over-IP 或 video-over-IP 的連線，也就是說，當使用者在通話
的時候也能傳送一段視訊資料出去，不必暫停通話。UMTS 列出 6 大類的 3G 服務：
1. 行動式的網際網路存取使用（mobile Internet access）。
2. 行 動 式 的 封 閉 網 際 網 路（mobile intranet）與 行 動 式 的 半 封 閉 網 際 網 路（mobile
extranet）。
3. 個人化的資訊娛樂（customized infotainment）。
4. 多媒體簡訊服務（MMS, multimedia messaging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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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定位服務（LBS, location-based services）。
6. 語音的加值服務（rich voice）。

圖 16-29

IMS（Internet protocol multimedia system）（Huber 2002）

圖 16-30

網路的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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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行動式的 IP（Mobile IP）與 IPv6

Mobile IP 是一種協定標準，以 Internet Protocol 為基礎，但是能支援行動通訊
的環境，而且讓應用系統與高層的協定（例如 TCP）不受影響。PDA、數位蜂巢電話
與手持的行動通訊器具也可以讓我們連上網際網路，這種連線方式對於使用者來說
更為方便。
Mobile IP 的 資 料 來 自 RFC 2002 的 文 件 中，IETF（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是制定 Mobile IP 協定的主要組織。Mobile IP 的解決辦法是讓每個行動節點
（mobile node）擁有兩個 IP 位址：
1. home address： 固 定 的 靜 態 位 址， 可 用 來 辨 識 像 TCP 層 次 的 連 結（TCP
connections）。不管行動節點的位置如何改變，在作業上好像行動節點一直在
home address 上收送資料。
2. care-of address：當網路的連結（point of attachment）改變時這個位址就會改變，
可以想像成與行動節點的位置有關的位址。care-of address 會有網路號碼，明確
定義行動節點所在的網路連結。

16.7.1

Mobile IP 運作的原理

在行動節點的 home network 上要有一個叫做 home agent 的網路節點，當行動節
點不在 home network 時，home agent 負責替行動節點接收資料封包，然後轉送到行
動節點所在的 foreign network。當行動節點的位置再度改變時，必須像 home agent
註冊（register）新的 care-of address。如此一來，home agent 就知道如何把資料封包
轉送到新的 care-of address。當然在轉送前，所轉送的封包的目標位址（destination
address）必須改變，這道程序叫做 packet transformation 或 redirection。當封包抵達行
動節點時要重新轉換（packet retransformation），讓 home address 成為封包的目標位
址，這樣行動節點上的高層協定才不會被搞糊塗了！
當 home agent 轉送（redirect）資料封包給行動節點時，會建立一個新的 IP 表頭
（IP header），這個新的表頭把原來的封包（packet）包了起來，使原來的目標位址（即
home address）對於路由（routing）完全沒有作用，這種包裝（encapsulation）也叫做通
道化（tunneling）。Mobile IP 的作用可以從以下 3 種機制來了解：
1. Care-of address 的發覺（disc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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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are-of address 的註冊（register）。
3. Care-of address 的通道化（tunneling）。

Care-of address 的發覺（discover）
Mobile IP 的 發 覺 程 序（discovery process）是 建 立 在 router advertisement 的 基 礎
上，router advertisement 的 協 定 可 參 考 RFC 1256。Mobile IP 擴 充 了 原 來 的 協 定，
讓 router advertisement 含 有 數 個 care-of addresses， 因 此 在 Mobile IP 中 也 把 router
advertisement 稱 做 agent advertisement。 事 實 上，home agent 與 foreign agent 都 會 定
時廣播 agent advertisement，行動節點也可以直接廣播或群播（multicast）需要 care-of
address 的請求（solicitation）。Agent advertisement 的功能如下：
1. 偵測行動代理節點（mobility agent）的存在。
2. 列出可用的 care-of addresses。
3. 告知行動節點有關於 foreign agent 的功能，例如封裝的方法。
4. 讓行動節點決定網路號碼以及目前與網際網路連結的狀態。
5. 讓行動節點知道周圍的行動代理節點是 home agent 還是 foreign agent，決定自己
是在 home network 還是 foreign network。
在 Mobile IP 中， 行 動 節 點 可 以 透 過 agent solicitation 來 了 解 周 遭 有 那 些 行 動
代 理 節 點（mobility agent）， 所 謂 的 周 遭 是 指 目 前 所 連 結 的 網 路（current point of
attachment）。 假 如 某 個 foreign agent 一 直 沒 有 再 送 advertisement 過 來， 表 示 行 動
節點可能已經移出這個 foreign agent 的範圍。這時候行動節點就要再找一個 careof address，或是選擇一個仍有收到 advertisement 的 foreign agent 之前提供的 care-of
address。

Care-of address 的註冊（register）
行動節點取得 care-of address 之後，home agent 必須要得到這個資訊，這時候
可以使用註冊（registration）的程序，行動節點將 care-of address 的資訊透過 foreign
agent 送出註冊的請求（registration request），home agent 收到以後會將資料加到路
由表格（routing table）中，同意請求，同時送出註冊回應（registration reply）給行動
節點。接下來 home agent 就會建立起行動節點的 home address 與 care-of address 的
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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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e-of address 的通道化（tunneling）
通道化是 Mobile IP 中的一種封裝（encapsulation）的機制，所謂的 IP-within-IP
是指 home agent 將新的 IP 表頭（header）插入到資料封包（datagram）的 IP header 之
前，而該資料封包是要送往行動節點的 home address。新的通道表頭（tunnel header）
以行動節點的 care-of address 為 tunnel destination，tunnel 的來源位址為 home agent，
foreign agent 只要把 tunnel header 去除就能得到原來的資料封包。

16.7.2

IPv6 對於行動式運算的支援

IPv6 對於行動式運算的支援要比 IPv4 豐富多了，不過還是需要 Mobile IP 來達
成行動透明化（mobility transparency）的要求。為了維持傳輸層（transport layer）的連
線，行動節點的位置改變時，其 IP 位址還是要維持不變。以 TCP 來說，IP 位址與
埠號（port number）決定了連線的特性，但是 IP 位址中的網路號碼（network number）
是封包正確傳送的指引，當行動節點的位置改變時，封包路由（route）的改變需要一
個新的 IP 位址來反映網路連結（point of attachment）的改變。

TCP/IP 應用的延伸
在數據通訊中 TCP/IP 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要把 TCP/IP 的應用延伸到行動
無線通訊的領域中，必須先解決 IP 位址的問題。基本上，IP 位址是一種固定的位
址，是網路節點位於某個網路或是子網路中的依據，在行動無線通訊的環境裡，由
於網路節點可能會從某個網路漫遊（roam）到另一個網路，因而產生了 IP 位址需要變
動或調整的情況。Mobile IP 的主要用途是加強傳統的網際網路協定，讓行動器具無
論漫遊到什麼地方依然能夠正常地收送資料封包。
1. 行動台移動到另一個網路範圍時必須能在不改變 IP 位址的情況下繼續通訊。
2. 行動台必須能在不改變傳統網路組態的情況下與非行動式的網路節點做 IP 層次
的通訊。
3. 行動台的 IP 位址必須跟一般傳統式的 IP 位址格式一樣。

Home agent 與 foreign agent 的觀念
圖 16-31 顯示 Mobile IP 的關鍵概念，行動節點（mobile node）從原本所在的網路
（home network of attachment）移到另一個網路中，其 IP 位址是由 home network 所給
的。當其他的網路節點送資訊給行動節點時，只知道行動節點原來的 home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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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IP，但是 home network 知道如何把資料轉送到 foreign network 給行動節點，這就
是資料再經過封裝（encapsulation）的由來。

圖 16-31

16.8

Mobile IP 的關鍵概念

Mobile IP 的研究發展與其他的相關應用

Mobile IP 所面臨的最大的問題是安全（security）問題，還有一些技術上與部署上
的問題，所以不管是在 IETF 或是市場上，有關於 Mobile IP 的研發仍舊十分活躍。
Mobile IP 的運作方式遇到防火牆（firewall）會有一點問題，Mobile IP 本身必須能建
立安全的通道（secure tunnel），另外有其他類似的協定與 Mobile IP 競爭，例如 PPTP
與 L2TP，以 PPP 為基礎。
值得注意的是 IP 網路的一些應用與無線通訊之間的相關性，例如 NDI（Network
Device Interface）可以讓 IP 網路中的影音資料來源直接透過 IP 網路來交換影音資料，
這對影音節目製作或是網路直播就有很大的影響，因為播出的畫面可以來自多臺攝
影裝置或是其他類型的影音資料源，由影音處理的軟體工具做整合、後製或是特效
處理。若再結合無線通訊，則可避免線路的佈置，並且擴大影音資料來源的所在範
圍與移動性，對於影視以及網路直播產業來說，是相當方便而有用的工具。NDI 的
資訊可以參考維基百科網站上的內容「https://en.wikipedia.org/wiki/Network_Device_
Interface」。

16.9

與 Mobile IP 相關的文獻資料

IPv6 對 於 移 動 性 的 支 援（mobility support）可 以 參 考 RFC 6275 的 正 式 文 件。
Mobile IP 跟著無線通訊與網際網路的技術一起進展中，所以變化很快，也有很多參
考資料，值得大家注意的是 VoIP（Voice over IP）、SIP（Session Initiation Protocol）
等協定在無線通訊的環境中的進展，因為這對一般使用者的影響很大，過去室內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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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透過 PSTN 進行語音通訊，後來的 2G 數位無線蜂巢網路讓大家使用手機來通話，
SIP 更進一步地支援網際網路上的各種應用進行語音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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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答│集│
Q 行動式的運算（mobile computing）與可攜式的運算（portable computing）有什麼樣
的差異 ?

A 行動式的運算中，各種運算不會因為使用者設備位置的改變而中止，這種位置
的改變引起的網路連結的變化（different point of attachment to the Internet）所需要
的再度連線會自動完成。

Q 什麼是 HiperLAN ?
A HiperLAN 是在歐洲發展出來的，與 IEEE 802.11 的標準很類似，HiperLAN Type
1 支援 20 Mbps 的資料速率，使用的頻率為 5 GHz。HiperLAN Type 2 也使用 5
GHz 的頻率，資料速率可以達到 54 Mbps。

│自│我│評│量│
1. Windows 裡有一個工具程式叫做 tracert，可以用來查看從我們的電腦到另外一台
網際網路上的電腦所經過的路徑，理論上，我們可用這種方式畫出一個網際網
路的世界地圖。請大家想像一下到底網際網路的整體架構是什麼模樣？
2. MAC address 與 IP address 之間有沒有什麼關係 ?
3. 為什麼網際網路需要 ARP 所提供的機制 ?
4. Mobile IP 與一般的 IP 協定最大的差異是什麼 ?
5. 思考一下有沒有比 Mobile IP 更有效率的解決辦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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