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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摘要  

 

自從網際網路 (the Internet) 概念的出現並被廣汎接受使用後，使用全球網際

網路地址的主機與設備便以爆炸般的速度成長，近年電子科技的進展更讓主機與

手持式電子設備大幅降價，而這些設備都有連接上網際網路的需求與必要，傳統

的網際網路 Protocol version 4 (IPv4) 所提供的 32-bit 位址空間 (Address Space) 已

漸不敷使用，因而有新一代的網路協定孕育而生以解決這個可預見會發生的問

題，網際網路 Protocol version 6 (IPv6) 便扮演著這樣的角色，它提供了 128-bit 的

位址空間，這樣的空間足以應付在中短期未來的需求，而在位址空間的擴充之

外，IPv6 也同時解決了許多在 IPv4 時為人所詬病的問題與缺陷[1]。 

電腦以及其他電子設備的使用目的在輔助人們的工作與生活，讓人方便使用

是一個重要的趨勢，在網際網路還沒普及之前，大型主機雖然提供給使用者龐大

的計算資源，但想要使用它的使用者就必須自己到終端機所在處才能使用。在網

際網路普及之後，使用者可以在家中或是工作地點藉由網路來存取在遠端的計算

資源，也正因為能如此方便的使用，才更進一步加速了資訊設備、網路的普及。

而在近年更有趨勢希望能提供使用者隨心所欲存取的服務，即使在戶外、移動時

仍能與其他主機、設備進行通訊。 

要想實現這樣的應用，實體層的連線方式勢必要有所改變。傳統利用固定線

路連接各個主機的方式在有大量電腦與周邊時是既繁複不易管理又占空間，更重

要的是有線的連結缺乏使用彈性，想要移動主機或周邊可能就得重新布線、規劃

所有電腦的配置。無線網路可以在有地理條件不佳的地區提供連結服務，但是缺

點是易受天氣以及其他干擾物影響，居高不下的價位也是無線網路只在某些特殊

環境才被使用的原因之一。所幸由於科技的發展讓短距離、價廉、可靠的無線傳

輸標準得以應蘊而出，組織企業可以在傳統的有線網路之外多一個經濟方便的選

擇。 

無線網路提供了相當高的自由度給使用者，使用者不再囿於連結線路的長

度、地理環境的限制，可以帶著資訊設備到處移動，同時保持著網路的連結。這

種嶄新的使用形態促進了新一代資訊設備的成長與變化。對使用者來說，使用能

隨身攜帶的設備隨時隨地存取網路資源已不再是夢想，而對網際網路來說，靜態

的 IP 配置原則似乎已無法提供適合未來應用的機能。新協定的出現以及對現有

協定的改進是必然的趨勢，Mobile IPv6、Cellular IP、DHCPv6、IPv6 authentication 

header [1][2][6] 等都是為了解決未來可預見會發生的問題而產生的。 

由於目前在 Ipv6 相關領域的資訊與實做實例並不是非常豐富，故我們決定

先由 standard 入手，即由 IETF（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制定的 RFC 開始，

先釐清 Ipv6 之特性與 auto-configuration[4]在無線傳輸 (wireless communication) 下

所能帶來的好處，再進一步研究在無線傳輸架構下能否利用 Ipv6 的這項特性。 

 我們以先探索現有文獻開始，首先了解 Ipv6 auto-configuration 的特性，由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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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主要 RFC 以及相關 paper 可發現，在 Ipv4 與 Ipv6 的比較中，v6 除了修改 v4

時的問題外，也考慮到未來 mobile 及 security 的應用而加入新的功能，由功能面

看來 Ipv6有極高的優勢，只是由於目前尚在高速成長的網際網路主要都是由 Ipv4

所構成的，短時間內更新是困難的，雖然已有許多學者提出 Ipv6 與 Ipv4 共存並

慢慢由 Ipv6 取代 Ipv4 的可行計劃，但一方面 Ipv6 尚未成熟，無法讓管理者安心，

許多因素讓這項行動遲遲無法進行。雖然 Ipv6 勢在必行，但需要有一項關鍵的

應用（killer application）來促成 Ipv6 網路的發展。而行動通訊極有可能就是可以

充分使用並發揮 IPv6 特性的應用。 

 在無線網路上，我們主要針對 single hop wireless 來作研究。在這個領域中，

最典型的為無線通話系統，另外還有目前相當熱門由 IEEE 802.11[29]所佈建出的

無線網路，兩者的主要差異在前者衍自 telecommunication system，本身就是一個

複雜龐大的系統，對於 packet traffic、甚至是網際網路的支援是在近年才為人所

注意，以致有 IMT-2000 為了下一代無線通話系統(3G)[14,15]作標準化動作。IEEE 

802.11 無線網路主要是被當作 IP 主機藉以連結上網路的介面，除了連結部份可

能由原本的 Ethernet 換成 IEEE 802.11 外，其餘的部份大致與原來的 IP 主機 (host) 

間的架構相同。 

兩種無線通訊在一般主機的 IP 位址分配上可以遵循階層式分配原則[31]來

分配網路 prefix，由於 IPv6 Address 將 network location 與 host identification 分開來，

不會有在 IPv4 時子網路 (subnet) 容納量的限制，對管理者來說在切分子網路時

的焦點可以更密集地擺在管理及規劃上。對無線業者 (operators) 而言，較大的

IPv6 網路位址空間的分配會有較大的子網路設計空間來達到較有效率的封包路

徑選擇 (routing)。 

而在將 wireless communication 內 mobility 的特性納入考慮時，管理者在規劃

並發放 IP 位址時除了網路 prefix 的劃分外，尚需考慮 mobile host 在移動時的 IP

使用問題，在沒有額外機制如 Mobile IP 輔助下，可以利用無線網路本身在 link 

layer 所提供的機制來提供某種程度的 mobile support，像是在 3G 網路中由於 3G

系統本身[15]便可以 handle mobile device 在其 Domain 中移動的狀況，故在這樣的

網路中即使沒有如 Mobile IP 之類的機制，仍能在其所轄 Domain 中提供 mobile 

service，讓 mobile device 能在 Domain 中移動同時維持 packet traffic 的傳送。而在

利用 IEEE 802.11 所佈建出的網路中，管理者也可以藉著切分出涵蓋範圍較大的

IP subnet 來 cover 在這種範圍內所發生的 handoff 行為。而若 mobile host 的移動已

超出 Domain 或 subnet 的範圍，適當的機制如 Mobile IP[25,26]就必須出現以支援

這樣的行為。 

關鍵詞：IPv6、wireless communication、位址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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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IPv6 Survey 

 

在所蒐集到的文獻資料中，RFC2460(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6 (IPv6) 

Specification)與 RFC2373(IP Version 6 Addressing Architecture)兩篇主要是探討 IPv6

的基本格式與結構；在 RFC2461(Neighbor Discovery for IP Version 6)、RFC2462(IPv6 

Stateless Address Autoconfiguration)、RFC2463(Internet Control Message Protocol 

(ICMPv6) for the 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IPv6) Specification)以及 Internet Draft 

(Dynamic Host Configuration Protocol for IPv6 (DHCPv6))等四篇則是探討對與 IPv6

的 Autoconfiguration 相關的協定。接下來將對上述的文獻內容做基本的分析。 

 

 IPv6 針對 IPv4 的缺點所做的改進主要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擴展定址空間：定址空間由 32bits 增加到 128bits，解決了 IPv4 定址空間不足

的問題。 

 簡化 Header 的格式：降低處理 Header 時的 Processing cost。 

 改善對 Extensions 與 Options 的支援：減少對 Options 長度的限制，使將來加

入新的 Options 更加有彈性。 

 Flow labeling 的能力：讓 packets 能標記成屬於特別的 traffic flow，提供 QOS

的能力。 

 提供認證與隱私權能力。 

 

 IPv6 地址格式與發放 

IPv6 的 128bits Address 是用來識別一個 interface 或是一組 interfaces。IPv6 

address 有三種分類：分別是 Unicast、Anycast 與 Multicast。其中 Anycast address

是 IPv6 中新提出的 address type，用來作為一組 interfaces 的識別，一個送往一個

anycast address 的封包會被送到這一組 interfaces 中最近的一個 interface(所謂”最

近”，指的是由 routing protocol 所衡量出的距離)。在 IPv6 中沒有提供 Broadcast

的 Address type，Broadcast 的功能由 Multicast 取代。 

 

IETF 已經對 Ipv6 的定址方式與 address space 做出基本的分類，分別保留給

各種不同的 address type 使用，其方式是由 address prefix 來分類，目前 IETF 所定

義的 Format Prefix 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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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ocation Prefix (binary) Fraction of Address 

Space 

Reserved 00000000 1/256 

Unassigned 00000001 1/256 

Reserved for NSAP Allocation 0000001 

Reserved for IPX Allocation 0000010 

Unassigned 0000011 1/128 

Unassigned 00001 1/32 

Unassigned 0001 1/16 

Aggregatable Global Unicast Addresses 001 1/8 

Unassigned 010 1/8 

Unassigned 011 1/8 

Unassigned 100 1/8 

Unassigned 101 1/8 

Unassigned 110 1/8 

Unassigned 1110 1/16 

Unassigned 11110 1/32 

Unassigned 111110 1/64 

Unassigned 1111110 1/128 

Unassigned 111111100 1/512 

Link-Local Unicast Addresses 1111111010 1/1024 

Site-Local Unicast Addresses 1111111011 1/1024 

Multicast Addresses 11111111 1/256 

 

 

 

 其中，對 Global 的 IPv6 host 來說，最重要的是 prefix 為 001 的 Aggregatable 

Global unicast Address，它的用途便是用以在 Global scheme 作為一個 IPv6 host 的

Identifier，由於它 aggregate 的特性，可以大幅降低 IPv6 packet 在網路上 routing 的

overhead，並讓網路 prefix 本身也具有意義，它透露出 host 的所在位置，這使得

整合與 Location 相關的服務動作變得比在 IPv6 時更簡單。下圖為 Aggregatable 

Global unicast Address Scheme。 

 

 

 

 

Table 1. IPv6 prefix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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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FP 依據 RFC2373，應該為 001。而在 TLA 部份，由 RFC2374 所得資訊，

它應為各主要地域的 IP registry agent，RES 為保留欄位，它的主要目的在為 TLA

預留空間，以預防 TLA 欄位不夠用的問題出現，在尚未使用到時應全部填上

zero。NLA 為各地之主要 ISP 及組織，由它們上層的 IP registry agent 來分派這

NLA。SLA 為供各 ISP 及組織分配使用的 prefix 欄位，這個部份可以由各擁有 NLA

的 ISP 或組織來發給。Interface ID 為依據 IEEE EUI64 格式建立的 Unique Interface 

ID，這個單獨的 64 bits filed 能提供各 Interface 一個 unique 的 ID，在正常情況下

這個 ID 不應該會有重複的出現。 

 

 對無線操作業者(operators)而言，它對 IPv6 地址的需求跟一般有線操作業者

是完全一樣的，必須跟有關單位申請一個適當大小的地址區塊，再根據自己網路

來規劃地址分配。唯一不同點在於一個無線移動使用者可能同時會擁有多個 IPv6

的地址，無線操作業者可利用這個特性來加強服務品質，以及本身無線資源的管

理。 

 

 ICMPv6 

 在 RFC2463 提出 IPv6 中的 Internet Control Message Protocol(ICMPv6)。ICMPv6

設計的目的是用來讓 IPv6 nodes回報在處理封包過程中發生的錯誤訊息以及提供

其他 link-layer 的功能，例如 ping。由於 ICMPv6 是 IPv6 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部分，

因此 ICMPv6 在每一個 IPv6 nodes 中都必須可以實行。 

 

    在 RFC2463 中主要介紹下列幾種 message type，前四個是屬於 error message，

後兩種是屬於 informational message： 

 Destination Unreachable Message：當送出的封包在非網路擁塞的情況下無法送

到目的 node 時，由 router 或是由原始發出封包的 node 發出，。Packet Too Big 

Message：當所要送出的封包在超過 router 的 outgoing link 的 MTU 時，由 router

發出通知原發出封包的 node。Time Exceeded Message：當一個 router 收到一

FP: Format Prefix 

TLA: Top-Level Aggregation Identifier 

RES: Reserved for future use  

NLA: Next-Level Aggregation Identifier 

SLA: Site-Level Aggregation Identifier 

Interface ID: Interface Identifier 

 

Figure 1. IPv6 Aggregatable Global unicast Address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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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Hop Limit 為零的封包或是該 router 將某封包的 Hop Limit 減為零，則該

router 將封包丟棄並回應給原始 node 此 ICMPv6 message。Parameter Problem 

Message：當一個 node 在處理 IPv6 封包時，發現該封包的 header 或 extension 

header 有問題時，則丟棄該封包並回應給原始 node 此 ICMPv6 message。Echo 

Request Message：此 message 用來提供 ping 的功能。Echo Reply Message：負

責回應 Echo Request Message。 

 IPv6 Neighbor Discovery 

RFC 2461 Neighbor Discovery for IP Version 6 中提出 Neighbor Discovery 的方

法。IPv6 已內建提供 stateless auto-configuration 之能力，這主要是利用 Neighbor 

Discovery（以下簡稱 ND）來達成的。 

ND 的主要目標： 

 辨認在同一 link 之其他主機的 link-layer 位置 

 尋找位於同一 link 上之 router 

 追蹤同一 link 上所有主機的狀態（是否仍在線上） 

 收集用來進行 auto-configuration 之資訊。 

 

進行 ND 時，每個 Interface 都必須留有以下資訊： 

 Neighbor Cache。已知 Neighbor 之列表，內容包括該 Neighbor 之 link-layer 

address、IP 以及目前狀態。 

 Destination Cache。已傳送過之目的列表，內容包括該目的點之 IP、狀況、以

及上次傳送之結果（成功與否）。 

 Prefix List。此 Interface 所能用之 Prefix 列表，包括 prefix 本身以及尚能使用

之時間。 

 Default Router List。預設可用之 Router 列表。 

 

在 Ipv6 上，ND 是利用 icmpv6 封包來傳遞並交換訊息的，並使用了以下五

種不同的訊息格式： 

 Router Solicitation 

 Router Advertisement 

 Neighbor Solicitation 

 Neighbor Advertisement 

 Redirect 

 

單一節點的五種狀態： 

 INCOMPLETE。狀態不明，即正在進行 address resolution。 

 REACHABLE。最近的資訊確定對方是可到達的且此資訊尚未過期。 

 STALE。最近的資訊確定對方可到達但是此資訊已過期。 

 DELAY。最近的資訊顯示有問題產生，將此錯誤回報給上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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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BE。最近的資訊顯示有問題產生，而目前正在驗證其是否仍無法到達。 

 

其中前兩種是用來尋找 Router 並讓 Router 主動通知其它主機所用的，而第

三與第四種是用來讓主機們交換彼此訊息用的，最後一種是用來將封包轉送用的

格式。一般有以下應用會利用到 ND 的 function 來達成： 

 Stateless Autoconfiguration 

 Address Resolution 

 Duplicate Address Detection（DAD） 

 

因為有 ND，所 Ipv6 本身內建的自動設定功能得以實行，這在 mobile 的情況

下對使用者來說是非常方便的，因為使用者再也不用去管網路相關設定該如何處

理，只要把網路插栓給插好，電源一開，就可以直接取得不會與人衝突的 IP 上

網，也不因為 IP 沒有協調好而導致原有的 IP 分配被搗亂，造成管理者的負擔。 

 

但反過來想，這種 auto-configuration 對於蓄意的破壞還是相當脆弱的，盡管

在正常情況下 link-layer address 不會一樣，但對於自行改變 link-layer address 的

interface 就有可能會產生與其他主機相衝突的 IP，而這種狀況勢必會影響正常使

用者的權益，也是 auto-configuration 潛在的問題之一。 

 

ND 的基本運作環境是一個 Broadcast 網路，所以若是在非 broadcast 網路內，

需要有些微的改變或是加強才能正常運作，在 wireless 網路內，一般的 broadcast

只局限在單一 cell 內，若 IP 網域是以 cell 為 subnet，應該可以不用修改架構就能

使用 ND，但若一 subnet 跨越多個 cell 時，就要有另外的輔助來促成 ND 的進行。 

 

 IPv6 Address Auto-Configuration 

RFC 2462 Ipv6 Stateless Address Autoconfiguration。提出 IPv6 中 Stateless Address 

Autoconfiguration 的方式。 

 

Autoconfiguration 之定義：系統應要能夠在沒有額外輔助的情況下自動地從

網路上收集資訊來進行設定，一般的設定包括了合法 IP 的取得，Router 位置的

取得（在沒有 Router 的情況下也要能夠自動發現無 Router 存在）。而對系統管理

者而言，他要能夠有辦法指定某一特定網路應使用 stateless、stateful 或是兩者配

合使用。 

 

Stateless autoconfiguration使用上述之ND來達成，以下簡述一host利用 stateless 

autoconfiguration 來取得 IP 的步驟。 

 

當一台主機接上某一網路時，它應先產生自身之 link-local address（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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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ress architecture），這個 link-local address 是在沒有 Router 存在，所有能 Access

到之 host 都在同一 link 上時所用的 address，而在一主機進行設定的前期，它要先

計算出這個 Address 以進行後續的動作。 

 

在一主機計算出它自身之 link-local address 之後，會開始利用 ND 來取得

Site-local 甚至是 Global 的 IP address。為了取得 IP prefix，要先跟決定該網域 prefix

之 local router取得 prefix相關資訊，而 prefix資訊包裝在由 router定時發出之Router 

Advertisement 中，而 Router Advertisement 除了定時發出外，在收到其他主機的

Router Solicitation 後也會發出相應的 Router Advertisement，故只要該 Link 上有正

常運作的 Router，該 host 可以取得來自 Router 的 prefix 與其他設定資訊。而在沒

有 Router 的狀況下，該 host 便會認為所有可以 Access 到的 host 都在同一 link 上，

也就是大家都使用 link-local address。 

 

一個 host 在取得它的 link-local address 之後，要先進行 DAD（Duplicate Address 

Detection）來驗證該 address 是否為 unique。DAD 的原理跟目前在 IPv4 上利用 ARP

來檢查重覆 IP 的方式類似，只是 DAD 發出的是 Neighbor solicitation 而不是 ARP 

request。 

 

另外一樣在這篇 RFC 定義的尚有 Site Renumbering。Site Renumbering 的主要

目的在提供動態更換 IP 之功能，對單一主機來說，Renumbering 所帶來的效果是

不需重新設定 interface 及中斷傳輸便可更新 IP address，這在 Mobile Wireless 環境

下尤其重要。而對 Gateway Router 來說，一次 Renumbering 所帶來的效果是整個

subnet 的 prefix 都動態更新，這也是 Mobile Network 重要的元素之一。 

 

然而目前常見的 Transport layer protocol 如 TCP、UDP 尚未支援這樣的功能，

所以若欲達成 seamless 的 handover，上層協定也要作些許的更改才行。 

 

與 stateless autoconfiguration 對比，在 IPv6 中 stateful autoconfiguration 的方式是

採用 Dynamic Host Configuration Protocol for Ipv6(DHCPv6)的方式。如同 DHCPv4，

DHCPv6 也是一種利用 UDP 的 client/server 協定，是用來配置暫時性或永久性的

IP address 給該網路上的 node。其設計有下列幾個目的： 

 DHCPv6 是一種網路管理的機制，讓網路管理者對該 DHCP domain 的網路管

理政策可以透過對 DHCP server 參數的設定來達成。 

 DHCPv6 可以用來與 IPv6 的 stateless autoconfiguration 互補，在一個網路上兩

種機制可以同時並存。 

 DHCPv6 在同一個子網路之下並不一定要有 DHCP server，而可以透過 relay 

agent 的建置，而讓一個 DHCP server 即可以管理多個子網路。 

 DHCPv6 可以與靜態的 configuration 方式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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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HCPv6 clients 可以在一個沒有 IPv6 router 的 link 上運作。 

 在網路管理者需要的情況下，DHCPv6 可以提供對子網路 renumber 的能力。 

 DHCP clients 可以在任何時候對一個或多個 DHCP server，針對 clients 所需要

的 configuration 參數而發出不同的 DHCP request。 

 DHCP 包括適當的 timeout 與重傳的機制，以適合在低頻寬或高延遲的網路

環境下運作。 

 

DHCPv6 主要包含以下幾種 message type： 

 DHCP Solicit 

 DHCP Advertise 

 DHCP Request 

 DHCP Renew 

 DHCP Rebind 

 DHCP Reply 

 DHCP Release   

 DHCP Decline   

 DHCP Reconfigure-init   
 

以下大致介紹 DHCPv6 中 server 與 client 的運作方式。當 client 開機後經過前

述的 Neighbor Discovery for IPv6 後，從 Router Advertise message 中的 configuration 

bits 可以知道目前所在的 subnet 中是否有採用 DHCP，當確定該 subnet 採用 DHCP

的服務後，client 端便發出 DHCP Solicit message，將 client 的 link-local address 填入，

並將該 message multicast 給 ALL DHCP AGENT。當 server 收到 DHCP Solicit 後，

檢查該 DHCP Solicit 是否符合網路管理者設定，如果不符合，server 將不做任何

回應。若檢查通過，DHCP server 回覆 DHCP Advertise message 給 client 端。當 client

端收到 DHCP Advertise 後，client 便送出 DHCP Request 給 DHCP server以要求 sever

回應所需要的網路參數。Server 端收到 DHCP Request 後回覆給 client 端 DHCP 

Reply，該 message 內包含 client 端所需要的參數如分配給該 client 的 IPv6 address

與該 address 的合法使用期限(duration_of_lease)。在 client 端要離開的時候，client

便送出 DHCP Release，以便將其 IPv6 address 釋放出來，讓往後的 client 可以使用。

至此為止是一般 DHCPv6 運作的情形。 

 

除此之外，當DHCP client收到DHCP Reply後，client利用之前所述的Duplicate 

Address Detection(DAD)檢查是否有其他的 client 使用相同的 IPv6 address，若是發

現有這種情況，則 client 可以對 server 發出 DHCP Decline，告知 server 此異常情

況，server 端會將此訊息告知網路管理者，以便做應有的檢查與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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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CP Reconfigure-init，告知 client 從新發出 DHCP Request 以便更新網路參數

的配置。DHCP Reconfigure-init 可以透過 unicast 的方式針對某一特定 client，或是

利用 multicast 的方式對多個 clients 運作。 

 

因為 DHCP 中有 timeout 的機制，所以每個 client 上會有兩個計時器，分別為

t1 與 t2，預設情況下 t1 是 0.5* duration_of_lease duration_of_lease，當由 DHCP server

所分配的 IPv6 address 時間超過 t1 時，client 會對 server 發出 DHCP Renew，以要

求一段新的合法使用期間。Sever 收到 DHCP Renew 後檢查是否有該 client 的合法

對應，若是有，則回覆新的合法使用期間給 client。若是超過 t2 時間 client 仍沒

有收到 server 端回應，則 client 會發出 DHCP Rebind，這個情況下 client 可以選擇

要將此 message 發給原 DHCP server 或是其他的 DHCP server，以要求一個新的合

法 IPv6 address 使用。 

 DHCPv6 提供的 stateful autoconfiguration 方式，相較於之前提及的 stateless 

autocongifuration，讓網路管理者透過對 DHCP server 參數的設定，可以落實對網

路管理的政策，對 stateless autoconfiguration 情況下安全性與管理機制不足的缺

點，提出一個解決的方式。同時因為 stateless autoconfiguration 與 stateful 

autoconfiguration 兩種機制可以同時使用，讓網路管理者能夠在 mobile 環境下提供

一個兼具安全性、方便性與管理彈性的網路位址發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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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無線網路 Survey  

一、 UMTS 簡介 

 

1.架構： 

 

UMTS (Universal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 System)是目前在歐洲發展的第三

代行動通訊架構與系統。UMTS 可以和今日的 GSM (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s)所提供的服務互補與並存。要支援 UMTS 的架構，必須符合底下

幾個條件 : 

 必須能支援多媒體與網路服務的頻寬，也就是頻寬需達到 2Mbps。 

 不論底層為有線或無線，支援的服務必須對使用者具 transparency。 

 整合無線、傳呼與寬頻行動通訊服務於一個系統架構之中。 

 

無線網路和有線網路最大的差異在於使用者位置在無線網路中會快速的變

動，其次為無線網路的頻寬相對於有線網路顯得較少。 

 

由於使用者可能隨時在無線網路中移動，且為了對使用者提供網路使用的

transparency，即服務的使用不受到使用者移動情形的影響。因此UMTS的 functional 

structure 必須包含以下部分 : 

 

 Location Management/Location Updating : Location management 指在無線網路下

對使用者位置資訊的管理。無線網路可分成數個網路管理區域，稱做 location 

area。Location area 可用來區分地理區域，以簡化 call delivery 的工作。當使

用者改變其位置時，mobile terminal 必須通知其相關的 cellular network，透過

採取使用 location update 的機制，來做相關的位置管理。和使用者相關的

location area 的資訊會儲存在 visited database 中，當使用者位置改變時，location 

area 的改變也會帶動 visited database 中相關儲存項目的改變或更新。在 UMTS

的架構下，除了 location area外，還引入了 service domain的概念。Service domain

可以讓系統辨認某特定 location area 的能力和所提供的服務。 

 Paging, Call Delivery and Terminating Services : 當 call 被 deliver 到 UMTS 網路

時，首先系統會查詢使用者的 home database 以找出使用者所在的 location 

area，這個 location area 會被用來尋找到該使用者所在位置的 visited switch 的

route，以便將該 call forward 至 visited switch，然後再 forward 給接收端的

terminating device。雖然網路系統知道使用者大概的位置資訊，但網路本身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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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確定使用者所在的 cell，為了在 location area 中尋找使用者所在的位置，

網路系統會啟動 paging procedure 來對該 location area 中所有的 cell 做

broadcast 使用者 entity 的動作，若該使用者接收到 broadcast 的訊息，它會進

行回覆，之後 call setup 的工作便能開始進行。 

 Handover : 當使用者在無線網路中的 cell 間移動時，handover procedure 可以

用來做 call rerouting、radio frequency change 等工作以維持資料的持續傳輸而

不至於因而被中斷。 

 Authentication and Ciphering : authentication 和 ciphering 用來提供 security的服

務。網路系統透過查詢 UIM(UMTS Identity Module) 來確認一個 mobile 

terminal 的 identity。而 ciphering procedure 可用來確保資料在 air interface 中可

以被安全地傳送。Authentication 與 ciphering key 在 location management 

procedure 中會適當地在 home database 與 visited database 間傳送與保存。 

 

UMTS 的設計目的之一即是從 transport 與 switching layer 中將 mobility 和

service 兩項工作分離，因為在 GSM 網路中，visited switch 的 switching layer 整合

了mobility和 service的管理，使得GSM系統的 processing overhead很高，只能 support 

fixed customers。 

 

雖然 pre-phase 1 GSM (見下圖) 在 core network 中有將 switching 與 service and 

mobility 的工作分離以達成類似 IN (Intelligent Network)的目的。IN 即是一種將

switching 工作交給 switch，而其他較複雜的工作交給 Service Control Function 來做

的模式，然而在GSM系統中，在 visited switch上仍然無法將mobility與 service layer 

interface 分開，以致於在 visited switch 上有很大的 processing overhead。 

 

 

Figure 2. pre-Phase 1 GSM – separation of mobility and service layer from switching 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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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TS 的架構乃基於上圖的 pre-phase 1 GSM 的架構，並藉由分開 switching 

layer 與 service and mobility layer 來增加整個系統的 performance。UMTS 的設計概

念完全採取 IN 的模式，並透過一個共同的介面來支援各種網路，包括在 access 

network 中 的 air interface 和 core network element 等 （ 如 下 圖 ）。

   

整個 UMTS 架構將 mobility signaling 和 service signaling 做分別，這些分開運

作的介面可以幫助減少 switch 的負擔。 

 

2. Mobility procedure in UMTS 

 

在 mobility procedure 中，handover 是最複雜的工作。UMTS 的 handover 機制

必須有以下幾項功能 : 

 Mobile terminal 可以在網路中任意改變位置，而改變位置對使用者而言是

transparent。 

 在網路中做 handover 的工作時必須將 handover 的 load 最小化。 

 handover procedure 必須支援相同網路內與跨網路的 handover 工作。 

 

Handover 和網路中的 physical layout 有關，當 handover 發生時，必須將 traffic 

and signaling 在不同的 access network 間做傳送和轉換的工作。典型的 UMTS 

handover 運作模式如下 : 

 當 access network察覺一個 handover可能要發生在其他的 control domain時(not 

intra-domain cell handover)，它會先將 handover control 交給 Service Control 

Figure 3. The UMTS Function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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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int(SCP)。 

 SCP 接著試圖尋找該 mobile terminal 將前往的 targeted cell，並為該 mobile 

terminal 建立連線與要求底下的 access network 保留足夠的 radio resource。 

 SCP 然後通知原來的 access network 有關該 mobile terminal 接下來可能所在的

access network 的相關資訊，此時原來的 access network 需要和新的 access 

network 做相關的訊息交換。 

 SCP 接著指示 switch 做 traffic handover，而此時 mobile terminal 也到達新的

access network，此時 handover 工作也就完成。 

 

二、3GPP Architecture for an ALL IP network 

  

3GPP all IP architecture 目的乃在於使用 packet technology 來進行 3G 的服務，

包括 real-time 與非 real-time 的資料傳輸服務。這個架構必須和 IMT-2000 radio 

access network 相容，包括 UTRAN、CDMA2000 與 EDGE(Enhanced Data for GSM)

等。建立一個 IP-based UMTS 網路可以為 3G service provider 與使用者帶來很多好

處，例如 VoIP 服務的支援與更具成本效益等。 

 

底下為一個 all IP-based UMTS 的架構圖 :  

 
 

這個架構主要有幾個特色 : 

 VoIP service 可以透過 IP interface 和 UMTS core network 結合，關於 VoIP 的部

Figure 4. Architecture for an ALL-IP based UMTS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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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還包含有 call control、media gateway、signalling gateway 及 user profile 

management 等。 

 UMTS packet-switched core network 可以使用 SGSN、GGSN 等來提供 IP 

connectivity。 

 Transport layer(IP connectivity)和 service layer(speech)被清楚地切開來，例如

terminal mobility(handover) 由 UMTS R’99 Session Management/Mobility 

Management 的部分來負責，而 user/service mobility(roaming)由其他 application 

server 來負責。 

 Voice services 透過 VoIP 技術來完成，對 R’99 circuit-switched terminal 而言，

可以透過 IP-based MSC server 來完成 signalling，與 media gateway 來完成 traffic

傳送的工作。 

 

三、在 3G 環境下使用 IPv6 

 

在無線網路中使用 IPv6 以作為其 all-IP 的架構，最大的改變乃在於 mobile 

core network中的 GGSN和使用者的 mobile terminal。由於現今的 IPv4已非常普及，

且預料將持續被使用很久，因此在 3G 網路中必須同時實作 IPv4 和 IPv6 的平台，

然後再漸漸地將所有 IP 服務轉換到 IPv6 的平台。 

 

主要有三種方式可以將 IPv4 平台轉換到 IPv6 的平台，底下將分別對這三種

方式做簡單的介紹 : 

 Dual IPv4/IPv6 stack : 讓 IPv4 和 IPv6 並存是 IPv6 transition 中非常重要的工

作。GGSN 必須同時提供 IPv4 與 IPv6 Access Point，並提供 IPv6 在 IPv4 中

tunneling的機制。Mobile terminal也要同時 implement IPv4與 IPv6兩種 protocol 

stack，以同時支援 IPv4 和 IPv6 模式的服務。 

 Tunneling : 將 IPv6 封包當做 IPv4 封包的 payload，並在 tunnel 的另一端取出，

是伴隨 dual stack transition 方式下重要的 IPv6 transition 的機制，這方法也稱

做 6to4 tunneling。 

 Translators : 採用類似 NAT-PT(Network Address Translator/Protocol Translator)

來進行 transparent IPv4 與 IPv6 間 header 的轉換，可以讓 IPv4 host 和 IPv6 host

直接溝通，而不需更改原來 host 上的設定或程式。 

 

底下由一個 GPRS 和 WCDMA 網路的觀點來說明 IPv4 到 IPv6 的 transition 

phase： 

 

在第一個階段，網路中只有少數純 IPv6 的平台，這些 IPv6 的 device 透過

tunneling 方式和其他 IPv4 network 溝通，同時一些 NAT-PT 的 component 可用來做



19 

IPv4 和 IPv6 間的轉換工作。 

 

在第二個階段中，IPv6 已經較廣為被採用。然而為了和一些只支援 IPv4 的

device 相溝通，有時仍然必須使用到 tunneling 和 NAT-PT。然而此時所有新出產

的 mobile device 都已完全支援純粹的 IPv6 平台，因此對 IPv6 全面性推廣與採用

的速度也因此更快。 

 

在第三階段，IPv6 已成為 Internet 中的主流，所有的節點和網路設備都已完

全支援 IPv6 平台，因此 IPv4 與 IPv6 dual stack 已不再需要，整個網路已是 IPv6

的運作環境。 

 

下圖說明了 IPv4 到 IPv6 的 transition phase : 

 
 

 

在 IPv4 to IPv6 的轉換過程中，可能有底下幾種 scenarios： 

Figure 5. Transition Scheme from IPv4 to IPv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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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lication layer IP : 下圖顯示了 GPRS 和 WCDMA 的 protocol stack。由圖中

可知在上層的 application layer IP 在日後將全面採用 IPv6，然後在 core network

中，GGSN 再利用 tunneling 的技術將封包傳送到另一端的 MS(mobile station)。

而在骨幹網路中的 GGSN 或 SGSN 的 IP 在今日應仍是 IPv4，然而根據 3GPP 

TS23.060(GPRS Service Description)的建議，日後 GGSN 和 SGSN 做 tunneling

時，也應採用 IPv6。

 

 

 The network model :下圖顯示了 mobile terminal 和它們的 GPRS core network 間

的連結情形。圖中 GGSN 和 mobile terminal 間的連線被稱做 PDP(Packet Data 

Protocol) context。後端的 Internet 和 AP1 相連結的是一個純粹 IPv6 的環境，

中間的 AP2 利用 IPv4/IPv6 間的 tunneling 來完成，而 AP3 則是使用 IPv4，它

主要用來提供純粹 IPv4 主機間的連結。 

Figure 6. Protocol stack in GPRS and WCD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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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無線網路中的 Dynamic IPv6 Address Allocation 

 

IPv6 中的位址分配和 IPv4 最大的不同在於 IPv6 有 stateless 和 stateful 

Autoconfiguration。stateful 位址分配需要 DHCP server 來做位址分配的工作，而在

stateless Autoconfiguration 中，IPv6 的主機本身即可在網路中完成位址取得的工作。 

 

要支援動態 IPv6 位址分配，GGSN 要提供一個唯一的 interface identifier，這

樣可以讓 MS 進行 IPv6 stateless Autoconfiguration 以產生它自己的 IPv6 位址。整個

IPv6 stateless Autoconfiguration 的程序如下圖 :  

 GGSN 

 3. Router Advertisement 

1. PDP Context Activation 

SGSN BSS/UTRAN MS 

 2. Router Solicitation 

4. GGSN-Initiated PDP Context Modification 

 

 

Figure 7. Connection between MT and Internet node 

Figure 8. stateless autoconfiguration in 3G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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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MS 傳送一個 Activate PDP(Packet Data Protocol) Context Request 訊息到

SGSN。MS 在傳送前應將 PDP Address 設定成 empty，並將 PDP Type 設成

IPv6。GGSN 收到該請求後，它會為該 MS 產生一個唯一的 Link-local address

並以 Create PDP Context Response 訊息將 PDP Address 的資訊傳回給 MS。 

 接著，MS 會傳送 Router Solicitation(RS)的訊息給 GGSN。 

 GGSN 收到 RS 後，它會回覆 Router Advertisement(RA)的訊息給 MS。在 MS

收到 RA 訊息後，它會將 Create PDP Context Response 訊息中 Link-local address

的 interface identifier 取出並和 RA 中的 network prefix 資訊結合以取得完整的

IPv6 address。 

 因為 GGSN 提供的是唯一的 interface identifier，因此 MS 並不需要進行任何

DAD(Duplicate Address Detection)的動作。因此 GGSN 應該攔截並丟棄任何

MS 用來進行 DAD 的 Neighbor Solicitation(NS)訊息。然而對於 Neighbor 

Unreachability Detection(NUD)的訊息，GGSN 仍然要按照 RFC2461 所制訂的

程序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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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研究發現  

 首先我們先觀察在位址分配與發放上，IPv6 本身與現在的 IPv4 有所不同之

處，如上文所述，由於 IPv6的Aggregatable unicast Address將 IP拆成了Network prefix

與 Interface ID 兩大部份，而根據 IEEE EUI64 所產生的 Interface ID 基本上就已經

可以獨特地代表了一個 Interface。所以一個 IPv6 address 實際上透露出了兩種訊

息，一是使用此 IP 主機的位置，二是使用此 IP 主機的 Interface ID。不同於在 IPv4

時無法從 IP 辯認出該 IP 擁有者的身份或 ID，必須仰賴其他機制或資料庫來存放

IP 與 Interface 之間的關係。 

 由這個特性來看，我們可以發現在 IPv6 中一個子網路中最多所能存在的

Interface 數量其實是所有可以擁有 MAC address Interface 的數目。換句話說，一個

IPv6 subnet 其實就能容納整個 Internet 所有的主機，Subnet 容量已不再是問題。而

管理者只要妥善地依據階層式的網路 prefix 分配原則來分配它所轄的網路

prefix，以便 routing 的效率化，也能省卻許多以往在 IPv4 Address 分配時子網路切

分的麻煩。 

 Ipv6 的 auto-configuration 解決了管理者與使用者在設定與分配網路位置時的

惡夢，但在無線環境下是否也能發揮一樣或類似的效果呢？ 

  

 一般的無線網路分成以下兩種： 

 single hop wireless network。如 GSM、GPRS 網路，骨幹還是有線網路，只有

與使用者接觸的最後一段為無線網路。若使用如 IEEE 802.11 wireless LAN 作

為 Access Network 建置而成的網路，除了最後一段為無線外，其餘部份仍與

原來的 Internet 同。 

 ad hoc wireless network。整個子網路都利用無線通訊，通常在緊急或是無法

鋪設有線網路時才會使用到。如利用 IEEE 802.11 佈建而成的緊急聯絡網路。 

 

在無線網路內的 IPv6 位址發放，可能會有一些在有線網路時沒有或沒那麼

嚴重的問題出現。首先是使用權的問題，在 IPv6 下所有有 unique MAC address 的

Interface 理論上都能拿到一個不會和別人衝突的 IP，也不需擔心子網路內的 IP

容量是否不夠新進主機使用。這會發生只要一主機接上網路插栓，它便能直接取

得 IP 連上 Internet，在有線網路內由於插栓數量有限且仍能夠管理，所以使用權

問題尚不會十分嚴重，但在無線網路內由於只要在範圍內所有主機皆能存取無線

資源，不像有線網路那樣容易作管理。所幸有 DHCP 等 stateful auto-configuration

機制可以避免這問題。或是在 IP 層之下利用加解密或是其他機制來進行認證授

權，通過之後才有辦法存取無線資源。 

無線通訊通常隱含著行動通訊在內，這樣無線通訊的主要難題除了在實體層

的訊號處理外，如何隨時掌握使用者的位置也是主要問題，在進行數據通訊時必

須隨時掌握使用者所使用之 IP 位置才能有效正確地將資料送至目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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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mobile 環境（mobile IP）即 Ipv4 在 mobile 環境下，有兩種作法 

 傳統的 Mobile IP：利用 home agent 來作轉送點，會產生 triangle routing 的問

題，這是由於 home agent 成為一個固定轉送每個 IP packet 的節點，造成不必

要點對點的延遲且 home agent 必須轉送每個封包，造成 overloading 的問題。 

 雖然針對傳統的 Mobile IP，有學者提出 ROMIP（Route Optimization Mobile IP）

的改進方式，不再利用 home agent 作 tunneling，只在 Mobile Node 移動時對

home agent 作 update。雖然解決了 triangle routing 的問題，但仍有以下缺點，

此 Protocol 相對於傳統 Mobile IP 較為複雜，交換之 control message 較多，每

個 binding cache 之內容可能不一致。 

 

而在 Mobile 環境下的 Ipv6（Mobile Ipv6）有以下優點： 

 承襲 Ipv6 先天的 auto-configure 的特點，可以讓 Mobile Node 有 Plug and play

的效果。 

 可以同時有多個 Address，這在 wireless 環境下作 Handoff 時可以配合 soft 

handoff 來提高連線可靠度。 

 省卻了 Foreign Agent 的角色，改由所有漫遊網域之 Gateway router 來擔任。 

 直接免除了上述 Ipv4 在 Mobile 環境下產生之 Triangle routing 問題，且大幅降

低了 home agent 的負擔，遠端節點可以直接與漫遊節點繼續傳送資料而不需

Home agent 的介入。 

 

當我們考慮在上述不同的無線網路中的狀況時，我們可以發現無線通話系統

藉助於本身便存在的複雜的機制，可以在自身網路中提供 mobile computing 的服

務而無須引入其他 IP 層的 solution。從 IP 的角度來看，主機在這樣的網路中移動

時是沒有更動的，也就是對其他主機來說，它的位置是不變的，這歸功於通話系

統本身的 mobility management 機制。而在跨越了無線通話系統的範圍後，可能會

進入另一個隸屬於不同管理者的無線通話系統，這時就必須要引入額外機制來處

理這種跨越不同 Domain 所 mobility。 

 而在其他無線網路如 Wireless LAN 上時，由於 Wireless LAN 只提供無線連

結，本身沒有複雜的機制來處理跨越 IP subnet 的移動，若希望讓一 mobile host

保有原來的網路身份，必須引入如 Mobile IP 等機制來提供這樣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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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總結 

 

有鑑於 IPv4 位址日漸不足的事實，若欲在無線網路上給予所有設備一個獨

特的 IP 位址，使用 IPv4 有其困難存在。由於在無線網路內的節點數可預期的會

隨著無線通訊設備的普及而大量增加，在無線網路內使用 IPv6 可以有效地解決

位址不足的困擾。當然在大量的可用位址之外，Ipv6 尚有許多的優點。 

為了使網路內外的 IPv4 與 IPv6 共存，已有許多學者提出轉換方式。像是利

用 ipv6 over ipv4 tunneling方式可以讓外界節點直接把欲送的無線網路內可以使用

Ipv6，利用 Gateway Router 來進行 Ipv6-Ipv4 的轉址動作。在 IPv4 位址漸窘的現在，

利用 IPv6 Island over IPv4 Land 的方式也可以在過渡期減少 IPv4 的用量，並逐漸

將網路的使用由 IPv4 慢慢地轉換成 IPv6。不過，總而言之，由 IPv4 轉變為 IPv6

將會是一件巨大的工程，需要政府與民間的共同努力與合作。 

由上面的研究可以發現在不論 3G 網路或是 Wireless LAN 的無線網路中取得

並發放 IPv6 位址是可行的，可以藉助 IPv6 stateless auto-configuration 或是再加入

stateful auto-configuration 以進一步有效掌控位址發放的權力，端視網路管理者希

望讓自身的網路提供怎麼樣的服務。 

而在 IP 位址的發放方面，為了降低 routing 時的 overhead，IP 管理者在發放

所轄範圍之 IP 位址時最好採取階層式的發放法，即發放 NLA 給主要 ISP 或組織，

再由組織或 ISP自行分配 SLA，但有鑑於不是所有申請 IP prefix之申請者都是 ISP

或大型組織，對於小型的申請者或許可以利用某些特定 NLA，直接發放 SLA 給

申請人。這樣的原則也可套用在無線網路之上，主要是由於在 IPv6 中不會發生

IP subnet 位址不足的問題，在使用量會動態改變的無線網路上不會因為主機的移

動、handoff 而導致有些網段 IP 未被妥善利用，且同時某些網段 IP 不足的問題。 

管理者在規劃 IP 分配時要注意不要讓 NLA 的發放浮濫，這是由於 NLA 與

SLA 在 IPv6 中是較有限的資源，在分配 NLA 時可以考慮本章上文所述利用特定

NLA之 SLA發放給較小組織方式或將小型申請者聚集成一個NLA一併管理的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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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 實驗網路說明 

為了進一步實地了解 IPv6 在無線網路上的行為，並尋求可能發生的困難，

我們利用以 Linux 為作業系統的 PC 主機建置了一套簡易的 IPv6 實驗網路。 

我們使用了四台 Pentium III PC以及一台 Pentium Notebook來建置這個實驗

網路，其中兩台作為 IPv6 Router，其他主機則當作一般 v6 Host。 

用來連接這幾台主機的介面，分成有線及無線兩種，在有線部分我們所使

用的一般 100M Ethernet，而在無線部份則是使用 Lucent 的 ORINOCO 802.11 

silver PC card
1
 (IEEE 802.11b)作為介面。在介面卡之外，另外作為測試用的兩台

Lucent Orinoco AP-1000 型 Access Point，這兩台 AP 主要是用來作為試驗 Mobile 

Host 能否在 AP 之間移動並仍能保持與網路之間的連線所用。 

在實際架設時，為了降低架設複雜度並逐步確認各個 Component 都能正確

運作，我們設定了不同的階段來一步步了解現有的軟硬體能同時對 IPv6 與

wireless communication 作到什麼程度的支援。 

以下為在實驗網路中的主機列表， 

 

Host Name O.S Function 

Odyssey RedHat 7.2
2
 Router 

Drake RedHat 7.2 Router 

Notebook RedHat 7.2 Wireless Host 

Mobile_1 RedHat 7.2 Wire Host 

Daemon Windows 2000
3
 Wire Host 

 

 

 我們的目標是觀察 Mobile Host 在 IPv6 無線網路內作移動所引起的問題與狀

況，簡單的移動可以利用一主機跨越兩個鄰近的網域來達成，而兩個網域可以利

用同一台 router 的不同 interface 來達成，但是為了讓 packet 在不同網域中轉送的

效果更易觀察，我們決定把兩個網域分別利用不同台 router 上的 interface 來切分，

這使得在實驗網路中最起碼要有兩台 router，才能達到上述的效果。 

 而這樣的設計也增加了部份困難度，因為 packet 不會只經過一個 hop，在經

過兩個hop以上時，要妥善設定的就不只是一台 router上的各個介面，而要讓 router

間彼此能交換 packet。 

 

 

 

                                                 
1
 http://www.lucent.com 

2
 with kernel 2.4.7 

3
 with Microsoft IPv6 packet installed , http://www.research.microsoft.com/msripv6/ 

Table 2. Host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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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我們希望能先確認現有的 Linux 與Microsoft的 IPv6 implementation

是否有效。利用第一個 Scenario，首先可以確認 IPv6 router 是否具有 RFC2460

所描述的 Router behavior，在這方面，我們發現這個版本的 router 並不會定時發

出 RA (Router Advertisement) ，尚需另外安裝其他 application
1來輔助 router 來發

RA，讓其下的 IPv6 host 能根據此 RA 來進行 stateless auto-configuration。 

在正式進行資傳輸前，我們要先確定所有的 IPv6 link 都是通的，在這方面

有線部份較沒有問題，比較有問題的是 wireless 段。由於 wireless 段的介面有多

種版本，造成使用不同版本驅動程式的介面無法互通，而在不同作業系統上這個

問題顯得更加嚴重，並不是所有版本的驅動程式都能讓互通，當情況成為與 AP

溝通時又會有所不同，為了降低複雜度，所有在 Linux 上的 wireless card 都使用

由 Lucent 發出的同一版本 Driver
2。 

由於 Router 本身便具有 wireless interface，故在此網路中不使用 AP，驅動一個

wireless interface 時可以有三種不同的模式選擇{Managed｜Ad-hoc｜AP}，由於

目前可用的 Driver 並未將 AP 的功能實作完成，而 Managed 模式又必須要另外

有 AP 存在，故採用 Ad-hoc 模式，同樣的在一般 Host 端的 wireless interface 也

                                                 
1
 RADVD ,  

2
 Linux Driver Source/Library for ORiNOCO PC Card , Variant 1, Version: 6.10 

 

Odyssey 

(Linux) 

Notebook 

(linux) Daemon 

(win2000) 
 

3ffe::2:b3ff:fe0c:4d86/64 

3ffe:0:0:200:2:2dff:fe0b:c51b 

3ffe:0:0:200`:202:2dff:fe1f:f1bf/64 

3ffe::202:b3ff:fe18:13c7 

Figure 9. A simple setting in Experimental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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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設定為 Ad-hoc 模式。 

在 Router 部份，一方面由於 topology 相當簡單一方面也為了降低複雜度，

我們沒有使用任何 routing protocol，改以在所有的 Router 上設定 static route，並

且手動設定 Router 上的所有 Interface
1。 

第一個簡單的測試如圖 9，理想的狀況為 Daemon 與 Notebook 兩台主機都

能在開機後進行 auto-configuration，並在完成這項動作後能直接存取網路資源。

在這個測試裡，我們試圖讓 Daemon 與 Notebook 在開機後對彼此進行傳輸。要

讓這樣的動作完成，先決條件是所有的 Host 都必須先藉由 auto-configuration 取

得 unicast address 以及 default router 的相關資訊，當 packet 送至中介的 router 時，

router 必須要能夠先進行每個 hop 要完成的基本動作，如檢查 Hop Limit，check 

sum 等，再根據 IPv6 routing table 決定要將 packet forward 出的方向，在另一端

的 Host 也必須要能認出送往自身的 packet 並進行收取 packet 的動作。 

第一個測試相當的成功，我們可以利用 icmpv6 來辨認所有 host 是否仍在線

上，也可以進行一般 IP packet的傳送，我們利用修改過能支援 IPv6 socket的 telnet

與 ftp，來看一般 IP packet forwarding 的效果，結果兩種應用程式都運作的相當

順利。 

接下來我們要作的是建立起連結兩個 router 的網路，為了降低複雜度排除

不穩定的元件。在這個實驗中，所有的連結都是有線的，這是為了將無線界面的

設定與 router 的設定動作分開處理，再分別確定兩者都是可行的之後，再將兩者

合併。 

在這個階段(如圖 10)，我們所遭遇到的主要困難為 router 間 routing table 的

設定問題，由於 router 間不會利用 auto-configuration 找出其他 router，在設定

routing table 時除了要設定輸出界面外，尚要指明下一站 router 的 IP 位址，才能

真正讓 packet 在兩個 router 間作 forwarding[詳細設定請見附件二]。 

                                                 
1
 在 Linux 中設定為 router 的主機不會進行 auto-config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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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設定之後，我們採取跟上一個實驗類似的方式來測試經過兩站的

forwarding 能否成功，利用 icmpv6、telnet 以及 ftp 的傳輸來觀察 packet 在兩個

router 間是否有如預期般的進行轉送並經過適當的處理。結果相當令人振奮，此

時網路內所有的節點皆可互相連通進行傳輸。 

最後，我們試圖將上述兩種不同特性的元件合併在一起進行測試，以真正

觀察 mobile host 在 wireless IPv6 network 內的行為。 

網路 topology 如圖 11，每台 router 上分別有三個 interface 連結至不同的子

網段，其中各有一個無線界面提供一個無線網段的連結，其餘的界面皆為有線。

這樣設計的目的在產生一個 single hop wireless network，讓 mobile host 利用無線

界面連結上網路，並可以跨越網段後改經由另外一個 gateway 接上網路。其他的

主機如 router、corresponding node 則不會改變他們的網路連接點。 

我們讓 Notebook 在 Odyssey 所轄範圍內開機，讓 Notebook 以 Odyssey 為一

開始的 default router，先進行所有 node 之間的連結測試，若一切正常(即所有 node

之間都為 reachable)，再將 Notebook 移動到 Drake 所轄之無線網路範圍內，觀察

Notebook 在這種 handoff 下會有什麼樣的行為與問題。理論上由於在跨越子網路

後 Mobile Host 會在新的 router 範圍內進行另一個 auto-configuratoin 以取得在該

網路內之合法 IP，並改變它的 default router 成 Drake。雖然原有 connection 會因

此中斷，但 Notebook 可在 handoff 完成後開啟新的 connection。 

在測試時雖然遭遇到些許困難，主要是由於 router 上的 interface 變多使得

在設定 routing table 時必須更仔細，所幸結果最後還是成功的。 

Odyssey Drake 

Daemon 

(win2000) 

Mobile_1 

(Linux) 

3ffe:/64 

3ffe:0:0:20

0::/64 

3ffe:110::/64 

3ffe::202:b3ff:fe18:13c7 3ffe:0:0:110:202:b3ff:fe1b:e 

Figure 10. Experiment for 2 hop forwar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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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yssey Drake 

Notebook 

(Linux) 

3ffe:0:0:200::/56 

3ffe:0:0:200:2:2dff:fe0b:c51b 

3ffe:0:0:10

0::/56 

3ffe:0:0:12

0::/60 

Mobile_1 

(Linux) 

3ffe:0:0:110:202:b3ff:fe1b:e 

Daemon 

(Win2000) 

3ffe::202:b3ff:fe18:13c7 

Figure 11. Experiment for integrated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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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B. 實驗網路架設 

Windows 2000 IPv6 package installation 

 Requirement﹕Windows 2000 with Service Pack 2 

 Download Site﹕http://www.research.microsoft.com/msripv6/ 

 Documentation﹕http://www.research.microsoft.com/msripv6/docs/config.htm 

 

 安裝說明﹕在取得 msripv6-bin-1.4.exe 自解檔後，可以將它解壓縮至想放置

之處，接下來在控制台網路和撥號連線欲安裝 IPv6 協定之連線上選內容，

加入新通訊協定選擇由磁片安裝，此時將檔案指向剛剛解壓縮的 IPv6kit 目錄

內，再選取 MSR IPv6 PROTOCOL 即可完成在 windows 上的 IPv6 安裝。 

 

Linux Host installation 

 Requirement﹕RedHat 7.2、RADVD(required for router) 

 Download Site﹕RedHat，http://www.redhat.com、  

RADVD，ftp://ftp.cityline.net/pub/systems/linux/network/ipv6/radvd/ 

Documentation Site﹕http://www.bieringer.de/linux/IPv6/ 

    http://www.csc.fi/~psavola/ipv6/ipv6.html 

    http://www.wcug.wwu.edu/ipv6/faq/ 

安裝說明﹕通常 generic 的 kernel 中不會包含有 IPv6 component，所以必須由

我們自己 enable 在 Networking Option 中的 IPv6 Option。以下為在 Linux 下建立一

個有 IPv6 functionality kernel 的步驟。 

 /usr/src/{CURRENT_KERNEL}/make menuconfig。 

 Enable Networking optinsThe IPv6 protocol (EXPERIMENTAL)，在這

個部份可以依使用者需要 compile 成 kernel module 或直接將它

compile 進 kernel 內。 

 Save current setting for kernel and Leave menuconfig。 

 之後便可依照一般編譯 kernel 的方式來編譯它，一般使用的方式為

/usr/src/{CURRENT_KERNEL}/make clean;make dep;make bzImage 

 若 為 kernel module 則 需 另 外 make modules 再 make 

modules_install 

若一切順利，只要重新啟動這個編譯好的 kernel，便能開始使用 IPv6 協定。

以下為在Linux下一主機開機取得Link-Local Address  收到 RA  取得 Global 

unicast Address 的示意圖。 

 

 

 

 

ftp://ftp.cityline.net/pub/systems/linux/network/ipv6/radvd/
http://www.csc.fi/~psavola/ipv6/ipv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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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對 router 來說，在有了 IPv6 networking 能力之外，使用者還要將此主機設

定為 router，才會將此主機 IPv6 行為改為 IPv6 router 而不是一般的 IPv6 host。最

簡單的作法便是利用 sysctl 將 net.ipv6.conf.all.forwarding 這個核心參數設定為

TRUE。使用者可以利用以下的命令來改變這個參數值 

 sysctl –w net.ipv6.conf.all.forwarding=1   ，or 

 echo 1 >> /proc/sys/net/ipv6/conf/all/forwarding 

 

由於 router 本身(最起碼直到實驗網路所用的版本為止)不會主動定時送 RA

出去，想要建立一個可讓 IPv6 host 自行進行 auto-configuration 的網路，必須要在

router處多安裝一個 daemon來協助 router以定時發出RA，此 daemon即為RADVD。 

把從網路上下載的 RADVD tar 包解壓縮後，可以按照一般在 Linux 下安裝應

用程式的方式的安裝 RADVD。以下為 RADVD 之安裝步驟。 

 cd {Directory of RADVD} 

 ./configure 

 make all;make install 

 在編譯好後欲啟動 radvd只需執行 radvd便可讓 radvd進行它的工作 

現在我們有了定時發出 RA 的機制，但我們需要對 RA 的內容依據不同需一

些調整，隨著不同 distribution 版本，RADVD 所使用的 config file 的位置也不相同，

不過通常是在/usr/src/local/v6/etc 或是/etc 裡的 radvd.conf，以下為在 Odyssey 上所

使用的 radvd.conf，此時所用的 topology 可見圖，其中 eth0 為與 Daemon 相連之界

Figure 12. Configuration without RA 

Figure 13. Configuration after RA rece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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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eth1 與 Drake 相連、eth2 則為無線界面。 

 
interface eth0 

{ 

        AdvSendAdvert on; 

        MinRtrAdvInterval 3; 

        MaxRtrAdvInterval 5; 

        prefix 3ffe::202:b3ff:fe0c:4d86/64 

        { 

                AdvOnLink on; 

                AdvAutonomous on; 

                AdvPreferredLifetime 10; 

                AdvValidLifetime 20; 

        }; 

}; 

 

interface eth1 

{ 

        AdvSendAdvert on; 

        MinRtrAdvInterval 3; 

        MaxRtrAdvInterval 5; 

        prefix 3ffe:0:0:100:2:b3ff:fe15:fca7/64 

        { 

                AdvOnLink on; 

                AdvAutonomous on; 

        }; 

};interface eth2 

{ 

        AdvSendAdvert on; 

        MinRtrAdvInterval 3; 

        MaxRtrAdvInterval 5; 

        prefix 3ffe:0:0:200:2:2dff:fe0b:c51b/64 

        { 

                AdvOnLink on; 

                AdvAutonomous on; 

                AdvPreferredLifetime 10; 

                AdvValidLifetime 20; 

        }; 

}; 

 

 在 RADVD 啟動之後，可以在/var/log/message 裡找到 RADVD 所產生的偵錯

訊息，可以幫助使用者找出 RADVD 無法正常運作的原因。使用者可以另外使用

RADVD 所內附的工具程式如 radvdump 來檢視主機有沒有如預期送出正確的

RA，radvdump 會把所有不論是由本機發出或來自其它主機的 RA 攔截並顯示出

來，功能有點類似 sniffer 軟體，但是 radvdump 只針對 RA 作攔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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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eless Card installation on Linux 

 由於我們所使用的 PCMCIA Card，故在此小節所描述的為安裝 PCMCIA 

wireless card 的步驟，更詳細的原理與安裝方式可以參考 PCMCIA HOW-TO。 

 Requirement﹕Linux Driver Source/Library for ORiNOCO PC Card  Version 6.10 

    PCMCIA package Version 3.1.25 

 Download Site﹕http://www.orinocowireless.com 

http://pcmcia-cs.sourceforge.net 

 Documentation﹕http://www.orinocowireless.com 

    http://pcmcia-cs.sourceforge.net 

安裝說明﹕由於 Linux 內附的 WaveLan Driver 較舊，兩個 wireless Interface 無

法利用 Ad-hoc mode 進行連結，只能個別使用 Managed mode 與 AP 作通訊，新版

的 Driver 支援到 11Mbps 的傳輸速率，同時也解決了上述問題。但新的問題是使

用這個版本的 Driver 會造成無法使用 Managed mode 跟 AP 連結。由於我們不使用

AP，而是利用 Ad-hoc mode 來作測試，故我們採用新版的 Driver。以下為安裝此

PCMCIA driver module 的步驟。 

 把 pcmcia package 解壓縮至/usr/src 

 把 Orinoco Driver 解壓縮至/usr/src/{PCMCIA-package} 

 cd /usr/src/{PCMCIA-package} 

 make config，填入目前所使用的 Linux Kernel 目錄路徑 

 make all  

 ./Install  

如此便將新版的 WaveLan Driver 安裝進目前的 kernel module 中，使用者可以

利用 RedHat 內建的 pcmcia 啟動 script 來重新驅動無線網卡，/etc/rc.d/init.d/pcmcia 

restart，若一切正常，應該可以聽到三聲較高的 Beep 聲，若沒有表示安裝出現問

題，可以自 /var/log/message 中尋找錯誤訊息來作偵錯。 

 在安裝成功並驅動之後，使用者可以利用 iwconfig 這個公用程式來設定無線

Figure 14. Dump message from radvd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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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卡的無線通訊屬性。以下為 iwconfig 一些常用的 parameter。 

 mode。即目前所使用之無線模式，一般常用的為{Ad-hoc|Managed|AP}

三個模式。 

 channel。網卡目前所使用之 channel id，一般來說有 0~11 號可供使

用。網卡間必須使用同一個 channel 才能互相通訊。 

 Encryption key。網卡目前所用以為其資料加解密之 key，off 時為不

為資料作加解密。 

 ESSID。網卡所屬 ESS 之 ID，可以填入 any 以加入任何可用之 ESS。 

 

 

 

Configuration on router 

 如同上文所述，IPv6 router 並不會進行 auto-configuration，在 router 上還是要

有管理者來為這個網路作設定，以下為在此實驗網路中用來設定各 router 之

routing table 與為各個 Interface 設定 IP 的 script。 

Startup Script on Odyssey 
 

ifconfig eth0 up 

ifconfig eth1 up 

ifconfig eth2 up 

ifconfig eth0 140.112.8.185 

 

iwconfig eth2 mode ad-hoc 

iwconfig eth2 enc off 

iwconfig eth2 channel 10 

 

modprobe ipv6 

 

echo 1 >> /proc/sys/net/ipv6/conf/all/forwarding 

 

ifconfig eth1 add 3ffe::100:2:b3ff:fe15:fca7/128 

ifconfig eth0 add 3ffe::202:b3ff:fe0c:4d86/128 

ifconfig eth2 add 3ffe::200:2:2dff:fe0b:c51b/128 

 

route -A inet6 add 3ffe::100:50:4ff:feb9:c34b eth1 

route -A inet6 add 3ffe:0:0:100::/56 dev eth1 

route -A inet6 add 3ffe:0:0:200::/56 dev eth2 

 

route -A inet6 add 3ffe:0:0:110::/60 gw 3ffe::100:50:4ff:feb9:c34b dev eth1 

route -A inet6 add 3ffe:0:0:120::/60 gw 3ffe::100:50:4ff:feb9:c34b dev eth1 

route -A inet6 add 3ffe:0:0:100::/56 gw 3ffe::100:50:4ff:feb9:c34b dev eth1 

Figure 15. output of “iwconfig eth2” 

啟動所有 Interface 

設定無線網卡 

Enable IPv6 forwarding 

Assign IP 

建立 static routing e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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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te -A inet6 add default dev eth0 

 

Startup Script on Drake 

 
ifconfig eth1 up 

ifconfig eth2 up 

modprobe ipv6 

 

iwconfig eth2 enc off 

iwconfig eth2 mode ad-hoc 

iwconfig eth2 channel 3 

 

 

echo 1 >> /proc/sys/net/ipv6/conf/all/forwarding 

 

ifconfig eth1 add 3ffe::110:2:b3ff:fe0c:4f9e/128 

ifconfig eth0 add 3ffe::100:50:4ff:feb9:c34b/128 

ifconfig eth2 add 3ffe::120:202:2dff:fe1f:f1af/128 

 

route -A inet6 add 3ffe::100:2:b3ff:fe15:fca7 eth0 

 

route -A inet6 add 3ffe:0:0:100::/64 gw 3ffe::100:2:b3ff:fe15:fca7 dev eth0 

route -A inet6 add 3ffe:0:0:200::/64 gw 3ffe::100:2:b3ff:fe15:fca7 dev eth0 

 

route -A inet6 add 3ffe:0:0:110::/64 dev eth1 

route -A inet6 add 3ffe:0:0:120::/64 dev eth2 

 

 

 

 

 

 

 

 

 

 

 

 

 

 

 

啟動所有 Interface 

設定無線網卡 

Enable IPv6 forwarding 

Assign IP 

建立 static routing e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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