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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初始化問題的目的就是要將號碼 1 到

n 分配給網路中的每ㄧ個站台，號碼不可

重複。此篇論文中，我們整理比較目前已

知的初始化協定(分為已知站台數和未知

站台數兩類)，並模擬分析相關效率。同

時，在站台數未知的情形下，我們提出一

混合協定，透過適當地估計站台數，能夠

快速完成初始化。根據模擬結果，當站台

數超過 50，改良後的初始化協定比目前

常見的協定更為快速有效。 

關鍵詞：Initialization Problem、Collision 
Resolution Problem、Single-Hop Wireless 
Network 

ㄧ、緒論 

在分散式網路系統下，不同於具有中

央協調者的網路架構，每ㄧ個站台都必須

有能力根據網路狀態快速地達成目標，因

此，沒有預先設置好的網路中央架構，這

些站台必須根據分散式的協定，以自我組

織的方式完成任務。 

初始化問題（Initialization Problem）

在分散式網路系統下，是ㄧ個非常基本的

問題 [15]。此問題的定義如下：假設網路

中有 n 個站台（station），則初始化問題

的目的就是要將號碼 1 到 n 分配給網路中

的每ㄧ個站台，號碼不可重複。 

本論文所討論的分散式初始化協定

（Initialization Protocol），皆應用於單跳

躍 無 線 網 路 （ Single Hop Wireless 
Network）的模型，並假設時間已經被切

割成為許多時槽，且每ㄧ個站台的時間都

是同步的。 

在單跳躍無線網路中，網路站台之間

透過共享的單一頻道互相通訊，每ㄧ個網

路中的站台只能透過此頻道溝通。當某一

個站台想要廣播時，其他所有的站台都可

以透過此唯一的頻道接收到這個廣播訊

息。如果超過一個以上的站台在同一個時

槽內ㄧ起廣播時，這次的廣播即發生碰撞 
(Collision)，傳送失敗。此外，每個站台

皆有碰撞偵測的功能，這使得網路中的站

台可以在廣播訊息的同一個時槽內，立即

知道此時槽的頻道狀態。頻道狀態有以下

三種： 

1. NULL：代表沒有任何站台在此時槽

內傳送訊息。 
2. SINGLE：只有一個站台在此時槽傳

送訊息，表示此次傳送成功。 
3. COLLISION：一個以上的站台在此

時槽內傳送訊息，此次傳送發生碰

撞，表示此次傳送失敗。因此，初始

化協定可以根據頻道的狀態來決定適

當的動作。 

在此網路架構下，Nakano [15] 最早

提出了初始化協定，分別針對 n（n 為網

路站台數）已知的情形和 n 未知的情形下

提出兩種初始化協定。Shiau [21] 則利用

三個概念來提昇前文在 n 未知情形下的初

始化協定之效率。至於在 n 已知的情形

下，在  [11] 文中，以  [15] 之方法為基

礎，提出了混合式的初始化協定。 

初始化問題其實與碰撞解決問題

（Collision Resolution Problem）密不可

分。碰撞解決是指在多重存取的環境之

下，若有 n 個站台需要對同一個頻道傳送

訊息，此時勢必發生碰撞導致所有站台的

傳送失敗。碰撞解決問題的主要目的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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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n 個站台最後都能夠成功的傳送訊息。

然而，初始化問題的目的是使 n 個站台都

能獲得 1 到 n 之間彼此相異的一個的號

碼，因為所有站台都會同時對頻道傳送訊

息以競爭號碼，造成頻道狀態一直都是

COLLISION，無法達成目標。因此，要

解決初始化問題之前，必定要先處理碰撞

解決問題。第二章中，我們將會看到幾個

碰撞解決和初始化問題上常見的協定。 

在實際應用方面，也有許多運用到碰

撞解決和初始化協定的一些研究。例如，

在[1, 6, 7, 12]文中，將碰撞解決和初始化

協定用在 RFID 的 tag identification，供

reader 辨認；在 [19] 中，則將碰撞解決協

定應用在混合光纖同軸（HFC）網路上。

此外，初始化協定也被用在輪置傳輸協定

（Permutation Routing Algorithm）中，當

做協定的第一個階段 [13]。而 [20] 文中，

則將初始化協定應用於 802.11 俱有優先

權的媒體存取控制協定，根據初始化協定

獲得的號碼來達到優先存取媒體的目的。

在 [17] 中，則在不同連結方式的多處理器

系統下討論初始化問題。 

本文的架構如下所述。第二章中，我

們介紹相關初始化協定之研究，將他們分

為網路站台數已知和站台數未知的協定。

第三章中，我們將介紹改良的初始化協

定。接著在第四章，我們將改良後的協定

與目前已知的協定做一個模擬實驗比較。

第五章總結本論文。 

二、相關研究 

在本章中，我們概述目前已提出的初

始化協定。 

2.1 網路站台數已知之協定 

此協定於 [15] 文中提出，在網路站台

數( n )已知的條件下，每一個時槽中，皆

以 1/m 的機率做廣播( 其中，m 為尚未獲

得號碼的站台總數目，協定的一開始為

m=n )。當頻道狀態為 SINGLE 時，則此

唯一成功傳送的站台將自己的號碼設為

1，並離開協定；其他站台則將 m 減 1，
因為此時槽已經有一個站台獲得號碼。若

頻道狀態為 COLLISION 或是 NULL，則

所有相關站台重複以 1/m 的機率廣播，直

到 SINGLE 為止。此協定以這樣的模式繼

續進行，直到 m 為 1 時，最後的站台也獲

得號碼，完成此協定。 

以下為此協定的虛擬碼： 

Protocol Basic_Initialization 

for m = n to 1 do 
repeat 

Each station broadcasts on the  
channel with probability 1/m;  

until (Channel-status = = SINGLE) 
The station that broadcasts successfully 
declares its ID as n-m+1 and leaves the 
protocol. 

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個協定的概

念就是希望在每個時槽中平均傳送的站台

數為 1，當成功傳送後，則將 m 減 1，使

得下一個時槽也能夠以(1/站台數) 的機率

做廣播。 

此初始化協定所需的時槽，在  [15] 
中，已證明出：有超過 1 ﹣1/n 的機率，

能夠在 en+O( nn log )的時槽內完成初始

化，其中 e 為自然對數的底數。 

2.2 網路站台數未知之協定 

2.2.1 Initialization1 協定 

在 [5] 中，Capetanakis 提出了一個碰

撞解決問題的協定，此方法使用各個擊破

（Divide and Conquer）的概念，詳細的作

法如下：協定的一開始，所有站台都嘗試

對頻道傳送訊息。若發生碰撞，此時，所

有碰撞的站台會擲一個公正的雙面的銅

板，擲到正面的站台會在下一個時槽中立

刻傳送訊息；而擲到反面的站台則會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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擲到正面的站台傳送完訊息後，才繼續競

爭頻道。協定依照此模式不斷地分割成 2
群（Divide），直到某個時槽時，只剩下

一個站台，此站台即可成功傳送訊息

( Conquer )。此協定依次類推，持續到所

有的站台都成功傳送訊息，解決了碰撞的

問題。 

[15] 中，則將 [5] 的協定應用在初始

化問題上。他的做法與上ㄧ段所述的作法

類似，差別在於碰撞解決之目的是要傳送

訊息，而初始化問題則是要獲得號碼。因

此，同前述的協定，一開始所有站台都會

嘗試對頻道傳送訊息以競爭號碼，因此發

生碰撞。此時，所有碰撞的站台也會擲銅

板，擲到正面的站台會在下一個時槽中立

刻傳送訊息以競爭號碼；而擲到反面的站

台則會等到擲到正面的站台傳送完訊息

後，才繼續競爭號碼。此協定依次類推，

持續到所有的站台都獲得號碼，完成了初

始化。 

 
 
事實上，根據  [5] 之  Divide and 

Conquer 的概念，將碰撞的站台分成兩群

(正面與反面)，可用二元樹來表示，我們

將此二元樹稱作分割樹（partition tree）。

以下我們對此協定和分割樹的關係作一個

說明。 

如圖一所示，分割樹中，每ㄧ個節點

都代表某個時槽的頻道狀態，節點內的符

號 C 、 S 、 N 分別表示頻道狀態為

COLLISION、SINGLE、NULL；分割樹

節點左方的數字則代表著協定目前執行到

的時槽，節點右方表示與此頻道狀態相關

的網路站台。例如圖一中，分割樹的樹根

代 表 時 槽 1 時 ， 頻 道 狀 態 為

COLLISION，參與此次碰撞的站台有 a、
b、c、d。根據此協定，碰撞發生時都會

伴隨ㄧ次擲銅板的動作，擲到正面的站台

會在下一個時槽中繼續競爭號碼，擲到反

面的站台則會等到那些擲到正面的站台獲

得號碼後，才繼續競爭號碼；以分割樹的

角度來看，相當於擲到正面的站台將自己

分配到二元樹的左子樹，並在下個時槽中

傳送訊息以競爭號碼，而擲到反面的站台

將自己分配到右子樹，等到左子樹的所有

網路站台都獲得號碼後，才繼續競爭號

碼。因此我們知道，分割樹中的內部節點

皆代表有兩個以上的網路站台傳送訊息

（即碰撞發生），樹葉則代表有一個站台

（傳送成功）或是無站台傳送訊息。此

外，我們可以發現此協定的執行順序與二

元樹的前序追蹤順序相同。 

2.2.2 Initialization2 協定 

在 [21] 中，Shiau 提出了三個概念來

改善 Initialization1，其中第一個概念已

經在  [10], [11] 中被提出，他們的作法

是：當時槽 5 時，將原本傳送的動作改為

先擲銅板再決定是否傳送訊息，因此不會

再重複ㄧ次原來時槽 5 時 a、d 站台傳送

訊息所發生的碰撞。 

第二個概念則是希望減少一些非常有

可能碰撞的時槽。他的想法是：當碰撞發

生後，如果擲銅板擲到正面的站台

≧CONST 時，（CONST 為一個常數，該

論文中其值訂為 4)，因發生正反面的機率

相等，則擲到反面的站台數量應與正面數

量相差不遠。如圖二所示，假設 CONST

{b} S 3 

{a,b,c,d} C 1 

{b,c} C 2 

{φ} N 6 {a,d}C 7 

{a} S 8 

S {c} 4 

S9 {d}

{a,d} C 5 

C:  COLLISION 
S:  SINGLE 
N:  NULL 

圖一 Initialization1的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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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4。在時槽 1 時，a、b、c、d 站台擲銅

板擲到正面，因此左子樹有 4 個站台

( ≧CONST )。一直到時槽 k 時，由於當

初左子樹站台數目≧CONST 個，因此猜

測時槽 k 極有可能發生碰撞，所以 e、f、
g 站台不傳送訊息，選擇先丟銅板。如圖

虛線所示，時槽 k 中，先擲銅板再由擲到

正面的 e 站台傳送訊息，而擲到反面的

f、g 站台則等到 e 站台獲得號碼後再繼續

競爭號碼。 

 
 
 

此協定的第三個概念，以分割樹的角

度來看，則是將之調整成比較平衡的二元

樹，因為第二個概念中將分割樹的右子樹

之碰撞節點減少，因此會呈現左子樹節點

較多的情形，造成左子樹會花較多的時

間。所以他的方式是將擲銅板擲到正面的

機率調小，則左子樹包含的站台會較右子

樹來的少，因此分割樹的左右子樹會較為

平衡。 

[21] 中，透過數學的分析與程式模

擬，得到完成此協定所需的時槽平均在

2.46n。 

2.2.3 Initialization3 協定 

在 [11] 中，將 Initialization1 做了另

一個改進，當站台數量非常少時，有較好

的效率完成初始化。 

這個修正的協定另外加入了ㄧ個新的

時槽。在某站台成功傳送訊息後的下一個

時槽中，讓所有參予初始化協定而還未獲

得號碼的站台傳送訊息。如果某個站台在

這個新加入的時槽成功地傳送，則代表只

剩下此站台尚未獲得號碼，所以此站台獲

得號碼後，初始化就已經完成。 

 

 

如圖三所示，若採用先前的幾個以分

割樹為概念的初始化協定，則從時槽 8 到

時槽 11 之間，頻道狀態會有連續 4 個

NULL（如圖虛線所示），浪費了許多不

必要的時間。但此修改後的協定在時槽 6
時，因為 a 站台成功傳送訊息，所以在時

槽 7 中，所有參予初始化協定但未獲得

ID 的站台(即站台 b)將會傳送訊息。b 站

台成功傳送後獲得號碼 2，此協定就完成

了初始化。 

此方法於 [11] 中，已被證明：在站台

數為 3 和 4 時所需的時槽平均為 6.2 和

7.935，在站台數小於 5 以下時，較其他

以分割樹為概念的協定來的有效率。下一

節中，我們將看到此協定的其他應用。 

2.3 混合式協定 

以下我們將介紹一個適用於站台數已

知情況下的混合式協定[11]。 

C:  COLLISION 
S:  SINGLE 
N:  NULL 

{a,b,c,d,e,f,g} C1 

{a,b,c,d} C 2 {e,f,g}k C 

S C{e} k+1 k+2 {f,g}

圖二  Initialization2的例子 

{a,b} C 1 

C 

C

C

C

S

{a,b} 

{a,b} 

{a,b}

{a,b}

{a}

2

3

4

5

S {b}7

N

N 

N 

N 

6

圖三  Initialization3的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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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分割樹為概念的協定的缺點是當網

路中的站台數量較多時，此類型的協定會

花許多時槽去將這些站台分在不同的兩個

子樹。這些動作的目的其實只有一個，就

是不斷地將這些站台分開（Divide），一

直到只剩下一個站台時，此站台就可以成

功地傳送訊息獲得號碼而不發生碰撞

（Conquer）。但是，他認為這樣的分割

速度太慢了。以分割樹為概念的協定之優

點就是他能夠記住先前發生碰撞而擲銅板

擲到反面的站台（即被分到分割樹之右子

樹者），使得這些站台會等到左子樹中的

站台都獲得號碼後，再繼續競爭號碼。也

就是說，他會讓一部份的站台等待，不加

入競爭號碼以減少碰撞的機率。此外，此

類型的協定在站台數未知的情形下也能夠

完成初始化。 

而 Basic_Initialization 協定在每個時

槽中，皆以 1/n 的機率傳送訊息。因為每

個時槽平均傳送的站台數為 1，所以每個

時槽中成功傳送的機率相當大，且就算有

碰撞發生，也只是少數的站台，這也就是

此協定的優點。但相反的，若傳送完訊息

後發生碰撞，則此協定並不會像以分割樹

為概念的協定有任何的記憶性質，而是忽

略此次碰撞的傳送。因此，這些碰撞的站

台則會繼續以 1/n 的機率傳送訊息，加入

下一個時槽的競爭行列，而白白浪費了這

個碰撞的時槽。 

因此，結合了以分割樹為概念的協定

和 Basic_Initialization 協定的優點， [11] 
中，將前者（分割成兩個群組的方式）改

為先以 Basic_Initialization 協定（平均分

割為 n 個群組）分成較少的站台，再加入

以分割樹為概念的協定而提出了在站台數

已知之情形下十分有效率的混合式協定。

如此一來，原本以分割樹為概念的協定因

為多次ㄧ分為二的動作所花的時間被

Basic_Initialization 協定成功的減少了，而

原始的 Basic_Initialization 協定在發生碰

撞時所忽略的碰撞時槽，此時則用以分割

樹為概念的協定讓這些碰撞的站台獲得號

碼。.此協定的虛擬碼如下： 

Protocol Hybrid_Initialization 
repeat 

Each station broadcasts on the channel 
with probability 1/n; 
case 

NULL:     
do nothing; 

SINGLE:   
station that transmitted successfully 
sets ID ;  
n = n - 1; 

COLLISION:  
stations involved in this 
COLLISION perform partition tree 
based protocol; 
n=n - (number of collided stations); 

 endcase 
until (n = = 0) 

其中 n 為區域變數，協定開始時之值

為站台總數。虛擬碼中針對頻道狀態為

COLLISION 時所用的以分割樹為概念的

協定，可使用 2.2 節所述的任何一種，最

好 的 選 擇 是 適 合 站 台 數 較 少 的

Initialization3 協定。因為 1/n 的傳送機率

使得即使發生碰撞，也只是少數的站台。 

一開始所有站台皆以 1/n 的機率傳送

訊息，若頻道狀態為 NULL 則站台皆閒置

此時槽。若頻道狀態為 SINGLE，則成功

傳送的站台獲得號碼而離開協定，其他所

有站台將 n 扣掉 1 。頻道若狀態為

COLLISION，則這些碰撞的站台進入分

割樹初始化協定繼續競爭並取得號碼，而

其 他 站 台 則 等 待 碰 撞 的 站 台 做 完

Initialization3 後 ， 將 n 扣 除 掉

Initialization3 協定中得到號碼的站台數

目，再繼續以 1/n 的機率競爭號碼。此協

定以此模式執行，ㄧ直到 n 等於 0 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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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要注意的是，由於 [11] 中並沒有

提及碰撞發生後，因為等待 Initialization3
協 定 完 成 的 站 台 並 不 知 道 正 在 做

Initialization3 協定的站台何時會結束，所

以，等待的站台應該不知道何時要繼續以

1/n 機率傳送訊息。在這裡，我們假設這

些等待的站台也會進入 Initialization3 中，

但原本 Initialization3 需要傳送訊息競爭號

碼的時候，這些等待的站台並不會跟著傳

送，這些站台只會檢查頻道狀態，根據頻

道狀態來更新 Initialization3 協定中的變

數，一直到 L 等於 0 或出現連續兩次

SINGLE 時( 即協定結束 )，等待的站台才

會扣掉獲得號碼的站台數目以更新 n，並

繼續以 1/n 的機率傳送訊息。這樣的話，

協定才能正常的執行。 

完成此協定所需的時槽，在 [11] 中以

數學證明得知小於 2.20n。並以電腦模擬

的方式得到平均需約 2.15n 個時槽。 

三、改良的初始化協定 

上 ㄧ 章 中 ， 我 們 看 到

Hybrid_Initialization 協定非常有效率的解

決初始化問題。然而，此協定只能夠在站

台數已知的情形下完成初始化。在一般情

形下，站台數不易事先得知。因此，接下

來我們將 Hybrid_Initialization 協定加以改

良，使之在站台數未知的情形下也能完成

初始化。 

3.1 領袖選舉協定 

現今行動無線網路中有許多應用服務

在執行時需要領袖選舉協定來配合，比如

在群組通訊協定之中，當原本的群組協調

者發生錯誤無法正常運作時，該群組即需

要產生新的協調者。 

當網路站台數未知時，[11] 中提到可

利用適當協定預測站台數，[14]則提到領

袖選舉協定可應用於站台的估計。因此在

本論文中，領袖選舉協定並不是為了選出

新的領袖來當站台間的協調者，而是為了

快速地猜出網路中的站台數目以供混合式

協定使用。 

[22] 提出一站台數預測演算法，[16]
則將此方法加以改良。我們以 [16] 的領袖

選舉協定來當作第一階段。 

此協定的虛擬碼如下： 

Protocol Broadcast(p) //p 為參數 
Every station transmits on the channel with 
probability 2-p 
If    (Channel-status = = SINGLE) 

the unique station that has transmitted 
becomes the leader  
and all stations exit the protocol  

 
此虛擬碼中的 i,  l,  u,  m 皆為所有站台的

同步區域變數。 

Protocol Leader Election 
Phase 1: 

i = -1; 
repeat  

i = i+1; 
Broadcast(2i) ; 

until (Channel-status = = NULL) 
Phase 2 

l = 0; u = 2i ; 

while ( l+1< u )do 
 m = (l+u) / 2; 
 Broadcast(m); 

 if (Channel-status = = NULL) 
  u = m; 
 else 
  l = m; 

endwhile 
Phase 3: 

repeat 
 Broadcast(u); 
 if  (Channel-status = = NULL) 
  u = max(u-1, 0); 
 else    

u = u + 1; 
for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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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領袖選舉協定中，Phase 1 以

Broadcast(21),Broadcast(22),…, Broadcast(2i)
的順序在執行，若在某一個時槽 i 的頻道

狀態為 SINGLE，則協定完成並離開；若

時槽 t 時，Broadcast(2t)的頻道狀態為

NULL，則進入下一階段。 

Phase 2 則是在區間 [0, 2t] 作二元搜

尋，找出這個區間內能夠成功傳送的機

率，頻道狀態若為 NULL，繼續再區間 
[0,2t/2] 搜尋；若狀態為 COLLISION，則

在區間 [2t/2,2t] 間搜尋；若 SINGLE 則協

定完成並離開。若二元搜尋完畢，即

l+1<u，卻仍未出現 SINGLE，則進入

Phase3。 

Phase 3 則根據 Phase 2 得到的 u，若

Broadcast(u)後的頻道狀態為 NULL，這似

乎意味著 2u 比網路站台數來的大，因此

將 u 減 1 ； 反 之 ， 若 狀 態 為

COLLISION，則將 u 加 1，以此形式，直

到頻道狀態為 SINGLE 為止。 

我們可以看到，此協定的三個階段，

都是希望快速的找到適當的 x，以 2x估計

網路站台數，並以此 2-x 的機率來傳送，

讓每個時槽平均傳送的網路站台數接近

1。其中，若協定結束於 Phase 1 則 x 即為 
2i；若結束於 Phase 2 則 x 即為 m；若在

Phase 3 結束，則 x 即為 u。 

3.2 Improved_Initialization 協定 

經過改良後的初始化協定在站台數未

知的情形下，也能成功完成初始化。此協

定主要分為兩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快

速估計站台數，第二個階段則是應用

Hybrid_Initialization 協定完成初始化。 

若我們直接將領袖選舉協定的 2x當作

是網路站台總數 n，加入到混合式協定中

的話，則效率會變得非常差。因為，若 2x

太大或太小，則當我們以 2-x 的機率廣播

時，頻道狀態會時常出現 NULL 或

COLLISION，使得整體效率不佳。因此

我們將 Hybrid_Initialization 協定作一些改

進，虛擬碼如下所示 

 

Protocol Improved_Initialization 

Phase 1 
Protocol Leader Election  
The leader set ID = 1 and leaves the 
protocol; 
guess_n = 2x; 
 

Phase 2 
repeat 

Each station broadcasts on the channel 
with probability 1/guess_n; 
case 
NULL:    

if (guess_n = =1 ) eexxiitt!!!! 
nflag = nflag + 1; 
if (nflag ≧ N_CONST ) 

guess_n = floor(guess_n/N_DIV ); 
nflag = 0; 

cflag = 0; 
SINGLE:   

the unique station that has transmitted 
set ID and leaves the protocol; 
guess_n = guess_n - 1; 
nflag = 0; 
cflag = 0; 

COLLISION:  
cflag = cflag + 1; 
if( cflag  ≧ C_CONST ) 

guess_n = floor(guess_n*C_MUL); 
cflag = 0; 

nflag = 0; 
stations involved in this COLLISION 
perform Initialization3; 
guess_n = guess_n - number of 
collided stations; 

endcase 
if ( guess_n ≦ 0) 

guess_n  = 1; 
for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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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nflag、 cflag、 guess_n 為每個

站台中都有的同步區域變數；而 N_DIV、
C_MUL、N_CONST、C_CONST 則為常

數。上一節中，我們了解 2x是領袖選舉協

定逼近網路站台數的結果，因此，改良後

的初始化協定先將 guess_n（意謂猜測的

站台總數）設定為 2x 。而其他兩個區域

變數 nflag 和 cflag 則表示連續的頻道狀態

為 NULL 和 COLLISION 的次數。 

虛 擬 碼 中 ， 針 對 COLLISION 、

NULL 、 SINGLE 的 處 理 ， 大 致 與

Hybrid_Initialization 協定相同，主要的不

同在於此協定會判斷頻道狀態是否有連續

的 NULL 或 COLLISION 來對 guess_n 變

數做調整。 

當頻道狀態為 COLLISION 時，我們

將 nflag 設為 0，重新計算 NULL 的連續

次數。若頻道連續的 COLLISION 次數超

過 C_CONST 時，我們會將 guess_n 乘以

C_MUL，也就是我們猜測目前的 guess_n
太小，導致以 1/guess_n 機率傳送訊息

時，出現了 C_CONST 次的 COLLISION
狀態，同時，我們將 cflag 設為 0，重新

計算 COLLISION 的連續次數。接著參與

這次碰撞的站台接著進入分割樹初始化演

算法，結束後再更新 guess_n 的值。 

而當頻道為 SINGLE 時則將 cflag、
nflag 設為 0 ，重新計算頻道狀態為

COLLISION 和 NULL 的連續次數，並將

guess_n 減 1。 

若 COLLISION 或 SINGLE 狀態後更

新完 guess_n 使得 guess_n ≦ 0 時，我們

將 guess_n 重新設定為 1，讓協定可以繼

續正確執行下去。 

當頻道狀態為 NULL 時，將 cflag 設

為 0，重新計算 COLLISION 的連續次

數。如果此時 guess_n 為 1，代表所有站

台都已經完成初始化，此協定就宣告結

束。若頻道連續的 NULL 次數超過

N_CONST ， 我 們 會 將 guess_n 除 以

N_DIV，也就是我們猜測目前的 guess_n
太大了。同時，我們將 cflag、nflag 設為

0，重新計算 COLLISION 和 NULL 的連

續次數。 

四、 模擬及分析 
本章中，我們將以程式來模擬各種協

定的效率。雖然這些協定在實際應用上是

以分散式的方式在不同站台上執行，但由

於時間已經被分割為時槽且每ㄧ個站台都

是同步的，因此我們可以在單一台電腦上

做模擬的動作。 

本實驗的模擬環境是在 Pentium 4 
3.0GHz，記憶體為 512MB 的機器上執

行，作業系統為 Windows XP，使用 C++
程式語言，整合開發環境為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05。 

實驗中，我們針對站台數未知的情

形，將論文中提及的初始化協定做一個效

率上的比較。比較的基準則是完成初始化

協定所需要花的時槽數。但由於第二章所

提的協定都已經被證明時間複雜度在 O(n) 
的時間能夠完成，所以，我們以時槽數除

以 n 後作比較，以利我們在檢查是否協定

的複雜度為 O(n) 的同時，也能夠一併較

明顯地看出協定的效率好壞。 

在 Improved_Initialization 協定中，有

許 多 參 數 的 值 要 決 定 如 N_DIV 、

C_MUL、N_CONST 和 C_CONST，經過

實驗的模擬，我們分別將其定為 2、1.5、
2 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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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中，我們可以看到當站台數在

50 個以內時，Improved_Initialization 協定

的效率比最好的 Initialization2 協定差。主

要是因為 Improved_Initialization 協定先執

行領袖選舉協定，而此協定在站台數較小

時，所佔的時間比例較高，花了較多時槽

在調整 guess_n 的值。 

當網路的站台總數較大時，領袖選舉

協定所佔的時間比例較小，且 guess_n 經

過了一段時間調整後，已經較接近實際的

網路站台數。當站台數超過 50 時，

Improved_Initialization 已經較目前已知最

佳的 Initialization2 快。由模擬實驗得知，

當 站 台 數 為 1000 時 ，

Improved_Initialization 較 Initialization2 平
均少了約 203 個時槽。 

五、 結論 

本篇論文中，在單跳躍無線網路模型

下，我們討論了數種的初始化協定。以分

割樹為概念的協定在網路站台數未知的情

形下，利用二元樹的前序追蹤順序能夠成

功的完成初始化，但在協定執行的剛開始

花太多時間在將站台分割成兩群。 

本篇論文中，我們利用領袖選舉協定

先猜出一個網路站台數 guess_n，再根據

頻道的狀態來調整 guess_n，使得在站台

數未知的情形下正確達成初始化的目標。

效率方面，當網路站台數較多時 (大於

50)，能夠在 2.24 n 的時槽內完成初始化

協定，比起目前最快的 Initialization2 快了

約 0.2n 個時槽。 

在 [4, 8, 9, 20]中提到，碰撞偵測在無

線網路的環境中，是非常難達成的。同一

個時槽中，要網路站台在傳送的同時，又

能夠得知頻道狀態需要花費相當多的成

本。因此，在更貼近現實的網路模型下解

決初始化問題是我們接下來的課題。此

外，初始化問題還有許多可以探討的地

方，像是如何省電又有效率的完成協定 [2, 
3]，或是在多點跳躍且站台會移動的網路

環境下達成初始化的目標 [18] ，這些都是

未來非常值得我們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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