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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９２８；在线出版日期：２０１７０９２４．本课题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６１２７２４５９）、国家“八六三”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项目
（２０１３ＡＡ０１３５０１）、教育部新世纪人才计划（ＮＣＥＴ１３０４５０）、通信网络信息传输与分发技术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ＩＴＤＵ１５００４／
ＫＸ１５２６０００１３）资助．乔思祎，男，１９９０年生，博士研究生，中国计算机学会（ＣＣＦ）会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软件定义网络、物联网．Ｅｍａｉｌ：
ｑｓｙ２０１１８１５＠１６３．ｃｏｍ．胡成臣（通信作者），男，１９８１年生，博士，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计算机网络、网络测量和数据中心网络．Ｅｍａｉｌ：
ｈｕｃ＠ｉｅｅｅ．ｏｒｇ．李　昊，男，１９８７年生，博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网络测量、软件定义网络．管晓宏，男，１９５５年生，博士，教授，主要研究
领域为复杂网络优化、计算机信息安全．邹建华，男，１９６４年生，博士，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计算机视觉与模式识别、复杂系统分析．

犗狆犲狀犉犾狅狑交换机流表溢出问题的缓解机制
乔思祎１），２）　胡成臣１）　李　昊１）　管晓宏１）　邹建华１）

１）（西安交通大学智能网络与网络安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西安　７１００４９）
２）（通信网络信息传输与分发技术重点实验室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８１）

摘　要　在新兴的软件定义网络（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Ｄｅｆｉｎｅ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ＳＤＮ）、ＯｐｅｎＦｌｏｗ交换机中，为满足ＯｐｅｎＦｌｏｗ协
议宽匹配域的需求，ＳＤＮ交换设备需要更大的查找表存储容量．当流表溢出时，将导致控制报文数目爆炸性增长、
数据包传输时延增大等危害网络正常运行的后果．然而考虑成本因素，高速查找表容量不可能无限增加．即使单纯
地增加流表容量，并不能使溢出的概率降低为零，且极不经济．本文分析了网络流量的特征，提出了一种流表共享
方法（ＦｌｏｗＴａｂｌｅＳｈａｒｉｎｇ，ＦＴＳ），针对流表溢出现象带来的危害，完善了ＴａｂｌｅＭｉｓｓ处理机制，有效遏制了由于流
表溢出而引发的危害网络正常运行的情况．相比目前的ＴａｂｌｅＭｉｓｓ处理方式，ＦＴＳ对流表溢出情况下控制消息数
量和ＲＴＴ时间的优化都达到两个数量级．此外，该文针对流表扩散方法设计了简单高效的基于ＯｐｅｎＦｌｏｗ组表的
随机路由选择算法，系统结构实施简单，可以方便地降级为现行的通用ＴａｂｌｅＭｉｓｓ处理模式．

关键词　ＯｐｅｎＦｌｏｗ；流表；溢出；ＴａｂｌｅＭｉｓｓ；组表
中图法分类号ＴＰ３９３　　　犇犗犐号１０．１１８９７／ＳＰ．Ｊ．１０１６．２０１８．０２００３

犃犕犲犮犺犪狀犻狊犿狅犳犜犪犿犻狀犵狋犺犲犉犾狅狑犜犪犫犾犲犗狏犲狉犳犾狅狑犻狀犗狆犲狀犉犾狅狑犛狑犻狋犮犺
ＱＩＡＯＳｉＹｉ１），２）　ＨＵＣｈｅｎｇＣｈｅｎ１）　ＬＩＨａｏ１）　ＧＵＡＮＸｉａｏＨｏｎｇ１）　ＺＯＵＪｉａｎＨｕａ１）

１）（犕犻狀犻狊狋狉狔狅犳犈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犓犲狔犔犪犫犳狅狉犐狀狋犲犾犾犻犵犲狀狋犖犲狋狑狅狉犽犪狀犱犖犲狋狑狅狉犽犛犲犮狌狉犻狋狔，犡犻’犪狀犑犻犪狅狋狅狀犵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犡犻’犪狀　７１００４９）
２）（犛犮犻犲狀犮犲犪狀犱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狅狀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犜狉犪狀狊犿犻狊狊犻狅狀犪狀犱犇犻狊狊犲犿犻狀犪狋犻狅狀犻狀犆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犖犲狋狑狅狉犽犔犪犫狅狉犪狋狅狉狔，犛犺犻犼犻犪狕犺狌犪狀犵　０５００８１）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Ｄｅｆｉｎｅ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ｉｓａｎ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ｗｈｉｃｈｄｅｃｏｕｐｌｅｓ
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ｌａｎ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ｄａｔａｐｌａｎｅａｎｄｏｐｅｒａｔｅｓ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ｗｉｔｈ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ｅ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ｆｌｏｗｔａｂｌｅｐｌａｙ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ｏｌｅｉｎａｎＯｐｅｎＦｌｏｗＳｗｉｔｃｈ（ＯＦＳ）ａｎｄｉｓｔｈｅｋｅｙ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ｔ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ｔｈｅＳＤＮ／ＯｐｅｎＦｌｏ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ｗｉｒｅｓｐｅｅ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ｆａｓｔｍｅｍｏｒｙ（ｅ．ｇ．，
ＴＣＡＭ，ＱＤＲ，ＳＲＡＭ）ｉｓｕｔｉｌｉｚｅｄｔｏｆｏｒｍｔｈｅｆｌｏｗｔａｂｌｅ．Ｕｎ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ｅｌｙ，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
ｓｕｃｈｋｉｎｄｏｆｆａｓｔｍｅｍｏｒｉｅｓｉｓｆａｒｂｅｈｉｎｄｔｈｅｈｕｎｇｒｙ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ｏｎｉｔｓｕｓａｇｅ，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ｆｏｒｔｈｅ
ＴＣＡＭ．Ａｓａｒｅｓｕｌｔ，ｔｈｅｆｌｏｗｔａｂｌｅｉｎｓｔａｌｌｅｄｉｎＯＦＳｈａｓｔｒｅｍｅｎｄｏｕｓｒｉｓｋｔｏｂｅｏｖｅｒｆｌｏｗ，ｐｏｓｓｉｂｌｙ
ｌｅａｄｉｎｇｔｏｌａｒｇ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ｏｆＰａｃｋｅｔＩｎ／ＰａｃｋｅｔＯｕｔｍｅｓｓａｇ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ＯＦＳ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ａｎｉｎｃｏｍｉｎｇｐａｃｋｅｔｆｒｏｍａｆｌｏｗｉ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ｉｎｔｈｅ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ｆｌｏｗ
ｅｎｔｒｙｉｎｔｈｅｆｌｏｗｔａｂｌｅ（ｓ）．Ｉｆｎｏｅｎｔｒｙｉｓｍａｔｃｈｅｄｉｎｔｈｅｆｌｏｗｔａｂｌｅ，ａｐａｃｋｅｔｉｎｍｅｓｓａｇｅｑｕｅｒｙｉｎｇ
ｈｏｗｔｏ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ｈｅｐａｃｋｅｔｗｉｌｌｂｅｓｅｎｔｔｏ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ｗｉｔｃｈ．Ｉｆ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ａｃｔｉｖｅ
ｆｌｏｗｓａｌｗａｙｓｔｏｕｃｈｅｓ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ｅｎｔｒ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ｆｌｏｗｔａｂｌｅ，ｔｈｅｔａｂｌｅｍｉｓｓｅｖｅｎｔｓａｒｅ
ｎｏｔａｖｏｉｄａｂｌｅ．Ｓｏｔｈａｔａｔｆｉｒｓｔｗ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ｈｏｗｔｏｍｉ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ｏｖｅｒｈｅａｄｗｈｅｎｏｃｃｕｒｒｉｎｇｔａｂｌｅｍｉｓｓ
ｅｖｅｎｔ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ｏｆｕｎｅｖｅｎｆｌｏｗｔａｂｌ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ｉｄｅａｉｓｔｏ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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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ｐａｃｋｅｔｓｆａｃｉｎｇｔａｂｌｅｍｉｓｓｅｖｅｎｔｉｎｈｅａｖｉｌｙｌｏａｄｅｄｓｗｉｔｃｈｔｏｏｔｈｅｒｌｉｇｈｔｌｙｌｏａｄｅｄｓｗｉｔｃｈｅｓ
ｉｎｓｔｅａｄｏｆｔｒｉｇｇｅｒｉｎｇｐａｃｋｅｔｉｎｍｅｓｓａｇｅｓａｌｗａｙｓｉｎｈｏｔｓｗｉｔｃｈｅｓ．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ｔｙｏｆＦＴＳ
ｉｄｅａｈｉｄｅｓｔｗ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１）Ｈｏｗｔｏｓｅｌｅｃｔａｒｉｇｈｔｐｏｒｔ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ｂｙＳＤＮｓｗｉｔｃｈ．
（２）Ｈｏｗｔｏｍａｋｅｔｈｉｓ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ｐｉｐｅｌｉｎｅａｂｌｅ”ｉｎａ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ＤＮｓｗｉｔｃｈｗｉｔｈｏｕｔ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ｉｔｓ
Ｈａｒｄｗａｒｅ．Ｔｈｅｎｅｗ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ｔｏｈａｎｄｌｅｔｈｅＴａｂｌｅＭｉｓｓｅｖｅｎｔｉｓｎａｍｅｄ
ＦｌｏｗＴａｂｌｅＳｈａｒｉｎｇ（ＦＴＳ）．Ｔｈ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ｈａｖｅ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ｔｈａｔＦＴＳｒｅｄｕｃｅｓｂｏｔｈ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ｅｓｓａｇｅｓ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ａｎｄＲＴＴｔｉｍｅｂｙｔｗｏｏｒｄｅｒｓｏｆ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ｏ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ａｒｔ
ＯｐｅｎＦｌｏｗＴａｂｌｅＭｉｓｓｈａｎｄｌｅｒ．ＷｅｆｉｒｓｔｂｕｉｌｄａｓｗｉｔｃｈｉｎＭＩＮＩＮＥＴ（ｔｅｓｔ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ｅｓｓａｇｅｓ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ｂｙｓｅｔｔｉｎｇｕｐａｎｅｗｆｌｏｗ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ＴＣＰ，
ＵＤＰ）ｗｈｅｎｔｈｅｆｌｏｗｔａｂｌｅｏｆｔｈｅｓｗｉｔｃｈｉｓｏｖｅｒｆｌｏｗ，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ｔｈｅｐａｃｋｅｔｌｏｓｓｒａｔｅａｎｄ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ｅｌａｙ．Ｔｈｅｎ，ｗ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ｔｈｅｆｌｏｗｔａｂｌｅｄｅｍａｎｄｉｎ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ａｌｗａｙｔｈａｔａｌｌｓｗｉｔｃｈｅｓｈａｖｅ
ｅｎｏｕｇｈｆｌｏｗｔａｂｌ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ｓｅｔｔｈ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ａｓ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ｎ，ｏｎｔｈｅｏｎｅｈａｎｄ，ｗ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ｔｈｅ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ｆｌｏｗｔａｂｌｅｄｅｍａｎｄｗｈｉｃｈｉｓｒｅｑｕｉｒｅｄｂｙｒ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ｅｄｆｌｏｗ，
ｗｈｅｎｔｈｅＦＴＳｔｒｙｔｏｆｉｘ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ｔｈｅｏｖｅｒｆｌｏｗ．Ｏ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ｈａｎｄ，ｗ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ｆｌｏｗｔａｂｌｅ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ｉｓｒｅｑｕｉｒｅｄｂｙ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ｔｈｅｎｅｗ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ｆｉｒｓｔ
ｔｉｍｅ，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ｏｖｅｒｆｌｏｗｈａｐｐｅｎｅｄ．Ｅｖｅｎ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ｆｌｏｗｔａｂｌｅｏｖｅｒｆｌｏｗｐｅｒｉｏｄ，ｄｅｎｉａｌｏｆｓｅｒｖｉｃｅ
ｆｏｒｎｅｗｆｌｏｗｓｄｏｅｓｎｏｔｈａｐｐｅｎ．Ｗｅ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ａｎ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ｕｓｅｒｓｗｉｔｃｈｃｏｍｐｕｔｅｄＧｒｏｕｐＴａｂｌｅ
ｓｅｌｅｃ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ａｎｄｓｈｏｗｉｔｓｖａｌｉｄｉｔｙａｎｄｆａｓｔｎｅｓｓ．Ｉｔｉｓｅａｓｙｔｏ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ａｓｙｔ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
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ａｒｔＯｐｅｎＦｌｏｗＴａｂｌｅＭｉｓｓｈａｎｄｌｅｒｉｓａｓｐｅｃｉａｌｃａｓｅｏｆＦＴ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ＯｐｅｎＦｌｏｗ；ｆｌｏｗｔａｂｌｅ；ｏｖｅｒｆｌｏｗ；ＴａｂｌｅＭｉｓｓ；ｇｒｏｕｐｔａｂｌｅ

１　引　言
１１　背景介绍

软件定义网络（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Ｄｅｆｉｎｅ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
ＳＤＮ）将网络解耦为控制平面和数据平面，网络业务
抽象为控制平面内网络操作系统中的应用程序［１２］．
网络管理员以及开发人员利用软件定义网络架构编
写网络应用程序，可快速重定义网络配置．软件定义
网络数据平面内的数据包由ＳＤＮ交换机统一负责
转发，ＳＤＮ交换机与控制器之间通过南向接口协议
来传递配置信息．为提高ＳＤＮ网络的开放性，
ＯｐｅｎＦｌｏｗ南向接口协议［３］目前已经成为ＳＤＮ的
事实标准．ＯｐｅｎＦｌｏｗ协议中描述了ＳＤＮ交换机匹
配数据包的流水线，以及数据平面与控制平面之间
的消息类型．当数据包成功匹配一条流表项，其表项
相应的动作集（Ａｃｔｉｏｎｓ）将被执行．如果数据包没有
被任意一条流表项匹配，这种情形将被定义为Ｔａｂｌｅ
Ｍｉｓｓ（未匹配）．目前，处理ＴａｂｌｅＭｉｓｓ的方式为丢
弃数据包或者将数据包发送到控制器端，再由控制
器端最终决定此数据包的处理方法．

为支持高速的数据包转发（４０Ｇｂｐｓ、１００Ｇｂｐｓ）［４］，

交换机内必须使用由快速缓存器（例如，ＴＣＡＭ，
ＱＤＲ，ＳＲＡＭ）构成的查找模块．其中，ＳＤＮ交换机
带掩码转发性能关键取决于基于三态内容寻址储存
器（Ｔｅｒｎａｒｙ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ｄｄｒｅｓｓａｂｌｅＭｅｍｏｒｙ，ＴＣＡＭ）
构成的查找流表（ＦｌｏｗＴａｂｌｅ）．ＴＣＡＭ具有单周期
查找以及掩码查找功能［５］，然而由于其功耗、价格极
高，所以基于ＴＣＡＭ的流表容量通常比较小，并且
极有溢出的可能［６］．流表溢出会引发数据包Ｔａｂｌｅ
Ｍｉｓｓ、数据包丢包现象，使得交换机转发性能大幅
降低，甚至会产生ＳＤＮ控制报文数量爆炸，给ＳＤＮ
控制器的安全造成隐患．为了适应真实流量的快速
变化的特征，交换机需要支持快速的流表更新速率
和大容量查找表．目前商用ＳＤＮ交换机最大流表更
新速率一般不会超过１００００条／ｓ［７］．

我们从新西兰ＩＳＰ的一个出口带宽为３．７Ｇ的路
由器端口捕获的实时流量［８］中统计了流量的（１５ｍｉｎ，
约２千万个数据包）变化特征，发现增大流表容量可
以减少流表对更新速率的需求．并且做了定量分析，
使用近期最少使用算法（ＬｅａｓｔＲｅｃｅｎｔｌｙＵｓｅｄ，
ＬＲＵ）为流表更新策略．我们发现当流表容量为１０ｋ
时，流量中变化速率超过交换机更新性能的包的个
数将达到１０％．流表容量再扩大到５０ｋ条，有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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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无法及时更新．如果再扩大到２５０ｋ条，仍有５％
的包无法得到更新，其特征趋势由图１示出．我们发
现，当流表容量以指数增大时，设备对流表更新速度
需求的缓解并不显著．这种情况在嗜流表容量的
ＳＤＮ网络中会更加突出，根据ＯｐｅｎＦｌｏｗ协议，单
条流表项将会达到４５个域、最大１４４Ｂｙｔｅｓ的宽度．
这意味着若想维持同样深度的流表项，交换机需要
更多的流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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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流量更新速率的概率累积分布

面对上述这些问题，为使ＳＤＮ的技术优势在广
域网间应用，目前业界不得不使用、购买性能更强、
更昂贵的ＳＤＮ交换机硬件．在实际应用中，若ＳＤＮ
交换机的流表资源不足，对于最终来不及更新的那
部分流，交换机会将它们以ＴａｂｌｅＭｉｓｓ的形式处理．
从目前的控制策略来看，每一个ＴａｂｌｅＭｉｓｓ事件，
ＳＤＮ交换机都会给ＳＤＮ控制器发送一个ＰａｃｋｅｔＩｎ
消息．当控制消息过多时，会引发控制器运算能力阻
塞，阻碍控制平面对数据平面的即时控制能力，进而
导致数据平面转发效率下降等问题．
１２　相关工作

总结目前的相关工作，提升流表更新速率是解
决ＴａｂｌｅＭｉｓｓ问题的关键．优化由ＴＣＡＭ组成的
高速查找器的更新时间，更是解决提升速率问题的
核心．通常使用ＴＣＡＭ的查找速度快于由其它存储
器组成的查找器，这点对高速交换机的实现是优势．
但是，基于ＴＣＡＭ的流表项删除、替换与更新的操
作都比较复杂，并且ＴＣＡＭ有效容量低，能够存储
的流表项条数又比较少，这又是设计人员不得不面
对的问题．

在研究解决如何提高流表更新速率的问题时，
研究人员通常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１）提升流表项的数量．显然，当ＴＣＡＭ内存
容量固定时，降低单条流表项存储宽度可以增加总
流表项的存储深度．在ＳＤＮ数据中心应用场景下，
重新定义流的标识头，可压缩单条流表项存储宽度，
例如将所有流分配到１６ｂｉｔｓ宽度的匹配域［９］，数据
包离开设备之前再将原包头还原．然而这种方式仅
仅支持在数据中心等局域网使用ＳＤＮ技术，无法向
广域网推广、可扩展性比较差、适用范围窄．

（２）提高数据平面流表的更新速度．ＳＤＮ交换
机流表替换动作由控制器指挥，通常流程：ＳＤＮ控
制器首先删除一条表项，之后在合适的位置上再添
加一条新表项．一般ＴＣＡＭ流表存储经过优化后，
流表项之间有互相依赖［１０］，若删掉一条与其它有互
相依赖的流表项，会引发复杂的ＴＣＡＭ转存处理．
因而改写和删除ＴＣＡＭ表项相对于转发查找的速
度是非常缓慢的．若流表剩余空间足够大，控制器可
以直接在空闲空间添加新表项，不去更改已经存在
的流表项，这样可以节省更新流表的时间．Ｋａｎｎａｎ
等人提出一种更新机制［１１］，提前探测流表中的死流
并将其删掉，为添加新流表项做空间预留工作，这样
能够降低流表溢出的风险，提升更新速度．

这类方法的核心目标是增加交换机有效流表空
间，尽量拖延流表溢出的发生，然而没有考虑流表溢
出后导致网络性能下降的问题．当流表溢出现象发
生时，现有工作对缓解网络压力依然无效，也没有给
出如何应对流量峰值所造成服务中断的解决办法．
本文正是针对这一研究上的不足，提出了一种流表
共享机制（ＦｌｏｗＴａｂｌｅＳｈａｒｉｎｇ，ＦＴＳ）．其关键思路
为借用邻居节点空闲流表资源缓解决本地流拥塞．
ＦＴＳ部署简单，耗费硬件资源极小．为避免流表查
找策略的冲突，ＦＴＳ修改了ＯｐｅｎＦｌｏｗ协议中对
ＴａｂｌｅＭｉｓｓ的处理方式，当流表溢出后对未匹配的
流使用本地路由策略转发，无需立即请求控制器，也
不会在本机内安装新流表项．

我们会在第２节详细分析流表溢出造成的性能
危害，以及分析从哪些角度可以最大程度避免性能
的削弱；在第３节，对ＦＴＳ的设计进行详细分析；第
４节介绍交换机如何具体实现ＦＴＳ以及关键算法；
在第５节我们评估ＦＴＳ的性能以及其它代价；第６
节是本工作的总结和对以后发展方向的评估．

２　流表溢出问题分析
２１　流量细粒度趋势

ＳＤＮ架构将网络抽象为数据平面和控制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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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平面的转发设备简化为统一的ＳＤＮ交换机，弱
化了传统网络对不同设备的区分，仅将ＳＤＮ交换机
的核心功能抽象为安装流表和查找转发数据包．
ＳＤＮ控制器负责管理整个网络以及计算ＳＤＮ交换
机内的流表项．基于ＴＣＡＭ的ＳＤＮ交换机内部转
发表，可快速查找每一个数据包的执行动作．然而基
于ＴＣＡＭ的查找表价格高（每兆ｂｉｔｓ芯片，人民币
２５００元左右）、功耗大（每兆ｂｉｔｓ芯片，１５瓦）．鉴于
目前有限的流表容量，ＳＤＮ交换机无法对所有流进
行长时间的维持．

如今网络不应该仅局限于ｂｅｓｔｅｆｆｏｒｔ服务理
念，服务供应商、内容提供商更希望拥有细粒度地区
别各种使用场景的能力［１２］，以赚取差异化服务后能
获取到的最大利润．此外，数据中心内的流量工
程［１３］和虚拟化技术［１４］，对网络流量细粒度管控都提
出了更多的需求．以ＯｐｅｎＦｌｏｗ为代表的ＳＤＮ协议
标准，刚好为这个趋势提供了网络设备支持超多域、
超细粒度的方案．最新的ＯｐｅｎＦｌｏｗ１．５协议中提
出，ＯｐｅｎＦｌｏｗ已经支持多达４５个域的包匹配分类．

转发设备对于细粒度流线速查找的支持，需要
依靠基于ＴＣＡＭ的高速查找芯片．从实际制造成本
的角度考虑，基于ＴＣＡＭ的各类商用ＳＤＮ交换机
流表容量只有数千条［７］．其容量需求的增加，将直接
导致网络设备厂商生产成本大幅提升，网络运营商
购买设备成本的大幅提升，以及租用链路的网络内
容提供商的成本大幅增加．互联网产业界只能以花
费更大的成本为前提，来获得赚取更大利润的可能
性．然而这个概率在投资回报到达之前是无从知晓
的，这会打击厂商投资新设备变革的信心．这对矛盾
在现实中显然阻碍了网络创新的推动．

此外，由ＴＣＡＭ＋ＳＲＡＭ双存储器组成的转
发表，可大程度增加流表数目的容量［１５］．考虑到
ＳＲＡＭ流表的查找速度较慢，无法满足线速要求，
交换机只能将老鼠流（流量极小的网络流）以及死流
（超时流）放入ＳＲＡＭ空间内，并且必须保证活动的
大象流（流量极大的网络流）维持在基于ＴＣＡＭ的
储存空间内．实际上例如在真实部署域间骨干或大
型数据中心网络中运行的庞大流量需求是远远无法
得到满足的［１６］．但是，研究人员依然期待看到让用
户享受ＳＤＮ技术带来的有益之处．越来越多的实例
表明ＳＤＮ技术正在向更大的地域范围，更多的节点
互联方向发展［１７］．流表数目的匮乏，在日后大规模
网络部署中会对网络应用造成怎样的影响？该如何
优化地利用有限的资源？都是现在亟待探讨的问题．

２２　问题分析
由于ＳＤＮ架构控制平面与数据平面物理上的

分离，ＳＤＮ控制器与ＳＤＮ交换机之间通常通过专
用网络建立ＴＣＰ连接进行通信，这个专用网络称为
安全通道（ＳｅｃｕｒｅＣｈａｎｎｅｌ）．ＯｐｅｎＦｌｏｗ协议将各类
消息内容封装成应用程序接口，并以数据包的形式
在安全通道内传输．控制消息的包头开销和远程传
输，将导致数据平面与控制平面之间产生消息的通
信量与消息分发的延迟远大于传统网络［１８］．因此研
究人员必须面对这两个源于ＳＤＮ架构的挑战：（１）控
制平面———超多消息，导致的控制系统庞大复杂、性
能需求极高；（２）数据平面———因流表空间不足，产
生转发性能瓶颈．

对于第一类问题，研究人员提出了诸如分布式
多控制器架构［１９］，控制器中间代理层等［２０］，提升控
制器消息处理的能力．

本文主要针对第二点数据平面的挑战进行研
究，分析其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ＳＤＮ交换机在数
据平面可分为ＳＤＮ软件交换机和ＳＤＮ硬件交换
机．ＳＤＮ软件交换机通常架设在商用服务器内，可
以保存足够多的规则内容．但是其交换转发速度慢，
且无法高效地处理通配规则［２１］．所以，我们可以利
用软件ＳＤＮ交换机来应对流量较小、时间离散度比
较大的老鼠流．为保证大流量流的服务质量，ＳＤＮ
交换机的查找匹配功能必须由硬件流水线来实现．

假设流的到达是服从参数λ的泊松过程，根据
排队论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在交换机中必然存
在某时刻，使得容量为犆的流表充满，发生流表溢
出现象．这种情况会根据流粒度的不同定义而有不
同的真实值，但是在理论上他们各自的溢出趋势是
相同的．证明过程参见附录１．

图２　以１０ｓ为窗口统计流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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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得到对真实流量特征的统计，我们对ＩＳＰ流
量的流数目进行了分析，并随机截取了一部分，如
图２所示为ＩＳＰ路由器流数目的统计，在这３０ｍｉｎ
的时间段内平均流数目犃狏狉＝８４２０．假设控制器对
全网流量调度（削峰填谷）以分钟为时间单位，那么
在这种强度的网络流量需求下，最大分钟平均流表
使用量为犕犪狓＿犃狏狉＝９１２０．然而，最多同时到达交
换机流数目犓＝９６６３．根据图中数据计算：流数量
超过犕犪狓＿犃狏狉的概率为８．９％，而剩下９１．１％的
时间内流表平均有７．６％的空闲．

网络管理者应该根据ＳＤＮ交换机流表容量来
决定策略的最大细致程度．根据ＴＣＡＭ使用比例动
态调整流策略．为使得经济效益最大化，我们希望减
少流表空闲的概率．

约束条件：
犆犕犪狓＿犃狏狉犓 （１）

犃狏狉犆 （２）
　　（１）容量犆小于最大平均值犕犪狓＿犃狏狉有助于
提高流表平均使用率；（２）为满足正常转发的冗余性
需求，平均使用数目又得小于容量犆．

当交换机以一定的概率发生流表溢出时，我们分
析此时对转发设备带来的性能危害．ＯｐｅｎＦｌｏｗ协议
规定，当控制器准备对交换机下发流表项时，如果交
换机流表已经被装满，交换机会向控制器报告消息
〈狅犳狆＿犲狉狉狅狉＿犿狊犵，犗犉犘犉犕犉犆＿犜犃犅犔犈＿犉犝犔犔〉，并
且交换机端拒绝安装这条流表项．控制器得到错误
报告消息后，可以选择忽视此流，也可以执行流表
替换规则：（１）忽视此流，造成拒绝服务现象；（２）如
果控制器采纳此流，则需先删除一条已有流表项，再
重新添加此流．但是如果被删除的已有流表项是一
条活跃流，继而又造成这条活跃流暂时中断服务．那
么会有极大的可能导致数据包传输时延增大，传输
带宽变小，甚至丢包．我们将在第５节展示流表溢出
后通信效果变差的实验结果．

接下来我们以一个实例来具体分析以上论述：
如图３所示，四个节点组成的简单拓扑．每台ＳＤＮ
交换机都与一个ＳＤＮ控制器相连．假设在某一时
刻，Ｓ２交换机内流表项被填充满．之后如果另有新
流到达，按照现有ＯｐｅｎＦｌｏｗ协议并针对Ｓ２交换机
分析其操作流程：（１）Ｓ２交换机查找表项无匹配结
果，并触发ＰａｃｋｅｔＩｎ消息；（２）控制器接收到Ｔａｂｌｅ
Ｍｉｓｓ消息后需要下发新表项，并且控制器计算判断
出Ｓ２流表已满，选择一条流表项删除；（３）控制器
下发新流安装到Ｓ２；（４）新流转发建立成功．

值得注意的是控制器删除的那条原有流有可能
是一条活动流（ａｃｔｉｖｅｆｌｏｗ），还没有超时，此流后续
的数据包会快速到来．但是控制器无法轻易得知哪
条流是最近最长时间没有被匹配的，控制器很难按
照最优化的方式删除活动流．当这条流表项被删除
后，后续到达的数据包又会被交换机判别为新流，网
络控制闭环会重复前面的过程．新流频繁到达将会
导致在安全通道内充斥大量重复控制消息数据包，
从而耗费了控制器的计算处理资源，占用了安全通
道内有限的通信带宽，也降低了交换机的转发效率．

另外我们也可以假设：控制器发现流表存储已
满，不再向交换机内添加新流表项．这种方式保证了
已有流量的正常转发，但会导致系统必须放弃对新
流的响应．综上所述，本问题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流
量的起伏波动，流数目暂时越过了交换机容量的上
线，导致单个交换机性能下降，进而导致整体网络服
务质量下降．

图３　经典的新流处理过程

３　流表共享机制设计
针对之前两章节所遇到的问题，我们提出了一

种流表共享机制，该机制的设计目标是缓解由于流
表溢出而造成的转发能力下降或暂时无法提供服
务的现象．流表共享机制从两个关键点进行优化：
（１）允许流表溢出的交换机转发新流；（２）减小重复
控制消息的数量．
３１　允许流表溢出的交换机转发新流

问题：没有建立流表项的流无法被交换机转发
转发．经典的〈匹配执行〉操作方式，规定数据包在
被匹配成功之后才能被处理．当交换机内没有容纳
新流的流表空间时，新流匹配表项无法被安装，交换
机也无法对新流执行任何操作．然而我们希望当交
换机流表溢出时允许转发，这与现行的模式相矛盾．

解决思路：我们为交换机增加了随机转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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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匹配执行〉不同，随机转发模式将流量随机地
转发到邻居节点．这种方式没有宏观的策略指导，转
发方向只要不等于入端口方向即可，从而避免路由
环路的产生．因而这条本可能被拒绝服务的流，就出
现在了邻居节点上．邻居节点与本节点同时发生流
表溢出的概率很小，因此这条流会有更大的可能性
成功地在邻居节点上建立正确的策略性转发路径．
３２　减小重复控制消息的数量

问题：新流频繁到来，引发重复的ＰａｃｋｅｔＩｎ消
息．在ＯｐｅｎＦｌｏｗ协议下，ＳＤＮ交换机收到无法匹
配的流后，会触发ＰａｃｋｅｔＩｎ消息．ＰａｃｋｅｔＩｎ消息携
带了包头信息给控制器，作为控制器判断如何进行
包处理的信息依据．若到达的流数量超过了交换机
的匹配容量，那么对交换机而言，在当前时段内无法
处理的包都可归为新流．这不得不导致携带相同包
头信息的控制消息反复在安全通道内传递，降低有
效控制信息通信效率．

解决思路：我们将通配转发引入到随机转发模
式，通配任何数据包包头．因此对于任意一条额外的
新流，都会被匹配，交换机总能保证此数据包被处
理，从而不产生重复的ＰａｃｋｅｔＩｎ消息．下一章详细
论述ＦＴＳ结构如何设计与实施．

４　随机路由策略与实现
为抑制在流表溢出时因更新流表而产生重复控

制消息，解决因新流没有相应的〈匹配执行〉信息而
无法获取转发服务的现象，我们提出了〈随机转发
流表扩散〉的方法．溢出的节点利用邻居节点内空闲
的资源，重新建立一条从邻居到目的地的转发路线．

此方法需要在一定的前提下才可正常工作，显
然，如果网络中的交换机都随机转发，必然导致数据
风暴或者数据包无法抵达目的地．因此我们假设，网
络中流表溢出只存在于随机的少量的转发节点中．
利用反证法证明：如果网络内大部分结点都发生流
表溢出，那么此情境下的网络必处于全面拥塞的状
态．根据实际情况，多数时段内网络并不会总出现大
规模的全面拥塞．因此网络内流表总是有足够的空
余，能满足基本的数据包波动．另外，控制器会实时
地根据拥塞情况调整网络流的控制粒度，因而流表
项的使用只会趋于一种用尽的动态稳定，再次从宏
观角度保障不会有大规模流表溢出的现象发生．

图４是对应于经典ＳＤＮ网络，采用了缓解机制
后的网络结构图．假设交换机Ｓ２流表溢出，若此

时新流到达，匹配为ＴａｂｌｅＭｉｓｓ且交换机不产生
ＰａｃｋｅｔＩｎ消息．即在交换机流表溢出后，仅在本地
执行离线策略．通过一定的本地计算，快速得到新流
的转发动作，从而避免将新流的数据包丢弃．其中的
快速算法：随机转发，应满足线速需求．本例中，新流
被随机转发到Ｓ４中，且之前建立的活动流不会受到
本地离线策略的影响，可以继续转发．新流到达Ｓ４
后，便可在此邻居节点上重新实施路由．下面的两小
节将详细说明交换机离线策略的设计以及实现方式．

图４　流表溢出后ＦＴＳ对新流的处理过程

４１　随机路由离线策略设计
我们将交换机中的离线随机策略抽象为如下

图５形式．

图５　目标交换机流水线结构

数据包到达交换机首先查找流表，匹配成功后
执行已经设定的处理操作例如，更新计数器，执行指
令集等．之后判断流表是处于否溢出状态并且是否
需要触发ＴａｂｌｅＭｉｓｓ事件：如果没有溢出则直接执
行最终的动作集，此处动作集包括但不限于触发
ＰａｃｋｅｔＩｎ消息；如果流表溢出，则在交换机本地计
算数据包的转发端口．

包含缓解机制的交换机与经典ＳＤＮ交换机的
区别只在发现ＴａｂｌｅＭｉｓｓ事件时，判断交换机是否
处于流表溢出状态；以及在交换机离线处理策略中
的ｏｕｔ＿ｐｏｒｔ端口计算算法的实施．为支持交换机线
速转发，以上算法只能在交换机的硬件快速流水线
中实施．修改交换机硬件流水线是一件比较困难的
事情，然而我们发现流水线内的ｆｌｏｗｔａｂｌｅ，指令
集，动作集都可以灵活配置．因此我们只能考虑将此

８００２ 计　　算　　机　　学　　报 ２０１８年

《
 计

 算
 机

 学
 报

 》



算法与ＳＤＮ交换机流水线内拥有灵活性的组件耦
合起来．

我们将设计的总体流程总结如下．
（１）流表匹配．经过流表匹配之后，可以得到

ｐａｃｋｅｔ是否为ＴａｂｌｅＭｉｓｓ．
（２）根据ｍｅｔａｄａｔａ以及交换机自身判断提供的

流表使用率，判断是否需要本地计算．
（３）流水线内的ｏｕｔ＿ｐｏｒｔ算法计算数据包的转

发端口．
（４）执行动作集．
其中必须满足的限制条件：
（１）随机转发之后的出端口（ｏｕｔ＿ｐｏｒｔ）不能等

于入端口（ｉｎ＿ｐｏｒｔ），否则会产生环路．
（２）为满足吞吐率，ｏｕｔ＿ｐｏｒｔ随机算法必须简洁

高效．
限制条件带来了２个硬件实施上的挑战：
（１）实现随机．没有现成的指令集可以完成随

机指定动作集．
（２）目前ＯｐｅｎＦｌｏｗ协议规定的硬件流水线还

没有明确判断流表是否溢出的流水线级．贸然修改
ＳＤＮ交换机流水线则改变了标准的协议，这样会导
致交换机可扩展性差的缺点．

为应对以上的挑战，我们选择以组表作为ＳＤＮ
交换机实施随机转发的关键组件．
４２　随机路由策略组表方式实现
４．２．１　ＯｐｅｎＦｌｏｗ组表

ＯｐｅｎＦｌｏｗ协议规定ＳＤＮ交换机需包括组表
（ｇｒｏｕｐｔａｂｌｅ），组表包含多个动作桶项目．每一个动
作桶都包含一个可执行动作集和相关参数．组表类
型有ＡＬＬ，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ＦＡＳＴＦＡＩＬＯＶＥＲ
共四种．我们选择组表的ＳＥＬＥＣＴ操作类型．
ＳＥＬＥＣＴ：一个数据包只被组内的一个桶执行，

这个动作的选取基于交换机的用户选择算法．例如
哈希某些用户配置的域，或者简单的循环选择．选择
算法的配置和状态不属于ＯｐｅｎＦｌｏｗ协议的范围内．

如图６所示，组表是交换机流水线动作集的一
种形式．组表将多个动作集内容通过一定算法联到
一起，将给数据包带来更灵活的操作方式．组表包括
组表编号字段、组表类型字段、计数器和桶．针对不
同的组表类型，桶的执行方式也有所不同．Ｏｐｅｎ
Ｆｌｏｗ协议规定组表的ＳＥＬＥＣＴ算法可以由外部用
户自己定义，此选择算法用来选择任意一个可执行
的桶，如果当属于一个选定桶的动作集出端口丢失
连接，逻辑会自动将桶范围缩小至剩余的可用桶并

重新选择．
!"( )group table

#

$% &'(

#

$% &'(

#

$% &'(

)* +,=SELECT -./

·

·

·

01

2345

67

23#

图６　ＯｐｅｎＦｌｏｗ组表结构

一些标准的选择算法已经固化在硬件组表内，
例如，使用哈希算法来分类用户配置的包头元组，或
简单的令牌环．至此，ＯｐｅｎＦｌｏｗ组表解决了上一节
提出的两个挑战，即利用随机选择桶算法实现随机，
组表天然的又是硬件流水线内的一部分，可以满足
线速转发的需求．

下一小节讨论：基于上一节提出的限制条件，我
们应该如何设置流表以及组表，即：（１）出端口不能
等于入端口；（２）流水线随机算法必须简洁高效．
４．２．２　组表桶的设定

桶内的动作集用来指定数据包转发出口，权重表
示执行此桶的概率大小．随机扩散机制要求向邻居转
发．那么桶内的动作集中转发出端口（ｏｕｔ＿ｐｏｒｔ）的值
应该对应自己所有的邻居节点．显然，数据包出端口
不能包括入端口，否则与我们之前的策略相矛盾．在
这里我们有两种方式解决：（１）结合流表二级匹配，
区分并剔除源端口；（２）采用额外组表选择算法剔
除入端口．

（１）结合流表二级匹配．流表的匹配域为ｉｎ＿ｐｏｒｔ，
设置对应的ｇｒｏｕｐ＿ｉｄ＝ｉｎ＿ｐｏｒｔ的组表．此组表内
的桶不包含转发到ＰＯＲＴ＝ｉｎ＿ｐｏｒｔ的动作集．之
后，由令牌环实现简单高效的随机算法．并且将此
流表项配置为最低优先级，保证此流是将要产生
ＴａｂｌｅＭｉｓｓ事件的．例如，交换机有犖个邻居，我们
需要添加犖条流表项，以及配置犖个组表，每个组
表内包含犖－１个ｂｕｃｋｅｔｓ；空间复杂度为犗（犖２）．
另外，我们考虑流表溢出的判断：其一，我们可以利
用控制器判断流表使用情况，一旦溢出，控制器才向
交换机内填写犖个扩散流表项，但是这会导致较大
控制延迟．其二，我们可以利用外部选择算法，在交
换机本地判断，控制器可以将犖个扩散流表初始化
到交换机内．

（２）采用额外组表选择算法．将组表内的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算法加以扩充，只需要一个组表，组表内动作集包括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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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向所有的犖个邻居和１个控制器（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
如果算法判断交换机流表使用正常没有溢出，直接
选择转发向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的桶．在溢出的情况
下，选择ｏｕｔ＿ｐｏｒｔ时算法同时比较ｉｎ＿ｐｏｒｔ，随机算
法可以用简单令牌环，一旦发现ｏｕｔ＿ｐｏｒｔ与ｉｎ＿ｐｏｒｔ
相同则向后跳一个桶执行即可．

总结方法１：空间复杂度大：其中流表犗（犖）、组
表犗（犖２）；初始化延迟大，但是无需用户大量修改
组表内的固有的选择算法．

总结方法２：空间复杂度低：流表犗（１），组表
犗（犖），初始化无延迟，但是需要用更换组表内的选
择算法．

由于ＯｐｅｎＦｌｏｗ协议对于ＳＥＬＥＣＴ算法并没
有强加标准，规定ＳＥＬＥＣＴ算法是ＳＤＮ交换机内
的可选组件，那么我们更倾向于使用第二种方法，选
择定义一种可扩展性强的ＳＥＬＥＣＴ算法．算法１列
出了选择算法的伪代码．

算法１．　外部选择算法．
输入：ｉｎ＿ｐｏｒｔ
输出：ｏｕｔ＿ｐｏｒｔ
１．ＷＨＩＬＥＮｅｗｐａｃｋｅｔ犪狉狉犻狏犪犾
２．　ＩＦｎｏｔｏｖｅｒｆｌｏｗ
３．　　ｏｕｔ＿ｐｏｒ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
４．　ＥＬＳＥＩＦｏｖｅｒｆｌｏｗ
５．　　ｏｕｔ＿ｐｏｒｔ＝（ｏｕｔ＿ｐｏｒｔ＋１）ｍｏｄ犖
６．　　ＩＦｏｕｔ＿ｐｏｒｔ＝＝ｉｎ＿ｐｏｒｔ
７．　　　ｏｕｔ＿ｐｏｒｔ＝（ｏｕｔ＿ｐｏｒｔ＋１）ｍｏｄ犖
８．　　ＥＮＤＩＦ
９．　ＥＮＤＩＦ
１０．ＲＥＴＵＲＮｏｕｔ＿ｐｏｒｔ
１１．ＥＮＤＷＨＩＬＥ
如图７（ａ）所示，方框内部表示标准ＯｐｅｎＦｌｏｗ

协议规定的组表结构，组表包括了：（１）组表编号；
（２）组表类型；（３）计数器；（４）一个或多个桶：（５）随
机选择算法；（６）外部选择算法．默认随机选择算法
是硬件令牌环算法．

如图７（ｂ）所示，外部选择算法从逻辑上，是
ＴａｂｌｅＭｉｓｓ处理的延伸．这是因为桶内的权重为１，可
被作为ｏｕｔｐｏｒｔ的候选对象．若某ｂｕｃｋｅｔ．ｗｅｉｇｈｔ＝
０，选择算法会将此ｂｕｃｋｅｔ对应的ａｃｔｉｏｎ屏蔽．如果
所有ｂｕｃｋｅｔ的ｗｅｉｇｈｔ都为０，此数据包会被丢弃．
所以目前ＴａｂｌｅＭｉｓｓ的处理方式可以由ｇｒｏｕｐ方
式简单表达．除能扩散算法也很简单，只要将前犖
个ｂｕｃｋｅｔｓ的ｗｅｉｇｈｔ设置为０即可．或者，设置某些
ｂｕｃｋｅｔ的ｗｅｉｇｈｔ为０，即可关闭向对应邻居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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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组表的配置方式

至此已完成流表溢出缓解机制的设计介绍，下面我
们根据实验结果，对流表共享机制进行评估．

５　实　验
实验测试分为２个部分，分别是：（１）利用软件

仿真平台，对比ＦＴＳ与优化之前转发性能的优劣；
（２）在真实拓扑上测试流表共享机制的实际部署开销．

实验的第一部分转发性能测试使用了软件仿真
平台，由于软件仿真在性能上与真实转发设备有一
定的差距，因而我们需要讨论软件仿真实验的系统
误差估计，主要针对转发时延．计：在流表溢出后的
流量总时延为犜溢出，经过ＦＴＳ优化后的流量时延
为犜ＦＴＳ，单个数据包转发时延犜ｆｗｄ，单个数据包传输
时延犜ｔｒａｎｓ，传输时延统计误差Δ犜ｔｒａｎｓ，转发时延统
计误差Δ犜ｆｗｄ．由于控制器与交换机的实例化都在
同一台计算机的网卡内，因此数据包的传输时延将
远小于真实值．即

真实犜ｔｒａｎｓ＝实验犜ｔｒａｎｓ＋Δ犜ｔｒａｎｓ （３）
　　实验使用软件交换机，由于软件性能无法与真
实转发硬件相比，因而转发操作造成的转发时延会
略大于实际值．即

真实犜ｆｗｄ＝实验犜ｆｗｄ－Δ犜ｆｗｄ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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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实验的系统误差来自于转发时延的测量，
和传输时延的测量．即

ζ流量总时延误差∝Δ犜ｔｒａｎｓ＋Δ犜ｆｗｄ （５）
　　由图７可知，软件交换机通常情况下转发延迟
小于０．２ｍｓ，对于真实转发硬件转发时延将会远远
小于０．２ｍｓ，因而：

Δ犜ｆｗｄ∝１０－１ｍｓ （６）
　　一般对于远程ＴＣＰ／ＩＰ数据包传输的时延，可
以估计在１００ｍｓ数量级．因而：

Δ犜ｔｒａｎｓ∝１０２ｍｓ （７）
　　实验总时延犜由转发时延和传输时延组成：

犜实验总时延∝犜ｆｗｄ＋犜ｔｒａｎｓ （８）
　　真实总时延犜由实验犜与误差组成，并且根据
式（３）～（８）得到：
真实时延溢出∝犜ｆｗｄ－Δ犜ｆｗｄ＋犜ｔｒａｎｓ＋Δ犜ｔｒａｎｓ

＝实验犜溢出＋９９．９ｍｓ （９）
真实时延ＦＴＳ∝犜ｆｗｄ－Δ犜ｆｗｄ＋犜ｔｒａｎｓ

＝实验犜ＦＴＳ－０．１ｍｓ （１０）
　　针对式（９）～（１０）给出的结果，我们可得出结论：

（１）将测量值的误差引入后，溢出后的总时延
高于其它值两个数量级以上，并且误差不改变自身
测量值的数量级（均为１０２ｍｓ数量级）．

（２）由于时延误差１０－１ｍｓ７．５６ｍｓ的测量结
果，则此误差可以忽略，因此ＦＴＳ优化后的真实值
也满足对其它两个数据的数量级差距．因而我们证
明了性能测试实验使用软件仿真完全具有代表性，
也能保证结果的准确度．此外对于性能测试实验来
说，获得一个真实的ＳＤＮ交换机造价昂贵，且由于
不易配置导致实验手段不灵活，此番论证后可显著降
低实验的困难程度，易于科研工作者进行重复测试．
５１　性能测试：转发时延与控制消息数量

我们评估流表溢出对通信速率和安全通道消息
量与正常通信情况下的差异，并且将之与实施流表
共享机制后的结果相比较．实验平台为ｘ８６服务器，
Ｉｎｔｅｌｉ３ＣＰＵ，８ＧＢ内存，ｕｂｕｎｔｕ１４．０４，远程ｒｙｕ控
制器．如图８实验拓扑图所示，性能测试中使用
ＭＩＮＩＮＥＴ［２２］仿真工具建立了单节点转发拓扑，试
用ｉｐｅｒｆ工具分别测试ＲＴＴ以及转发速率．利用
ｗｉｒｅｓｈａｒｋ抓包工具分析安全通道内控制消息的数
量．经过多次ｉｐｅｒｆ流量导入测试后得到结果，当流
表溢出时ＵＤＰ数据包有１５％的丢包率，ＴＣＰ数据
包没有丢包．

如图９的右边子图所示，当流表溢出时，ＵＤＰ
与ＴＣＰ通信均产生了大量控制消息，分别比正常情
况高出１个数量级到２个数量级．由于流表溢出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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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性能测试实验拓扑图
致既有表项被删除后又重新下发流表消息，导致控
制消息大量增长．而ＴＣＰ通信消耗量大通过ＴＣＰ
的重传机制可以合理的解释：ＴＣＰ为保证所有包都
到达过目的地，因而在丢失的情况下会重传数据包，
这部分多出来的数据包传输量将会消耗更多的控制
信道数据包．当交换机采用ＦＴＳ策略时，流表溢出
后控制消息数量只比正常情况多出１３．５％，比最差
情况优化了２个数量级．

图９　ＦＴＳ与普通交换机在流表溢出时的性能对比

如图９（ａ）所示，正常通信时一个数据包的转发
平均时延为０．２２７ｍｓ，当流表溢出后转发平均时延
增加为７６８ｍｓ，通信时延增加了４个数量级．这是由
于流表溢出后正常通信流表项会被后到的新流替换
掉，导致流量中断，重新装载流表项需要再次耗费建
立时间．这将导致总的转发时延增大，以及吞吐率的
下降．同时我们看到，当经过ＦＴＳ优化后，再次发生
流表溢出时，转发延迟从７６８ｍｓ下降到８ｍｓ以内，
优化了２个数量级．这是由于ＦＴＳ机制寻找到其它
转发路径并建立转发，即可大大降低控制器的反复
控制操作次数，并最多只需要多耗费建立一次流表
项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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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代价测试：额外消耗流表项资源与路径
我们测试，实施ＦＴＳ之后所需要的额外的转发

资源，以及在流表容量冲突下，建立非最短路径后额
外的转发距离．

我们选取ＣＡＩＤＡ公布的自治域真实拓扑［１］①

统计扩散后数据包到达目的地的总转发跳数．此拓
扑包含６７４４个结点和２６５０１个边，结点度数分布可
见图１０．我们将此拓扑的每个自治域抽象成一个转
发节点，这样可以保留真实拓扑数据，也可以简化实验．

图１０　实验用的真实拓扑结点度数特征分布

为减小流表溢出对交换机带来的副作用，作为
代价，ＦＴＳ会使用其它资源来完成转发．由于扩散
的随机性，到达目的地会出现比最短路径距离长的
情况．我们计算了路径增加、总路径长度、路径长度
增加的比例，以及额外流表使用量．由于受到通用仿
真工ＭＩＮＩＮＥＴ的性能限制，上千个节点的仿真无
法用其完成．

第二个实验主要观察路由计算以及流表项数量
的统计，因而其实无需使用ＭＩＮＩＮＥＴ完善的仿真
能力，反而浪费了实验的计算性能．我们使用Ｃ语
言来实现本实验，只考虑转发数据包的逻辑行为，保
留交换机的拓扑关系特征，忽略交换机的其它仿真
特性（例如，转发时延、端口、流水线等）．同时也忽略
ＳＤＮ网络的立体结构（控制平面、管道、转发平面），
将网络能力抽象为理想的扁平网络，网络功能只包
括路由和流表共享算法．

仿真网络的拓扑和功能简化之后，还需要流量
才能组成完整的实验．真实网络中的流量巨大，链路
多，端口链接复杂，我们不可能得到完整的网络真实
流量细节，其次即使得到所有流量信息我们也不可
能在仿真平台上再现当时网络情况．目前，用真实流
量进行网络仿真，一般需要专用的流量捕获和回放

设备［２３］，这需要专门的软硬件系统，造价昂贵，设备
体积庞大．在网络中的每个端口都需要串接一台该
种设备，才能捕获同一时间的所有流量．由于带宽
大，捕获设备只能保存几分钟，甚至几秒的流量．在
测试时，也只能针对单节点网络设备进行测试．用此
方式完成全网数据仿真，无异于重新搭建整体网络，
显然不现实．因此我们计划直接通过算法得到统计
值，或者最好能得到概率密度．

我们的基本思路如下：
（１）流量仿真，生成拓扑的端口到端口完全覆

盖所有点对点的流，这样可以保证点点之间互达，流
表信息也最完整．

（２）溢出仿真，假设每次仿真均有一个节点发
生流表溢出．针对这个流表溢出的节点，实施流表共
享算法．分别得到向所有邻居节点随机转发后的变
量结果，得出统计值后归一化，以表示统计数据的概
率密度．

此番假设的不足之处：我们假设网络中点点均
可达并通信，然而实际情况下在同一时间内网络流
量不是点点互达的．

因此通过实验我们只能得到一个统计值的长时
间平均概率密度，这是整体网络长时间运行后的一
个真实统计值的渐近线．但面对庞大无法完成的仿
真任务量，在实验精度上的这种取舍依然是值得并
且有效的．

图１１（ａ）显示了ＦＴＳ建立连接过程中使用流表
项数目的累积概率分布．由于ＦＴＳ借用了邻居交换
机的流表项，流表总使用率与邻居个数成正相关．三
角图线是正常情况下的流表使用数量，圆形线条是
对新流实施ＦＴＳ所需要的流表项数量，方块线条是
对正常流突然中断后使用ＦＴＳ立即恢复通信所需
要的流表项数量．我们还计算了扩散之后流表占用
数目的变化情况．方块线条表示一条活动的流被删
除后发生扩散所占用的流表资源；圆形线条表示新
流因为流表溢出而无法建立连接的情况．前者平均
新增占用流表５．９，后者平均新增占用流表项８．７．
正常情况下新增流表项为３．９．９０％概率下新增流
表项不会超过１５条．９９％概率下新增流表项不会超
过４５．最差情况为增加６７个流表项．

图１１（ｂ）显示了ＦＴＳ对数据包传输跳数的影
响．三角图线是正常情况下数据包的跳数，圆形图线

２１０２ 计　　算　　机　　学　　报 ２０１８年

①ＴｈｅＣＡＩＤＡＵＣＳＤＭａ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ＳｋｉｔｔｅｒＴｏｐｏｌｏｇｙＤａｔａｓｅｔ
ｗｗｗ．ｃａｉｄａ．ｏｒｇ／ｔｏｏｌ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ｓｋｉｔｔｅｒ〈ＡＳｌｅｖｅｌｔｏｐｏｌｏｇｙ
ｇｒａｐｈｓ〉

《
 计

 算
 机

 学
 报

 》



表示ＦＴＳ会增加到达路径的平均长度，方形图线表
示ＦＴＳ的流对正常情况下多出的跳数．我们看到
９５％的概率ＦＴＳ增加的跳数不会高于２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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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当流表溢出时，ＦＴＳ建立一条新流所消的耗额外流
表项资源以及每个数据包从源到目的地的跳数累积
概率分布

图１２示出ＦＴＳ处理一条新流走过的路径的长
度增长情况，在９５％的情况下路径增长率不会达到
最短路径长度的１９９％．我们将仿真代码和拓扑数
据以及实验结果公开到ｇｉｔｈｕｂ①上．

图１２　相比最短路径，ＦＴＳ完成路由增加的转发路径比例

ＦＴＳ不能保证同一ＴＣＰ流往同一邻居扩散，并
且其路径长度也不尽相同．但是从图９（ａ）的实验结
果得到：包与包之间的路径差不会超过７（８－１＝７）
跳．ＧＥ［２４］网口的标准转发时延２００μｓ，所以总时间
差不会超过２ｍｓ．这会导致ＴＣＰ乱序重排机制启
动，还有可能会增加传输时延．但是，我们主要寄希
望于ＦＴＳ能够缓解因流表溢出所造成巨大的性能
损失，跟流表溢出后转发设备的性能对比，乱序导致
的性能下降其实是可以忽略的．

６　总　结
近年来新兴的ＳＤＮ、ＯｐｅｎＦｌｏｗ交换机是学术

界的研究热点，相比于传统网络的交换设备，ＳＤＮ
网络交换设备将需要更大的查找表存储容量，流表
溢出而带来的严重性能下降．本文基于流表分布，从
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流表共享机制（ＦＴＳ），扩
展了ＯｐｅｎＦｌｏｗ交换机的ＴａｂｌｅＭｉｓｓ处理方式．可
有效缓解流表溢出现象带来的巨大的网络通信性能
损失．

文中从两个角度验证了流表共享机制，从实验
结论中可得出ＦＴＳ机制有以下三个优点：（１）在流
表溢出时段内，ＦＴＳ相比于现在常用的ＴａｂｌｅＭｉｓｓ
处理模式可有效降低控制消息数量和ＲＴＴ时延
２个数量级；（２）我们提出了一种有效的快速的外部
组表选择算法；（３）ＦＴＳ易于在真实交换机上实施
和控制，占用硬件资源少，现行ＴａｂｌｅＭｉｓｓ处理模
式是ＦＴＳ机制的一种特殊形式．

转发硬件资源消耗量大和转发设备成本高，是
目前ＳＤＮ网络向广域网推广的重要困难之一．其中
流表资源的匮乏又是该问题的核心点，本文提出的
缓解流表溢出机制，将为后续ＳＤＮ全面发展提供一
个可参考的容错机制．另外，提高实验的精度是发现
本机制存在问题的重要手段，这将作为下一阶段工
作的重点．通过实验的验证，可以进一步认识该网络
系统的逻辑正确性，也能为ＳＤＮ提供一个更好的
落地．

致　谢　西安交通大学智能网络与网络安全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ＳＤＮ小组的同学之前在ＳＤＮ／Ｏｐｅｎ
Ｆｌｏｗ方面做了很多研究工作，为本篇论文的完成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实验室的老师给予了本课题很大
的帮助和指导，感谢通信网络信息传输与分发技术
重点实验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在此衷心表
示感谢，同时感谢在百忙之中评阅论文的各位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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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１．
　　假设ＳＤＮ交换机流表容量为犆条，大流的到达形式是
具有参数λ的一个泊松过程，大流生存时间是具有速率为μ

的指数分布，犖狋为在狋时刻ＴＣＡＭ中的大流个数．在狋时刻，
犖狋是一个增消过程．如果到达强度ρ＞１，犖狋将无边界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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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需要满足：

ρ＝λ犮（ ）μ＜１ （１１）

　　犖狋的稳态分布概率密度函数为［２５２６］

π０＝∑
犆－１

犽＝０

（犆ρ）犽犽！ ＋（犆ρ）
犆

犆！·
１
１－［ ］ρ－１ （１２）

π犽＝
π０（犆ρ）

犽

犽！，０＜犽＜犆

π０ρ
犽犆犆
犆！，犆

烅
烄

烆 犽
（１３）

　　π犽代表流表中有犽个流表项的概率．
参考爱尔兰公式［２５］，流表充满的概率为

犆（犆，λ／μ）＝
（犆ρ）犆犆（ ）！ １

１－（ ）ρ
∑
犆－１

犽＝０

（犆ρ）犽犽！ ＋犆（）ρ犆

犆！ ·１
１－ρ

＝

１
１＋（１－ρ）犆！

（犆ρ）（ ）犆∑犆－１犽＝０

（犆ρ）犽犽！
（１４）

平均到达交换机的流数量［２７］：
犃狏狉＝ρ１－ρ犆

（犆，λ／μ）＋犆 （１５）

　　策略分配时粒度越细，交换机内的流表容量需求量就越
多．由式（１３）中超过犆的概率密度，以及式（１４），显然不论ρ、
犆、μ取何值总有概率犆（犆，λ／μ）使得犽犆．

犙犐犃犗犛犻犢犻，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９０，Ｐｈ．Ｄ．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ｄｅｆｉｎｅ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ｏｆＴｈｉｎｇｓ．

犎犝犆犺犲狀犵犆犺犲狀，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８１，Ｐｈ．Ｄ．，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ｍｏｎｉｔｏｒ，ｄａｔａｃｅｎｔｅｒｎｅｔｗｏｒｋ．
犔犐犎犪狅，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８７，Ｐｈ．Ｄ．，ｌｅｃｔｕｒｅｒ．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ＤＮ．
犌犝犃犖犡犻犪狅犎狅狀犵，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５５，Ｐｈ．Ｄ．，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ｎｅｔｗｏｒｋ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犣犗犝犑犻犪狀犎狌犪，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６４，Ｐｈ．Ｄ．，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ｃｏｖｅｒｓ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ｃｏｍｐｌｅｘ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ｓ．

犅犪犮犽犵狉狅狌狀犱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Ｄｅｆｉｎｅ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ＳＤＮ）ｉｓａｎ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ｗｈｉｃｈｄｅｃｏｕｐｌｅｓ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ｌａｎｅｆｒｏｍ
ｔｈｅｄａｔａｐｌａｎｅａｎｄｏｐｅｒａｔｅｓ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ｗｉｔｈ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ｏｐｅｎ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ｕｓｅｏｆＯｐｅｎ
Ｆｌｏｗ，ｔｈｅＯｐｅｎＦｌｏｗｓｗｉｔｃｈｉｓａ犱犲犳犪犮狋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ＳＤＮ．Ｔｈｅｆｌｏｗｔａｂｌｅｐｌａｙ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ｏｌｅｉｎａｎＯｐｅｎＦｌｏｗ
Ｓｗｉｔｃｈ（ＯＦＳ）ａｎｄｉｓｔｈｅｋｅｙｔｏｓｕｐｐｏｒｔｔｈｅＳＤＮ／ＯｐｅｎＦｌｏｗ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ｗｉｒｅｓｐｅｅ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ｆａｓｔｍｅｍｏｒｙ（ｅ．ｇ．，ＴＣＡＭ，ＱＤＲ，ＳＲＡＭ）ｉｓｕｔｉｌｉｚｅｄｔｏ
ｆｏｒｍｔｈｅｆｌｏｗｔａｂｌｅ．Ｕｎ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ｅｌｙ，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ｓｕｃｈ
ｋｉｎｄｏｆｆａｓｔｍｅｍｏｒｉｅｓｉｓｆａｒｂｅｈｉｎｄｔｈｅｈｕｎｇｒｙ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ｏｎ
ｉｔｓｕｓａｇｅ．Ａｓａｒｅｓｕｌｔ，ｔｈｅｆｌｏｗｔａｂｌｅｉｎｓｔａｌｌｅｄｉｎＯＦＳｈａｓ
ｌａｒｇｅｒｉｓｋｔｏｂｅｏｖｅｒｆｌｏｗｅｄ，ｐｏｓｓｉｂｌｙｌｅａｄｉｎｇｔｏｌａｒｇｅ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ＰａｃｋｅｔＩｎ／ＰａｃｋｅｔＯｕｔｍｅｓｓａｇ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ＯＦＳ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

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ｗ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ｈｏｗｔｏｍｉ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ｏｖｅｒ
ｈｅａｄｗｈｅｎｏｃｃｕｒｒｉｎｇＴａｂｌｅＭｉｓｓｅｖｅｎｔ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ｏｆｕｎｅｖｅｎｆｌｏｗｅｎｔｒ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ｃ
ｉｄｅａｉｓｔｏ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ｔｈｅｐａｃｋｅｔｓｆａｃｉｎｇＴａｂｌｅＭｉｓｓｅｖｅｎｔｉｎ
ｈｅａｖｉｌｙｌｏａｄｅｄｓｗｉｔｃｈｔｏｏｔｈｅｒｌｉｇｈｔｌｙｌｏａｄｅｄｓｗｉｔｃｈｅｓ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ｔｒｉｇｇｅｒｉｎｇＰａｃｋｅｔＩｎｍｅｓｓａｇｅａｌｗａｙｓｃｏｍｅｆｒｏｍｈｏｔ
ｓｗｉｔｃｈｅｓ．Ｔｈｅｎｅｗ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ｔｏ
ｈａｎｄｌｅｔｈｅＴａｂｌｅＭｉｓｓｅｖｅｎｔｉｓｎａｍｅｄＦｌｏｗＴａｂｌｅＳｈａｒｉｎｇ
（ＦＴＳ）．Ｔｈ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ｈａｖｅ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ｔｈａｔＦＴＳｒｅｄｕｃｅｓ

ｂｏｔｈ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ｅｓｓａｇｅｓ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ａｎｄＲＴＴｔｉｍｅｂｙｔｗｏｏｒｄｅｒｓ
ｏｆ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ｏ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ａｒｔＯｐｅｎＦｌｏｗ
ＴａｂｌｅＭｉｓｓｈａｎｄｌｅｒ．Ｅｖｅｎ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ｆｌｏｗｔａｂｌｅｏｖｅｒｆｌｏｗ
ｐｅｒｉｏｄ，ｄｅｎｉａｌｏｆｓｅｒｖｉｃｅｆｏｒｎｅｗｆｌｏｗｓｄｏｅｓｎｏｔｈａｐｐｅｎ．

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ａｎｅｗ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ｎａｍｅｄＦＴＳｔｏ
ｏｖｅｒｃｏｍｅｔｈｅｂｉｇ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ｔｈｅｆｌｏｗ
ｔａｂｌｅｏｖｅｒｆｌｏｗｉｎＳＤＮｓｗｉｔｃｈｅｓ．Ｉｔｈａｓｓｅｖｅｒａｌ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１）ＦＴＳｒｅｄｕｃｅｓｂｏｔｈ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ｅｓｓａｇ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ａｎｄＲＴＴｔｉｍｅ
ｂｙｔｗｏｏｒｄｅｒｓｏｆ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ｏ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ｔａｔｅｏｆ
ｔｈｅａｒｔＯｐｅｎＦｌｏｗＴａｂｌｅＭｉｓｓｈａｎｄｌｅｒ．（２）Ｗｅｓｈｏｗｔｈｅ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ａｎｄｆａｓｔ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ｕｓｅｒｓｗｉｔｃｈ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ｓｅｌｅｃ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Ａｎｄ（３）ＩｔｉｓＥａｓｙｔｏ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ａｓｙｔ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ａｒｔＯｐｅｎＦｌｏｗＴａｂｌｅ
ＭｉｓｓｈａｎｄｌｅｒｉｓａｓｐｅｃｉａｌｃａｓｅｏｆＦＴＳ．

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ｉｓｍａｉｎｌｙ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ｂｙ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ｏｆ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６１２７２４５９），
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ｉｇｈ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８６３Ｐｒｏｇｒａｍ）ｏｆ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３ＡＡ０１３５０１），ｏｐｅ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ＩＴＤＵ１５００４／ＫＸ１５２６０００１３），ｔｈｅ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ＮｅｗＣｅｎｔｕｒｙＴａｌｅｎｔｓＳｕｐｐｏｒｔＰｒｏｇｒａｍ（ＮＣＥＴ
１３０４５０）．

５１０２９期 乔思祎等：ＯｐｅｎＦｌｏｗ交换机流表溢出问题的缓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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