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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學研究所於 1977 年開始設立籌備

處，歷經五年籌備，於 1982 年 9 月正

式成立研究所，是中央研究院數理組十

個單位之一。本所的研究重點分為八大

方向 , 包含生物資訊、電腦系統、資料

處理與探勘、多媒體技術、語言與知識

處理、網路系統與服務、程式語言與形

式方法、計算理論與演算法。 

本所並於 2003 年配合中研院國際研究

生院 (TIGP)，開始招收生物資訊學程博

士班，致力延攬及培訓此一新領域之國

際人材多年有成，已招募 51 名學生，對

生物資訊的研究有很大的助益。2014 年

起，社群網路與人智計算新學程博士班

開始招生，期待未來此學程能蓬勃發展。 

所內資深研究人員皆指導或共同指導來

自全國各地頂尖大學之碩、博士生，並

與這些大學保持緊密的研究合作關係，

與國內外資訊業界亦有極為良好之互動

關係。

所長：許聞廉

副所長：王新民 

　　　　劉庭祿

研究群主持人： 

宋定懿教授

      生物資訊實驗室

吳真貞教授

      電腦系統實驗室

陳孟彰教授

      資料處理與探勘實驗室

廖弘源教授

      多媒體技術實驗室

許聞廉教授

      語言與知識處理實驗室

何建明教授

      網路系統與服務實驗室

穆信成教授

      程式語言與形式方法實驗室

呂及人教授

      計算理論與演算法實驗室 

首
先，歡迎新任研究員蘇克毅博士及助研究員馬偉雲博士加入本所研究團

隊，並恭喜陳昇瑋博士升等為研究員，鐘楷閔及張原豪博士升等為副研

究員。 

光陰似箭，上一期通訊發行迄今已一年有餘。這段期間本所同仁持續致力於資

訊相關領域的研究工作，獲得豐碩的研究成果，並榮獲國內外眾多獎項與殊

榮，包括楊得年副研究員獲得 2015 年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張原

豪副研究員獲得中國電機工程學會「103 年度優秀青年電機工程師獎」及科技

部智慧電子國家型科技計畫成果「特優獎」、鐘楷閔副研究員獲得「美國李氏

傳統基金會」2014 年優秀年輕學者獎助金。

本期通訊的實驗室報導介紹葉彌妍副研究員帶領之資料處理與探勘實驗室，因

應巨量資料與互聯網時代來臨，如何將龐大且由不同感測來源所蒐集的資料以

迅速且有效的方式轉化為有用的資訊，是該實驗室的重點研究課題；計畫特寫

介紹呂及人研究員所執行的線上決策與賽局理論研究及何建明研究員所執行的

支援雲端與行動網路的內容傳遞網路技術；人物焦點介紹抱持「追求解決問題

的快樂，向前的動力」信念的楊得年副研究員；創意發想則由張原豪副研究員

為大家介紹延長快閃記憶體壽命所面臨的挑戰。

本所希望藉由本期通訊的內容與您交流，並請您一如往常提供寶貴的建議及回

響，更竭誠歡迎您抽空蒞臨指教。

所長的話



卓越講座系列

名人榜

名人榜

副研究員張原豪先生榮獲科技部智慧
電子國家型科技計畫成果「特優獎」

助研究員馬偉雲博士於 2014 年
11 月 19 日起加入本所研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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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ober    Rajesh K. Gupta Professor and Qualcomm Endowed Chair,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University 
2015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Energy efficiency from algorithms; Devices to systems that scale from IC chips; Data centers to    

  commercial buildings

May           Dorothea Wagner Head, Karlsruh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KIT), Institute of Theoretical Informatics, Karlsruhe, Germany  
2016  Algorithms and related topics, in particular as applied to graphs  

TBD           Salil Vadhan Vicky Joseph Professor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Co-Director of Undergraduate  
2016  Studies, Applied Mathematics; School of Engineering & Applied Sciences, Harvard University  

  Computational complexity, cryptography, randomness in computation, data privacy 

張原豪博士升等為本所副研究
員，自 2015 年 3 月 19 日生效 

副研究員鐘楷閔先生獲頒「美國李
氏傳統基金會」2014 年優秀年輕學
者獎助金

副研究員張原豪先生榮獲中國
電機工程學會「103 年度優秀青

年電機工程師獎」

研究員蘇克毅博士於 2014 年 6 月
1 日起加入本所研究團隊 



4 計畫特寫

計畫主持人

呂及人

線上決策與賽局理論 

 

在
日常生活中，我們常面臨的一個困

境，就是必須在未知後果的情況下

做決定，而後為我們所做的決定付出代

價。我們希望避免的是遺憾：後悔我們

早知道應該作出不同的決定。如果我們

之前沒有遇過類似的情況，那麼我們很

難希望能夠保證作出好的決定。然而若

是我們常在類似的狀況下作決定，我們

就有希望能夠從過去的經驗學習，從而

在後來作出越來越好的決定。日常生活

中不乏這樣的例子，例如預測天氣、交

易股票、或選擇上下班的路。在資訊科

學中，也常遇到這樣的問題，包括電腦

資源的分配、網路封包路徑的選擇、與

網站廣告的刊登等。  

可從這些情境中，我們可以抽象出如

下一個稱為線上決策的問題。考慮一個

T 回合的遊戲，玩家在每回合中必須採

取一個決策，而後會得到由此回合的損

失（或獎勵）函數所決定對應該策略的

損失（或獎勵），而玩家據此可以調整

下一回合的決策方式。我們希望有好的

線上演算法來幫玩家在每回合挑選好的

決策，但是什麼是好的決策？我們想要

達到什麼樣的目標呢？

一個自然的目標是降低線上演算法的

總損失，不過由此很難評估線上演算法

的好壞，而另一個常用的標準，乃是將

其與某類型的離線演算法比較。這類型

的離線演算法可以在看到所有的損失函

數後才作決策，但是被限制必須在所有

回合都採取相同的決策。線上演算法與

此類最好離線演算法所得總損失的差，

被稱為線上演算法的遺憾程度，而降低

此遺憾程度乃是線上演算法的重要目標

之一。此領域的一個重要結果，乃是設

計出了線上演算法，可以達到約 T 的平

方根這麼低的遺憾程度。而這樣的成果，

不只在機器學習方面有深遠的影響，在

其他領域，包括演算法設計、複雜度理

論、分散式計算等，甚至在其他學科，

包括經濟學、優化學、生物學等，也有

令人意想不到的應用。

有鑑於上述低遺憾演算法的重要性，

我們想要更進一步的改進與推廣他們。

我們注意到前人的工作，大多考慮所面

對的是最惡劣情境之下最壞的損失函

數。然而我們相信，周圍的環境並非總

是惡意的，而損失函數或許有規律可

循。例如，天氣狀況或股價在某一時刻

一般與下一時刻有關聯，所以其差異通

常不大。為了刻化這種規律，我們定義

了一個衡量損失函數偏離總量的參數。

我們也設計出如何利用這樣規律的新演

算法，其遺憾程度可以低到約是損失函

數偏離總量的平方根。因此，當我們所

處的環境以平滑的方式演進，其產生的

的損失函數有較低的偏離總量時，我們

的演算法可以達到遠低於前人演算法的

遺憾程度。另一方面，當環境確實惡劣，

而損失函數的偏離總量達到其最大值 T
時，我們的演算法仍然得到相同於前人

T 平方根的遺憾程度。因此，我們可以

將前人的成果看成是我們成果的一個特

例。此外，我們也將成果擴展到更一般

性的線上凸函數優化問題，並得到類似

的結果。

除了設計更好的線上演算法，我們也

在其他領域尋找新的應用，其中的一個

應用是在賽局理論方面。賽局理論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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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研究一群為自己利益打算的個體，在

彼此利益衝突的情形下會達到的可能狀

態。我們感興趣的是多回合的賽局，而

納許均衡是一種被廣泛採用來預測這種

賽局會達到的可能狀態，因為它是一種

一旦到達就不會離開的穩定狀態。然而

這也產生了賽局如何達到這樣均衡狀態

的問題。事實上，現在人們普遍認為並

不存在有效率的演算法，可以為任何給

定的賽局尋找出一個納許均衡點。這意

味著均衡點一般而言可能無法在合理的

時間內達到，而平常我們觀察到的狀態，

或許是遠離任何均衡狀態的。如果是這

樣，那麼過去許多基於均衡點的研究，

有可能就喪失其意義了。為了解決這種

窘境，一個新興的研究方向乃是探討對

於哪一類型的賽局，當參與者採取何種

合理的演算法時，整個賽局系統能夠快

速趨於均衡點。我們認為，一個對自私

個體的合理誘因是降低他在一個多回合

賽局中的遺憾程度，因此他有意願採行

一個保證低遺憾程度的演算法。我們證

明了對於某一大類統稱為壅塞性的賽

局，當每個參與者都採行某一大類低遺

憾程度的演算法時，則整個賽局系統確

實會很快趨近於納許均衡點。

支援雲端與行動網路的內容傳遞網路技術

中心異質網路上巨量資料廣播問題，並

提出一個新穎的 LSBT 模型 [4]。LSBT

模型主要的概念為先定義上載頻寬基本

量 r，並要求每個節點都以 r 的整數倍

頻寬傳送資料。因此，可以假設所有的

節點都在相同時間同步傳送資料。在每

個節點的上載頻寬都是 c 的同質網路環

境中，證明最佳化的上傳連線傳送速率

即為 c/2 或 c/3。在異質環境中，基於

LSBT 模型，則提出了一個 O(n log2 n) 的

演算法來選擇最佳的傳送速率 r* 並建構

出一個最佳的 LSBT，其中 n 表示節點數

量。模擬實驗結果顯示 LSBT 在最大資

訊散播時間及時間複雜度上都遠勝目前

最好的演算法。

結論

該研究帶來關於雲端與行動運算的

次世代內容傳遞網路的新觀點。服務提

供者可採用這些的內容傳遞技術，提供

新世代的行動網路應用服務；同時也為

ICT 產業帶來新的商機。這個計畫的研究

問題具有學術和產業價值。該研究成果

預期將會提升對次世代內容傳遞網路的

理解，以及具延展性、行動性與高效率

內容傳遞網路的設計能力。目前還在研

究中的行動內容傳遞網路也將繼續探討

行動網際網路的交通擁塞情況之解決方

案。

參考文獻

[1] CJ Wu, JM Ho, and MS Chen, “Time-

critical event dissemination in geographically 
distributed clouds,” 2011 IEEE Conference 
on Computer Communications Workshops 
(INFOCOM WKSHPS).

[2] CF Ku, KH Yang, and JM Ho, “An 
optimal scheduling for file dissemination under 
a full binary tree of trust relationship,” Global 
Communications Conference (GLOBECOM), 
2012 IEEE, 751-757.

[3] CJ Wu, JM Ho, MS Chen, “A sca-
lable server architecture for mobile presence 
services in social network applications,” IEEE 
Transactions on Mobile Computing, 12 (2), pp. 
386-398.

[4] CJ Wu, CF Ku, JM Ho, and MS Chen, 
“A novel approach for efficient big data 
broadcasting,” under minor revision, IEEE 
TK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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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ehouse-scale Computer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Mary Lou Soffa — May 5th , 2014  
“..These WSCs house hundreds to thousands of machines to provide the computing resources 
needed to serve millions of users. To limit the cost of ownership of WSCs, these machines are 
composed of commodity components which are cheap and easily replaceable, often multi-cores. 
When multiple applications are running simultaneously on a multi-core machine, resource sharing 
and contention among cores can result in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performance interference…”

Real-time Discovery and Decision Making from Big Data 
 Mihaela van der Schaar — May 28th, 2014 
“..what the decision-maker must do, therefore, is to discover in real time 
what is relevant in the enormous stream of data and use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to make good decisions. This talk presents a systematic 
framework and associated algorithms that enable a decision-maker to 
do this…”

Towards Dependable Cyber-Physical Systems
Lothar Thiele — November 3rd, 2014  
“...The field of cyber-physical systems is now in a stage where serious applications of 
societal and economic importance are in reach, such as the internet of things, industrial 
process monitoring and control, environment monitoring, logistics, healthcare application, 
home automation, and traffic control….”

Computational Insights and the Theory of Evolution 
Christos Papadimitriou — April 21st, 2014  
 “…Considerations about the performance of genetic algorithms led to a novel theory 
of the role of sex in evolution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mixability, while the equations 
describing the evolution of a species can be reinterpreted as a repeated game…”

Efficiency and Parallelism: The Challenges of Future Computing 
William Dally — February 19th, 2014  

                 “…With improvements in semiconductor process technology offering 
little increase in efficiency, innovations in architecture and circuits are required to 

maintain the expected performance scaling…..”

Future Directions in Computer Science Research
John Hopcroft — December 18th, 2014   

 “….This talk will give a brief vision of the future and the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base that needs to be formed to 

support these new directions.....

Virtual Prototyping for Cyber Physical Systems
Vania Joloboff — October 6th, 2014   

 “As the goal is to ultimately prove that the system meets the requirements, a virtual 
prototyping platform has to be better associated with formal methods and tools to 

establish such proofs. In this talk, I will introduce the techniques used in general in virtual 
prototyping, and in particular in the SimSoC framework that we develop…”



活動快訊 7

2013 Open Data Workshop 

November 08–09, 2013

Open Data: from Culture to Technology
Tom Heath (Open Data Institute, UK)

FCN 2014: 
To provide a platform for scholars in the field of communications and networking in Taiwan to 

interact, collaborate, and share new and trending ideas with each other annually.
Topics: Network Science and Wireless Networks 

Rethink Coexisting Issues of Small Cells and Macrocells: Spectrum Sharing 
and Traffic Requirement Perspectives 

ECOE: Ethernet at the Core and Openflow at the Edge 
Relative Centrality and Local Community Detection 

On Coping with the Variety and Veracity of Big Network Data 
Efficient Multimedia Access under Challenged Networks 

2015 Joint Workshop on Open 
                    Data Research 

March 20, 2015 

 Academia Sinica (AS), Activity Center, 
1st Conference Room   

The goal of the workshop is to promote 
the exchange of ideas, practices, and 

perspectives about open data, in 
particluar in the context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薛月娥小姐退休歡送會 , 於 10 月

16 日 (2014)。

院區開放活動，

資訊所湧入近

二千五百人潮

(2014/11/01)。

TIGP 學生校園導覽，認識環境

(2014/10/06)。

6 月 6 月 (2014) 年度自強活動 , 賞鯨團程快艇至宜蘭龜山島一遊。

TIGP 學生至宜蘭傳統藝術中心校外教學

(2015/01/0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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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報導

情境感知之行動資料處理與探勘

資料處理與探勘實驗室

葉彌妍

副研究員

因
應巨量資料與物聯網時代來臨，

如何將龐大且由不同感測來源所

蒐集的資料以迅速且有效的方式轉化為

有用的資訊，是本實驗室目前極力研究

的課題。首先以情境感知之行動運算環

境，發展各式資料處理與探勘之相關技

術。過去情境感知運算主要是針對個人

提供適時、適性、與適地性服務，然而

隨著行動網路技術進步與普及，人與人

之間的互動更加頻繁與便利，各種形式

的資訊能隨時隨地在社群之間傳播，促

進了各式社群網路應用的盛行。因此，

情境感知行動運算服務更應加入適群性

的考量。基於此目標，本實驗室規劃發

展三個主題的技術：各式社群網路分析

與應用、群體情境感知行動運算平台以

及適用情境感知行動算平台的嵌入式資

料庫系統。          
在社群網路分析與應用方面，首先使

用發展社群網路取樣與摘要技術來解決

無法直接處理龐大的社群資料的挑戰。

設計各種適性和應用導向的取樣與摘要

方式，以較小但具代表性的樣本來做運

 PLASH 及其延伸應用系統。

算，以迴避直接處理龐大資料在時間上與

資源上的花費。另外也發展各式社群服務

應用，包括地理資料庫之社群群組查詢處

理來幫助使用者決定群體聚會活動時之參

與者以及參與地點。目前許多社群應用均

提供讓使用者分享當下 GPS 座標給好友

之服務，但在即時安排社群活動時，仍得

自行決定參與者。對於即時性活動，距離

聚會地點近之好友往往擁有較小之交通時

間，故較為適合。然而，選擇上述好友並

不代表上述參與者之間均熟識；另一方

面，選擇熟識的參與者並不代表他們離聚

會地點的空間距離皆近。因此，如何選擇

適當的參與者，與適當的聚會地點，讓參

與者彼此之間熟識且他們距離聚會地點

的距離（交通時間）很小以利進行聚會是

一個很有挑戰性的問題。證明該問題的

複雜度是 NP-Hard 且不存在任何近似演算

法，並進一步提出一個有效率的演算法，

藉由空間距離和群組成員間的社群關係，

迅速地找出最佳解。同時亦將該查詢系

統實做於 Facebook 上，以驗證其實務上

之可行性。 

在群體情境感知行動運算平台方面，

資料處理與探勘實驗室主要發展各

式資料之分析處理演算法、運算平

台、以及進階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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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SH 研究推廣活動。

發展 PLASH 平台， 致力於研究位置感知

服務與群體運算之發展。無線通訊與普

適運算技術日益蓬勃與成熟，但是若沒

有好的應用情境與數位內容，對於整體

產業的發展將會有一定程度的侷限性，

因此基於位置感知、群體運算、服務導

向架構、企業服務匯流排、資料探勘、

參與式計算等技術，提出一個『PLASH

應用群體運算之位置感知服務平台』，

加速各研究單位對於適地性服務與地理

空間資訊服務的開發、部署、重組、與

分享等機制。基於此機制，系統的使用

者可以是參與者也可以是貢獻者，對於

軟體工程的發展與產官學研界的研發能

量皆有其正面的效益。PLASH 可以概

分為兩部分，多層次平台與應用系統，

平台包括通訊層支援 V2I 以及 V2V 傳

輸，資料層負責資料表現、儲存與擷

取，服務層提供基本服務；應用系統則

透過服務層的服務來達成工作。基於此

平台，研發了數個重要的應用服務，

包含：AppGen 手機應用程式拖曳組合

器、ANTrip 旅行日誌紀錄、ANTrack 即

時 路 徑 分 享、UbiPoll 無 所 不 在 問 卷、

SmartCity 智慧交通分析、ASD 中研院實

境導覽，其摘要畫面如下圖所示。

此類參與式計算的主要精神之一為

需要大量的自願使用者參與，越多的使

用者加入系統的使用活動，可以累積更

多的真實應用資料，則將能分析產生更

多的使用行為知識與加值的資訊服務提

供。將其反饋到參與式計算活動的本

身，將產生莫大的正面影響效益，使計

算結果與應用目的達到更大的成功。因

此，為了推廣 PLASH 及其延伸的系統研

究成果，本實驗室主辦與參與過眾多場

次的研究推廣活動，包含『2012 年建

中北一女夏令營參訪中研院資訊所』、

『2013 年第七屆國際城市論壇研討會

(IFoU2013)』、『2013 年 第 十 八 屆 人

工智慧與應用研討會 (TAAI2013)』、

『2014 年三校 ( 建國中學、成功高中、

台中女中 ) 科學研習社參訪中研院資訊

所』、與『2011 年至 2014 年中央研究

院 102 年院區開放參觀活動』，其活

動紀錄照片如下圖所示。除了活動的舉

辦，亦創建了 PLASH 的 Facebook 粉絲團 

(https://www.facebook.com/antrip.plash)，

不定期發布最新的研究成果與推廣活動

資訊。

在適用情境感知行動算平台的嵌入

式資料庫系統方面，因為感知系統中的

感應裝置經常會週期性或非週期性的將

監控收集到的新版本資料存放在嵌入式

資料庫系統之中，不同的應用程式則會

對嵌入式資料庫同時存取多個版本的資

料，因此如何管理多版本資料並且增強

多版本資料的存取效能實為一重要的研

究課題。此外嵌入式系統通常使用非揮

發性記憶體為其儲存裝置，因此如何利

用非揮發記憶體的特性來進一步增強嵌

入式資料庫的資料存取效能也是重要的

課題。此研究主要著重在提出新的索引

設計以促進多版本資料在嵌入式資料庫

中的存取效能。由於感知平台中所監測

的觀測值通常具有較大的變化或是較高

的更新版本頻率，因此提出的索引設計

必需能支援大量的更新交易。同時也探

索不同種非揮發性記憶體 ( 如快閃記憶

體及相變化記憶體 ) 對此類嵌入式資料

庫系統的影響，以進一步利用非揮發性

記憶體的優勢特性來增強系統性能。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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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篇文章將討論關於雲端與行動網

際 網 路 的 次 世 代 內 容 傳 遞 網 路

(Content Delivery Network, CDN) 的研究

成果。

現今網際網路的架構模型是被設計

來促進有效通訊而非傳送內容。過去幾

十年來，網際網路的架構模型為廣泛地

創新應用發展提供了基底。近年來網際

網路的發展有兩項值得注意的趨勢，包

括雲端運算和數量快速成長的行動設備 

( 行動運算 )。因此，內容與資訊逐漸地

集中在全球大型的資料中心 ( 雲端 )。同

時，隨著資通訊技術 (ICT，包括計算與

儲存設備、無線與行動通訊等 ) 快速發

展，不只使用者透過網路可獲得的雲端

服務、內容和資訊，以指數成長率迅速

累積；為數眾多的行動網路使用者通過

行動設備，從網路服務存取越來越多的

內容，所消費和產生的內容數量也大量

增加。

行動使用者從資料中心 ( 雲端 ) 推播

與取用他們有興趣的內容，已經成為今

日網際網路主要的流量來源。根據最近

市場報告預測，2014 年底行動雲端應用

將會創造 200 億美元的年收入。因此，

在雲端與行動運算網際網路架構模型

中，雲端運算模型與行動運算模型帶來

了全新的內容傳遞服務。而它也改變了

今日網際網路的架構模型：在雲端與行

動網路架構，內容主要就在行動使用者

支援雲端與行動網路的內容傳遞網路技術 

雲端散播事件與資料的挑戰

 何建明 

 研究員

和資料中心之間進出。

儘管今日網路的成功，在雲端與行動

網路模型中有一些內容傳遞技術的挑戰

逐漸浮現。例如，服務的佈署得比主從

架構或是 P2P 架構更複雜，方能支持

大規模的隨選視訊 (VoD) 串流，或是架

構在多個供應商之上的內容服務系統。

傳統的內容傳遞網路在以有線與主從架

構為主的網路運作良好；但是，當雲端

運算與行動運算成為網路環境主流時，

還能夠適用嗎？在雲端與行動運算網路

中，當內容傳遞網路正在將運算結果和

內容傳回給行動使用者時，行動使用者

也正在透過廣布的連結點，使用雲端的

計算與儲存服務。因此，行動使用者經

由網路存取服務將不受地點、行動性與

設備性能等限制。而服務提供者的成功

與成長關鍵，不僅在於提供計算、儲存、

和傳遞內容與資訊等功能，更得具備延

展性、安全性和高效率。

這項研究的目標在於研究關於雲端與

行動網際網路的下世代內容傳遞網路的

基礎挑戰。將探討以下問題：1) 如何在

資料中心之間的異質網路傳遞內容？ 2) 

內容傳遞網路供應者如何分配雲端與邊

緣端運算，以符合服務層級協定 (SLA)

並節省頻寬成本？以及 3) 服務層級協定

(SLA) 與雲端和邊緣端的設定頻寬的關

係為何 ?

此外，在行動傳遞網路中如何提供一

個兼具延展性與成本效益的機制以加速

行動網際網路環境中的內容傳播，也是

一個重要且有趣的議題。由於傳統內容

傳遞網路的架構模型未將使用者的行動

性列入計算，因而將無法強化行動網際

網路中的一些特徵。例如在行動內容傳

遞網路中的資料管理議題，包括內容的

推播與取用等。因此，將著手研究結合

異質資源的行動內容網路架構設計，包

括妥善整合運用異類資源（包括雲端與

邊緣端的運算能力），以處理爆炸性成

長的行動使用者人口所需的高效率內容

傳遞網路。

雲端散播事件與資料的挑戰 

大型資料集的分析、視覺化與散播已

經成為巨量資料運算的主要挑戰之一，

這也被視為科學發現與資料探勘中重要

的計算典範。彈性化與自動化供給和調

度頻寬，是內容傳遞網路服務的主要訴

求。傳統的內容傳遞網路服務提供者必

須透過精密的規劃來佈署一個長期網路

架構，以因應使用者需求的尖峰頻寬。

在離峰期間，此龐大資產的投資效率相

當低落。相對地，在雲端運算中服務堆

疊設計原則，頻寬使用率可以適應性調

整，以交付每位使用者的服務層級協定。

舉例而言，Netflex（隨選網路串流媒體

供應商），於 2010 年遷移它的串流基礎

架構至 Amazon EC2 雲端運算平台。雲

端運算的彈性化資源管理系統，可藉由

主動適應匹配使用者需求，而顯著地提

升其資源使用率。

現今的雲端平台能利用新型硬體與網

路技術的優勢，來駕馭龐大的計算能力、

通訊頻寬與儲存資源，因應資料中心的

需求。然而，因應未來運算需求所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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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體設備投資可能導致資源的浪費。幸

運地，隨著快速發展的 ICT 與邊緣端運

算能力，為雲端服務提供者指引了改善

系統效能與節能、並降低成本的新方向。

本文使用”邊緣端運算”表示非集中式

系統，包括點對點運算與網格運算等。

在邊緣端運算中，資訊被切為片段，透

過分散式網路，複製在邊緣端伺服器，

因而從資料中心卸載內容、應用和計算

能力到靠近使用者的邊緣端伺服器。

邊緣端運算的異質性與複雜性，導致

它難以與雲端平台整合，也不容易組成

一個服務架構。例如，如何在雲端 ( 伺

服器、雲端 ) 與邊緣端 ( 終端伺服器、使

用者資源 ) 之間動態調動頻寬。更具體

地說，當使用端同意提供的頻寬的總額

不足以支持預期需求，則伺服器端應釋

出更多頻寬以符合服務層級協定。相反

地，當使用端同意提供充足頻寬，則伺

服器端即可減少它的頻寬。

雲端運算是近年來在資訊科學領域的

一項重要的創新。它在商業、科學與社

會上創造了革命性突破。同時，行動運

算不但使得人們更方便存取網路，也改

變了他們的行為。利用雲端運算，公司

組織可以發展全球規模的分散式應用，

並減低其 IT 投資成本。其興趣在於探討

在分散式雲端之間的管理與散播事件與

資料的基礎問題，並設計系統架構與演

算法。之前的研究包括互聯雲環境的即

時關鍵性事件傳播、從伺服器經由信任

網路管道散播大檔案給一組同儕節點、

應用在社群網路具有延展性與高效率的

行動現狀資訊服務、以及從單一來源端

廣播大量資料到一組端點的巨量資料廣

播問題等。進一步介紹如下。

災害早期預警系統是互聯雲的即時

關鍵性事件傳播服務的典型例子。假設

每一個國家都擁有存放災害早期預警系

統的災害警報雲，而這些災害警報雲都

連接至網際網路。災害警報雲通常是由

國家的氣象局所建置。災害早期預警系

統則可監測影響許多國家的大型災害，

如地震、颶風與海嘯等。透過這樣的系

統，由許多感測器所蒐集的災害量測資

料，將集合到災害警報雲，供給災害監

測人員參考。然而，如果監測到災害可

能導致其他國家的損害，預警通知應該

要快速地透過雲端傳播到其他國家，以

期使災害損失最小化。另外一個例子，

是金融運算服務或是社群網路服務，例

如 SalesForce, Facebook 與 Twitter。這些

服務往往佈建或租用分布在廣泛地理空

間的多個資料中心 ( 雲端 )。當使用者向

朋友更新他 / 她的近況，這個更新的近

況應該要能快速地反映給他 / 她的朋友，

而他 / 她的朋友很有可能由其他雲端提

供服務。這些商業 / 社群網路服務需要

有效率的方式在地理分散式雲端之間散

播這些更新的事件，以維持使用者經驗

的品質。因此，如何在地理分散式資料

中心間分享與散播資訊，是在分散式雲

端運算環境中提供具時間敏感性服務的

關鍵議題。

從伺服器到對端群間藉由可信任網路

管道來散播檔案是安全的分散式應用的

重要環節。儘管資料完整性與安全性的

問題已經有許多相關的研究，這個問題

卻鮮少在文獻中出現，。

在行動設備上，社群網路應用越來越

受歡迎。行動現狀資訊服務在社群網路

Plume 互聯雲網路示意圖。( 圖一 )。

PresenceCloud 示意圖 ( 圖二 )。

( 文轉至第 13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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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閃記憶體延長壽命之挑戰

張原豪

副研究員

快閃記憶體 ( 圖一 )。

近
年來隨著行動裝置的快速發展，

耐摔且低價的快閃記憶體 (flash 

memory) 已成為各種行動裝置及嵌入式

系統上資料儲存的主流媒體。日常生活

中我們所使用的電子產品經常搭載各種

不同型式的快閃記憶體裝置，如隨身碟、

SD 卡、eMMC 卡、固態硬碟等。然而為

了因應行動設備對儲存裝置容量需求大

幅提升的情況下，快閃記憶體也走向高

密度低單價的發展趨勢。然而這樣的市

場發展也讓快閃記憶體在使用壽命上遭

受到極大的挑戰。         
一個快閃記憶體是由多個區塊 (block)

所組成，每個區塊是由固定個數的頁面

(page) 所組成 ( 如圖一 )。每一個頁面可

區分為一個資料區 (data area) 及一個額外

區 (spare area)，資料區用來存放一般使

用者資料而額外區用來存放管理相關的

資訊。資料存取是以一個頁面為單位，

但是由於快閃記憶體的特殊結構，每個

頁面只能被寫入一次，在其所屬的區塊

被抹除之前是不能重複寫入資料的，為

提升管理效率，我們通常會把資料更新

到空白的頁面，等快閃記憶體中沒有足

夠的空白頁面時，再把存放過期資料的

頁面空間回收。但由於製程密度的提高，

每個區塊可以被抹除的次數也快速下

降，造成嚴重的壽命問題。

為了延長快閃記憶體的使用壽命，最

長被拿來使用的技術就是平均抹除 (wear 

leveling) 技術，也就是對每個區塊做抹除

的次數能夠平均分佈。如圖二的四個子

圖都是顯示在經過一樣的資料讀寫動作

後的結果。如圖二 (a) 所示，假設每個區

塊可以被抹除五千次，系統裏的區塊總

共有 100 個；我們可以發現若是更新的

資料都寫回原來的區塊，則少數存放經

常更新資料的區塊，很快就會被寫壞。

因此在同時考慮壽命及區塊空間回收效

率的條件下，動態平均抹除技術 (dynamic 

wear leveling – DWL) 則是一個常被使用

的技術。動態平均抹除是將更新的資料

寫到空白頁面且在回收空間時，盡量尋

找有效資料最少的區塊來抹除。但是這

麼一來，存放經常更新資料的區塊仍會

輪流被抹除，但存放不常更新資料的區

塊仍然很少被抹除如圖二 (b))。

為了解決這樣的議題，直覺的方法是

平均對每個區塊進行抹除的動作，也就

是靜態平均抹除技術 (static wear level - 

SWL)，但是因為不同資料有不同的更新

頻率，使得區塊在被選來做抹除時，裏

頭仍有一些頁面存放最新資料 ( 或稱做

有效資料 )；因此在當平均區塊抹除策略

把區塊抹除的動作平均分佈到所有的區

塊時 ( 如圖二 (d))，必須經常把存放不常

更新且是有效資料的區塊拿來抹除，這

樣反而會需要在抹除區塊之前做很多有

效資料的複製，造成區塊抹除動作無法

有效回收存放過期資料的頁面空間，因

此反而會無謂的增加許多區塊的抹除次

數。

由此可知，動態平均抹除 ( 如圖二

(b)) 雖可提升快閃記體的壽命並且最小

化抹除區塊時所需複製有效資料的額外

成本，但是卻也無法讓存放不常更新資

料的區塊能有效的用來存放資料並且分

擔其他區塊的抹除次數。相對的，一味

地進行靜態平均抹除 ( 如圖二 (d)) 則會

讓每個區塊被抹除的次數無謂的增加許

多。事實上，不論何種方法的目的都是

在避免任何一個區塊提早超過它的抹除

次數限制，因此重點不在讓每個區塊是

否有得到一樣的抹除次數，而靜態平均

抹除方法忽略了這個最重要的因素，導

致太過於積極地讓每個區塊得到一樣的

抹除次數，而動態平均抹除策略則忽略

了如何讓存放不常更新資料的區塊能有

效的被拿來存放經常更新資料進而能自

然而然的獲得更多的抹除次數。

基於以上的觀察，一個簡單有效的

想法是「如何結合動態平均抹除及靜態

平均抹除策略」來避免任何一個區塊提



創意發想

平均抹除 ( 圖二 )。

早超過它的抹除次數限制並且不要太早

或太過積極地讓每個區塊都有一樣的抹

除次數，因為提升快閃記憶體的壽命只

要能不讓任何一個區塊被提早寫壞就行

了，至於怎麼有效的結合動態平均抹除

及靜態平均抹除策略來同時避免額外的

資料複製成本並且避額無謂的增加區塊

被抹除的次數就能避免任何一個區塊被

寫壞 ( 達成圖二 (c) 的目標 )，就是一個

有趣的研究的議題了，有待大家一起來

研究。

支援雲端與行動網路的內容傳遞網路技術

( 文轉自第 11 頁 )

( 文轉至第 5 頁 )

應用中是不可或缺的機制，因為它能維

持每位行動使用者的現狀資訊，例如上

線 / 下線狀態、GPS 地點與網路位址、

也不斷地為使用者更新線上朋友們的資

訊。如果現狀資訊更新頻繁，現狀資訊

伺服器所需散布的龐大訊息量，可能導

致行動現狀資訊服務系統擴充不易。

巨量資料運算是 ICT 產業中一個新的

關鍵挑戰。工程師與研究者正在雲端運

算環境面對千兆位元組 (petabyte) 規模的

資料集。因此，迫切需要建置服務堆疊

以散佈、管理與處理大量的資料集合的

需求。令人感興趣的是，要在最小化最

大完工時間的目標下，將大量資料從單

一來源端廣播到一組端點的巨量資料廣

播問題。這些端點可能位於相同的資料

中心，或是位於地理分散式中心間。這

是分散式運算的基礎問題之一，是 NP-
hard 問題。

先前研究的貢獻

就所知目前為最早投入研究這個時間

關鍵性事件散播服務問題的團隊。設計

了 Plume [1]，一個通用型分散式互聯雲

的疊層架構。主要的研究問題如下：在

大規模分散式雲端環境，如何將事件快

速送達每朵雲，以改善互聯雲的互通性，

包括運算政策更新、訊息分享與事件通

知等。雲端服務供應者 ( 諸如 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 (S3), Microsoft 
Azure Service Platform 與 Google App 
Engine）往往廣建資料中心，以服務龐

大數量、分散世界各地的使用者。Plume

將這些分散式雲端資料中心組織成為

quorum 環狀疊層，進而縮短事件散播延

遲時間為一常數。實驗結果顯示 Plume

相較於分散式雜湊表疊層 (DHT-based 
overlay) 方法顯著地改進了效率，而相較

於全網狀 (fully-meshed) 方法則有更佳的

延展性。

關於有安全條件限制的分散式應用，

研究了信任網路的結構為有根結點的完

滿二元樹中的檔案散播問題。提出了

OOFD 演算法 [2] 以進行散播排程，以疊

代方式將檔案從持有複本的節點，傳送

到該節點在二元樹的其中一個後代。證

明了在同質網路中，OOFD 是達成散播

檔案到所有節點的時間最小化的最佳演

算法。

針對行動社群網路應用，設計了一

個兼具延展性和高效率的伺服器網路

架構，稱為 PresenceCloud [3]，能夠支

持大規模社群網路應用的行動現狀資訊

服務。當一個行動使用者加入網路，

PresenceCloud 將會搜尋他 / 她的朋友群

的現狀資訊，並通知朋友群他 / 她的出

現。PresenceCloud 組織了現狀資訊伺服

器成為一個以 quorum 為基礎、伺服器對

伺服器的架構，以高效率搜尋現狀資訊。

它採用導向搜尋演算法和單點跳躍快取

策略，以縮短搜尋延遲。就搜尋成本與

搜尋滿意度兩方面來分析 PresenceCloud

效能。搜尋成本定義為當一個使用者

出現時，現狀資訊伺服器所產生的訊

息總量；搜尋滿意度定義為搜索此位

使用者的朋友清單的搜尋時間。分析

PresenceCloud 並建構了模擬器來衡量其

效能。實驗結果顯示 PresenceCloud 可以

達成相當高的搜尋滿意度和搜尋效能。

關於巨量資料廣播問題，探討了資料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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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求解決問題的快樂，向前的動力 ”

副研究員  楊得年

中
研院資訊所無論在國際上或在國內

皆是聲名卓越，能加入資訊所的研

究團隊，是十分難得的機會。主要大約

可歸納為四點：(1) 相較於國內其他大學

的教授需要準備課程內容與提供學生輔

導，資訊所讓我能將心力專注於研究上，

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研究環境；(2) 資訊所

提供的軟硬體支援十分充足；(3) 提供許

多和其他學校教授及重量級國際人士交

流合作的機會；(4) 提供相關配套措施如

研發替代役和國際學程等；這些皆是資

訊所的優勢與我選擇本所的主要原因。          

重點研究為何 , 為何定睛此研究領

域？  

研究領域主要包含兩個子領域：(1) 社
群網路與行動資料管理，包含社群影響

力傳播分析、社群圖查詢處理等；(2) 多
媒體網路，針對這個領域，我們的研究

方向包含了群播路由、網路資源優化、

網路編碼等。

社群網路與行動資料管理這個子領

域，近年來我們著眼於社群網路中之圖

查詢處理技術。因此社群影響力分析部

分，我們發展了以目的端導向之社群影

響力最大化技術，並探討社群時空群組

查詢，以在各種不同應用下求得最佳之

因何因緣進入中研院 , 並選擇本研

究單位 ?

社群群組。其中隱私保護部分，我們發

現社群網路之一個新興的攻擊方式，稱

為連結攻擊，並發展一個有效之演算法

以對大規模社群網路進行隱私保護。

多媒體網路這個子價域，近年來我們

的研究成果包括多視角 3D 視訊之行動網

路最佳資源分配、軟體定義網路之可擴

充以及可靠群播路由、以及配合網路編

碼之群播路由等。研究過程運用多種數

學工具，包括近似演算法、離散最佳化、

線性與非性數學規劃與最佳化、賽局理

論、隨機程序等，成果發表於國際著名會

議與期刊，包括 VLDB、KDD、ICDM、

C I K M、 I N F O C O M、 I C N P、M M、

CHI、TKDE、TMC、TMM、TWC、

TPDS、以及 TVT 等。此外，研究成果亦

被 美 國 MIT Technology Review 與 ACM 
TechNews 專文報導，並獲得 IEEE ICME

最佳學生論文獎、IEEE GLOBECOM 最

佳論文獎提名、ACM SIGGRAPH Asia 新

興技術獎、ACM CHI 最佳論文獎提名等。  

於 2015 年獲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並

經各媒體批露，寫出一套演算法，透過

200 人的實驗，發現透過這套工具 , 加友

成功率可增加 20% 到 30%。這套技術不

止交友，用途相當廣泛。例如留學生想找

國外指導教授，如何找到對的人寫推薦

信 ; 教授想要找到企業家資助研究計畫，

如何找到牽線人 ; 業務人員也可透過這技

術，發揮最大行銷效果。

對未來想從事該領域資訊研究的學

莘有何建議 

首先，我認為要有強烈的動機。這個

動機可以是追求解決問題的快樂、希望研

究的內容可以造福人類或是其他任何能

讓自己努力向前的動力。有了動機，研究

就不再是枯燥乏味的唸書、讀論文、想題

目和提出解法，而是一連串自我挑戰與自

我超越的過程，讓自己能在強烈動機的推

動下，主動迎向挑戰，並享受這段過程。

另外，我認為是要有不屈不撓毅力。在

學術研究的路上，面對一個未知的問題，

常常會讓人感到孤單；也可能嘗試許多方

法後，還是無法解決這個問題。這時候，

如果放棄了，就等於失去了突破自我極

限的機會。而毅力能讓我們在別人都放

棄時還能繼續向前，讓我們在不斷的嘗

試中更加接近成功。最後，我建議的是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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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在許多情況下，雖然有了豐碩的成

果，但還是會因為缺乏謹慎而功虧一簣。

謹慎無關乎聰明才智，而可視為是動機

和毅力的延伸。有了動機，希望自己的

成果能完美無瑕地呈現在世人面前，因

此會謹慎地檢視所有過程和成果；有了

毅力，才能始終如一地對所有過程和結

果多次檢查，避免粗心所犯的錯誤。因

此，我認為上述這三者不僅是在資訊領

域上，而是在各種研究領域或是各種事

情上皆建議具備的特質。

對個人自我未來的期許

對未來，我期許自己能與更多國際學

者合作，透過與不同實驗室的交流，來

學習國外一流實驗室的運作方式。我亦

期許能發表更多高影響力的研究，並更

加積極參與國際學術服務。另一方面，

許多高影響力的研究多是透過不同領域

的結合，是故我也希望能多參與跨領域

研究，透過我對資訊領域的了解，與不

同領域進行結合。然而，不同領域之間

的結合常需要密集的溝通與對不同領域

深入的了解，在這方面我會持續增進與

各個領域研究學者的接觸，並尋找合作

的機會。

未來資訊所及資訊研究的願景

美 國 軟 體 業 獨 步 全 球， 擁 有 諸 如

Google、Facebook、Microsoft 等 世 界 級

的軟體大公司，而亦有許多新創軟體公

司藉由獨到的軟體創意而獲利，這代表

在美國軟體已較硬體更具有競爭力。資

訊所亦是針對軟體相關的領域進行創新

研究，與國際和國內頂尖研究單位或業

界合作，這代表我們的方向是正確的。

對於資訊所的願景，希望在所內各位長

官的領導之下，與所內同仁的努力之下，

在學術上、與產業合作上與教育上都能

有卓越表現，壯大資訊所的成果，使資

訊所在臺灣與國際上皆能為第一流的研

究單位。

楊得年教授與研究團隊 4G mobile computing 

討論會，與會同仁於 IIS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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