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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提出一種以派翠西網路( petri - net) 作為分析多媒體延邊與細分
部份不易模擬的改善處理方式。此種方式，可輔助作鳥快速計算出多媒體
派翠西網路的可達樹及可達矩陣。有鑑於同一多媒體派翠西網路不同的初
始值會造成不同的可達樹及可達矩陣，研究中提出一種和初婚值無關的運

算方法。文中並在可達矩陣處運用判斷網路品質的複雜度計算去式，供系
統架構者做為評估網路的品質。而本研究提供之處理模型亦可作鳥多媒體
系統與工具軟體在使用派車西網路作分析時，結合個體導向觀念做設計的

支援技術之一。

關鍵字:東單西網路 (Petl而 nets) , P-T 衰 ， T-P 衰，多蟬體 (Multi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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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般常用的流翠西網路架構和基本符號如圖一所示 [4][5][7] 0 本研究亦採用之，但

此四種符號的內涵定義用途如表一所示。表一所使用的名詞乃引用個體導向技術中的
名詞以及 OPNets[l][8] 的觀念，以支援在本研究中提出的Bottom- Up 個體導向式多媒
體軟體分析與發展整體架構，作為系統發展方法中的一部份。圖一的 (a) 代表位置，表

示由接收 transition 傳來的 data buffer 或 message buff缸，圖一的(b)轉換是細分的點，
亦代表個體導向技術中的個體或者是個體內的方法。圖一的 (c) 代表有向弧，在本文中

表示傳遞的訊息或者是資料流。圖一的 (d) 代表權杖，代表系統模擬的狀況。

C

•

三三F

圖一派曲網路基本符號

衰一、在 Petri Nets 與 OPNets 符號所代表的賣聲(請參考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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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源翠西網路基本工作定義為:訊息經由Arc 傳遞到 Pla田中儲存，等待 Transi

tion 上的條件滿足後，訊息經由 Transition 處理過後，傳遞下一個訊息或資料到下一個

Place

0

[4][5] 一般分析的方式不考慮節點間的延遲，但是建構多媒體派翠網路時，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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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與媒體問處理經常需要同步、延遲或異步等不同方式處理，所以節點間的延遲將成

為系統重要的參數。傳統的流翠西網路輔助的工具有可達樹及可達矩陣[1 ][4][呵，本研

究將可達樹及可達矩陣擴充成為 P-T 表、 T-P 表、 T-T 表、 P-P 表，可輔助電腦快速計
算不同初始值的可達樹及可達矩陣。最後將可達樹用一簡單的複雜度公式計算，所得
的結果可以輔助觀察網路的品質。作為交談式多媒體系統的初始值設定參考。

貳、派翠西網路之可達樹及可達矩陣
假設已知的典型多媒體以派翠西網路分析之表示結果如圖一 (a) ，其可達樹的關係

圖分別如圖二 (a) 與 (b) 及表二與表三(其中 w= ∞) ，此種表示方式有以下幾項問題值
得探討。

一、不同的初始值會造成不同的可達樹或可達矩陣
例如:圖二 (b) 及 (c) 針對相同的網路結構，卻有兩種不岡的可達樹結果 o 因此，
不同的網路初始值可能會影響網路本身的工作狀態轉移。在不同的初始值中，可能有

些初始值會造成死結或無限迴圈，而系統設計者必須先經由重新計算可達樹後才可能

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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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二、圖二 (b) 初始值揖 (1 ， 0 ， 1 ， 0) 之可達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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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三、圖二 .(c) 初蛤值第 (0 ， 0 ， 0 ， 1) 之可達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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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考慮節點間的延遲
在實際作多媒體系統塑模分析時，延遲的問題實際上是存在的。例如:以 Place 做

細分時，延遲將發生在 Place 上;以 Transition 為細分時，延遲將發生在 Transition 上
。即使以狀態轉移圖也不易表示在同時間的 Place Enable 或 Transition Enable

'所發

生的不同狀況。多媒體系統可能牽涉到不同系統闊的同步、中斷、和執行指令的時間
差異，所以同一個系統軟體也可能會因為不同的系統環境而影響到執行的結果。

三、系統運作時對於不同的初始值會有不同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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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設計並不能考慮所有狀況，或許某些狀況僅需更改部份初始值便可達到更改
系統目的，但可達樹卻需要重新繪製。(可達矩陣可以解決這部份的問題，但是無法

考慮延遲問題)。

這些缺點使得多媒體服翠西網路在系統模擬時，並不能真實反應系統狀況。使用
本文所建立的表格後，這些缺點可望改善。

鑫、 P-T 表、 T-P 表、 T-T 表、
P-P 表製作技術
P-T(place state to transition

state) 及 T-P(transition

state to

pla臼 state) 表主要的特

性可考慮所有狀態，故與網路初始值無關。 P-T 及 T-P 表的製作方式相近，使用 P-T 表

可將現在的 Place 狀態推演到下一個 Transition

Enable

的狀態。

(凹，P2) = {(0，0) ，(0， 1) ， (1 ， 1) ，(1 ，的}是指在 Place 上所需 Transition Enable 的最低條件。所
有製表時，皆不考慮 pla臼間時間延遲的狀態，將所有延遲當作零:有 Enable 時填入 1
;沒有時則填 o

0

(請參考表四的 P-T 轉換實例表)

T-P 表則較特殊，是由現在 Transition 觸發的狀態導出下一個 Pla白的狀態，可由
下列表示式做說明請參考表五. )

以(t1，泣，t3)n = (0， 1 ，0) 時為例，

則 (P1 ，凹，肘，P4)n+l =(0， 1 ， 1 ，0)+(凹，凹，凹，P4) n-I(T2) n
其中， n 表示現在狀況， n+1 表示下一狀態。在上式的 I(T n) 請參考表六，其他的
表示法之通式請參考下列表示式:
I(T1 ，芯，...Tn)

= I(T1) U I(T2) U

...1仰)

只再需依照圖三的處理流程，充分運用上述的表格，即可快速將不同的初始值，

製作可達樹。其處理流程如圖三，演算方式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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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P-T 轉換實例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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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T-P 轉換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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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六、 Transition 的輸入與 Place 闢係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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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先決定網路初始值。

2. 查 P-T 表決定下一狀態中的 Transition 的 Enable 狀況。

3. 若查到的(t1，t2，t3)n + 1 有兩個以上的Transition

Transition

enable

'則進行分支;若僅一個

enable 則直接進行下一步驟。

4. 由上步驟查到的(t1，t2，t3)n + 1 做為 T-P 表的輸入，求得 (P1 ，眩，肘，P4)n+ 1

0

5. 記錯該狀態，重複步驟 2.

在有重複的 (P1 ，凹，肘，P4)n+1 出現時，即結束。

可達矩陣
一=r一一

圖三

可達樹及可達矩陣處理清程

依照上述步驟，即可產生可達樹。由 P-T 表和 T-P 表可以推導出 P(n)-P(n + 1) 表及
T(n)-T(n+l) 表，如表四與表五。透過這些表格同樣可以導出可達樹及可達矩陣。但是
推導出可達樹及可達矩陣卻無法如圖四的時序圖可清楚表示時間延遲圖。

衰七、 T-T 袁寶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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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用以 Transition 細分的技術，所以主要延遲將發生在 Transition 上。如以
圖五為例，當 Token 傳遞到細分的 Transition 上時，會進入副程序中執行，或者可以使

用延遲來代表，當延遲發生時，可能其他的 Transition 正好在 Wait 或 Enable 。所以，

Transition 上的狀況可歸納為四種， process 、 wait 、 enable 和 disable 0 透過上述的四
額表格可以很快的導出時序圖實例，如圖四所示。該圖中的 3 個 transitíon 分別有不同

的延遲， t1 (w)=2 、 t2(w)=

1 、 t3(w)=2 '其中的數字表示延遲的時間(單位可自定)

。觸發的先後依序為t1、 t2 、 t3 。在時序圖上:

1. 0 表示 transition 在 wait 狀態 O
立 1 表示正在處理中 o

3.0 → 1 表示 enable 。

4.

1 → O 表示 disable

0

具有延遲特性的網路處理特點為:

1.在 wait 狀態下的 transítion 可接受輸入 token

0

立在 process 狀態下的 transition 可接受輸入 token 。

3. 在 enable 狀態下，將輸入的 token 移入 transition 中。
4. 在 dis~ble 狀態下，將處理過後的 token 釋出。
得出時序圖的步驟如下:
1.將網路初始值輸入網路中。

2. 並由 P-T 表中查出下一時間決定那些 transition

enable

。

3. 將 enable transitíon 在時序圖中標示。

4. 將 enable transitíon 的輸入端移走 o

5. 重複步驟 2. '但處理中若有 transition

dísable '則將 token 移出至 transition 的輸出端

。

依據上述步驟即可得出具有多媒體特性中延遲效果的圖四媒體時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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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複雜度分析
可達樹的複雜度一般可用的複雜度計算公式如下:

cs=

[6]

(M祖-CD)

(M缸一 Min)

M且== (n 2 -n)C

Min == (n 2 -n)
其中 'M缸代表網路中節點可能的最長連接總和， Min 表示網路節點連接的最小

連接和 'C 代表節點數。運用此一公式計算如下:以圖五為例，其可達樹如圖六所示
。因此，可達樹複雜度計算過程為:

1.已知
n==9( 節點數)
C==9( 節點數)

CD == 514
Z 複雜度計算

(M缸-CD)

2

一

(n - n)C-CD

一

(9 2 - 9)9 - 514

cs 一一=

(M缸- Min)

(n

2

-

2

n)C 一 (n - n)

2

(9 -9)9 一 (9 2 - 9)

0.233

如果只計算出複雜度並不能直接和不同網路比較，因為影響網路的複雜度有更

多的因素，例如:細分的程度、簡化網路的程度、網路初始值、狀態的多寡等。所
以單是計算整體的複雜度對於系統架構者的幫助並不大，以下是以配合不同的狀態

與路徑來進一步說明網路複雜度的意義。
由圖七與圖 j丸，再分別畫出圖五互動式多媒體的答對與答錯的可達樹，由計算

複雜度的公式可得複雜度分別為 0.3875 (答對時)和 0.6250 (答錯時)。這些數字
可以明顯看出對於答錯者在本系統內會得到一個較複雜的網路，複雜度計算僅能輔

助系統架構者評估不同路徑或不同初始值所造成網路相對複雜的程度，對於其數值

並沒有絕對的意義。例如復雜度 0.6250 (答錯時)並不能說成是複雜度。.3875
(答對時)的兩倍。這個數值本身僅可代表當時網路連接的複雜性，不可以用量化

的觀念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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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本模式之應用與發展
由圖九很容易了解本研究所提出的處理方式，在整個系統發展過程中的關係位置

。本研究提出的方法僅是完整系統中的一部份，將來是提供一種以Bottom-Up 發展
。。系統方法中的一個環節，而這些表格所得的數值，將可作為與個體導向技術結合時
的重要關鍵參考資料。

傳統程式設計師撰寫程式語言，通常為 Function oriented[2][3] 。若是系統一開始

便使用 Object oriented 分析設計，系統就先以 Object 為考量，但是一般系統若是物件
不明顯，或者處理的程式不知道分給哪一個 0吋ect 時，

Function

oriented 這時就有存

在的價值。況且一般顯而易見的是 Instan白，並不是 Cl部s '因此若是直接建立 Cl值3

libr缸Y' 可能有困難。如果能結合 Function oriented 和 Object oriented 的優點，先期

使用 Function oriented 找出 Instanc后，再由 Instan臼「自動」連結成 Class

library

，系

統發展者將會在不知不覺中已經使用到 Object oriented 的優點了。
派翠西網路對於動態行為描述的能力很強，但發展時缺乏物件化的觀念，不容易

得到個體導向的再使用、資料封裝、繼承、同名異式等優點。若結合個體導向的軟體

發展方法與派翠西網路描述系統的特性，這將會在軟體工程上有很大的效益[1 ][8] 。本

研究提出的 Buttom-Up 的方法將有助於實現此一目標。

圖丸轉換 petri nets 成篇 class library 的自動化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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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結論與建議
流翠西網路對於動態性網路的模擬能力是受肯定的。但是和個體導向技術或者細
分技術結合時，網路的延遲、不同的初始值等，都影響到系統建模的工作，本論文針
對考慮網路延遲和不同初始值提出建議 o 其重點如下:

1.定義 Object-oriented 和 Petri nets 之間的對應關係。
Z 定義 P-T 表、 T-P 表、 P-P 表、 T-T 表。
3. 快速輔助製作可達樹即可達矩陣。

4. 提供複雜度計算公式。
在未來研究方向可專注於源翠西網路與個體導向技術的充分結合，使得整個Bot
tom-Up 的發展方法能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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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 a Process-model for
Multimedia Petri -nets in Delaying and
Multi -Iayer Simulation
C. Y. Dai

、 D.C.Rau 、 C. W. Chiou 、 s. W.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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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 is paper provides a method to improve the weakness of multimedia Petri nets in

both the delay of system

pro臼ss

and multi-layer simulation. The paper also presents

an assistant method which quicldy calculates the reachable tree and reachable matrix of
the multimedia Petri nets. Although there are

di缸'erent

reachable trees and reachable

matrixs in the same multimedia Petri nets, the method. is independent of the initial
value. A formula is used to evaluate the Petri nets

∞mplexity

states. The proposed process model can assist in developing
phase by Petri nets to 0.0. Programming.

Keyword: Petri nets, P-T table, T-P table, Multimedia

for various of initial

a 可stem

from analys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