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章第十章TCPTCP協定協定

課前指引
TCP與UPD協定的運作行為不同，UDP是未經過與對方的連線，便直接將資料傳
送出去，傳送過程也不經過與對方確認是否收到；反之，TCP是一個完整的協
定，也就是會經過『建立連線』、『資料傳輸』與最後的『關閉連線』三個
階段。所以本章除了介紹TCP的獨有特性，以及三個階段之外，也會針對TCP
如何能達到資料的可靠性--『確認』(Acknowledge)與『重送』(Retransmiss
ion)，以及流量控制的傳輸機制--『滑動視窗』(Sliding Window)進行探討

章節大綱

備註：可依進度點選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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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摘要整理



1010--1 TCP1 TCP簡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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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P的全名為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屬於『傳輸
層』的一種協定，也是屬於『端點對端點』(End-to-End)的
傳輸協定，亦稱為『主機對主機』(Host-to-Host)或『程序
對程序』(Process-to-Process)的傳輸協定

換言之，在TCP的兩端主機，可透過彼此的溝通，確保資料在
傳輸中的正確性，以及傳輸速率的控制，這些動作只是兩端
的主機之間溝通即可，完全無關於中間所經過的任何結點(例
如router或switch)

也就是說，兩端主機彼此說好就好，不用與中間任何結點協
商或更動任何設定，如圖10-1(a)的實體網路，對照圖10-
1(b)的網路分層，可以清楚看出Host A與Host D在傳輸層的
溝通是高於中間任何結點，也就是為什麼傳輸層的通訊協定
，無關於其他結點的原因

TCP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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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輸層的『End-to-End』示意圖

圖10-1 傳輸層的『End-to-End』示意圖

8

如同UDP協定一樣，TCP也是透過『IP位址』與『TCP Port』
形成一個『Socket』，透過此Socket與對方的Socket形成一
個『Socket Pair』進行通訊，也就是一條的『連線』( one 
connection )，如圖10-2

傳輸層的連線(connection)

圖10-2 傳輸層的連線( connec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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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圖10-2中，必須特別注意的是，UDP與TCP相同都是透過『
Socket Pair』構成一條連線

但是在UDP的一條連線內部是屬於『半雙工』(half-duplex)
，所以圖中在連線內顯示出兩條單箭頭線條來表示

而TCP的一條連線卻是可以達到『全雙工』的功能，所以圖中
在連線內顯示出兩條雙箭頭線條來表示(full-duplex)

『半雙工』(half-duplex)是指兩邊可以雙向傳輸，但是在同
一時間僅能有一方傳輸

『全雙工』(full-duplex)不僅是兩邊可以雙向傳輸，而且在
同一時間，雙方可同時傳輸，至於TCP如何能達到『全雙工』
，本章後續將會介紹

1010--2 TCP2 TCP的特性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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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P的特性剛好與IP與UDP的特性完全相反

因為IP與UDP是以效率為主要訴求，而TCP則是以正確性為主
要訴求，以下將介紹TCP的五項特性

連線導向的(Connection Oriented)傳輸協定

同步傳輸(Synchronous Transmission)

可靠的(Reliable)傳輸協定

較無效率的(Inefficient)傳輸協定

流量控制(Flow Control)

TCP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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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連線導向的』(Connection Oriented)傳輸協定，是指
在封包傳送之前，必須先經過與對方建立連線之動作，當建
立連線成功後，才能開始傳送資料給對方，等資料傳送完畢
後，在關閉連線的一種傳輸方式

例如平時我們生活中所使用的電話，若是要與對方通話之前
，必須先達成連線後，才能彼此進行通話，此屬於『連線導
向』(Connection Oriented)的傳輸協定

連線導向的(Connection Oriented)傳輸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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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是以圖10-3的範例來說明，當兩部主機位於一個區域網路
內，由ClientA(192.168.100.1)透過瀏覽器，與ServerB進行
HTTP的通訊(http://192.168.100.2)，如圖可以很清楚看出
，在Transport層是屬於Host-to-Host的通訊協定

由模型看TCP

圖10-3 區域網路內的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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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透過圖10-4來探討兩部主機之間的連
線狀態，ClientA與ServerB是透過HTTP
協定，因此是屬於TCP傳輸方式，而TCP
會先進行

第一階段的『建立連線』(establish 
connection)，也就是所謂的『三向
交握』(Three-way handshake)，至
於『三向交握』在本章後續將會詳細
介紹

第二階段為『資料傳輸』階段

最後是『關閉連線』(close 
connection)階段

如此才算是一個完整的TCP三階段，不過
『關閉連線』階段並非必要，所以有些
協定實作上，並沒有此階段

由階段看TCP

圖10-4 TCP的三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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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從封包的內容來看，如圖10-5所示是 TCP封包的三階段

No.1與No.2是先透過ARP協定的交換MAC Address

圖中所標示的三個區間，即是TCP的三個階段

No.3-No.5是『建立連線』階段

No.6-No.11是『資料傳輸』階段

No.12-No.14則是『關閉連線』階段

由封包看TCP

圖10-5 TCP封包的三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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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同步傳輸』，是指『傳送端』在傳送出封包後，會等
待『接受端』的『確認』(Acknowledge)回應，再傳送下一個
封包，而不是直接將封包不斷地傳送出去。TCP傳輸協定就是
利用同步傳輸來達到彼此的協議，包括確認封包的正確性，
以及傳輸速率的控制

同步傳輸(Synchronous Trans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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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TCP協定是屬於『同步傳輸』的一種協定，也是屬於雙向
資料傳輸協定，會等待對方確認是否已正確收到

所以TCP封包在網路的轉送的過程，不會因為某些因素而造成
封包遺失而不知，縱使封包遺失未到達目的地，或是封包被
毀損，來源端都會重新傳送一次該封包

因此TCP協定是一種『可靠的傳輸協定』，也是一個複雜的傳
輸協定

可靠的(Reliable)傳輸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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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TCP協定是屬於『連線導向』、『同步通訊』及『可靠的
』協定

也就多出了很多封包傳輸前的連線動作，與傳輸中多了等待
對方的『確認』(Acknowledge)回應

因此在傳輸的整體過程中會較沒有效率，但卻能保證將TCP封
包正確無誤地傳達對方

較無效率的(Inefficient)傳輸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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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路無遠弗界、不分國度，每一個使用者電腦的軟、硬
體設備有可能都不一樣，當通訊的雙方設備等級差異性太大
時，傳輸過程中，很容易造成處理速度較慢的接受方，因為
來不及處理瞬間傳入的資料，而造成資料遺失，並要求另一
方重新傳送一次，無形中已造成網路的沉重負擔

TCP具有流量控制功能，協調彼此雙方都能接受的傳送速度，
避免掉因為大量封包湧入，造成主機無法處理的情形下丟棄
(discard)封包，又要求來源端主機重新傳送一次的情形

流量控制(Flow Control)

1010--3 TCP3 TCP傳輸機制的可靠性與流量控制傳輸機制的可靠性與流量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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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節所描述TCP的四項特性，已將傳輸層中的TCP協定，概
括性地介紹，以下將更深入探討TCP利用何種機制來達成這些
特性

確保TCP可靠性的『確認』與『重送』(Acknowledge and 
Retransmission)

控制流量的『滑動視窗』(Sliding Window)與『視窗大小
』(Window Size)

達到TCP的可靠性與流量控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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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P是一個可靠的傳輸協定，顧名思義，就是要將所傳送的資料送達目的
地，且資料本身是正確無誤，所以在資料傳送出去之後，必須由接受端
確認無誤後，回應給傳送端，才能達到TCP的可靠性。將傳送的過程

根據圖10-6，描述正確無誤的封包到達目的，以及正確的回應情形如下

Step 1.端點主機A傳送資料(封包1)給端點主機B，並設定一個『計時
器』(timer)開始計時，並等待B的確認封包回應

Step 2.端點主機B接受到『封包1』時，驗證資料正確無誤後，隨即
送出一個『確認』的封包
『確認1』給A，告訴A已正
確收到『封包1』

Step 3.當端點主機A在
『固定時間』內，收到B所
回應的『確認1』封包後，
便繼續傳送下一個『封包2』
，並重複Step1～Step3

確保TCP可靠性的『確認』與『重送』

圖10-6 TCP的『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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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圖10-6中的TCP傳送協定，是將封包傳送出去後，等待對方
的正確回應後，再繼續傳送後續的封包，此種機制稱之為『
停止與等待』(Stop-and-Wait)

Stop-and-Wait

圖10-6 TCP的『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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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要設定一個『計時器』(timer)呢？

一般而言，當一個封包，從來源端送達目的端，再由目的端
回應回來，這樣去、回的時間，稱之為資料在網路上的『延
遲時間』(Round Trip Time, 簡稱RTT)，通常就稱為一個RTT

傳送端如何判斷所傳送出去的封包遺失，就是透過此計時器
，只要該封包送出去後，超過一個『固定時間』，未收到對
方的確認封包，稱之為『逾時』(timeout)，則會被判定成該
封包遺失，傳送端就會重新送一次該封包，此機制也稱之為
『重送』(Retransmission)

而此『固定時間』必定要大於一個RTT，否則所有封包皆會被
誤認為『逾時』(timeout)，而被重送一次

計時器(timer)與逾時(time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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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7呈現的，是因為『逾時』
(timeout)，產生重送的三種不同情形

當終端主機A送出去的『封包1』，
在傳送的過程當中遺失，而造成『
逾時』( timeout )發生，所以A重
送『封包1』

當終端主機A送出去的『封包2』，
正確無誤到達終端主機B，但『確
認2』的封包在回應的過程中遺失
，而造成『逾時』( timeout )發
生，所以A重送『封包2』

當終端主機A送出去的『封包3』正
確無誤到達終端主機B，但『確認3
』的封包雖然回應A，但因為在傳
送過程中延遲到達，而造成『逾時
』( timeout )發生，所以A重送『
封包3』

逾時後的重送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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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所述是一個一個封包送達對方後，對方給予一個一個的確認封包，
以確保該封包是正確無誤到達；不過這樣一個封包送出，再等確認封包
回應，再傳送下一個封包的方式，會造成彼此雙方耗費太多時間在『等
待』(wait)

為解決此問題，可以採用一次傳送多個封包方式，例如在理想狀態下，
如圖10-8中所示，一次送出三個封包，編號分別為1、2與3；當編號1回
應後，即送出封包編號4，當編號2回應後，即送出封包編號5，當編號3
回應後，即送出封包編號6，如此才能提升傳送效率

控制流量的『滑動視窗』與『視窗大小』

圖10-8 一次傳送多個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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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P對資料的處理方式，是以Byte為一個最小的基本單位

傳送端若要透過TCP傳輸資料之前，必須先進行編碼成一個一
個位元組(byte)，這些位元組所組成的集合，則稱為『位元
組串流』(Byte Stream)

TCP會將所產生的『位元組串流』放入一個暫存區，稱之為『
輸出緩衝區』(Output Buffer)，再由此『輸出緩衝區』將資
料傳送出去

但是，並非一個一個位元組為單位傳送，而是以『區段』
(segment)為單位，一個『區段』(segment)可以承載非常多
的位元組，而所承載的位元組個數，即稱為資料長度(data 
length)

相對地，在接收端也會有一的『輸入緩衝區』(Input 
Buffer)來承接進入的資料，再將此緩衝區的資料往上層傳送

TCP的位元組串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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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滑動視窗』(sliding window)呢？

請參考圖10-9所示，在傳送端會從『輸入緩衝區』(Input Buffer)將封
包傳送出去，至於一次能送出多少封包，則是透過一個『滑動視窗』的
機制，視窗開啟的大小稱為『視窗大小』(window size)

圖中所示，也就是說，傳送端一次可以送出三個封包，標示為1、2與3，
當接受端收到1與2時，會
傳送確認封包給接受端，
並將『接受視窗』
(receive window )往右移
動兩格。在接受端收到
1與2的確認封包後，亦會
將『傳送視窗』
(send window)往右移動
兩格，並將標示為4與5的
封包傳送出去

滑動視窗

圖10-9 『滑動視窗』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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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圖10-9『滑動視窗』示意圖，可以將『傳送視窗』(Send Window)與
『接受視窗』(Receive Window)兩者，整理出位於該視窗內的封包，可
能代表的幾種意義，整理如下：

『傳送視窗』(Send Window)

可傳送的封包

已傳送出去，但尚未收到
確認的封包；也就是說，正
在等待對方回應確認的封包

可接受確認的封包

『接受視窗』(Receive Window)

尚未到達的封包

已送達的封包，但是位
於滑動視窗範圍內，在
此封包的前面，尚有
未到達的封包

可接受的封包
圖10-9 『滑動視窗』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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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傳送端的『傳送視窗』(send window)及『接受視窗』
(receive window)，『視窗大小』(window size)皆設定為3
時，並且在封包傳送出去後，依序到達目的地，確認封包也
都正確回應

範例1：理想狀態，封包皆依序到達目的地，且無遺
失確認封包

圖10-10 『滑動視窗』 - 理想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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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10-10所示，HostA一次將編號1、2與3的封包送出，當HostB依序收
到此三個封包後，也會依序回應該封包的確認訊息給HostA，並將『接受
視窗』( receive window )陸續往右邊移動，等待後續的封包到達。

當HostA也陸續收到HostB的確認封包後，也會將『傳送視窗』( send 
window ) 陸續往右邊移動，再陸續送出編號為4、5與6的封包

圖10-10 『滑動視窗』 - 理想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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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傳送端的『傳送視窗』(send window)及『接受視窗』(receive 
window)，『視窗大小』(window size)皆設定為5時，並且在封包傳送出
去後，封包未能依序到達目的地，但確認封包皆能正確回應

如圖10-11所示，倘若HostA將封包編號1、2、3、4與5，依序陸續送出，
但以4、2、3、5與1的順序到達HostB時，『滑動視窗』的運作情形說明
如下

範例2：不理想狀態，封包未能依序到達目的地，且
無遺失確認封包

圖10-11 『滑動視窗』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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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傳送端』送出編號1、2、3、4與5

圖10-12 『滑動視窗』運作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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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當『接受端』收到編號1的封包後，隨即回應確認封包，並將『接受視
窗』(receive window)往右移動一格『傳送端』收到編號1的確認封包
後，將『傳送視窗』
(send window)往
右移動一格，同時
送出編號6的封包

圖10-12 『滑動視窗』運作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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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當『接受端』收到編號5的封包時，由於在編號5的前面尚有編號2、3與4
的封包尚未到達，所以只會先將編號5註記已到達，暫時不會移動『接受
視窗』

圖10-12 『滑動視窗』運作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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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當『接受端』再收到編號3的封包時，由於前面還有編號2的封包尚未到
達，所以只會先將編號3註記已到達，暫時不會移動『接受視窗』

圖10-12 『滑動視窗』運作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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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當『接受端』再收到編號2的封包時，會將連續的2與3回應給接收端，並
將『接受視窗』(receive window)往右移動二格。當『傳送端』收到2與
3的確認封包，會將並
將『傳送視窗』
(send window)往
右移動二格，並送出
編號為7與8的封包

圖10-12 『滑動視窗』運作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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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當『接受端』再收到編號4的封包時，會將連續的4與5回應給接收端，並
將『接受視窗』(receive window)往右移動二格。當『傳送端』收到4與
5的確認封包，會將並
將『傳送視窗』
(send window)往右
移動二格，並送出編
號為9與10的封包

圖10-12 『滑動視窗』運作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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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圖10-12重新繪成圖10-13，可以很清楚看到，傳送端一次送出五個封
包後，接受端收到封包，回應確認封包的『滑動視窗』情形，亦可和圖
10-12對照比較

圖10-13 『滑動視窗』 - 未能依序到達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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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傳送端的『傳送視窗』(send window)及『接受視窗』
(receive window)，『視窗大小』(window size)皆設定為5
時，並且在封包傳送出去後，未依序到達目的地，且確認封
包遺失的情形

範例3：不理想狀態，封包未能依序到達目的地，且
有遺失確認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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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10-14所示，當傳送端一次送出五個封包，編號1與2依序到達接受端
之後，接受端也依序回應傳送端，只是編號1與2的確認封包無法正確到
達傳送端，此時接受端無法得知是否到達，只會將『接受視窗』
(receive window)往右移動兩格，等待後續的封包到達

續…

圖10-14 『滑動視窗』 - 遺失確認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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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編號3的封包到達接收端，編號3的確認封包也正確回應傳送端時，雖
然傳送端未能收到編號1與2的確認封包，但會認為編號3之前的封包，都
已正確無誤到達傳送端

換言之，確認封包具有『累積性』，只要確認封包回應給傳送端時，該
編號之前的所有封包會被認為皆已正確到達接收端

圖10-14 『滑動視窗』 - 遺失確認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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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述中曾提及過，確認訊息具有『累積性』，也就是回應
確認訊息編號若為N，表示編號N之前的所有資料皆已到達(也
就是編號1 ～ N-1)，但這將會產生另一個問題，倘若編號N
之前有幾個封包遲遲未到達目的地，屆時有可能造成『逾時
』 (Timeout)，而原本已到達的封包，傳送端A仍會重送一次
，而造成無謂的流量

續…

選擇性確認(Selective Acknowledgement, 簡稱
S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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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圖10-15而言，傳送端A將編號1及2在傳送中遺失，編號3、4及5則順利
送達接受端B，此時接受端B若遲遲不會應3、4及5的確認訊息，一旦『逾
時』後，會造成編號1～5都會重新傳送一次，造成無謂的流量。所以TCP
提供另一種解決方式，稱之為『選擇性確認』(Selective 
Acknowledgement, 簡稱SACK)，也就是在前面仍有未到達的封包時，僅
就已到達封包編號進行確認動作，所以SACK並不具有『累積性』的確認

續…

圖10-15 選擇性確認 ( Selective Acknowledge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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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訊息ACK的『累積性』並不會與『選擇性確認』SACK衝突，也就是兩
者可以同時存在，只是SACK的機制並不是預設，必須在彼此建立連線時
，透過彼此協商是否允許SACK機制，如果彼此都接受SACK的機制後，會
將SACK的相關訊息，利用TCP封包中的Options紀錄，可參考後續TCP封包
格式中的Options欄位介紹

圖10-15 選擇性確認 ( Selective Acknowledgement )

1010--44『『建立連線建立連線』』階段的階段的『『三向交握三向交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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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TCP是一個連線導向( connection oriented )的傳輸協定，所以在
彼此傳送資料前會經過一個連線『交握』( handshaking )的動作，也就
是先透過此交握的動作，彼此達到協商以及交換資訊的目的，而此動作
稱之為『三向交握』( Three Way Handshake )

顧名思義，『三向』交握 ，就是透過主動要求連線的『客戶端』( Host 
A)，與被動要求連線的『伺服端』( Host B)，經過三次封包交換達成連
線協議，包括以下三個基本步驟，並參考圖10-16所示

A→B：SYN1
B→A：SYN2 + ACK1
A→B：ACK2

續…

三向交握

圖10-16 『三向交握』(Three Way Handshake)基本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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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B：SYN1
A送出同步封包(SYN1)

2. B→A：SYN2 + ACK1
B送出同步封包(SYN2)，並利用ACK1回應步驟1的同步封包(SYN1)

3. A→B：ACK2
A利用ACK2回應步驟2的同步封包(SYN2)

續…詳細說明如後

三向交握

圖10-16 『三向交握』(Three Way Handshake)基本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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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t A主動提出與Host B的連線請求，A將發送出以下幾個基本資訊給B

1) 連接埠(Port)：包括來源主機與目的主機的『連接埠號』(port 
number)

2) 序號(Sequence Number)：此處的序號是由主機A隨機所選擇的一個初
始序號SEQ1，目的是要和主機B達到同步作用。在實作上，有些作業
系統對此序號的初始值，也會選擇由0開始

3) 確認號碼(Acknowledge Number)：因為此TCP封包是第一個發送，所
以沒有確認號碼，因此會暫時填入0來表示

4) 同步訊息(Synchronize)的旗標位元：在TCP封包中的flags( 6 bits)
，會有一個Synchronize的同步位元，將會被設定成為1，用以代表此
TCP封包是送出SYN的資訊，如圖10-17

5) 可接受的視窗大小(Window Size)：可接受的視窗是設定A自己的『接
收視窗』大小，也就是告訴對方B，主機A同時能接受封包的多寡，藉
由此『接收視窗』大小來控制流量

三向交握：(1)A→B：SYN1

圖10-17 TCP封包中的Flags( 6 bits) – SYN

50

當Host B被動收到Host A的連線請求後，B將回應以下幾個基本資訊給A

1) 連接埠(Port)：包括來源主機與目的主機的『連接埠號』(port number)

2) 序號(Sequence Number)：此處的序號是由主機B隨機所選擇的一個初始序號
SEQ2，目的是要和主機A達到同步作用。在實作上，有些作業系統對此序號的
初始值，也會選擇由0開始

3) 確認號碼(Acknowledge Number)：此處的確認號碼，是回應主機A的同步訊息
SYN1，也就是將前一階段中的『初始序號』SEQ1加上1；也就是說，主機B期
待下次收到A→B的TCP封包序號為此號碼SEQ1 + 1

4) 同步訊息(Synchronize)與確認訊息(Acknowledgment) 的旗標位元：在TCP封
包中的flags(6 bits)，會有一個Synchronize的同步位元，將會被設定成為1
，以及一個acknowledgment的確認位元，也會被設定成為1，用以代表此TCP
封包是送出SYN+ACK的資訊，如圖10-18

5) 可接受的視窗大小(Window Size)：可接受的視窗是設定B自己的『接收視窗
』大小，也就是告訴對方A，主機B同時能接受封包的多寡，藉由此『接收視
窗』大小來控制流量

三向交握：(2)B→A：SYN2 + ACK1

圖10-18 TCP封包中的Flags( 6 bits) – SYN + 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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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連接埠(Port)：包括來源主機與目的主機的『連接埠號』(port 
number)

2) 序號(Sequence Number)：在第一階段中，A→B所給的初始號SEQ1，
在第二階段B→A所回應的ACK1為SEQ1+1，也就是期待在第三階段A→B
所給的序號為SEQ1+1，因此序號所填入的當然就是SEQ1+1

3) 確認號碼(Acknowledge Number)：此處的確認號碼，是回應主機B的
同步訊息SYN2，也就是將前一階段中的『初始序號』SEQ2加上1；也
就是說，主機A期待下次收到B→A的TCP封包序號為此號碼SEQ2 + 1

4) 確認訊息(Acknowledgment)的旗標位元：在TCP封包中的flags( 6 
bits)，會有一個acknowledgment的確認位元，會被設定成為1，用
以代表此TCP封包是送出ACK的資訊，如圖10-19

5) 可接受的視窗大小(Window Size)：可接受的視窗是設定A自己的『
接收視窗』大小，也就是告訴對方B，主機A同時能接受封包的多寡
，藉由此『接收視窗』大小來控制流量

三向交握：(3)A→B：ACK2

圖10-19 TCP封包中的Flags( 6 bits) – 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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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再輔以圖10-20和圖10-21來舉例說明

Host A主動提出連線請求，送出同步訊息SYN1，並以SEQ1=X為初始序
號，此時的ACK並未使用，所以暫以0填入

Host B被動要求連線，所以在收到Host A的連線請求的同不訊息SYN1
後，會以SYN2+ACK1回應，並給定一個初始序號SEQ2=Y，並針對Host A
送來的SEQ1=X，回應ACK1=X+1的確認訊息

Host A再針對Host B回應確認訊息ACK2，針對SEQ2=Y，回應ACK2=Y+1
，完成完整的『三向交握』

圖10-20 『三向交握』序號與確認值的改變 圖10-21 『三向交握』範例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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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向交握』(Three Way Handshake)三步驟，不論第一
(SYN1)或第二(SYN2+ACK1)的訊息封包遺失，都會直接造成連
線的失敗

唯有在第三(ACK2)步驟的確認封包，最有可能會被遺失而不
被察覺

換言之，縱使第三步驟(ACK2)沒有被完整的完成，此連線所
需要的同步資訊SYN1與SYN2都已經在前兩步驟完成交換動作

因此，無論第三步驟是否完成，此連線已經可以由A→B的傳
輸，唯有B→A尚無法正常傳輸，不過，當Host B收到第一次
由A→B的資料傳輸後，表示連線已完成，就是取代第三步驟

所以Host A在送出最後階段的ACK2後，不必經過對方再確認
，就馬上開始傳送資料給Host B

54

A→B會有一個初始序號可以用來彼此同步使用

B→A也會有一個初始序號

所以會有兩對的SYN-ACK訊息

如圖10-22所示，因為具有SYN1-ACK1與SYN2-ACK2，所以在一
條TCP的識別(來源IP位址 + 來源連接埠號 + 目的IP位址 + 
目的連接埠號) 連線中，可以達到雙向同時傳輸，也就是所
謂的『全雙工傳輸』(Full--Duplex Transmission)

相較之下，UDP在同一時間，只能單一方向的傳輸，所以僅是
『半雙工傳輸』(Half-Duplex Transmission)

TCP的全雙工傳輸

圖10-22 TCP的全雙工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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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TCP完成『三向交握』(Three Way Handshake)之後

其實每一個序號，都意味著，這次的資料中，第一個位元組
的編號

而下次發送的序號，將會是『此次序號 + 資料長度』

所以對方的確認訊息也將會是『此次序號 + 資料長度』

意謂著，期待下次收到的序號為『此次序號 + 資料長度』

TCP的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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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TCP資料傳輸是以『位元組串流』(Byte Stream)方式進行，所以每
一個位元組都會有一個編號

而TCP的傳輸資料的單位為『區段』(Segment)，每一個『區段』可以承
載多個位元組，但該『區段』僅會以第一個位元組的編號表示

圖10-23(a) 表示A→B，也就是由主機A分段傳送資料給B

第一段封包長度100 bytes，所以『區段』(Segment)用SEQ1=1來表示

第二段為150 bytes，所以『區段』(Segment)用SEQ1=101(也就是
1+100)來表示

第三段為150 bytes，所以『區段』(Segment)用SEQ1=251(也就是
101+150)來表示

圖10-23 TCP的序號與資料長度 (a) A→B的序號與資料長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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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地，圖10-23 (b) 表示A←B，也就是由主機B分段傳送資料給A

第一段封包長度為200 bytes，所以『區段』(Segment)用SEQ2=1來表
示

第二段為300 bytes，所以『區段』(Segment)用SEQ2=201(也就是
1+200)來表示

第三段為400 bytes，所以『區段』(Segment)用SEQ2=501(也就是
201+300)來表示

圖10-23 TCP的序號與資料長度 (b) A←B的序號與資料長度

58圖10-24 TCP資料傳輸情形

以整體的A ←→ B雙向傳輸的情形說明，如圖10-24用圓形編號的1～3是
TCP建立連線的『三向交握』(Three-Way Handshake)，彼此也透過此交
握動作換得初始序號，彼此為SEQ1=1且SEQ2=1

編號4～9則為彼此資料交換的情形
，說明如下

續…



59圖10-24 TCP資料傳輸情形

(4)：SEQ1=1、LEN1=100，至於ACK2=1是告訴B，我(主機A)下次期待收到的序
號SEQ2，會是1

(6)：SEQ1=101、LEN1=150，至於ACK2=201是告訴B，我(主機A)下次期待收
到的序號SEQ2，會是201，也就是1+200

(8)：SEQ1=251、LEN1=200，
至於ACK2=501是告訴B，
我(主機A)下次期待收到的
序號SEQ2，會是501，
也就是201+300

A→B，由A傳送出去的資料

60圖10-24 TCP資料傳輸情形

(5)：SEQ2=1、LEN2=200，至於ACK2=101是告訴A，我(主機A)下次期待收到
的序號SEQ1，會是101，也就是1+100

(7)：SEQ2=201、LEN2=300，至於ACK2=251是告訴A，我(主機A)下次期待收
到的序號SEQ1，會是251，也就是101+150

(9)：SEQ2=501、LEN2=400，
至於ACK2=451是告訴A，我
(主機A)下次期待收到的
序號SEQ1，會是451，
也就是251+200

A←B，由B傳送出去的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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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介紹TCP的『建立連線』(establish connection)與『關閉連線』
(close connection)狀態圖之前，必須先簡單說明狀態圖的一些基本元
件，包括以下兩項：

狀態(state)，通常是使用『長方形』來表示，用來表示該主機在當
時的狀況為何

轉移(transition)，通常是使用一條『有向線』來表示，用來連接兩
個狀態，表示從一個狀態轉換成另一個狀態。轉移又可分為兩種

一種為『無觸發式轉移』(trigger-less transition)，也就是當狀
態一結束後，自動轉換到下一個狀態

另一種為『觸發式轉移』(trigger transition)，也就是當一個『事
件』(event)發生時，會觸發一個『動作』( action )的執行，該『
動作』執行結束後，便會將狀態轉換到下一個狀態

表示方式如圖10-25 ，由一條『有向線』以及『事件 / 動作』所組成

狀態圖

圖10-25 『轉移』的表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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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P連線狀態圖中，共有五種不同的『狀態』(state)，分別
說明如下：

『CLOSED』(已關閉連線)，表示該主機的連線呈現關閉中

『LISTEN』(聆聽中)，表示該主機的『服務』已準備好，等待接受外
界的連線請求

『SYN RECEIVED』(已接受到同步訊息SYN)，表示已接收到對方的SYN
訊息

『SYN SENT』(已傳送出同步訊息SYN)，表示已送出SYN訊息

『ESTABLISHED』(已建立連線)，表示已完成雙方連線的建立

TCP連線狀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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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P的『建立連線』方式，依據IETF的標準文件rfc793中所描述的情形(
可參考IETF的官方資料 http://www.rfc-editor.org/rfc/rfc793.txt)
，可分為以下四種不同狀況

Basic 3-Way Handshake for Connection Synchronization

Simultaneous Connection Synchronization

Recovery from Old Duplicate SYN

Half-Open Connection Discovery

以下僅針對第一個最基本的『建立連線』方式(Basic 3-Way Handshake 
for Connection Synchronization)進行說明

圖10-26 (a)為TCP基本『建立連線』的狀態圖，以中間虛線分隔左、右
兩邊來進行說明

左方代表TCP B(Server端)的狀態圖

右方代表TCP A(Client 端)的狀態圖

同時參考圖10-26(b)的範例對照，說明如下

TCP之『建立連線』狀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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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26 基本之『三向交握』同步連線
(a) 基本的連線狀態圖

(0)雙方皆處於『CLOSED』狀態

(1)[Server端]
當Server端發生『passive OPEN』的事件後，便會進行『create TCB』
的動作，並進入『LISTEN』的狀態。因為在Server端啟動『服務』
(service)，並使用TCP協定時，是屬於被動的角色，所以在Server端對
TCP的開啟，稱之為『passive OPEN』，隨即便會在系統中，建立一個
『傳輸控制區塊』(Transmission 
Control Block,簡稱TCB)
，用來儲存Server端有關TCP
的所有資訊。也由於Server端必須
先進入『LISTEN』狀態才能接受
Client端的連線請求

66
圖10-26 基本之『三向交握』同步連線
(a) 基本的連線狀態圖

(2)[Client端]
當Client發生『active OPEN』事件後，即進行『create TCB and SYN』
的動作，並進入『SYN SENT』的狀態。因為在Client端使用TCP協定時，
是屬於主動的角色，所以在Client端對TCP的開啟，稱之為『active 
OPEN』，隨即便會在系統中，建立一個『傳輸控制區塊』(Transmission 
Control Block, 簡稱TCB)，用來儲存Client端有關TCP的所有資訊，同
時也送出SYN同步訊息給Server端，
也就是進行『三向交握』的第一個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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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erver端]
當Server發生『receive SYN』事件後，即進行『send SYN, ACK』的動
作。換言之，當Server端收到Client端傳送過來同步訊息SYN時，便會傳
送SYN與ACK給Client端，也就是進行『三向交握』的第二個動作

圖10-26 基本之『三向交握』同步連線
(a) 基本的連線狀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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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lient端]
當Client發生『receive SYN, ACK』事件後，即進行『send ACK』的動
作。換言之，當Client端收到Server端回應的確認訊息ACK與同步訊息
SYN時，便會回應一個確認訊息ACK給Server端，也就是進行『三向交握
』的第三個動作，並進入『ESTABLISHED』狀態

圖10-26 基本之『三向交握』同步連線
(a) 基本的連線狀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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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Server端]
當Server發生『receive ACK of SYN』事件後，不做任何動作，直接進
入『ESTABLISHED』狀態。換言之，就是在收到Client端回應的確認訊息
ACK後，不執行任何動作，直接進入『ESTABLISHED』狀態

圖10-26 基本之『三向交握』同步連線
(a) 基本的連線狀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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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26 基本之『三向交握』同步連線
(a) 基本的連線狀態圖

圖10-26 基本之『三向交握』同步連線
(b) 連線之基本動作表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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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另一個角度來看『建立連線』與TCP
的三個階段，圖10-26 (b)中的(2)、
(3)、(4)與(5)可對應到圖10-27 中的
(A)、(B)、(C)與(D)，其中的(D)已進
入『資料傳輸』的第一次接觸

圖10-27 TCP的三階段

圖10-26 基本之『三向交握』同步連線
(b) 連線之基本動作表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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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P的『關閉連線』方式，依據IETF的標準文件rfc793中所描述的情形(
可參考IETF的官方資料(http://www.rfc-editor.org/rfc/rfc793.txt)
，可分為以下二種不同狀況

Normal Close Sequence

Simultaneous Close Sequence

以下僅針對第一個最基本的『關閉連線』方式(Normal Close Sequence)
進行說明

圖10-28 (a)為TCP基本『關閉連線』的狀態圖，分別以實線與虛線來代
表TCP A與TCP B的轉移，此處的TCP A與TCP B並不特別標示Client或
Server，是因為兩方皆可以主動提出『關閉連線』的請求

同時參考圖10-28 (b)的範例對照，說明如下

TCP之『關閉連線』狀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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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28 正常關閉連線 ( Normal Close Sequence )
(a) 正常『關閉連線』之狀態圖

1) 雙方皆已處於『ESTABLISHED』狀態。

2) 分為以下兩部份

(2-1) [TCP A]

當A端發生『CLOSE』的事件後，便會進行『send FIN』的動作，並進入『FIN 
WAIT-1』的狀態。換言之，就是在A端的程式要準備關閉連線時，會主動送出完
成的訊息FIN給對方，並進入『FIN WAIT-1』的狀態。

(2-2) [TCP B]

當B端發生『receive FIN』的事件後，
便會進行『send ACK』的動作，並進入
『CLOSE WAIT』的狀態。換言之，
就是B端接受到A端送來
的完成訊息FIN時，會
送出確認訊息ACK給對
方，並進入『CLOSE WAIT』
的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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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CP A]
當A端發生『receive ACK of FIN』事件後，便直接進入『FIN WAIT-2』
的狀態。換言之，就是收到B端回應的確認訊息ACK之後，不執行任何動
作，便直接進入『FIN WAIT-2』的狀態

圖10-28 正常關閉連線 ( Normal Close Sequence )
(a) 正常『關閉連線』之狀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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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28 正常關閉連線 ( Normal Close Sequence )
(a) 正常『關閉連線』之狀態圖

4) 分為以下兩部份

(4-1) [TCP B]
當B端發生『CLOSE』的事件後，便會進行『send FIN』的動作，並進入『LAST 
ACK』的狀態。換言之，就是在B端的程式要準備關閉連線時，會主動送出完成的
訊息FIN給對方，並進入『LAST ACK』的狀態。

(4-2) [TCP A]
當A端發生『receive FIN』的事件後
，便會進行『send ACK』的動作，並
進入『TIME WAIT』的狀態。換言之，
就是A端接受到B端送來的完成訊息FIN時
，會送出確認訊息ACK給對方，並進
入『TIME WAIT』的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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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CP B]
當B端發生『receive ACK of FIN』事件後，便直接進入『CLOSED』的狀
態。換言之，就是收到A端回應的確認訊息ACK之後，不執行任何動作，
便直接進入『CLOSED』的狀態

圖10-28 正常關閉連線 ( Normal Close Sequence )
(a) 正常『關閉連線』之狀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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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28 正常關閉連線 ( Normal Close Sequence )
(a) 正常『關閉連線』之狀態圖

6) [TCP A]
當A端發生[Timeout=2MSL]事件後，便會執行[delete TCB]的動作，並進
入[CLOSED]的狀態。換言之，就是A端等待2MSL(Max Segment Lifetime, 
簡稱MSL)的時間過後，便將系統在『建立連線』階段所建立的TCB刪除，
並進入[CLOSED]的狀態。MSL是指封包在網路傳輸中，能存活的最長時間
，所以此處等待2倍的MSL，即可確保舊的連線封包，不會殘留在網中，
而干擾到新的連線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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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28 正常關閉連線 ( Normal Close Sequence )
(a) 正常『關閉連線』之狀態圖

圖10-28 正常關閉連線 ( Normal Close Sequence )
(b) 關閉連線之基本動作表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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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另一個角度來看『關閉連線』與TCP
的三個階段，圖10-28 (b)中的(2)、
(3)、(4)與(5)可對應到圖10-27 中的
(W)、(X)、(Y)與(Z)，其中的(d)已進
入資料傳輸的第一次接觸

圖10-27 TCP的三階段

圖10-28 正常關閉連線 ( Normal Close Sequence )
(b) 關閉連線之基本動作表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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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P建立連線與關閉連線的完整狀態圖

圖10-29 完整的TCP『建立連線』與『關閉連線』之狀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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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的幾個節次中已介紹TCP的一些基本運作方式，本節次
所又介紹就是TCP的基本格式，如圖10-30，並說明如下

TCP的封包格式

圖10-30 TCP封包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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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Port(16 bits)，來源埠號

長度為16 bits，用來記錄來源主機的埠號；也就是，來源端TCP上層的應用
程式，所佔用的TCP埠號

Destination Port(16 bits)，目的埠號

長度為16 bits，用來記錄目的主機的埠號；也就是，目的端TCP上層的應用
程式，所佔用的TCP埠號

Sequence Number(32 bits)，序號

長度為32 bits，序號，也就是為了達到彼此雙方同步的一個號碼，也就是前
面介紹中所提到的SEQ1與SEQ2的號碼，也代表著『位元組串流』(Byte 
Stream)中的編號

圖10-30 TCP封包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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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knowledgment Number(32 bits)，確認號碼

長度為32 bits，確認訊息的號碼，此處的號碼會與前面的序號會有
關係，也就是紀錄下一次對方傳送過來的序號號碼，亦或是接受資料
端告知傳送端，在此編號之前的所有『位元組串流』(Byte Stream)
皆已收到

Data offset(4 bits)，資料位移量

此欄位長度為4 bits，此處的Data是指TCP封包所承載的資料，所以
此處所紀錄的是Data從TCP封包最前面開始的位移量。換言之，就是
紀錄TCP Header的
長度

Reserved(6 bits)，
保留

長度為6 bits，
保留位元

圖10-30 TCP封包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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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gs(6 bits)，控制位元旗標

此處最主要有包括以下六個不同功能的位元，只要該位元被設定為1時，
表示此封包內有包括該訊息，反之則沒有
例如前面所述的『三向交握』

第一個封包是SYN，則SYN的位元會被設為1，其他被設為0

第二個封包是SYN+ACK，則SYN與ACK的位元會被設為1，其他被設為0

第三個封包是ACK，則ACK的位元會被設為1，其他被設為0

圖10-30 TCP封包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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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G(Urgent)，緊急

當URG旗標被設成1時，表示此封包為緊急封包，當對方收到此種類型
封包時，將不必經過正常的排隊程序，而是立即處理

例如傳送端送出Ctrl-C的中斷訊息，當此訊息到達目的端後，目的端
將會以最快速度處理此命令

至於所要處理的資料，將會根據Urgent Pointer所指的位置處理，此
部份可參考後續對Urgent Pointer的說明

圖10-30 TCP封包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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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K(Acknowledgement)，確認回應

當ACK被設為1時，表示這個封包代表是一個回應確認的訊
息

圖10-30 TCP封包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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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H(Push)，推送

TCP的傳輸方式是以『位元組串流』(Byte Stream) 方式進行，在傳
輸前會先儲存在一個緩衝區(Buffer)，當緩衝區滿了後，再一次送出
去，可避免傳送的資料量少，而TCP的封裝表頭多，造成無謂的流量

有些特殊情形，雖然緩衝區的資料未填滿，應用程式就要將緩衝區的
資料送出時，就要將PSH設成1，即可將資料馬上送出

例如像Telnet的協定，在使用端，每打一個字元，即使使用者尚未輸
入[ENTER]鍵，就會立即傳送至接收端，就必須將PSH的位元設定為1

圖10-30 TCP封包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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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T(Reset)，重設

通常在彼此雙方發生不預期的錯誤時，會由發生錯誤的一方設定RST
為1，告知對方連線已被重設

SYN(Synchronize)，同步

當SYN被設為1時，表示這個封包代表是一個同步的訊息

FIN(Finish)，完成

當傳送端將資料傳送完畢之後，便會送出完成的訊息給對方，此時就
會將FIN設定為1，表示此封包為告知對方已傳送完畢

圖10-30 TCP封包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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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16 bits)，視窗大小

長度為16 bits，此欄位代表『接受視窗』(receive window) 的大小
，也就是用來告知對方，一次可接受的視窗大小

此數值大小的改變可以用來控制對方的流量大小，如果接受端過於忙
碌或無法處理進來的大量封包，則會將此『接受視窗』的值調整變小
，直到能力足以處理為止，不致於將資料摒棄(discard)

反之，則會將此值調整變大，方便對方儘量傳送過來

圖10-30 TCP封包格式



91

Checksum(16 bits)，錯誤檢查碼

長度為16 bits，用來紀錄傳送端針對TCP Header以及TCP
的Pseudo Header，所計算出來的錯誤檢查碼，方便接受
端可以驗證所接受到的資料真確性(Integrity)

此處的計算與檢驗方式與UDP相同

圖10-30 TCP封包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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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gent Pointer(16 bits)，緊急控制指標

長度為16 bits，唯有在控制旗標中的URG被設為1時，此欄位才會有
作用

此處所紀錄的是所要緊急處理的資料指標，也就是從TCP所承載Data
中，從頭開始的位移量

例如Urgent Pointer所紀錄的值為5時，代表TCP所承載Data的前6個
Bytes為緊急要處理的資料，因為TCP所承載的資料是從0開始，所以
是0～5共6 Bytes

圖10-30 TCP封包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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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ons：Options的欄位為變動長度，但必須是8 bits的倍數，否則會利用以下
的Padding來補足。Options會有以下兩種不同的形式來表示

Case 1 : 僅有一個欄位，單一個Octet(等於8 bits)長度的Option-Kind，可
參考表10-1中前兩項

Case 2 : 具有三個欄位，可參考表10-1中後三項，說明如下

Option-Kind：長度為一個Octet(等於8 bits)，紀錄Option的種類代號

Option-Length：長度為一個Octet(等於8 bits)，紀錄這一個Option的長
度，包括Option-Kind、Option-Length以及Option-Data的總長度。因為
在Options下(或稱為Option List)，可以同時具有多個Option，而每一個
Option都會利用
自己的
Option-Length
來紀錄自己的長度

Option-Data：
實際長度的
Option-Data

圖10-30 TCP封包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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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1 Optio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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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of option list

因為Options是一個Option List，也就是說，可以包括數
個Option所組成的表列，所以必須要有一個表示Option 
List的結束符號，Option-Kind = 0，就表示Option List
的終結

End of option list屬於CASE 1，所以沒有Option-
Length和Option-Data

No-Operation

No-Operation屬於CASE 1，所以沒有Option-Length和
Option-Data

此選項通常是用在區隔不同的Options，本身並沒有任何
的操作

96

Maximum Segment Size, 簡稱MSS

MSS(Maximum Segment Size) 就是表示在『傳輸層』中所
能承載的最大區段(segment)的大小

如同在『資料鏈結層』 ( Data Link )的MTU(Maximum 
Transfer Unit)，表示在『資料鏈結層』所能承載『訊框
』(Frame) 的大小一樣意思

MSS屬於CASE 2，所以Option-Kind=2，Option-Length=4 
Octets，Option-Data存放MSS的值。

SACK-Permitted

此選項通常發生在通訊雙方在建立連線時，告知對方，自
己具由SACK的機制，也就是在於『三向交握』中的第一步
驟SYN1或( 和 )第二步驟中的SYN2+ACK1
SACK-Permitted屬於CASE 2，所以Option-Kind=4，
Option-Length=2 Octets，但是沒有Option-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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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CK

只要在Flags中的ACK被設定時，也就是說該封包是回應的
確認封包，才可以選擇要不要配合SACK選項的使用，或不
使用SACK選項，在這兩種情形說明如下：

僅有ACK，沒有SACK：表示回應在ACK序號前的所有編號
皆已收到，也就是所謂ACK的『累積性』

ACK + SACK：表示回應在ACK序號前的所有編號皆已收
到，也就是所謂ACK的『累積性』，但是後續尚有一些
不連續的區塊已送達，並將已送達的區塊，表列於後方
的Option-Data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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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CK

例如在圖10-31中所示，在接受端Host B收到編號為6的封包時，會發
送出ACK=2，告訴對方，在編號2之前的都已收到(不包含2)，並使用
Option選項的SACK來告訴對方，3–3已收到，以及5-6已收到，避免
『逾時』造成傳送端Host A又重送一次3、5和6

圖10-31 SACK的範例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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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P SYN Flooding AttackTCP SYN Flooding Att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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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P的SYN氾濫攻擊法(TCP SYN Flooding Attack)，主要是針對『三向交
握』(Three-Way Handshake) 的弱點進行攻擊，所謂的『三向交握』具
有以下三步驟

1)Client端藉由送出一個SYN的同步訊息給伺服端，並要求連線

2)伺服端在收到Client端的同步訊息，並被要求連線時，便會在佇列
(Queue)中建立一個『TCP連線項目』(TCP Connection Entry)，直到
完成連線後才移除，同時也送出另一個同步訊息SYN，以及回應一個
ACK給Client送來的SYN同步訊息，也就是SYN+ACK

3)Client針對伺服端送來的同步訊息，再回應一個確認ACK，此時連線
才正式完成

但是在第三步驟Client的回應ACK訊息，倘若遲遲無法回應給伺服端，伺
服端將會一直『等待』(wait)，直到『逾時』(timeout)後，才會將佇列
(Queue)中的『TCP連線項目』(TCP Connection Entry)移除

因為每一個伺服器的佇列(Queue)能容納『TCP連線項目』(TCP 
Connection Entry)的個數有線，一旦佇列存滿後，後來的連線將會被丟
棄(discard)

TCP三向交握的弱點



101圖10-32 TCP SYN Flooding Attack的DoS示意圖

首先，先偽造自己的IP Address為其他主機或是不存在的主機IP 
Address，不會使用自己真正的IP Address來要求與伺服器連線，稱為『
偽造IP』(IP Spoofing)

當攻擊者在進行『三向交握』的第一步驟，將同步訊息SYN送達伺服器，
此時伺服器要回應『三向交握』的第二步驟SYN+ACK時，所回應的目的IP 
Address已不是真正的攻擊者，而是被偽裝的IP Address，此時受攻擊者
伺服器將會一直等待(wait)『三向交握』的第三步驟ACK回應，直到逾時
(timeout)，形成『半開啟連線』(half-open connection)

當攻擊者連續發出大量的『半開啟連線』
(half-open connection)，將會迅速地
充爆伺服器的佇列(Queue)，造成伺服器
的網路服務無法正常地工作，此種攻擊
也是『阻斷服務』(Daniel of Service, 
簡稱DoS) 的一種

TCP SYN Flooding Attack

1010--8 8 摘要整理摘要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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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P/IP協定中，在傳輸層提供了兩種不同需求的協定，一為
UDP的簡單協定，一為TCP的複雜協定，兩者各有其不同的功
能與要求

TCP利用『確認』(Acknowledgement)與『重送』
(Retransmission)的兩種機制，來達成資料在透過網路傳輸
真確性(Integrity)和可靠性(Reliability)，並利用『滑動
視窗』(Sliding Window)的機制來完成流量控制

104

在一個最完整的TCP資料傳輸，會經過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利用『三向交握』(Three-Way Handshake)來達
成『建立連線』階段

第二階段的『資料傳輸』階段

最後則是在資料傳送完畢後的『關閉連線』(Close 
Connection)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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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TCP有種種不同的機制，反而造成了一些網路安全上的危
機

像是前面所舉例的TCP SYN Flooding Attack就是『阻斷服務
』(Daniel of Service, 簡稱DoS) 的一種攻擊手法

因此網路安全將是目前被重視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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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討論時間

本章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