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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隨選視訊（video on demand, VOD）服務是一種可以讓用戶
（client）透過網際網路（Internet）選擇自己想要看的視訊
（video）內容的服務。用戶選定內容後，VOD系統可以用串流
（streaming）媒體的方式即時播放，也可以將內容完全下載後再播
放。從90年代開始，網際網路流量以視訊串流（video
streaming）為最大宗，但是視訊串流服務（video streaming
service）使得伺服器（server）端的負載比一般網站服務
（website service）來得繁重。這時，伺服器管理者會透過伺服器
叢集（cluster）和負載平衡（load balancing）的作法來減輕伺服
器的負載。另一方面，伺服器管理者也會注意到可用服務品質
（quality of service, QoS）具體量化服務表現來管理網站。文獻
回顧發現，尚無學者在視訊串流服務採用雲端服務（cloud
service）和TCP-based視訊串流技術之情境下，探討虛擬器
（virtual machine, VM）端的負載量與用戶播放器（video
player）端的QoS之相關議題。
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NCHC）與國立故宮博物院（National
Palace Museum, NPM）合作提供故宮教育頻道（iPalace channel,
iPalace）服務。此服務乃是一雲端服務且採用TCP-based視訊串流
技術，因此本研究以故宮教育頻道服務為研究對象，來探討虛擬器
端的負載量與用戶播放器端的QoS之相關議題。
本研究在虛擬器端設定負載率（load rate）為負載量之量化指標
；在用戶播放器端，設定初始緩衝時間（initial buffering
time）、平均再緩衝時間（mean re-buffering duration）以及再
緩衝頻率（re-buffering frequency）等三個QoS量化指標。當任何
一個用戶播放器QoS量化指標變大時，其用戶播放器QoS則變差。實
驗設計上，本研究設計了班級上課（classroom）情境和非班級上課
（non-classroom）情境來蒐集在虛擬器端和用戶播放器端之相關資
料。
實驗結果的分析顯示，在班級上課情境下，如果用戶端之電腦環境
（包括連線上網之網路環境）較為一致，則負載率與初始緩衝時間
之間沒有太大的關係，但是負載率與平均再緩衝時間之間以及負載
率與再緩衝頻率之間具有線性正相關，不過僅為低度相關。換言之
，在班級上課情境且用戶端之電腦環境較為一致時，虛擬器端之負
載率與用戶播放器端QoS之間具有線性負相關之關係，不過僅為低度
相關。細究其僅為低度相關之原因，可能是連線上網之網路狀況影
響用戶播放器端QoS所致。舉例來說，在本研究班級上課情境的實驗
期間，班級上課情境的網路環境是政大的校園網路，全校師生共用
；所以在班級上課情境的實驗期間，總是還有其他同學在使用政大
的校園網路，而使得網路流量在每個時刻不會是固定的。
由本研究之實驗結果的分析可推知：在視訊串流服務採用雲端服務
和TCP-based視訊串流技術之情境下，(1)不論虛擬器端之負載量為
何，用戶端的各種可能變異性（裝置、連線上網之網路狀況、系統
平台、安裝的合法及不合法軟體、瀏覽器的各種擴充套件等等）會
致使初始緩衝時間、再緩衝頻率和平均再緩衝時間有很大的變域
，也致使用戶播放器端之QoS有很大的差異。(2)班級上課情境的網
路流量狀況是接近一致，但不是相同。(3)連線上網之網路狀況的變
異性會影響用戶播放器端QoS。



中文關鍵詞： 負載平衡、服務品質、隨選視訊串流、TCP-based視訊串流

英 文 摘 要 ： National Center for High-Performance Computing in Taiwan
and National Palace Museum in Taiwan jointly provide the
iPalace channel (iPalace) service. This study uses the
iPalace service to explore QoSs of the virtual machine (VM)
of server side and the video-player of client side. In this
study, the load rate is set as the QoS indicator of VM-
side. As for the video-player of client side, this study
uses the following three QoS indicators: the initial
buffering time, the mean re-buffering duration, and the re-
buffering frequency. When any one of QoS indicators of the
video-player of client side becomes large, the service
quality of iPalace is deteriorated. In the experimental
design, this study has designed the classroom context and
the non-classroom context to collect relevant information
for calculating the aforementioned four QoS indicators.
From the analysis of experimental results, this study
concludes that: (1) No matter what kind of loading in the
VM side, the variability (device connected to the Internet
the network status, system platform, legal and illegal
software installed browser various extensions, etc.) of the
client side result in a large range for the initial
buffering time, the mean re-buffering duration, and the re-
buffering frequency, and thus the volatility of QoS of
video-player of client side. (2) In the classroom context,
the Internet traffic is rather uniform, but not a constant.
(3) The volatility of the Internet traffic will affect the
QoS of video-player of client side.

英文關鍵詞： load balancing、quality of service、video-on-demand
streaming、TCP-based video strea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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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串流服務品質之量化分析 — 以故宮 iPalace 頻道服務為例 

 
摘要 

 
隨選視訊（video on demand, VOD）服務是一種可以讓用戶（client）透過網際網路（Internet）選

擇自己想要看的視訊（video）內容的服務。用戶選定內容後，VOD 系統可以用串流（streaming）媒體

的方式即時播放，也可以將內容完全下載後再播放。從 90 年代開始，網際網路流量以視訊串流（video 
streaming）為最大宗，但是視訊串流服務（video streaming service）使得伺服器（server）端的負載比

一般網站服務（website service）來得繁重。這時，伺服器管理者會透過伺服器叢集（cluster）和負載

平衡（load balancing）的作法來減輕伺服器的負載。另一方面，伺服器管理者也會注意到可用服務品

質（quality of service, QoS）具體量化服務表現來管理網站。文獻回顧發現，尚無學者在視訊串流服務

採用雲端服務（cloud service）和 TCP-based 視訊串流技術之情境下，探討虛擬器（virtual machine, VM）

端的負載量與用戶播放器（video player）端的 QoS 之相關議題。 
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High-Performance Computing, NCHC）與國立故宮博

物院（National Palace Museum, NPM）合作提供故宮教育頻道（iPalace channel, iPalace）服務。此服務

乃是一雲端服務且採用 TCP-based 視訊串流技術，因此本研究以故宮教育頻道服務為研究對象，來探

討虛擬器端的負載量與用戶播放器端的 QoS 之相關議題。 
本研究在虛擬器端設定負載率（load rate）為負載量之量化指標；在用戶播放器端，設定初始緩衝

時間（initial buffering time）、平均再緩衝時間（mean re-buffering duration）以及再緩衝頻率（re-buffering 
frequency）等三個 QoS 量化指標。當任何一個用戶播放器 QoS 量化指標變大時，其用戶播放器 QoS
則變差。實驗設計上，本研究設計了班級上課（classroom）情境和非班級上課（non-classroom）情境

來蒐集在虛擬器端和用戶播放器端之相關資料。 
實驗結果的分析顯示，在班級上課情境下，如果用戶端之電腦環境（包括連線上網之網路環境）

較為一致，則負載率與初始緩衝時間之間沒有太大的關係，但是負載率與平均再緩衝時間之間以及負

載率與再緩衝頻率之間具有線性正相關，不過僅為低度相關。換言之，在班級上課情境且用戶端之電

腦環境較為一致時，虛擬器端之負載率與用戶播放器端 QoS 之間具有線性負相關之關係，不過僅為低

度相關。細究其僅為低度相關之原因，可能是連線上網之網路狀況影響用戶播放器端 QoS 所致。舉例

來說，在本研究班級上課情境的實驗期間，班級上課情境的網路環境是政大的校園網路，全校師生共

用；所以在班級上課情境的實驗期間，總是還有其他同學在使用政大的校園網路，而使得網路流量在

每個時刻不會是固定的。 
由本研究之實驗結果的分析可推知：在視訊串流服務採用雲端服務和 TCP-based 視訊串流技術之

情境下，(1)不論虛擬器端之負載量為何，用戶端的各種可能變異性（裝置、連線上網之網路狀況、系

統平台、安裝的合法及不合法軟體、瀏覽器的各種擴充套件等等）會致使初始緩衝時間、再緩衝頻率

和平均再緩衝時間有很大的變域，也致使用戶播放器端之 QoS 有很大的差異。(2)班級上課情境的網路

流量狀況是接近一致，但不是相同。(3)連線上網之網路狀況的變異性會影響用戶播放器端 QoS。 
 
關鍵詞: 負載平衡、服務品質、隨選視訊串流、TCP-based 視訊串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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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Quantitatively Analyzing the Quality of Cloud-based Streaming Services 

– case of iPalace channel service 

 
ABSTRACT 

 
Video on demand (VOD) service allows a client to select a video content and renders him/her watch the 

video content through the Internet. After the client selects the content, VOD system either streams the video 
content for instant playback mode, or downloads the video content completely to the client’s equipment 
before playing. Starting from the 1990s, the video streaming is the largest part of Internet traffic, but the video 
streaming service exerts heavier loading on the server than the general web service does. In this case, the 
server manager uses the approaches of server cluster and load balancing to reduce the loading of the server. 
On the other hand, the server manager also need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quality of service (QoS) that 
quantifies the performance of service. From literature review there is no study that evaluates the QoS of 
TCP-based video streaming service on cloud. 

National Center for High-Performance Computing in Taiwan and National Palace Museum in Taiwan 
jointly provide the iPalace channel (iPalace) service. This service is a cloud service with TCP-based video 
streaming technology. Thus, this study uses the iPalace service to explore QoSs of the virtual machine (VM) 
of server side and the video-player of client side. 

In this study, the load rate is set as the QoS indicator of VM-side. As for the video-player of client side, 
this study uses the following three QoS indicators: the initial buffering time, the mean re-buffering duration, 
and the re-buffering frequency. When any one of QoS indicators of the video-player of client side becomes 
large, the service quality of iPalace is deteriorated. In the experimental design, this study has designed the 
classroom context and the non-classroom context to collect relevant information for calculating the 
aforementioned four QoS indicators.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classroom context where the clients’ computer equipment environment 
(including the network traffic) is more uniform,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oad rate and 
initial buffering time; however, both the mean re-buffering duration and the load rate have ligh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load rate. In other words, when the client's computer environment is more uniform or 
harmony, the QoS of VM-side and the QoS of video-player of client side are sligh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The reasoning may be due to the Internet traffic that affects the QoS of video-player of client side. For 
example, during the experiment of classroom context, the Internet traffics is based upon the whole TANET 
environment of the campus of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hat all faculty members, staff, and students share. 
Therefore the Internet traffic during the experiment of classroom context is not constant. 

From the analysis of experimental results, this study concludes that: (1) No matter what kind of loading 
in the VM side, the variability (device connected to the Internet the network status, system platform, legal and 
illegal software installed browser various extensions, etc.) of the client side result in a large range for the 
initial buffering time, the mean re-buffering duration, and the re-buffering frequency, and thus the volatil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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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oS of video-player of client side. (2) In the classroom context, the Internet traffic is rather uniform, but not a 
constant. (3) The volatility of the Internet traffic will affect the QoS of video-player of client side. 
 
Keywords: load balancing、quality of service、video-on-demand streaming、TCP-based video strea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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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串流服務品質之量化分析 — 以故宮 iPalace 頻道服務為例 

 
一、 雲端服務之負載與服務品質 

隨選視訊（video on demand，VOD）服務是一種可以讓使用者（user）透過網際網路（Internet）
選擇自己想要看的視訊（video）內容的服務。用戶（client）選定內容後，VOD 系統可以將視訊內容

完全下載後再播放，也可以用串流媒體（streaming media）的方式即時播放視訊內容。視訊內容完全下

載後再播放的方式在不適當的科技情境下，如有限的硬碟空間或緩慢的下載速度等，無法滿足使用者

順利觀看視訊內容的需求，造就了使用者對於串流媒體的需求 (Lawton 2000)。 
從 1990 年代早期開始，視訊串流（video streaming）已佔網際網路最大流量，並且高速成長 (Conklin 

2001, Karki et al. 2010, Hoßfeld et al. 2011)。舉例來說，在 2000 年，每個禮拜就已經有超過 350,000 個

小時的運動、音樂、新聞及娛樂等視訊內容透過網際網路傳遞播放。其中，近數十萬小時的視訊內容

乃透過隨選（on demand）的方式，讓使用者根據其需求，而選取、獲得內容 (Conklin et al. 2000)。視

訊串流之所以大受歡迎，細究其因，主要乃因是網路頻寬（bandwidth）及壓縮/解壓縮（compression / 
decompression）技術的進步。舉例來說，從早期的 56-Kbps 數據機（modem），一直到非對稱數位用

戶線路（asymmetric digital subscriber lines, ADSL）及 T1 專線，網路傳輸效率的大幅度進步讓隨選視訊

串流的方式成為可行 (Lawton 2000)。  
視訊串流服務（video streaming service）在伺服器（server）端的處理不同於一般網站服務（website 

service）的處理。視訊串流服務必須將視訊內容壓縮並切割成多個封包（packages），進而透過網際網

路遞送所有的封包到用戶端。而視訊串流又可以依串流協定（streaming protocol）分為 User Datagram 
Protocol (UDP)-based 及 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 (TCP)-based 兩類。基於 UDP 的特性（即封包在

傳輸過程中丟失，並不會重新傳送），UDP-based 串流協定主要是應用在比較重視快速傳輸速率的現場

即時（live）串流服務。而基於 TCP 的特性（在傳輸封包的過程中，如果有封包丟失，則會要求伺服

器重送），TCP-based 串流協定具有可靠傳輸（reliable transmission）效果 (Wang et al. 2008)。TCP-based
串流協定也會因需重新排序封包，而造成其處理效能低落。因此，當 TCP-based 視訊串流的處理效能

低於用戶端播放器（video player）播放視訊內容的速度時，視訊內容播放會中斷（interruption）。這類

中斷可能令使用者覺得視訊內容播放服務品質不佳 (Mok et al 2011)。 

 
圖 1：用戶 端電腦接收封包和播放視訊內容的示意圖。 

 
以下用 HTML5 視訊串流服務來說明用戶端電腦接收封包和播放視訊內容的情境。如圖 1 所示，

用戶端電腦在點擊（click）<載入視訊內容>圖示時，會發生 loadstart 事件（event），促使用戶端電腦

接收視訊串流封包至用戶端記憶體的緩衝區。當緩衝區的未播放之視訊內容量足夠時，會發生 can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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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促使播放器開始播放（play）視訊內容。播放視訊內容期間，若緩衝區的未播放之視訊內容量不

足以播放時，則會發生再緩衝（re-buffering）事件，產生 waiting 事件，直到緩衝區的未播放之視訊內

容量足夠，才會促使播放器進行視訊內容播放（playing）事件。最後，當全部的視訊內容播放結束，

會發生 ended 事件。從 loadstart 事件發生至 canplay 事件的發生之期間為初始緩衝時間（initial buffering 
time），而從 waiting 事件發生至 playing 事件發生的期間為再緩衝時間（re-buffering duration）。表 1
為用戶端電腦接收 HTML5 視訊串流封包和播放視訊內容的事件之詳細描述。 

 
表 1：用戶端電腦接收 HTML5 視訊串流封包和播放視訊內容的事件 (Source: W3C 2011)。 

事件 說明 
loadstart 當瀏覽器開始尋找視訊內容時，此事件處於觸發狀態 

canplay 
當瀏覽器可以開始播放視訊內容時，此事件處於觸發

狀態 

waiting 
當緩衝區的未播放之視訊內容量不足以播放時，此事

件處於觸發狀態 

playing 
當視訊內容停止播放後，再開始播放之時，此事件處

於觸發狀態 
ended 當視訊內容結束播放時，此事件處於觸發狀態 

 
視訊串流服務通常是透過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基礎設施來提供。雲端運算是一種基於網

際網路的運算方式；通過這種方式，共享的軟硬體資源和資訊可以按需求提供給用戶。用戶不再需要

了解「雲端」中基礎設施的細節，不必具有相應的專業知識，也無需直接控制基礎設施。雲端運算通

常涉及通過網際網路來提供動態、易擴充的功能，而且經常是虛擬化（virtualization）的資源。 
虛擬化是一種能夠在一個到多個實體伺服器所集合而成的叢集（cluster）上，建立眾多虛擬器

（virtual machine, VM）的一種方法。而這樣的方法，允許使用者在一台能力較強的伺服器叢集上，去

模擬多台能力較小的虛擬器，不只能節省空間的耗用，還能節省電力及其他成本的浪費。最重要的優

點在於，在同一伺服器叢集上的虛擬器可以使用其他處於閒置（idle）狀態的虛擬器之資源來處理事務。

雖然虛擬化使用其他閒置虛擬器資源的做法和傳統的伺服器叢集類似，但虛擬化能夠將資源做更高層

次的資源分享、更有效的利用資源 (Membrey et al. 2012)。  
視訊串流服務使得伺服器端的負載比一般網站服務來得繁重 (Conklin et al. 2000)。 傳統上，伺服

器管理者會透過負載平衡（load balancing）的作法來減輕伺服器的負載 (Yu et al. 2013)。負載平衡是一

個用來在多個伺服器、網路卡、硬碟及其他運算資源間去分散工作量的一種方法 (Yang 2012)。負載平

衡在實作上可以藉由硬體或軟體來達成。硬體負載平衡（hardware load balancing）是在伺服器和外部

網路之間設置負載平衡器（load balancer）。負載平衡器為專門用以解決特定負載平衡問題的硬體設備，

擁有多種負載平衡演算法，因此在效能上遠比軟體負載平衡（software load balancing）來得更好，主要

用於流量較大、運算節點較多的情境。缺點是成本高出軟體負載平衡許多(Zhao 2011)。圖 2 即為 Brocade
公司所推出的 ADX 系列，擁有 7 種負載平衡演算法及 4 種層級的健康偵測 (Brocade et al. 2010)。 

 

 
圖 2：Brocade ADX Series (Brocade et a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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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軟體負載平衡不像硬體負載平衡可以獨立存在，必須將軟體裝載於特定的系統上，才能使之達

成負載平衡之功能。儘管能力不如硬體負載平衡，但在成本和擴展性（scalability）來說相對較有優勢。

舉例來說，只要在內部網路中的節點裝載負載平衡軟體，即可進行規模化的擴展 (Zhao 2011)。  
域名伺服器（Domain Name Server, DNS）負載平衡是以域名伺服器為基礎的負載平衡做法 – 透過

域名伺服器，可以對外以統一的域名（Domain Name）發佈，並利用內部網路相互連接多台運算節點

（computing nodes）。當用戶發送網頁或其他資源的請求（request）時，會先連接到域名伺服器；域名

伺服器再進一步透過不同負載平衡策略，例如輪循（round robin）策略，將請求分配到內部網路中適當

的運算節點處理，來回應（response）用戶請求。DNS 負載平衡是服務導向的負載平衡 (Membrey et al. 
2012)。 

即使網站服務有做負載平衡，在負載的高峰期間還是會有服務品質（quality of service, QoS）不良

的問題 (Yang 2012)。QoS 一開始乃是被廣泛使用在通訊及網路領域，用量化指標（例如，回應時間、

延遲時間等等），將通訊服務品質或網路服務品質具體呈現 (Zeng et al. 2004)。QoS 對於服務供應商

（service provider）與用戶來說都非常重要；這是因為服務供應商希望以 QoS 作為具體的參考，帶給

用戶最好的服務品質。而對於用戶而言，則希望藉由 QoS，從服務供應商得到較好的服務品質 (Rao et 
al. 2011)。 

而隨著各類型網站服務的推出，使得 QoS 超脫了通訊和網路領域，廣泛用來管理各類型網站服務。

也因為不同類型的服務有著不同的特性，因此並沒有統一的QoS模型來規範其指標的組成 (Alrifai et al. 
2010)。例如，在雲端服務（cloud service）情境裡，服務層級協議（service level agreement, SLA）則經

常被用來作為用戶與服務供應商協調 QoS 的具體協議 (Alrifai et al. 2010)。服務層級協議指的是，服務

供應商與用戶之間應就服務品質、水準以及性能等方面達成協議或訂定契約。在設立 SLA 時，服務供

應商首要之務，就是與用戶達成共識，決定整體方法與指導原則，並加以標準化。 
過往研究對於 TCP-based 視訊串流服務的 QoS 已有探討。例如，Wang et al (2003) 以實證研究的

方式，針對在視訊內容播放期間，探討網路狀況對於 QoS 的影響。而 Kim and Ammar (2006)以 TCP-based
視訊串流為標的，提出分析性研究的 QoS 模型，並且針對用戶端緩衝需求的推測，提出一種演算法。 

還有，如圖 3 所示，Mok et al (2011)以 TCP-based 的 HTTP 視訊串流為研究對象，將其 QoS 分為

使用者 QoS、應用層（application）QoS 及網路層（network）QoS 等三個層級。使用者 QoS 亦稱為使

用者主觀感受（quality of experience, QoE）。為了深入探討網路層 QoS 對 QoE 兩者之間的關係，Mok 
et al (2011)將其分拆為兩個子問題：(1)網路層 QoS 和應用層 QoS 的關係評估，和(2)應用層 QoS 和 QoE
的關係評估。其中，如表 2 所示，在應用層 QoS 的部份，提出由初始緩衝時間、平均再緩衝時間（mean 
re-buffering duration）以及再緩衝頻率（re-buffering frequency）所構成的 Application Performance Metrics 
(APM)。而在網路層 QoS 部份，所提出的指標則分別為頻寬、往返時間（round-trip time, RTT）和往返

丟包率（round-trip packet loss rate）。 
 

 
圖 3：TCP-based 的 HTTP 視訊串流服務的 QoS。(Source: Mok et a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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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應用層 QoS。(Source: Mok et al. 2011) 

應用層 QoS 說明 

初始緩衝時間 視訊內容的開始載入至開始播放之期間 

平均再緩衝時間 再緩衝事件之平均期間 

再緩衝頻率 在單位時間內，再緩衝事件的發生數量 

 
在處理第一個子問題的部分，Mok et al (2011)根據 (Kim & Ammar 2006; Wang et al. 2008)的分析推

導，建置了網路層 QoS 和應用層 QoS 之間關係的模型，並客製化 Adobe Flash Player 來收集應用層 QoS
的資料，以及使用 Click Router 來模擬網路狀況，從而衡量在不同網路層 QoS 情境下，進行實證研究

應用層 QoS 的狀況。而在處理第二個子問題的部分，Mok et al (2011)則根據第一個子問題的實證研究

結果，將應用層 QoS 以 25%、50%及 75%分為低、中及高三個等級，並使用 Mean Opinion Score 對參

與實驗的受試者進行主觀感受的量測，以推估 QoE 的情形。 
Mok et al (2011)的研究結果顯示使用者的主觀感受可以藉由提昇網路層 QoS 及應用層 QoS 來加以

改善。主要影響 QoE 的應用層 QoS 指標為再緩衝頻率 – 若再緩衝過於頻繁，會導致使用者主觀感受

不佳。而網路層 QoS 與再緩衝頻率的顯著關係是因為封包丟失及往返時間過長，導致處理效能低下，

造成再緩衝頻率高。 
從上述之文獻回顧可知，在視訊串流服務採用雲端運算和 TCP-based 視訊串流技術之情境下，尚

無學者探討相對客觀的虛擬器端的負載量與用戶播放器端的 QoS 之相關議題。 
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High-Performance Computing, NCHC）與國立故宮博

物院（National Palace Museum, NPM）合作提供故宮教育頻道（iPalace education channel, iPalace）服務。

故宮教育頻道服務乃是採用雲端運算和 TCP-based 視訊串流技術。因此，本研究以故宮教育頻道服務

為研究對象，探討虛擬器端的負載量與用戶播放器 QoS 之相關議題。具體而言，在視訊串流服務採用

雲端運算和 TCP-based 視訊串流技術之情境下，本研究針對虛擬器端的負載量與用戶播放器 QoS 進行

資料蒐集、分析及討論；使用者主觀感受 QoE 部分不在本研究的討論範圍。 
 
二、 故宮教育頻道服務與實驗設計 

如圖 4 所示，故宮教育頻道服務採虛擬化的方式建置四台虛擬器，其內部網際網路協定位址

（Internet protocol address, IP address）為 140.110.143.x。每台虛擬器的設定如表 3。用戶以

http://npm.nchc.org.tw 域名連接域名伺服器，以取得故宮教育頻道服務。而域名伺服器會依輪循策略將

用戶的請求，依序分配至後端伺服器叢集裡的一台虛擬器。換言之，故宮教育頻道服務採用 DNS 負載

平衡的方式，並在運作上搭配輪循策略。故宮教育頻道服務之所以選擇輪循策略，主要是因為其實作

簡單：在伺服器端的域名伺服器不需要做其他的設定，僅需根據內部網路 IP 位址來建立對照表，即可

實作輪循策略的效果。NCHC 也曾執行前測，發現輪循策略與其它策略的執行結果並沒有太大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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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故宮教育頻道服務採用 DNS 負載平衡的方式，並在運作上搭配輪循策略 (iPalace 2014)。 

 
表 3：故宮教育頻道系統裡的虛擬器之設定（除了 CPU 之外，其餘皆為單一虛擬器的設定） (iPalace, 

2014)。 
CPU 2X8 core CPU (4 台虛擬機共享) 

Memory 16 GB RAM 
I/O 1 TB HD 
OS Windows Server 2012 R2 

Web Server Application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 8 
 

故宮教育頻道服務乃是採用雲端運算和 TCP-based 視訊串流技術。舉圖 5 為例，當瀏覽器透過統

一資源定位器（uniform/universal resource locator, URL）連結至故宮教育頻道網頁時，網頁上包含很多

個元素（component，例如圖示（icon）、圖片、js 檔、文字區塊及視訊內容等等）。在幕後，每個元素

都會透過瀏覽器，分別發送一個請求給虛擬器。也就是說，並非一個網頁僅對應到一個請求；一個網

頁包含多少元素，就對應多少個請求。 

 

圖 5：瀏覽器透過超連結連接到一個網頁時，在幕後，每個網頁元素都會透過瀏覽器，分別發送一個

請求給虛擬器。 
 

每個網頁元素會產生一個請求給虛擬器，而虛擬器處理不同類型的請求所消耗的效能也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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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來說，如圖 6 所示，虛擬器處理視訊內容請求（video request）時，會先壓縮視訊內容，再切割成

多個封包，然後傳送到用戶播放器端。換言之，一個視訊內容請求會促成許多個視訊內容封包請求

（video-package requests）。因此，視訊內容請求對虛擬器的負擔是較為繁重的。 

 

圖 6：虛擬器處理視訊內容請求時，會先壓縮視訊內容，再切割成多個封包，然後傳送到用戶播放器

端。 
 
虛擬器端及用戶播放器端所蒐集之資料會進行時間同步（time synchronization），讓兩邊在狀況發

生當下的時間戳記（timestamp）有一個一致的記錄及比較的標準。參考網路時間協定（Network Time 
Protocol, NTP）的做法來進行時間同步。網路時間協定是以封包交換把兩台電腦的時鐘同步化的通訊

協定。NTP 使用 UDP 埠 123 作為傳輸層。 
如圖 7 所示，Total Time ≡ T3 - T0 是為兩端在傳輸過程中所花費的總時間。Server Side Processing 

Time ≡ T2 - T1 是為虛擬器端處理請求所花費的總時間。Round Trip Time (RTT) ≡ Total Time - Server 
Side Processing Time 即可得兩端傳輸的時間。Server Now ≡ T2 + RTT/2 是為在 T3 當下，虛擬器端處的

時間。Server Now 與 T3 之對應即可得到完成時間同步，讓兩端的時間戳記有一致的記錄及比較的標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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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時間同步的做法。 
 

針對每一次的視訊內容請求，虛擬器端及用戶播放器端之相關資料皆會被記錄。藉由伺服器系統

端的系統日誌（system log）加以蒐集虛擬器 QoS 的相關資料。從表 3 可以得知，虛擬器的網頁伺服器

（web server）採用微軟所推出的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IIS），因此本研究採用 IIS 的延伸模組

Advanced Logging 記錄虛擬器的運作狀況。如表 4 所示，針對每個請求，Advanced Logging 會產生一

筆 12 個欄位的記錄。不過，在資料處理時，沒用到 W3WP-PrivateBytes 及 CPU Utilization 的記錄。 
 

表 4：每個請求會有一筆 12 個欄位的記錄。 

欄位名稱 說明 用途 

1. S-IP 虛擬器的 IP 位址 對照記錄的來源 
2. Date-UTC 以 UTC 形式記錄的日期 與 Local 進行對照 
3. Time-UTC 以 UTC 形式記錄的時間 與 Local 進行對照 
4. Date-Local 以 Local 形式記錄的日期 與 UTC 進行對照 
5. Time-Local 以 Local 形式記錄的時間 與 UTC 進行對照 

6. Time Taken 
虛擬器處理該請求所耗費的

時間 
 

7. Cookie 
隨該請求所傳來的用戶端

Cookie 資訊 
用以跟用戶播放器端進行

對照 

8. C-IP 該請求所對應的用戶 IP 位址 
用以跟用戶播放器端進行

對照 

9. BeginRequest-UTC 
虛擬器收到該請求的時間點 
- UTC 形式 

與 Time Taken 欄位進行對

應 
10. EndRequest-UTC 虛擬器完成處理該請求的時 與 Time Taken 欄位進行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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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點 - UTC 形式 應 

11. W3WP-PrivateBytes 
虛擬器處理該請求所耗費的

記憶體量 
 

12. CPU Utilization 
虛擬器處理該請求所耗費的

CPU 量 
 

 
在用戶播放器部分，故宮教育頻道一開始乃是採用 HTTP Video Tag，亦即 HTML5 內建的播放器。

而後，因應『提供不同品質的視訊內容供使用者選擇』的需求，改版為 JWPlayer。因此，本研究搭配

JWPlayer 所提供的應用程式介面（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在網頁裡面嵌入程式（code）
來蒐集用戶播放器端的資料。簡言之，在視訊內容播放的過程中，嵌入網頁的處理程式會記錄在表 1
所列舉之各事件發生的時間點。而考量到 script 的運作效能，因此採用 Google Analytics 服務來蒐集並

存放用戶播放器端的資料。 
所蒐集的用戶播放器端資料分為 UserInfo 及 EventInfo 兩個部分；表 5 及表 6 提供這兩部分的詳細

子欄位資訊。時間的相關欄位都以毫秒（millisecond）為單位。不過，所蒐集的用戶播放器端資料仍無

法涵括所有用戶端的(裝置、網路狀況、系統平台、安裝的合法及不合法軟體、瀏覽器的各種擴充套件

等等)差異。 
 

表 5：UserInfo 部分的子欄位說明。 
子欄位名稱 用途 

C-IP 用戶 IP 位址，用以跟虛擬器端資料進行對應 
cookie 用以跟虛擬器端資料進行對應 
T1 用以進行時間同步 
T2 用以進行時間同步 

T3 用以進行時間同步 
TimeDiffer 用以進行時間同步 

 
表 6：EventInfo 部分的子欄位說明。 

欄位名稱 用途 

Initial buffering time 使用 JWPlayer 的 API 記錄初始緩衝時間 

Re-buffering Timestamp 
使用 JWPlayer 的 API 記錄再緩衝事件發生當下

的時間戳記 

Play Timestamp 
使用 JWPlayer 的 API 記錄從再緩衝狀態回到播

放狀態事件發生當下的時間戳記 

… 
視訊內容播放過程中可能發生 0 次到多次的再

緩衝狀態、播放狀態的循環 

Leave Timestamp 

若播放過程中使用者與播放器互動 (例如，暫

停、快轉或跳轉)或離開 (例如，上一頁、重新整

理頁面或關閉視窗)，則使用 JWPlayer 的 API 記
錄事件發生當下的時間戳記 

 
本研究依據 NCHC 的建議，可收集到的虛擬器端負載量的量化指標為負載率：每毫秒完成的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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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completed requests per millisecond）。其計算方式如公式(1)。如圖 8 所示，每台虛擬器可同時服

務多個用戶的請求；所以從虛擬器端來看，是 1 對多的關係。每個用戶的每次請求只由 1 個虛擬器來

回應；所以從用戶播放器端來看，是 1 對 1 的關係。因此，計算虛擬器端的負載率是從用戶出發。假

設是用戶 A，那計算負載率的分母就會是用戶 A 看視訊內容的時間，而分子則是處理用戶 A 請求的虛

擬器在那段時間裡的所處理的請求總數量。 
負載率（在回應用戶 A 之視訊內容請求期間） ≡ （在回應用戶 A 之視訊內容請求期間，所

有用戶之請求數量總和）÷回應用戶 A 之視訊內容請求的時間長度       (1) 
 

 

圖 8：用戶請求與虛擬器之間的對應關係。 
 

本研究採用 Mok et al (2011)所提出的應用層 QoS 作為用戶播放器 QoS。換言之，本研究設定用戶

播放器 QoS 量化指標分別為：初始緩衝時間、平均再緩衝時間、以及再緩衝頻率。當任何一個用戶播

放器 QoS 量化指標變大時，其用戶播放器 QoS 則變差。如表 6 所示，本研究直接透過 JWPlayer 的 API
獲得初始緩衝時間；而平均再緩衝時間以及再緩衝頻率之計算方式分別如公式(2)以及公式(3)。 

 
平均再緩衝時間 ≡ 再緩衝時間總量÷再緩衝數量                      (2) 
 
再緩衝頻率 ≡ 再緩衝數量÷ (視訊內容的開始載入至結束播放之期間 - 初始緩衝時間 - 再緩衝時

間總量)                      (3) 
 
在公式(3)，分母之所以要扣掉再緩衝時間總量，主要是為了讓比較期間一致。舉例來說，用戶 A

在下午 3 點到 4 點觀看了視訊內容期間，發生了 5 次，共 10 分鐘的再緩衝時間總量。若不在分母扣除

再緩衝時間總量，所得之再緩衝頻率為 5/60。若用戶 A 在下午 4 點到 5 點又看了一次相同視訊內容，

期間發生了 5 次，但是共 30 分鐘的再緩衝時間總量。若不扣除的狀況下得再緩衝頻率同樣為 5/60。實

際上，兩者的情境並不相同。因此，在設定上讓分母扣除再緩衝時間總量。 
在資料蒐集上，如表 7 所示，本研究設計了班級上課（classroom）情境以及非班級上課

（non-classroom）情境，以了解在不同的整體服務需求情境下，虛擬器端的負載率與用戶播放器端的

QoS 之關係是否有差異，以期能作為相關從業人員在實務部署上的重要參考。 
 

表 7：資料蒐集之情境 
類型 資料蒐集期間 

非班級上課 3 個星期 (5/25/2016 ~ 6/1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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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上課 
6/27/2016，政大資管系電腦教室，30 個用戶，僅能

選擇一個約 5 分鐘之視訊內容 
 
在非班級上課情境，用戶端有各種可能的(裝置、連線上網之網路狀況、系統平台、安裝的合法及

不合法軟體、瀏覽器的各種擴充套件等等)差異，而資料蒐集期間為 3 個星期（5/25/2016 ~ 6/14/2016）。
總共有 802 筆有效資料。班級上課情境是模擬故宮教育頻道的主要用戶（台灣中小學的 30 人班級）情

境，來觀察 30 人同時在線觀看視訊內容對故宮教育頻道服務的影響。在非班級上課情境，本研究利用

政大資管系電腦教室，30 個用戶，僅能選擇一個約 5 分鐘之視訊內容。資料蒐集僅為這 30 個用戶，

總共有 30 筆有效資料。因為視訊內容均完整的播放、電腦設備相同、而且網路環境較一致，因此我們

可以預期用戶端的變異性比較小。 
 

三、 資料分析 (Data Analysis) 
在資料分析的部分，採用 Excel 2016 作為分析工具。表 8 顯示負載率在非班級上課情境和班級上

課情境時之敘述統計量。圖 9 和圖 10 分別呈現負載率在非班級上課情境和班級上課情境時之資料分布

圖。比較表 8 之結果可知，因班級上課之安排，負載率（在回應任一用戶之視訊內容請求期間）會升

高，使得其最小值由 0 提高至 2.04，平均值由 1.32 提高至 3.52，而標準差也由 0.97 提高至 1.01。 
 

表 8：負載率（非班級上課情境）與負載率（班級上課情境）之敘述統計量，單位為『請求數量/毫秒』。 
 非班級上課情境 班級上課情境 

最大值 6.90 5.14 
最小值 0.00 2.04 
平均值 1.32 3.52 
標準差 0.97 1.01 

 

 

圖 9：負載率（非班級上課情境）之資料分布圖。Y 軸單位為『個數』，X 軸的單位為『請求數量/毫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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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負載率（班級上課情境）之資料分布圖。Y 軸單位為『個數』，X 軸的單位為『請求數量/毫秒』。 

 
表 9 顯示初始緩衝時間在非班級上課情境與班級上課情境時之敘述統計量。圖 11 和圖 12 分別呈

現初始緩衝時間在非班級上課情境和班級上課情境時之資料分布圖。比較上述之結果可知，(1)用戶端

的各種可能（裝置、連線上網之網路狀況、系統平台、瀏覽器等等）差異會致使初始緩衝時間有很大

的變域。(2)即使在班級上課情境時，請求類型大致相同，而且用戶端的差異較小，網路狀況仍不盡相

同，致使初始緩衝時間的標準差不小。班級上課情境的網路環境是政大的校園網路，是全校師生共用

的；所以在班級上課情境的實驗期間，應是還有其他同學在使用政大的校園網路。由此，亦可推知班

級上課情境的網路狀況仍有差異。 
 

表 9：初始緩衝時間（非班級上課情境）與初始緩衝時間（班級上課情境）之敘述統計量，單位為『毫

秒』。 
 非班級上課情境 班級上課情境 

最大值 68304360.00 3547.00 
最小值 86.00 197.00 
平均值 101355.58 1856.60 
標準差 2417404.81 742.13 

 

 

圖 11：初始緩衝時間（非班級上課情境）之資料分布圖。Y 軸單位為『個數』，X 軸的單位為『毫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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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初始緩衝時間（班級上課情境）之資料分布圖。Y 軸單位為『個數』，X 軸的單位為『毫秒』。 

 
表 10 顯示再緩衝頻率在非班級上課情境與班級上課情境時之敘述統計量，而表 11 顯示平均再緩

衝時間在非班級上課情境與班級上課情境時之敘述統計量。值得注意的是，(1)在非班級上課情境時之

802 筆資料中，有 421 筆資料在總期間扣除初始緩衝時間的狀況下沒超過 30 秒，比例為 0.52，顯示用

戶沒有耐性在觀看故宮教育頻道之視訊內容。(2)在非班級上課情境的 802 筆有效資料中，有 540 筆資

料顯示在播放過程中沒有發生再緩衝（即再緩衝頻率為 0），比例為 0.67；而在班級上課情境的 30 筆

有效資料中，有 17 筆資料顯示沒有發生再緩衝，比例為 0.57。圖 13 和圖 14 分別呈現在非班級上課情

境和班級上課情境時，不為 0 的再緩衝頻率之資料分布圖。圖 15 和圖 16 分別呈現在非班級上課情境

和班級上課情境時，不為 0 的平均再緩衝時間之資料分布圖。 
 

表 10：再緩衝頻率（非班級上課情境）與再緩衝頻率（班級上課情境）之敘述統計量，單位為『再緩

衝數量/毫秒』。 
 非班級上課情境 班級上課情境 

最大值 9.39E-04 3.43E-06 
最小值 0 0 
平均值 3.65E-05 1.48E-06 
標準差 8.98E-05 1.73E-06 

 
表 11：平均再緩衝時間（非班級上課情境）與平均再緩衝時間（班級上課情境）之敘述統計量，單位

為『毫秒』。 
 非班級上課情境 班級上課情境 

最大值 33525.00  501.00  
最小值 0.00  0.00  
平均值 1359.31  215.13  
標準差 3578.86  25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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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不為 0 的再緩衝頻率（非班級上課情境）之資料分布圖。Y 軸單位為『個數』，X 軸的單位為『再

緩衝數量/毫秒』。 
 

 
圖 14：不為 0 的再緩衝頻率（班級上課情境）之資料分布圖。Y 軸單位為『個數』，X 軸的單位為『再

緩衝數量/毫秒』。 
 

 

圖 15：不為 0 的平均再緩衝時間（非班級上課情境）之資料分布圖。Y 軸單位為『個數』，X 軸的單位

為『毫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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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不為 0 的平均再緩衝時間（班級上課情境）之資料分布圖。Y 軸單位為『個數』，X 軸的單位為

『毫秒』。 
 

比較上述之結果可知：(1)在非班級上課情境與班級上課情境裡，都有用戶播放器端之平均再緩衝

時間為 0；可能的情況是 QoS 相當好，或者用戶沒有耐性在觀看故宮教育頻道之視訊內容。(2)用戶端

的各種可能（裝置、連線上網之網路狀況、系統平台、安裝的合法及不合法軟體、瀏覽器的各種擴充

套件等等）差異會致使初始緩衝時間、再緩衝頻率和平均再緩衝時間有很大的變域，也致使用戶播放

器端之 QoS 有很大的差異。(3)即使在班級上課情境時，請求類型相對地一致，而且用戶端的差異較小，

在視訊內容傳輸時的網路狀況仍有差異，會使再緩衝頻率和平均再緩衝時間仍有標準差，也致使用戶

播放器端之 QoS 仍有差異。 
線性迴歸分析顯示負載率（非班級上課情境）與初始緩衝時間（非班級上課情境）之間沒有太大

的關係。從非班級上課的 262 筆（有再緩衝發生的）資料之迴歸分析顯示(1)負載率（非班級上課情境）

與平均再緩衝時間（非班級上課情境）之間沒有太大的關係。(2)負載率（非班級上課情境）與再緩衝

頻率（非班級上課情境）之間沒有太大的關係。 
線性迴歸分析也顯示負載率（班級上課情境）與初始緩衝時間（班級上課情境）之間沒有太大的

關係。從班級上課情境的 13 筆（有再緩衝發生的）資料之迴歸分析顯示(1)負載率（班級上課情境）與

平均再緩衝時間（班級上課情境）之間具有低度線性正相關。 (2)負載率（班級上課情境）與再緩衝頻

率（班級上課情境）之間具有低度線性正相關。 
 
四、 結論與討論 

如同前面的章節所提到的，每一項資源都對應到一個請求，而不同資源類型的請求在處理上所消

耗的效能都不相同，舉例來說，如圖 6 所示，虛擬器處理視訊內容請求時，會先壓縮視訊內容，再切

割成多個封包，然後傳送到用戶播放器端。換言之，一個視訊內容請求會促成許多個視訊內容封包請

求。因此，視訊內容請求對虛擬器的負擔是較為繁重的。 
實驗結果的分析顯示，在班級上課情境下，如果用戶端之電腦環境（包括連線上網之網路環境）

較為一致，則負載率與初始緩衝時間之間沒有太大的關係，但是負載率與平均再緩衝時間之間以及負

載率與再緩衝頻率之間具有線性正相關，不過僅為低度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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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在班級上課情境且用戶端之電腦環境較為一致時，虛擬器端之負載率與用戶播放器端 QoS
之間具有線性負相關之關係，不過僅為低度相關。細究其僅為低度相關之原因，可能是連線上網之網

路狀況影響用戶播放器端 QoS 所致。舉例來說，在本研究班級上課情境的實驗期間，班級上課情境的

網路環境是政大的校園網路，全校師生共用；所以在班級上課情境的實驗期間，總是還有其他同學在

使用政大的校園網路，而使得網路流量在每個時刻不會是固定的。 
由本研究之實驗結果的分析可推知：在視訊串流服務採用雲端服務和 TCP-based 視訊串流技術之

情境下，(1)不論虛擬器端之負載量為何，用戶端的各種可能變異性（裝置、連線上網之網路狀況、系

統平台、安裝的合法及不合法軟體、瀏覽器的各種擴充套件等等）會致使初始緩衝時間、再緩衝頻率

和平均再緩衝時間有很大的變域，也致使用戶播放器端之 QoS 有很大的差異。(2)班級上課情境的網路

流量狀況是接近一致，但不是相同。(3)連線上網之網路狀況的變異性會影響用戶播放器端 Q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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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 
由本研究之實驗結果的分析可推知：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與國立故宮博

物院合作提供故宮教育頻道視訊串流服務，(1)不論虛擬器端之負載量為何，

用戶端的各種可能變異性（裝置、連線上網之網路狀況、系統平台、安裝的

合法及不合法軟體、瀏覽器的各種擴充套件等等）會致使初始緩衝時間、再

緩衝頻率和平均再緩衝時間有很大的變域，也致使用戶播放器端之 QoS 有很

大的差異。(2)班級上課情境的網路流量狀況是接近一致，但不是相同。(3)連
線上網之網路狀況的變異性會影響用戶播放器端 Q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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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發現 
  本研究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  □否  ■是，建議提供機關 

_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與國立故宮博物院__ 
    (勾選「是」者，請列舉建議可提供施政參考之業務主管機關) 

   本研究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否  □是 

   說明：(以 150 字為限) 
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與國立故宮博物院合作提供故宮教育頻道視訊串流服

務，(1)不論虛擬器端之負載量為何，用戶端的各種可能變異性會致使用戶播放

器端之 QoS 有很大的差異。(2)班級上課情境的網路流量狀況是接近一致，但不

是相同。(3)連線上網之網路狀況的變異性會影響用戶播放器端 Q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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