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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
因特网作为人们改造世界的一大成果，其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和给人们带来
的便捷性可以让有史以来任何一项发明创造大为减色。但正如任何一个硬币都有
两个表面，因特网的发展是以其不断扩充的规模和日益增加的复杂性为代价的。
作为认识网络行为特征的一项努力，网络流量工程这一学科便应运而生了。网络
流量工程被定义为网络工程的一个方面，它通过网络流量的测量、建模、描述和
控制，试图达到特定的服务和性能上的目标。
网络测量是网络流量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测量是对网络行为的观察和评
估，并力图发现影响网络外部特征的主导因素。IETF 的 TEWG 工作组对网络测
量给出了一个指导性的理论框架，而网络工程师们在实践中又提出了许多巧妙的
网络测量方法。主动式测量是网络测量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通过主动式测量，可
以人为地获得网络的行为特征，并将测量结果应用于网络的监测和排错。
本文首先回顾了网络流量工程以及各种测量技术的发展历史，对典型的网络
测量技术进行了重点介绍。在主动式测量协议中，IPMP 作为一个灵活高效的网
络测量协议，能够对转发系统和目标主机进行多种网络参数的测量。处理 IPMP
分组所需要的计算量和路由器转发一个 IP 分组的计算量差不多，这使得把 IPMP
应用于路由器测量成为可能。针对 IPMP 的一些不足，作者提出了扩展的 IPMP
协议：EIPMP。
EIPMP 对 IPMP 在两个方面进行了扩展。首先，EIPMP 扩充了 IPMP 的路径
记录，使得可以在 EIPMP 的测量分组中同时记录转发系统接收和发送分组的接
口地址和时戳。其次，EIPMP 重新制定了 IPMP 测量协议的信息交换协议部分。
在 EIPMP 中，测量主机和目标系统可以通过信息会话交换有关测量的精度信息。
信息交换协议运行于更加可靠的 TCP 之上，采用 AES 对称加密算法对消息进行
加密。
最后，利用 WPCAP 和 WINSOCK 2.0 对 EIPMP 协议的部分功能进行了模拟
实现。模拟系统的测量结果显示网络单向延迟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

关键词
网络流量工程 网络测量 主动式测量 IPMP EIP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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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greatest achievements of man's reconstruction of the world,
Internet would impair the excellence of any invention of human history for its
dramatic developing speed and the convenience brought to people. However, as every
coin has two sides, all these are achieved through its ever enlarging scale and growing
complexity. Internet traffic engineering is introduced as one of the efforts to fight
against this complexity. Internet traffic engineering is defined as one aspect of
network engineering, whose goal is to enhance the performance and service level of
operational IP network through the measurement, characterization, modeling, and
control of Internet traffic.
Network measurement is a vital part of network traffic engineering. The
objective of measurement is to observe and evaluate network behavior, in order to
trace the key elements that influenc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net. The TEWG of
IETF presents a comprehensive guiding framework of network measurement, while
many network engineers invent their own way to measure Internet. Active
measurement, as an indispensable way of network measurement, enables people to
have a deep insight of network behavior, and it can also be used in network
monitoring and debugging.
A complete survey of network traffic engineering and measurement technologies
is given in this paper. Some key measurement technologies are introduced in length.
Among several active measurement protocols, IPMP is an efficient protocol that is
tightly constrained and easy to implement. The protocol operates as an echo protocol
allowing packet loss, path length, RTT and in some cases, one-way delay
measurements to be taken. IPMP echo request packets could be processed with about
the same effort as forwarding an IP packet, which enables the router to be a plausible
measurement object of IPMP. EIPMP is an extended version of IPMP addressing
some developing points of IPMP.
EIPMP modifies IPMP in two ways. Firstly, the path record of IPMP is extended
so that both the inward and outward interfaces and timestamps could be tracked at the
same time. Secondly, EIPMP redefines the information request and reply part of IPMP.
In EIPMP, information about accuracy could be exchanged between measurement
host and echoing system by a more reliable and secure way. This is achieved through
TCP and AES encryption.
Finally, some functions of EIPMP are implemented on Windows with the help of
WPCAP and WINSOCK 2.0. The measurement results of the simulator have shown
the existence of instability of the one way delay between two hosts.

Key Words
Traffic Engineering, Traffic Measurement, Active Measurement, IPMP, EIP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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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

言
我很荣幸能够在进入硕士研究生学习以后不久就找到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早

在我入学之前，我的导师高传善教授就已经牵头在实验室建立了一个网络流量方
面的研究小组。通过与几位师兄的交流，我对网络流量工程的研究产生了兴趣。
高老师也同意我加入网络流量工程的研究。
在三年的研究生学习过程中，我除了参加实验室与其他研究机构合作的几个
项目外，自己也始终跟踪国际上相关研究团体的研究进展。在网络流量的研究领
域中，我认为网络测量提供了认识网络行为的手段，具有很重要的作用。而主动
式测量更是人们进行网络监测和排错时不可缺少的方法。比如，任何一个只要稍
微有一点网络知识的用户都会知道使用 ping 来测量网络的连接状态。
经过对国际上相关领域发展情况的研究和总结，我选定了 IPMP 作为主要研
究对象。主要原因是 IPMP 弥补了现存一些网络测量协议的不足，并且实现简单，
适应性强。由于 IPMP 的研究尚处在初始阶段，我针对 IPMP 的某些不足之处提
出了一些自己的见解，将其扩充为 EIPMP。同时通过一个模拟系统实现了 EIPMP
的部分功能。
由于时间紧张，以及本人能力有限，文中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恳请各位老师
和同学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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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网络流量工程及其发展历史
流量工程一词来自交通领域，指的是对马路，街道，高速公路以及其他交通
设施的规划和管理，以期达到对人员和货物进行安全、有效和高速的运输。流量
工程在交通运输中的作用，关系到整个系统的顺利运行，关系到生命财产安全。
与之相比，网络流量工程在计算机网络系统中的作用，没有丝毫逊色。只不过计
算机网络的发展与人类几前年的交通历史来相比，不过是一个瞬间，而网络流量
工程的产生，更是最近几年的事。正因为网络流量工程是一个新生领域，它才有
很多尚待解决的问题。也正因为网络流量工程的重要性至此，我们才会花大力气
去研究它。
IETF（The 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的因特网流量工程工作组（Internet
Traffic Engineering Working Group, TWEG）对网络流量工程给出了如下定义：
Internet 流量工程被定义为 Internet 网络工程的一个方面，它主要关心对操作
性网络中流量处理过程的优化。优化的中心议题是当其他网络的容量仍有富余
时，要减少个别容量的超载。流量工程涉及网络工程中与互联网的设计、供应和
调整有关的各个方面。它将商业目标、技术上和科学上的原则应用于互联网流量
的测量、建模、描述和控制，并依靠这些知识和技术达到特定的服务和性能上的
目标，包括流量在网络上可靠而迅速的传播，网络资源的有效利用，以及网络容
量的合理规划。
正如任何新兴学科的产生过程一样，网络流量工程也是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发
展，逐步被人们认识，并成为一门学科的。
1969 年劳动节，第一台接口报文处理器（Interface Message Processor, IMP）
被送到了美国加州大学洛山矶分校的网络测量中心（Network Measurement
Center），这标志这现代计算机网络发展的开始（[RDV]）。网络测量中心当时是
美国高级研究项目局（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ARPA）的一个下属机
构，随后它成了 ARPANET 的第一个节点。尽管当时的设备和技术都处于初起阶
段，连接在网络上的计算机设备也并不多（1970 年，整个美国大陆只有 10 个节
点），但是以网络测量为中心的网络工程（我们可以认为是网络流量工程的前身）
就已经受到了足够的重视。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当时的一些文献中看出来
（[JP72]）。究其原因，首先是当时的设备可靠性不高，技术条件差，因此需要
有严格的测量和维护工作。其次，当时连接在网络上的设备较少，这才使得严格
的测量和维护得以顺利进行。
到 20 世纪 70 年代，新的机构和团体不断加入计算机网络的阵营（[BV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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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能源部建立了 MFENet（Magnetic Fusion Energy Net）以及 HEPNet（High
Energy Physics Net）；美国航空航天局建立了 SPAN 网络；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资助建立了 CSNET（Computer Science Net）。另
外还有基于 AT&T 的 UNIX 系统的 USENET 和用于连接大型计算机的 BITNET。
所有这些网络的加入，带来了复杂性，但是网络流量工程并没有做为一个突出的
问题凸现出来。
现代因特网（Internet）的主干大部分是从 1986 年开始，在 NSF 的资助下完
成的。此间，因特网的用户和支持者不断扩大，新的问题也不断涌现。但是，此
时的网络仍然处于几家机构的控制之下，对网络流量的测量和监控仍然是充分和
有效的。1995 年 4 月，NSF 颁布了私有化政策，政府开始停止对主干网进行资
助。这一举措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许多网络公司开始涌现（如 Netscape 和
Yahoo!），许多传统的计算机公司开始涉足网络（如微软和 IBM）。不同的因特网
服务提供商（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ISP）之间相互依存，但是他们的主要关系
还是利益竞争。在利润日益缩减的情况下，没有哪个 ISP 愿意对 ISP 之间的网络
运行情况进行有效的监控和测量，而建立一个网络之间的流量工程框架正是网络
性能和安全性的一个客观要求。
为了预测发展趋势，解决已有的或者潜在的性能问题，有必要对现有网络上
的流量进行系统的测量、分析和模拟。建立一个统一高效的因特网流量工程框架
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

1.2 网络流量工程领域的相关工作
时至今日，国际上相关团体对于 Internet 工程尤其是流量工程已经作了大量
工作。我们将在这一小节给出有关工作的一个比较详细的回顾。首先从 IETF 与
网络流量工程有关的一些工作组开始。
从 1996 年开始，IETF 即开始对流量工程有关的领域进行了跟踪，相关的工
作组也成立了很多，例如：ITRACE（ICMP Traceback），IPFIX（IP Flow Information
Export），CCAMP（Common Control and Measurement Plane），MPLS（Multiprotocol
Label Switching），TEWG（Internet Traffic Engineering）
，BMWG（Benchmarking
Methodology），IPPM（IP Performance Metrics）。下面就对这些工作组的任务和
工作概况做一个介绍。
ITRACE 的目的是测量分组经过的路由路径。有很多情况下有必要记录分组
在因特网上经过的路径。比如，拒绝服务攻击的源 IP 地址往往是隐蔽的，为了
跟踪制造破坏的主机，有必要知道分组经过的路径。又如，有时候需要发现不对
称的路由路径，而一般的工具（如 traceroute）只能测量发送路径，不能测量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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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路径。利用 ICMP 回溯（Traceback）消息，路由器可以在转发分组的时候生
成一个低优先级的回溯消息。只要有足够的回溯消息，就可以确定从源到目标的
路由路径。当然，这一协议的设计还涉及到很多其他问题，例如最终用户的隐私
权，ISP 需要对内部的网络结构保密，以及回溯消息的认证等等。
同 ITRACE 一样，IPFIX 也是一个处于起步阶段的工作组。应用中已经有很
多 IP 流的输出系统。但是这些系统之间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别，这些差别使得人
们难以设计一个一般的流量分析工具。因此，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在工业上，都
有必要建立一个输出 IP 流信息的标准。一个 IP 流信息输出系统包括两个部分：
1. 一个表述流信息的数据模型；2. 一个输出设备，通常是路由器或者特定的测
量设备，以便用于报告流信息。IPFIX 要达到下述目标：
1.

定义“标准 IP 流”的概念。类似的定义在实践中已经广为应用，这里
要做的就是把它们标准化。

2.

建立数据的编码格式。

3.

在分组采样的基础上考虑 IP 流信息的概念。

4.

考虑影响到流数据的安全和隐私问题，为输出的流数据选择安全的传送
方法。

5.

规定将 IP 流信息在传输层上的传送方式。

6.

保证流输出系统的可靠性。

CCAMP 工作组致力于建立一个对网络操作进行控制和测量的标准框架，其
任务包括：
1.

定义支持多种物理路径和隧道技术的测量和控制协议。

2.

定义一套独立于协议的用于描述路径和连接的参数和测度。

3.

给出一个将测量协议取得的路径信息传播到已有的路由协议（如 OSPF
和 IS-IS）的方法。

4.

定义第三层路由协议和一般的用于建立和维护路径的控制协议之间的
关系等等。

MPLS 是一项刚刚兴起的路由技术。MPLS 工作组的主要目标是对标签交换
在各种链路（帧中继、ATM、局域网、SONET 等）上的实现进行标准化，包括
标签在路由器之间发布的规程和协议，已及对封装和组播的考虑等等。关于
MPLS 的研究是当前学界的热点，因此在这里不再赘述。
BMWG 的主要目的是为各种网络技术的性能参数测量制定一些标准。同时，
这些标准还可能涉及一些用到这些网络技术的系统和服务。每个标准都将描述设
备、系统或者服务的所属类别；描述所属类别的一些特性；建立一整套标识这些
特性的测度；定义收集这些测度所用的方法；以及对常用的基准报告定义需求。
下面将要介绍的 IPPM 和 TEWG 是和网络流量工程和网络测量关系最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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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的两个工作组，因此我们在这里给出一些比较详细的信息。
IPPM 工作组将开发一整套可以应用于因特网数据传输服务的质量、性能和
可靠性的测度。这些测度的使用对象是网络操作员、最终用户或者独立的测试机
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测度并不是一种表示“好”或者“不好”的价值判断，
而是对性能给出一种没有偏颇的量化的判断。IPMP 所关心的测度有：
连通性
单向延迟和丢失率
双向延迟和丢失率
延迟变化
丢失率的模式
分组重新排序
大批量数据传送的容量
链接带宽的容量
工作组将设计一个用于测量单向测度的协议，以便不同厂商之间的测量设备
能够互相交换数据。另一个任务是建立一个 MIB 库，用以存储 IPPM 测度，以
及在已有的网络管理系统之间交换这些测度。
正如本章开始的时候所述，TEWG 是流量工程的核心工作组，它给出了网
络流量工程的严格定义，规定了网络流量工程的研究方向。TEWG 的核心工作
是对互联网各个域之间的流量进行测量和控制。这些工作包括对域间的路由进行
规划、测量和控制，以及对域间的网络资源的分配进行测量和控制。已经使用和
正在研究的技术包括 ATM 和帧中继技术，基于 MPLS 的技术，基于约束的路由
以及区分服务环境下的流量工程方法。TEWG 将描述不同技术的特性以及它们
各自适合的工作环境。
与 IETF 先理论后实践的研究作风恰恰相反，许多国际组织走的是相反的一
条道路。它们从实际情况和经验出发，从很早就开始了网络流量工程的研究。虽
然其中的很多研究工作缺乏系统性，但是它们对流量工程的发展也起了很大的作
用。总而言之，这些组织和个人的工作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联合的、大规模的测量活动。在这一领域较为活跃的组织或团体包括
CAIDA（The Cooperative Association for Internet Data Analysis，参见[CAIDA]）、
NLANR/MOAT（The National Laboratory for Applied Network Research，参见
[NLANR]），还有 Bellcore 和 NLANR 牵头组织的 ISMA（Internet Statistics and
Metrics Analysis，参见[ISMA]）小组等。ISMA 工作组在 1999 年发表了著名的
关于被动测量和分析的工作报告[WR99]。还有一些公司（如 Sprint，参见
[SPRINT]）和学术团体（如 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LBNL 实验
室，参见[LBNL]）也促进了测量的国际性合作以及资源共享。国际组织 ACM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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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 SIGCOMM 小组赞助、LBNL 实验室维护的 Internet Traffic Archive
（[ARCH]）
是最权威的国际测量档案。
第二个方面是对测量结果的理论分析以及模拟。在这一领域一些学术团体
包括大学和商业团体赞助的实验室起了主要作用，其中工作成绩最为显著的包括
UC Berkeley 大学及 LBNL 实验室、Bellcore 实验室、AT&T 研究实验室（AT&T
Labs-Research）等，我们陆续会在文章的以后部分对其中的某些工作进行介绍。
第三个方面是对前两者进行总结，提出架构和具体实现上的建议，这一工
作主要由一些国际性标准化组织完成。
ITU-T（ITU：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参见[ITU]；ITU-T：The
ITU Telecommunication Standardization Sector，参见[ITU-T]）下面负责网络与服
务操作的研究小组 2（SG 2，参见[ITUTSG2]）、负责多协议和基于 IP 的互联网
络的研究小组 13（SG 13，参见[ITUTSG13]）在宽带网络（主要是 B-ISDN/ATM）
流量测量和定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在 SG 2 已通过的标准中，E.716 是关于流
量模型的，E.726 是关于流量相关性能参数的，E.745 是关于信元级流量测量的，
E.493 关于各种网络呼叫/连接一级的测量的。而在 SG 13 通过的标准中，I.356
是关于信元级性能的，I.358 是关于呼叫/连接级性能的。
TEQUILA（Traffic Engineering for Quality of Service in the Internet, at Large
Scale，大规模因特网服务质量的流量工程研究，[TEQUILA]）是欧盟资助的一
个大型研究项目。其主要目的包括：建立一个因特网端到端的服务质量框架以及
服务质量监控框架等等。

1.3 复旦大学网络流量工程研究小组
复 旦 大 学 因 特 网 流 量 工 程 研 究 组 （ Fudan University Internet Traffic
Engineering Research Group, FUITEG，参见[FUITEG]）成立于 1999 年 1 月，隶
属于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网络性能测量方法，因
特网流量分析与建模，网络行为模拟仿真等等。经过近三年的工作，已经初步建
立了一个从测量到分析到模拟的自成一体的网络分析平台 FUNAP（Fudan
University Network Analysis Platform，[CGC00]，[GHC01]）。

10

10

第一章 绪论

网 络

数据收集和
网络测量

流量数据库

模拟
环境

分析
工具

信息发布

图 1.1 FUNAP 框架

图 1.1 为 FUNAP 框架的示意图。包括数据收集和网络测量、流量数据库、
模拟环境、分析工具和信息发布等五大模块。下面分别对这些模块做一简要介绍。
数据收集和网络测量
数据收集模块是实现测量工作的最重要一环，它从目标网络采集具有代表性
的、能够刻画网络行为特征的流量数据。该模块能够根据得到公认的标准测度进
行测量，测量手段可能包括被动的监测和主动的探测。本文后面章节所要着重论
述的主动式测量技术就是这个模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除了上述的主体工作，测量过程还包括对数据进行保密性置换、过滤等预处
理工作内容。
流量数据库
流量数据库能够存储和分类管理数据收集模块获得的测试数据，以备以后的
分析和模拟使用，因此它的接口设计需要同时考虑效率和灵活性。在设计过程中，
涉及到数据容量问题、数据容器的选择和数据的智能抽取问题。
分析工具
分析工具从流量数据库中抽取数据，根据数据所面向的测度标准进行不同的
统计，并通过概率统计理论获得其各种不同的行为表现参数、曲线或函数表达，
从而得到数据经验的或分析的模型，最后对模型进行评估。这一部分是一个工具
集，其中涉及了多种统计分析工具和包括 Matlab 在内的数学工具，当然基于概
率和统计理论的数值分析方法也是工具中的重要部分，我们以 Matlab 的 Statisitics
工具包和 Wavelet 工具包为基础，进一步将有关的计算过程封装成 M 函数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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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环境
由于真实的网络环境复杂多变，所以有必要进行实验室模拟。一般模拟器的
设计框架包括四个部分：流量生成器（Traffic Generator）
，模拟场景（Simulation
Scenario），网络对象（Network Elements Library）和调度器（Scheduler）。
流量生成器可以选择输入的流量模型，生成期望的流量。它的输入可以从流
量数据库中记录的真实的流量轨迹、典型的理论流量轨迹或者分析工具产生的测
量模型中选择。模拟场景用于产生模拟对象的网络体系结构。网络对象库用于管
理网络的基本成分如链路、路由器和终端主机。调度器驱动和控制模拟的进行。
目前比较流行的网络模拟环境有 Network Simulator（NS）版本 2。我们在该
平台上进行了相当的二次开发，以适应原型平台的总体性需要。
信息发布
可以通过一些易访问的和标准化的接口实现测量数据的公开以及模拟和分
析结果的共享。目前国际上较为普遍的方式是通过 Web 公布测量数据发布，提
供下载参考。分析和模拟的输出结果包括各种统计数据、CDF/PDF 曲线、直方
图和其它图表。对于小波分析可能还包括其平均能量图、小波系数分布图线、尺
度系数分布图线和结构函数/划分函数曲线等。
上面简要介绍了 FUNAP 的设计框架。在这个框架指导下，FUITEG 在网络
流量的测量、分析和模拟方面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中的一部分
将在本文的随后部分进行详细阐述。

1.4 论文的组织
本文后续几章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二章系统的介绍了网络测量的理论和实践
技术，对一些有代表性的测量方法做了着重介绍。第三章介绍主动式测量的协议
和方法，主要包括 ICMP、OWDP 等主动式测量协议和一些流行的主动式测量工
具。第四章介绍了一个新型的网络测量协议 IPMP。IPMP 协议是采用测量/应答
的方式工作，测量的结果包括分组丢失率、路径长度、双向延迟，并在某些情况
下支持单向延迟的测量。第五章介绍 IPMP 协议的扩展版本：EIPMP 协议。EIPMP
在路径记录和安全性方面对 IPMP 进行了扩展。第六章简要叙述了在 Windows
系统上对 EIPMP 协议进行模拟的过程。第七章是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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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网络测量的方法和技术
2.1 网络测量概述
对基于 IP 网络的大规模测量活动是最近几年的事。一个完整而详尽的测量
框架可以避免不同的网络设备厂商采用互相不一致的技术，从而有助于数据共享
和网络设备的互操作性。在这一方面，TEWG 做了不少创造性的工作（[LCT01]）。
2.1.1 网络测量的作用
网络测量的直接目的是获取与网络运行有关的流量数据，而这些流量数据最
终将服务于网络工程的各个方面。从总体上说，可以包括流量描述、网络监控和
流量控制三个方面。
流量描述的任务之一是识别流量的模式，尤其是峰值流量的模式，以及这些
模式的变化。同时，对流量模式的分析应该具有多个时间尺度，例如每天、每周、
每个季度等等。其次，分析流量在网络上的分布也很重要。流量的分布可以是基
于一些对象的：流、网络接口、链接、节点、节点对、路径或者目标节点。第三，
流量描述还应该根据不同路由器和网络上不同服务类型数据的表现来预测未来
的流量负载。第四，从长远来看，对流量模式的研究可以预测流量的变化趋势，
从而为未来的协议设计等工作提供指导。
网络监控是网络测量领域很重要的一部分。对某些对可靠性要求很高的网络
而言，网络监控本身就是网络维护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首先，网络监控可以监
视网络目前运行的状态，找出错误或者可能导致错误的设备或者操作。一般用户
在使用网络时，都知道用 ping 或者 traceroute 等命令来检测当前网络的运行状况。
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网络测量行为。其次，由于网络服务的多样化，服务质量的
控制越来越重要了。网络监控可以监视网络服务的质量和连续性，可以保证服务
质量或者服务等级得到了有效的执行，可以对某个特定的服务提供性能上的监
控。第三，随着 MPLS 等具有网络流量工程功能的路由协议的应用，网络监控
可以用来检测流量工程策略的有效性，同时可以在网络性能的参数到达阀值的时
候激活相应的策略。第四，ISP 为用户提供 Internet 服务都不是独立的，不同的
ISP 之间需要安装某种协议互相协作，以便为用户提供最好的服务。因此，网络
监控还担负起了在边界路由器监视不同服务提供商之间的流量的任务。这一任务
包括对网络内部和网络之间流量的交换进行估计，以及为服务提供商之间各式各
样的流量交换提供服务。
流量控制指的是可以根据网络测量的结果对网络流量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控
制。首先，可以针对网络事件来动态的对网络性能进行优化。例如，当网络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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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或者拥塞时，可以利用流量控制对数据进行重新路由。其次，网络测量为
MPLS 等协议提供了一种对流量信息进行反馈的机制。第三，网络测量可以用来
支持基于测量的接入控制，也就是说，可以根据已经存在的流对带宽的需求来为
将来的流分配资源。
从整个流量工程的角度来讲，网络测量又是分析和模拟的基础。[WP98]指
出，如果没有反映当前 Internet 现状的高质量和容量的测量数据集，单凭纯数理
分析或空想，不可能对网络流量的内在特征做深刻的分析。
2.1.2 测量的时间尺度和读出间隔
根据实际需要的不同，流量测量的结果可以实时的提供给用户，也可以以历
史记录的方式保存下来。流量控制一般需要实时数据。对于网络规划和流量管理，
有价值的可能是原始数据经过处理后得到的一些分析结果。根据网络操作的实际
需要的不同，可以有下面三种网络测量的时间尺度。
网络规划
对于长远的网络规划和建设，应该使用时间尺度按月计算的网络测量方案。
比如，对网络拓扑结构的重新设计，计划新的路由方案，对现有网络进行扩展，
采用新的网络技术或者设备等等。
容量管理
按天或者小时的时间尺度进行测量得到的数据可以用于调整设备的部署，维
护网络设施，对网络侧策略进行优化等等。比如，网络测量发现新的容量需求时，
就可以建立新的 MPLS 隧道。另外，可以在特定的情况下根据网络测量来规划
负载平衡。当网络部件失效时，也可以进行重新路由和优化。
实时网络控制
按照分钟或者比分钟还小的时间尺度进行测量所等到的信息可以用于对当
前的网络情况进行实时的调整。这样，为了解决局部的阻塞，流量控制机制可以
通过动态的重新进行路由来分散负载。在检查到一个失效的时候，可以把流量重
新路由到一个备份路径上去，直到失效得到修复。
除了要根据实际需求调节网络测量的时间尺度外，网络测量还应该能够针对
要测量的网络的速度和规模来决定一个最佳的读出间隔。一个合适的读出间隔可
以使测量数据在满足要求的情况下最小化，从而可以节省很多资源，比如路由器
的控制处理器、路由器的内存、传输设备以及管理系统等等。
测量间隔指的是测量的时候两次测量之间间隔的时间。有些流量数据需要连
续的测量，而有些数据则需要采样。比如，由于网络流量经常是无规则的波动（事
实上，研究表明网络流量表现出一种多重分形特征（[GHC01]）），为了取得流量
的峰值，就需要进行连续的测量。主动式测量通常是由操作员手动激活的。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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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拥塞发生的时候，可以用主动式吞吐量测量来决定是否采用其他的路由路
径。
一个测量间隔可以包含几个连续的读出间隔。在读出的时候，测量系统对原
始测量数据进行总结并报告出来。如前所述，读出间隔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过
长则不能得到要求的精度，过短则会带来额外的处理负担。对于一个提供多种服
务的 IP 网络而言，每种服务的流量都有自己的特征。为了保证网络测量时能够
反映特定服务的特征，有必要对每种服务制定自己的读出间隔。
2.1.3 测量类型
网络测量的分类方法有很多种。在 IETF 的 TEWG 的网络流量测量框架（草
案，[LCT01]）中，依据的分类方法是测量的对象（或者叫做基准（bases））。测
量基准有：流，接口、链接和节点，节点对，路径。
基于流的测量
与传统电信网络的呼叫细节记录（Call Detail Record, CDR）类似，基于流的
测量以流为基准对网络流量进行测量。对于网络测量的流，我们可以理解为在同
一组特定的源地址和目标地址、源端口号和目标端口号之间传递的有着固定的协
议类型，具有开始和结束时间的数据包的集合。
测量信息通常包括源和目标的 IP 地址、端口号、协议类型、服务类型、流
开始和结束的时间戳、分组计数、字节计数等。这种测量经常用于接入路由器、
边界路由器等流量开始或者结束的地方。对于核心网络的核心路由器，一般不应
进行基于流的测量。
另外，由于流是一个粒度很小的测量对象，因此不可能长时间的对经过边界
路由器的所有的流进行测量。因为这个原因，基于流的测量往往不是连续进行的，
而是采取采样的方法。使用采样的方法测量还可以减少需要测量的数据的数量和
测量时间。
基于网络接口、链接和节点的测量
可以对每个网络元素进行被动式的测量。例如 SNMP 采用被动监听的方法，
可以在边界路由器上收集原始数据的有关信息，然后存储到 MIB（Management
Information Base）里面。这些信息包括发送/接收的分组的个数、字节个数、丢
弃的分组个数以及出错的分组个数等等。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商业的和非商业的网络监听工具，也可以进行基于网络
接口的或者网络节点的测量。比较常见的有 Tcpdump、Windump、NexXray 等。
有关内容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做更详细的介绍。
基于节点对的测量
在 IETF 的 IPPM 工作组里面给出了一些关于主动式测量的建议。主动式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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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可以用来测量主要的边界路由器之间的一些网络参数，从而了解整个网络的性
能。这种主动式测量方法正好为上面提到的基于网络接口或者节点的被动式测量
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补充。被动式测量可以很好的获得本地的性能信息，而主动式
测量则可以获得全局性的信息。
在传统的电信网络中，每个建立的连接都包含了一个节点对。可以在每个交
换机上面为每个节点对维护一系列的数据寄存器，用以记录节点对之间的网络情
况。相比而言，IP 网络的类似测量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因为 IP 是一个数据报协
议，这样的数据不可能直接得到。我们只能通过对被动式测量得到的数据进行分
析而获得关于流的信息。这样做的一个问题就是需要处理的数据量会很大。另外
一个问题是，由于路由配置可能发生改变，因此对节点对之间流量的跟踪就会出
现丢失的情况。
基于路径的测量
路径可以定义为 IP 分组从一个源端节点传送到目标端节点的过程中所经过
的一系列链接的集合。基于路径的测量往往是针对 MPLS 路由而言的。由于 MPLS
可以使用相对固定的路径对流量进行路由，因此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基于路径的
测量。进一步，可以开发基于流量的接入控制机制和对传送的特定服务的性能进
行跟踪和评估。
跟流一样，路径也是和一个节点对联系在一起的。与流相比，路径的粒度更
大一些，因为路径通常传送的是汇聚流量。而且，如果路由发生变化，一个路径
传送的流量要么不受影响，要么汇合到另外一个路径中去。正因为如此，基于路
径的测量可以对网络需求提供一个更加精确、可行的视图。例如，对某个节点对
之间的流量可以用结束（或者开始）于某个节点的路径的流量来表示。
2.1.4 测量实体
测量实体指的是在网络测量活动中要获得的数据或者对象。IETF 的 IPPM
工作组的一些文献（[PAM98]）和 ITU-T 的 I.380/Y.1540 建议（[ITUTI380]）上
都对网络测量的实体做出了详细的说明。
流量大小
流量大小的测量不仅包括流量的绝对大小，还包括给定时间内流量的均值和
变化。测量单位可以是比特、字节和分组。测量的基准可以是 IP 子网、网络接
口、链接、节点、节点对、路径、网络边界以及自治系统（Autonomous System）
的边界。测量可以在网络最忙碌的时候进行，因为这时候的测量结果刚好可以反
映网络能够提供的流量容量。然而，应当考虑发生阻塞的情况，因为阻塞会显著
的降低网络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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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持续时间
平均持续时间指的是流的平均持续时间，或者 MPLS 路径的持续时间。这
一测量实体和传统电信网络的呼叫持续时间等参数类似。对 MPLS 路径而言，
静态路径的持续时间反映了网络设备的可靠性和失效规律，从而可以得出一些有
关服务的信息。
连接或路径的容量和可用带宽
如图 3.2 所示，图中显示了三个连接。矩形的宽度即表示带宽的容量，矩形
中阴影部分表示被占用的带宽，空白部分表示可用带宽，即一般我们所说的带宽。
严格的说，容量指的是当这个连接上没有其他网络流量时，该连接能够对应用程
序提供的最大的吞吐量。（可用）带宽指的是一个链接在已有使用情况下，对于
一个应用能够提供的最大的吞吐量。显而易见，可用带宽与网络的使用状况密切
相关。据此，我们还可以定义一个路径的容量和带宽。一个路径的容量是该路径
所经过的所有链接的容量的最小值。一个路径的（可用）带宽是指该路径所经过
的所有连接的可用带宽的最小值。

C1

C

2

C3

源节点

目标节点

图 2.1 带宽和容量

特别的，设 H 是路径上的连接个数，Ci 是第 i 个连接的容量（C0 是源端系
统的发送带宽），那么路径的容量就可以表示为：

C = min C i
i = 0... H

（式 2.1）

设 ui 是在某个时间段内连接 i 的平均利用率（0≤ui<1，u0＝0），那么连接 i
的可用带宽就是 Ci(1-ui)。该路径在这个时间段内的可用带宽可以表示为：

A = min [ C i (1 − u i )]
i = 0... H

（式 2.2）

连接或者路径的可用带宽对负载平衡以及基于测量的接入控制很有意义。例
如，可以根据当前路径的可用带宽来决定是否建立一个新的 MPLS 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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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吐率
吞吐率的单位可以是比特每秒、字节每秒或者分组每秒。这里的吞吐率指的
是有效的吞吐率，即除去丢失的、错发的以及出错的数据之外在端节点之间传输
的数据。进行测量的同时，还应该指明当时网络的状况，例如当时网络的负载情
况。网络测量的协议层次也应该指明，因为数据报的负载和头的开销是不一样的。
可以从比特速率和分组速率来获得平均分组大小，这一数据对测量路由器的性能
很有意义，因为路由器的操作一般都是基于分组的，而小的分组会更加重路由器
处理的负担。
延迟
主要包括两种类型的延迟：分组在路由器的内部队列中等待路由时的延迟；
节点之间双向或者单向延迟。一般我们使用的 ping 就是一个测量双向延迟的工
具，而本文后面要详细介绍的 IPMP 则是一个测量单向延迟的工具。
分组丢失率
分组丢失的原因有很多种，其中主要的是传输错误和协议错误。比较高的分
组丢失率就有理由让人怀疑可能有的地方出现了故障。另外，网络审查也可能导
致分组丢失，因此应该有一种机制把由于审查丢失的分组和由于网络拥塞丢失的
分组区分开来。前者是由于用户违反使用协议造成的，网络运营商不应承担责任。
而后者发生的原因则可能是缓冲区溢出路由器的转发进程负荷过重等等，用户不
应对此承担任何责任。分组丢失率是衡量网络性能的一个重要参数。
资源利用率
资源利用率包括连接/路由器的利用率以及缓冲区的利用率等等。根据路由
器的体系结构的不同，资源利用率的测量还可以包括每个线卡或者中央单元的处
理器的利用率、内存的利用率等等。可以设置一些资源利用率的阀值。当到达这
些阀值时，就会触发一定的操作。
与连接或路径建立有关的实体
下面一些特性可以作为连接或者路径建立的测量实体：路径建立的延迟、路
径建立的出错概率、路径建立的被拒绝（阻塞）概率、路径释放延迟、路径中断
连接的概率以及路径恢复时间。
2.1.5 性能监控
网络性能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性能监控。为了保证网络以及网络的各个
部件能够持续不间断的运行，就需要对网络的性能进行实时监控。这里的监控可
以是主动式的，也可以是被动式的。当网络元素的某一个监控实体到达特定的阀
值时，就会有报警信息产生。
路由不稳定、阻塞和网络元素的失效都可能导致网络性能的下降。当某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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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段的资源利用情况始终超过一个阀值时，或者穿越路由器的延迟非常长时，很
有可能就发生了一个阻塞。在找到一个可能发生阻塞的区域后，可以利用吞吐率
监测来获得一个备选的路由方案，从而绕过阻塞区域。

2.2 网络测量领域的研究进展
这里我们主要介绍 NAI，ISMA，NIMI，IPMA，NAE'99 以及 Surveyor 项目
在网络测量领域所做的工作。
National Analysis Infrastructure（NAI，[NAI98]）是由 National Laboratory for
Applied Network Research（NLANR）的 Measurement and Operation Analysis Team
（MOAT）提出的。NAI 的研究工作包括两个方面：被动式测量和分析（Passive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PMA）以及主动式测量项目（Active Measurement
Project）。
被动式测量主要是截取数据包的包头，测量对象包括了主要高速网络环境。
它在信息密集交换点布置了大量 OCXmon，能够支持的最大带宽已经达到了
OC48。对 OC192/10GigE 的测量的研究工作也正在进行中。目前的 AMP 体系结
构包括了一个包含了大概 120 个活动采集点的测量网络，每个活动采集点都和其
他的采集点互相联系。测量的数据对象包括双向延迟（Round Trip Time, RTT），
分组丢失率，拓扑结构以及吞吐率。AMP 计划在将来引入千兆接口，并在广大
学术机构和高性能计算中心推广 AMP 测量。
NAI 包括了一系列的测量数据和分析结果，以及一整套的测量方法和工具。
NAI 还团结了美国国内和国际上很多类似的测量机构和研究团体，号称是目前世
界上最大的测量项目。
ISMA（Internet Statistic and Metrics Analysis Workshops，[ISMA]）是 CAIDA
组织的一个工作小组。从 1996 年至今，每年都召开 ISMA 工作会议，从没有间
断过。ISMA 的主要工作是讨论目前网络测量和分析的发展状况，从而为学术界、
设备制造商和服务提供商提供最新的技术发展信息和互相沟通的机会。2002 年
10 月，ISMA 年会将讨论核心路由表的多分辨率分析和宏观拓扑数据集合。主要
议题包括：路由表的增长趋势，IPV4 地址的实际应用情况，过滤对全球路由系
统的影响，病毒的蠕虫对路由的影响等等。
National Internet Measurement Infrastructure（NIMI，[PAM98]）是由美国自
然科学基金会和美国高级研究项目局资助的一个项目。项目旨在建立一个可伸缩
的通用的 Internet 测量基础架构，这样一个架构在地理视图上对应着北美、亚洲
局部工作着的大量网络探测点 NPD（Network Probe Daemon），而 NPD 被设计成
可协作工作的分布式测量平台。NPD 之间相互交换测试信息以获得对全局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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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识。NIMI 的主要特色有：支持多种测度标准，并设计了通用测量“引擎”
以支持不断出现的新测度标准；在支持测量规模上的工作独树一帜，较好地解决
了测量规模上的 N2 网络规模（N2 mesh scaling）问题，其原型系统已支持 103 规
模的测量点；NPD 由管理人员全权控制，并能适度地转让授权。同时 NPD 能够
最大可能地自动配置；NPD 交换的测试数据包含有证书信息进行认证，NPD 通
过访问控制列表 ACL 进行基于策略的授权。
Internet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IPMA，[IPMA]）项目的目
的在于获得对 Internet 各种协议交互的深入理解。IPMA 也是一个较大规模的分
布式测量系统，它在 Internet 的一些关键交换点配置了路由协议信息收集器来跟
踪路由协议更新报文，进而获得对动态路由行为的理解。IPMA 采用了 RFC2330
（[PAM98]）标准化的多种 IP 测度标准。
NAE’99 工作组（[Cla99]）是由 CAIDA 发起组织的，它将 Internet 基础设施
视作控制论意义上的巨大生态系统，身体力行地推行 CAIDA 的宗旨——多实体
的联合测量，并赋予应用开发者、ISP 和网络研究团体在这样一种全局测量中不
同的使命。在技术上，它要求实现对四种 Internet 流量数据的收集、分析和可视
化表示：网络拓扑，数据总量，性能表现和路由信息。
Surveyor 项目（[KZ99]）是一个在全世界拥有多个测量机构的分布式测量体
系。该项目的主要目标是提高对 Internet 路径性能和可靠性上的理解，其手段是
进行端对端单向延迟、包丢失和路由信息的测量。Surveyor 是较早投入实用的大
型测量计划，到 1999 年已经在遍及全球的 41 个高级教育和研究站点布置了测量
点。

2.3 网络测量方法和工具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网络测量由于涉及到的测量对象复杂多变，
数据庞杂，因此更需要灵活的测量工具和测量方法。在这一部分，我们就对目前
国际上使用的测量方法做一个比较概括的介绍。更详细的信息，可以参考
[CAIDA00]。
根据测量对网络运行的影响程度，网络测量方法主要可以分为两种：被动式
测量和主动式测量。
被动式测量方法主要是通过对网络流量及状态参数的监视和收集来完成测
量任务，其测量机制尽量避免干涉网络的正常运行，所以对网络性能的影响很小。
例如 OCXmon 监测器通过光分器（light splitter）在光纤上搭线采集包头数据。
对网络而言仅仅损失了一些能量，几乎没有影响到网络的正常运行。
主动式测量方法通过向网络中注入测试流量数据，并从其响应结果数据中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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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网络状态参数。由于在测量过程中引入了附加流量，所以这种方法不可避免地
要影响网络的正常运行；而且视其引入额外流量的多少，其测量结果也需要进行
一定的修正以反映实际网络运行情况。如路由信息测量工具 Traceroute、Skitter
等就是通过向目的地址发送探测性数据包并记录其返回数据来测量路由信息的。
由于主动式测量方法会影响网络的运行，所以在实际测量中对这种方法的应
用有一定的限制。而被动式测量方法几乎不干涉网络的运行，因此其应用范围比
较广泛，尤其适合于长期的网络监视任务。合理地结合使用这两种方法，就能比
较系统地刻画出网络的运行特征，并以此为基础对网络进行进一步的分析、管理、
规划和设计。
2.3.1 点对点测量工具
这类工具以 ping 为代表，并包括很多 ping 的衍生版。ping 是最初的网络测
试与诊断工具，主要是用于测试目的主机是否可达、网络延迟以及包丢失率。现
在，ping 已经成了 TCP/IP 协议族的一个标准工具。从原理上来说，ping 不断发
出 ICMP 协 议 的 ECHO_REQUEST 探 测 报 文 ， 引 发 远 程 主 机 或 路 由 器 的
ECHO_RESPONSE 响应。ping 的参数指定发送探测包个数、探测时间、分析输
出形式等，视不同平台的实现而略有不同。
虽然因为 ping 可能带来的额外网络负载使得它不适宜在一些常规任务或自
动运行脚本中使用，但在网络诊断和测量中，它确实是一个非常方便和实用的工
具。在网络诊断任务中，通常使用该工具向某主机发出探测包来确认该主机是否
处于活动状态（更严格地说，该主机网络接口是否打开并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如果 ping 的目标主机设为本机地址或 loopback 设备地址，可以判断本机网络驱
动是否工作正常。在 ping 的返回信息中，
“往返时间”（Round Trip Time）和包
丢失率是非常重要的网络状态测量参数，据此可以判断到目标主机的网路状态，
同时“往返时间”是 TCP 网络应用参数设定的一个重要依据。一般来说，ping
能报告测量出来的最小、最大和平均往返时间。多数 ping 工具另外还返回一个
TTL 信息，TTL 意指 Time To Live，是 IP 包头的一个重要部分，它定义了该分
组可以穿越的最大 IP 路由器的个数（每经过一个路由器该计数将减 1，直到 0
的时候该分组将被丢弃）。
2.3.2 路由信息测量
这类工具以 traceroute 及其衍生程序为代表，主要用于测量从源端到目的端
的路由信息。Traceroute 是 UNIX 平台上发展起来、进而得以普及的命令（在多
数 UNIX 和类 UNIX 平台如 Linux 上都有实现）。Traceroute 的出现是适应了
Internet 的多网关互联的体系结构。其目的是跟踪数据包可能经过的一条路由路
径（而 ping 命令只是通过 TTL 能反映这条线路上节点的个数，而且各种 ICMP
实现对 TTL 的处理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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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eroute 的实现机理比较有趣。它利用了 IP 分组包头的 TTL 字段。运行
的时候，测量主机向目标主机发送一个非常规的 UDP 包，其端口号为一个不可
能值（诱发主机响应 PORT UNREACHABLE），并将 IP 包头中 TTL 域初始值设
为 1。这样，这个包到达的第一个网关便会返回一个 ICMP TIME EXCEEDED 响
应。之后，测量主机依次增加 IP 包头的 TTL，直到收到目标主机的 PORT
UNREACHABLE 响应（表示已到达主机，可以停止探测）或网关的 TIME
EXCEEDED 响应（表示 TTL 计数已经超过最大值）。traceroute 命令最后打印出
每一个响应时的 TTL 值（代表了沿途经过的网关顺序）、网关地址和往返时间。
与 ping 相比，traceroute 产生的网络负载还要大，所以只适宜在手工故障隔离和
监测中使用。
与 traceroute 类似的还有 Skitter。Skitter 是 CAIDA 开发的一个路由测量工具。
它的功能是探测从源端到多个目的端的前向 IP 路径，其机理与 traceroute 相似：
由 Skitter 发出探测包，每经过一个网关时就把 TTL 值加 1，并且记录返回响应
消息的网关序列，直到探测包到达目的地或者 TTL 值超过预设值。Skitter 与
traceroute 不同之处在于 Skitter 使用的是 ICMP 协议而不是 UDP 协议。当 Skitter
收到从目的地返回的 ICMP ECHO REPLY 消息后，就终止这次探测，并记录下
TTL 值与得到的路径消息。
另外一个有趣的工具是 GTrace（由 CAIDA 开发）。可以说它是 traceroute 的
一个图形界面。traceroute 是不能确定一条网关路径的物理位置的，而且事实上
也并没有一个数据库能够提供 IP 地址和其物理地址的映射。而 GTrace 采用了一
些假定的启发式规则试图根据网关/主机的名称（如域名）来获知其可能存在的
地址，并使用一些检测对获得的地址进行再一步确认，尽量减小偏差。最后通过
一种图形化界面来与用户交互。
2.3.3 吞吐量测量
这类工具主要用于测量网络带宽，常见的有 Treno，bing 和 Btest。
Treno 是匹兹堡超级计算中心开发的一个吞吐量测量工具，用于测量运行
TCP 协议的网络的吞吐量。Reno 算法是最早在 BSD Reno 版本中实现的一种对
TCP 拥塞情况的快速恢复算法。通过在用户模式诊断工具中实现这种拥塞回避机
制, TReno 被用来测量 Internet 路径上单一流的突发传输带宽，它是两种已有算
法的融合：traceroute 和 TCP 拥塞控制算法。TReno 同时使用 ICMP ECHO 包和
Low-TTL UDP 包来探测网络状态，这些包中含有序列号，以供 TReno 确定探测
包及其响应包，从而收集数据来分析 TCP 的拥塞状况。
bing（Bandwidth pING，[BING]）是 Pierre Beyssac 写的一个测量点到点的
网络带宽的工具。bing 通过向连接的两个端点发送不同大小的 ICMP ECHO
REQUEST 包来测量这个连接的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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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

Internet
Measurement Host

Dest1

Dest2

图 2.2 bing 的原理

如图 2.2，假定我们在 Measurement Host 上进行测量，希望获得 Dest1 和 Dest2
之间的吞吐量。bing 采用的方法就是：根据 Measurement Host 和 Dest1 以及 Dest2
的 RTT（Round Trip Time）来估计 Dest1 和 Dest2 的 RTT。然后改变 ICMP 分组
的大小，根据 RTT 的变化与分组大小的关系就可以计算 Dest1 和 Dest2 之间的连
接的吞吐量。

图 2.3 MikroTik 公司的 B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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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kroTik（[MTIK]）是一家生产基于 PC 机的路由器软件的公司，而 Btest
是他们生产的用于测量两台主机或者主机和路由器之间可用带宽的免费软件。
Btest 的优点是具有一个容易使用的图形用户界面，可以用于 Windows 系列操作
系统。Btest 以客户/服务器模式工作。其运行协议是 TCP 或者 UDP，测量结果
将以曲线的形式表示出来（如图 2.3）。
2.3.4 流量监视工具
流量监视工具主要有以 TcpDump 为代表的流量截取工具和以 Tcptrace 为代
表的离线流量分析工具。
TcpDump 有 LBNL（[LBNL]）开发，是 Unix 平台上著名的流量截取工具。
虽然名为 TcpDump，但是这个程序事实上可以截取任何网络接口卡所发送或者
接收的所有数据链路层的数据帧。Tcpdump 有着灵活的截取规则，可以根据主机、
子网、协议、端口、传输方向等条件对截取流量进行过滤。
Tcptrace（[Tcptrace]）是俄亥俄大学的 Shawn Ostermann 写的一个流量分析
工具。输入流量轨迹可以是 tcpdump、snoop、etherpeek、HP Net Metrix 以及
Windump 所截取的流量轨迹。Tcptrace 可以有几种输出格式，主要是关于 TCP
连接的一些信息。例如，连接持续时间、发送和接收的字节和分段个数、重发个
数、双向延迟、窗口广播、吞吐量等。Tcptrace 还可以在 xplot 的帮助下把分析
结果以图形的形式表示出来。
2.3.5 统计分析工具
这类工具以 MRTG、NeTraMet 等为代表。与流量监视工具不同，这类工具
往往能给出网络状态消息数据，并进行一定的统计分析。
为了全面衡量网络运行状况，需要能够对网络状态/性能参数进行更详细、
更精确和系统的测量。SNMP 协议的制订和进化给 Internet 测量提供了有力的支
持。尤其是 SNMP 在事实上的普及、标准化的 MIB 以及规范的 OID 标识方法，
使得基于 SNMP 的测量工具在全球 Internet 这一规模上能够有效完成测量工作。
NeTraMet 和 MRTG 就是基于 SNMP 的两个典型统计分析工具。
NeTraMet 是一个非常有用的网络数据流分析工具，它可以根据流的地址信
息来为其统计包或者字节的计数。在 NeTraMet 系统中，
“manager”程序负责下
载预定义的规则，并根据这些规则对流进行分类；
“collector”程序则通过 SNMP
协议来收集流量数据。
MRTG 是由 Tobias Oetiker 和 Dave Rand 设计的一个基于 PERL 的图形化
界面流量统计分析工具。MRTG 通过调用外部的实用程序完成 SNMP 查询、生
成 GIF 图形并创建 HTML 页面。MRTG 主要由四个模块组成：SNMP 模块用于
网络状态变量数据的收集，日志文件记录收集到的流量数据，RateUp 模块用于
快速生成统计图形，配置模块用于辅助用户生成 MRTG 的配置文件。图 2.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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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TG 输出结果的一部分。

Max

In: 142.8 kB/s (1.1%)

Average

Max

Out: 202.1 kB/s (1.6%) Average

In: 31.1 kB/s (0.2%)

Current

In: 38.2 kB/s (0.3%)

Out: 10.9 kB/s (0.1%)

Current

Out: 19.8 kB/s (0.2%)

图 2.4 MRTG 的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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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主动式测量的协议和方法
3.1 主动式测量项目 AMP
在第二章已经介绍过，主动式测量是通过向网络中注入测试流量数据，从其
响应结果中获得网络状态的测量方法。常用的主动式测量方法有 ping、traceroute
以及各自的衍生版本等。由于主动式测量行为总要给网络运行带来影响，因此通
常情况下总是在排除网络故障的时候由人工启动。但是，某些非常重要的网络参
数，例如网络延迟、路由路径，由于经常随着网络状态的变化而变化，而静态的
被动式测量很难反映这些变化，则有必要进行主动式测量。有计划的大规模的主
动式测量对我们认识网络状态，预测网络发展趋势也有重要意义。在网络主动式
测量方面工作最为出色的是 NLANR（National Laboratory for Applied Network
Research，[NLANR]）的 AMP（Active Measurement Project，[AMP]）项目。
NLANR 同时进行主动式和被动式的测量工作，其目标是更好的理解互联网
络和其内部运行机制。主动式测量的方法就是利用网络探测器来测量网络运行的
状态参数。NLANR 的 AMP 项目包含了大约 100 个遍布北美大陆的主动网络监
视器。这些监视器定期地互相发送测量消息，监测网络状态（见图 3.1）。

图 3.1 NLANR 的 AMP 项目的主动式测量网点分布

这个 AMP 系统通过因特网连接在一起。每两个节点每分钟运行一次往返时
26

第三章 主动式测量的协议和方法

间（Round Trip Time, RTT）测量程序。每两个节点每十分钟运行一次 traceroute
来确定它们之间的路由。AMP 并没有测量单向延迟的功能，这是因为就目前的
技术水平，单向延迟的测量往往需要外部的时间同步设备（比如 GPS 接受器等），
而这些设备一般都是很昂贵的，安装过程又往往很复杂，这对于需要大量部署的
主动式测量监视器是很不现实的。
双向延迟的测量采用的是一种叫 fping 的程序。fping 和 ping 的区别就是 fping
可以同时对很多个站点发送 ICMP ECHO REQUEST 分组。每隔一分钟，这个程
序就向每个测量主机发送一个 ICMP ECHO REQUEST 分组，并等待收到一个
ICMP ECHO REPLY 分组，然后记录每个站点的延迟。当发送了四个 ICMP ECHO
REQUEST 分组而在超时之前没有收到任何 ICMP ECHO REPLY 分组时，就认为
分组丢失了。
路由信息的测量采用的是 traceroute 程序，每十分钟测量一次。
AMP 项目是各个不同的组织和单位通力合作，完成一项复杂任务的典范。
现有 124 个网络监视器遍布北美大陆的大学和研究所（在澳大利亚也有一个，
[AMPACTIVE]）。由于这些组织很多历史上就是因特网的发起者，它们也都处于
网络的主干位置，因此对这些网络的测量和监控很能反映网络的当前状况，对解
决网络故障也能提供指导。例如，任何一个互联网用户都可以通过 AMP 的网站
查询当前时刻，以及以前某一段时间的网络状况（RTT 和路由路径）。这对从系
统层次上了解网络运行状况，排除网络故障是很有帮助的。

3.2 主动式测量协议的发展
因特网做为人们改造世界的一大成果，其设计的复杂性和给人们带来的便捷
可以让有史以来任何一项人类的发明创造大为减色，但正如任何一个硬币都有两
个表面，因特网多样的功能是以其复杂的组成和不断扩充的规模为代价的。现在
的因特网如同一个复杂的生物群落，各个层面的技术互相交织，互相影响，组成
了一个层际明显，但是各层又互相交错的生态金字塔。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系统下，
网络测量技术如同一个个生物探测器，虽然有时仅仅是以管窥豹，但是得到的信
息仍然对我们了解各种已知技术组成的这个复杂系统表现出的一些未知行为至
关重要。主动式测量的意义尤为重要，它是我们获得这个生物群落里面各层物种
家系行为的一个探针，得到的血样可以使我们更清楚的认识这个复杂的系统。
诸多主动式测量方法都遵循一个共同的设计原则，那就是将经过特殊组合的
数据包注入网络，然后通过返回的信息来推断网络对这些数据包的处理方法，由
此获得网络的状态信息。从设计方法来看，这些测量系统可以分为两类：利用专
用的网络测量协议（如 ICMP（[Pos81a]），OWDP（[STZ01]）以及本文将要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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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介绍的 IPMP）以及利用非专用网络测量协议（如 TCP（[Pos81b]），UDP
（[Pos80]）。利用非专用网络测量协议的方法都是在已有的传输层或者 IP 子层进
行测量，它们并不是为网络测量而专门设计的协议，因此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很
多网络延迟是在路由器发生的，而路由器把 TCP、UDP 的测量数据包仅仅做为
一般的数据处理。这种处理的结果是，当前网络的状态很难在测量结果中显示出
来。因此，有必要设计一些专用的网络测量协议。从专用网络测量协议的发展历
程上，我们可以看出网络测量技术的不断演化和进步。
ICMP（因特网控制报文协议）
ICMP（Internet Control Message Protocol）最初被用来在源主机和网关、源
主机和目标主机之间在报文处理的过程中交换错误信息。例如，当一个分组由于
某种原因不能发送到目标，或者网关用于转发分组的缓冲区已满，或者网关知道
可以用一个更短路由转发分组的时候，ICMP 就可以发挥作用了。由于 IP 协议是
一个不可靠的数据报协议，因此这种错误信息的交换是经常而且必要的。ICMP
协议看上去似乎是一个 IP 层之上的协议，但是事实上它与 IP 紧密结合，是 IP
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了避免数据风暴，ICMP 不对 ICMP 本身的分组发送
出错信息，而且，对于分段的 IP 分组，只对分段偏移为 0 的分组发送出错信息。
有关 ICMP 的详细信息可以参看 RFC792（[Pos81a]）。
0

7 8
类型

15 16
代码

31
Checksum

其他部分

图 3.2 ICMP 分组结构

如图 3.2 所示，ICMP 分组的类型部分表明了这个 ICMP 分组的功能。代码
是与类型相关的出错代码，其他部分包含了其他信息，例如原来 IP 分组的报头
和一部分数据。RFC792 一共定义了 11 种信息类型，如表 3.1 所示。
下面我们就将这几种类型做一下详细介绍。
类型 0 和 8：询问和询问应答
最常见的 ping 程序即使用了这两种类型的 ICMP 信息。设计者的本意是用
于验证目标主机是否处于活动状态。分组的信息体里面有一个序列号字段，用于
对询问应答和询问信息进行匹配。可以记录从发送询问信息直到收到相应的询问
应答所经过的时间，从而可以记录源主机到目标主机的双向延迟。这也是 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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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现原理。
编号

类型

说明

1

0

询问应答

2

3

目标不可达

3

4

源阻塞

4

5

重定向

5

8

询问

6

11

超时

7

12

参数问题

8

13

时戳

9

14

时戳应答

10

15

信息请求

11

16

信息应答

表 3.1 ICMP 的消息类型

类型 3：目标不可达
这里的目标指的是网络、主机、协议、端口，另外当 IP 分组里面设置了不
可分段的选项，而目标网络有不支持这么大的分组，或者不能使用源路由选项的
时候，也会发出这个消息。根据出错情况的不同，这个消息可以是路由器发出的，
也可以是主机发出的。
类型 4：阻塞源
当网关的转发缓冲区过满，不能够接收新的分组时，网关就会向源主机发送
类型 4 的出错信息。当主机或者网关太忙而不能即时处理收到的分组时，也可以
发送这个出错消息从而使源主机减慢发送分组的速度。
类型 5：重定向
重定向信息用于下面一种情形：主机 A 向网关 X 发送分组，网关 X 发现网
关 Y 处于主机 A 和目标主机的路径之上，而且网关 Y 和 A 处在同一网络上。这
时主机 A 就向源主机发送重定向信息，建议源主机将针对目标网络的网关改为
Y。同时，网关 X 对已经收到的分组照常转发。然而，对于具有源路由选项的 IP
分组，即使当前网关发现了一个更好的路由路径，它也不会发送重定向信息。
类型 11：超时
这里的超时有两种类型：IP 分组里面的 TTL 字段变为 0 和 IP 碎片重组超时。
IP 分组的 TTL 字段指明了该分组可以经过的最多路由器的个数，如果某个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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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发现 IP 分组的 TTL 字段为 0，则该路由器就丢弃这个分组，并向源主机发送
类型 11 的 ICMP 出错信息。另一方面，如果目标主机在重组 IP 分组的时候收不
到某个碎片而超时，也会向源主机发送类型 11 的出错信息。
类型 12：参数错误
当目标主机或者网关发现 IP 分组的选项字段中有参数不匹配时，就会丢弃
相应分组，同时向源主机发送类型 12 的错误信息。
类型 13 和 14：时戳和时戳应答
与类型 0 和 8 类似，不同的是在消息上增加了三个时戳：初始时戳（Originate
Timestamp）、接收时戳（Receive Timestamp）和传输时戳（Transmit Timestamp）。
源主机发送分组的时候加上一个初始时戳，这个时间应该是发送者最后接触分组
的时间。目标主机收到分组后记录当前时间做为接收时戳，在发送分组的时候记
录最后一次接触分组的时间为传输时戳。时戳是以毫秒为单位的 32 位整数，其
具体含义可见[Mill81]。这样，如果两台主机的时间是同步的，那么发送主机可
以根据时戳计算从对方到自己以及自己到对方的单向延迟。例如，发送方到接收
方的单向延迟可以计算为（收到时戳应答分组的时间－传输时戳）
；接收方到发
送方的单向延迟可以计算为（接收时戳－初始时戳）。
由此可见，时戳和时戳应答分组提供了简单的测量主机之间单向延迟的机
制，但是仍然很不完善。例如，无法利用时戳和时戳应答分组测量从源主机到目
标主机路径上的每个节点的单向延迟。我们以后要讨论的 IPMP 协议正是要解决
这个问题的。
类型 15 和 16：信息请求和信息应答
这两组消息可以用于探测当前主机位于哪些网络上面。发送主机发送一个目
标 IP 地址为 0（意味当前网络）的信息请求分组，然后根据收到的信息应答分
组即可以确定它位于哪些网络上面。
OWDP（单向延迟协议）
OWDP（One Way Delay Protocol，[STZ01]）是 IPPM 工作组的几项与网络
性能测量有关的工作的一部分（其他工作可见（[PAM98]，[AKZ99]））。OWDP
使用 UDP 数据包测量网络单向延迟。在测量之前，使用 TCP 协议在主机之间控
制测量会话，协商 UDP 端口号以及是否对传输中的测量数据进行加密等。
OWDP 的设计目标首先是提供一个简便易用的单向延迟测量方案。同时，
该协议具有安全性，能够保证控制和测量功能的分离。OWDP 的测试流量将很
难被截获或者侦听，因为这些测试数据仅仅是一系列的 UDP 数据包。数据交换
的端口号和数据包的大小都是在测量之前协商决定的，没有静态的可供捕获者识
别的特征。同时，OWDP 支持身份认证和加密模式，这样就避免了中间人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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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送虚假时戳的情况。
OWDP 实际上包括两个互相关联的协议：OWDP 控制协议（OWDP-Control）
和 OWDP 测量协议（OWDP-Test）。OWDP 控制协议用于发起、启动、停止测量
会话以及获取测量结果，而 OWDP 测量协议则用于在两个测量节点之间交换测
量分组。
OWDP 控制协议并不是一个唯一的用于控制 OWDP 测量协议的协议。用户
可以选择使用其他控制协议来代替它，但是设计良好而且高效的 OWDP 控制协
议已经能够胜任这项控制工作。OWDP 中有四个操作实体，如图 3.3 所示。

OWDP测量
会话发起者

会话接收者

服务器
OWDP控制
OWDP控制
控制客户端

获取客户端

图 3.3 OWDP 的操作实体

会话发起者（Session-Sender）：运行 OWDP 测量会话的发送方端系统。
会话接收者（Session-Receiver）：运行 OWDP 测量会话的接收方端系统。
服务器（Server）：一个管理一个或者多个 OWDP 测量会话的端系统。服务
器可以为会话端系统设置状态，并返回测量结果。
控制客户端（Control-Client）：一个要求进行 OWDP 测量会话的系统。它可
以开始一系列的会话，也可以终止这些会话。
获取客户端（Retrieve-Client）：一个要求取得已经完成的 OWDP 测量会话
结果的端系统。
同一个主机可以做为不同的逻辑实体。例如，可以只有两个主机，一个做为
控制客户端、获取客户端和会话发起者，一个做为服务器和会话接收者（如图
3.4 所示）。这种情况也是实际应用中最经常出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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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WDP控制
会话发起者
获取客户端
控制客户端

OWDP测量

服务器
会话接收者

图 3.4 简化的 OWDP 操作实体

在会话开始之初，OWDP 控制协议用于在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对端口号、
会话开始时间、会话长度、测量分组大小、Poisson 采样间隔的均值以及其他一
些参数进行协商。同时 OWDP 控制协议还支持对测量和控制会话进行身份认证
和加密等安全性操作。
OWDP 测量协议使用 UDP 传送数据。会话发起者和会话接收者的 IP 地址和
端口号是在会话建立之初使用 OWDP 控制协议协商确定的。之后，测量主机按
照 Poisson 分布的时间间隔发送一系列的测量数据包。测量数据包的主要内容是
数据包序列号和时戳。会话接收者收到测量数据包后，根据数据包里面的时戳和
当前时间，便可以计算当前延迟。测量结果由获取客户端通过 OWDP 控制协议
取得。
IPMP（IP 测量协议）
IPMP（Internet Protocol Measurement Protocol，[Mcg01]）是一个崭新的网络
测量协议。它解决了以往一些测量协议的缺点和不足。提出了一种测量网络单向
延迟的解决方案。有关这一协议的详细情况我们将在下一章介绍。

3.3 现有主动式测量方法介绍
现有的主动式测量工具很多，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 ping 和 traceroute。它
们的实现原理和使用方法我们在第二章已经做了详细介绍。其他常用的主动式测
量工具还有：bing（Bandwidth pING，[BING]），pchar（[PCHAR]），clink（[CLINK]），
fping（[FPING]），hping（[HPING]），iperf（[IPERF]），nettest（[NETTEST]），
pathrate（[PATHRATE]），sprobe（[SPROBE]），sting（[STING]）等。
bing
bing（Bandwidth pING，[BING]）是一个设计非常新颖的主动式探测工具。
它的设计原理在 2.3.3 节已经做过介绍。
pathchar
pchar（[PCHAR]），clink（[CLINK]）和 pathchar（[PATHCHAR]）的实现思
想基本类似（[Down99]），其目的都是测量网络上两个主机之间的连接性能。下
面我们就以 pathchar 为例进行说明。与 traceroute 一样，pathchar 利用了 IP 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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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的 TTL（Time To Live）字段。TTL 决定了一个分组在被丢弃前所能经过的
最多的连接数。如果一个路由器收到一个 TTL 已经为 0 的分组，这个分组就会
被丢弃，同时路由器向发送者一个 ICMP 出错分组。这个出错分组的源地址显示
了数据分组在失效前经过的最后一个路由器。如果将 TTL 的值设为 n，那么就有
可能获得路径上的第 n 个路由器的地址。
pathchar 会发出一系列的具有不同 n 的值和不同大小的分组。对每个分组，
从发出到收到出错 ICMP 分组的时间被记录下来。通过对这些时间和其他数据进
行统计分析，就可以得出路径上每个连接的延迟和带宽、排队时间的分布以及一
个分组被丢弃的概率。

图 3.5 pathchar 所采用的网络模型

分析是根据图 3.5 的网络模型做出的。在一个分组离开第 n-1 个节点之前，
它在输出连接队列中等待。传输这个分组所用的时间（传输时间）是分组大小的
线性函数。函数的两个参数是延迟和带宽：lat＋size/bw。其中 lat 是延迟，size
是分组大小，bw 是带宽。在第 n 个节点，分组等在队列中直到路由器处理这个
分组并产生出错的 ICMP 分组。ICMP 分组等在节点 n 的输出队列中。然后回到
第 n-1 个节点，传输时间是 lat＋error_size/bw。这里 error_size 是 ICMP 出错分
组的长度（56 个字节（[Stev94]））。最后，这个分组在节点 n-1 等待。从节点 n-1
到节点 n 的双向延迟 RTT 为：
rtt = q1 + (lat + size/bw) + q2 + forward + q3 + (lat + error_ size/bw) + q4
这里 qi 是表示排队时间的随机变量。forward 是路由器转发分组所用的时间。
为了简化问题，我们可以做如下假设：（1）、ICMP 出错分组的大小很小，
可以被忽略，因此 error_ size/bw 可以被忽略。
（2）、转发时间（forward）可以被
忽略。
（3）、如果我们对一个给定的路径做多次测量，最后会有一次测量的排队
时间是可以忽略的。考虑到这些因素，最后我们得到：
rtt = (lat + size/bw)+ lat
根据上式，以及每次的测量结果，pathchar 计算出每个连接的延迟和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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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ing
fping（[FPING]）跟 ping 非常相似。它的功能也是使用 ICMP 协议来检查网
上的主机是不是处于活跃状态。fping 与 ping 的区别是：可以在命令行上指定多
个主机，也可以把需要检查的主机放入一个文件中。fping 将采用轮询的方式对
每个主机进行查询，而不是一直对一个主机查询直到超时或者发现活动。如果一
个主机应答了，那么这个主机就会从主机列表中去掉。如果超过一个时间限制，
主机没有应答，那么就认为这个主机是不可到达的。
hping
hping（[HPING]）是一个基于命令行的 TCP/IP 分组组装和分析工具。hping
支持 TCP、UDP、ICMP 和 RAW-IP 数据，并且具有 ping 和 traceroute 的功能。
可以利用 hping 灵活的构建 IP 和各种传输层数据包，包括对传输标志和序列号
以及窗口的设置等。hping 在过去主要用于网络安全测试。除此以外，它还可以
用于：防火墙测试；端口扫描；对网络进行不同协议以及分段测试；手动发现
MTU；远程测试操作系统指纹；监视 TCP/IP 协议栈的操作等。
iperf
iperf（[IPERF]）与第二章介绍的 btest 类似，是一个基于客户/服务器的带宽
测量工具。iperf 可以做为服务器和客户运行，并可以使用 TCP 或者 UDP 进行测
量。使用 TCP 时，可以用于测量网络带宽、MTU（最大传输单元）以及指定 TCP
窗口大小。使用 UDP 时，可以指定 UDP 流的带宽，并测量分组丢失、延迟等参
数。
nettest
与前面介绍的测量工具不同，nettest（[NETTEST]）不是一个单独的测量工
具，而是一个实时的安全的网络测量框架。nettest 试图做成一个与现有的网络测
量工具结合的服务程序。网络测量请求可以通过 SSL（Secure Socket Layer，安
全套接层）或者用户接口发送。nettest 支持基于 ACL（Access Control List，访问
控制列表）的身份认证。对于那些需要参与测量的两个端系统进行协作的测量任
务，nettest 在两个端系统之间建立 SSL 连接对传输信息进行加密。如果两个端系
统都运行 nettest 服务程序，那么用户就可以在一个端系统上通过用户接口发出
测量请求，当然前提是用户通过了身份认证。在测量建立阶段的身份认证工作是
由 nettest 完成的，而测量过程中的身份认证工作则要测量程序自己负责。目前
和 nettest 结合在一起的测量程序主要有 iperf。
pathrate
pathrate（[PATHRATE]）是一个很独特的网络测量工具。与前面各种带宽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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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工具不同，pathrate 不仅可以测量网络路径的可用带宽，还可以用于测量网络
路径的容量。注意这里带宽和容量两个概念的不同（见“2.1.4 测量实体”以及
“图 2.1 带宽和容量”）。pathrate 使用了一种称为“分组对”的技术来估计路径
的可用带宽和容量（[DRM01a]，[DRM01b]）。

图 3.6 用分组对对带宽进行测量

在 2.1.4 中我们已经介绍过路径容量和可用带宽的概念。设 H 是路径上的链
接个数，Ci 是第 i 个链接的容量（C0 是源端系统的发送带宽），那么路径的容量
就可以用式 2.1 表示。设 ui 是在某个时间段内链接 i 的平均利用率（0≤ui<1，u0
＝0），那么链接 i 的可用带宽就是 Ci(1-ui)。该路径在这个时间段内的可用带宽可
以用式 2.2 表示。
在一个容量为 Ci 的存储－转发链接中，一个大小为 L 的分组的传输时间可
以表示为 ti=L/Ci。一个分组对包括两个大小相同的从源端节点到目标端节点连续
发送的分组（两个分组发送的时间间隔尽可能短）。如果没有其他流量的影响，
分组对之间在到达目标节点的时候将存在一个“漂移（dispersion）”。这个漂移
就是在带宽最小的链接 n 那里的传输延迟 tn=L/Cn（如图 3.6 中的 C2）。由式 2.1
可知，这里的 Ci 就是路径的容量 C。这样目标端节点就可以根据测量到的漂移

Δ 来计算容量 C，即 C=L/Δ。当然，上述方法成立的前提是网络路径上没有其
他流量。如果网络上有其他流量，那么问题还要复杂一些。pathrate 使用了一
系列可变大小分组对来达到测量网络路径容量的目的，具体方法可参见
[DRM01b]。
sprobe
sprobe（[SPROBE]）也是一个采用分组对技术进行路径容量测量的工具。
与 pathrate 相比，sprobe 的使用方法更加简便。pathrate 要求在路径的源端节点和
目标端节点都要运行 pathrate 程序，而 sprobe 只需在测量端节点（源端节点）上
运行测量程序。这样做的代价是 sprobe 只能对下行路径（从测量主机到其他因
特网主机）和部分上行路径（从其他因特网主机到测量主机）的路径容量进行测
量。
对下行路径进行测量时，sprobe 对目标主机的一个不活跃 TCP 端口发送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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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连续的带有 SYN 标志的分组（以下简称 SYN 分组）。分组的大小为 1500 字节，
分组的数据是高度压缩过的数据，以防止分组在传输过程中再被压缩。目标主机
收到 SYN 分组之后，将返回两个带有 RST 标志的分组（以下简称 RST 分组），
分组大小各为 40 字节。sprobe 根据分组对原理，利用两个 RST 分组到达的时间
间隔，便可以估计下行路径的容量。为了避免其他流量对测量的影响，sprobe 采
用了一种和 pathrate 类似的方法。首先发送一系列大小为 40 字节的 SYN 分组。
紧随其后的是两个数据量很大的分组组成的分组对。sprobe 将检查收到的一系列
RST 分组。如果 RST 分组出现丢失，或者到达顺序和 SYN 分组的发送顺序不一
致，这个测量将被丢弃。如果和分组对相对应的两个 RST 分组之间的到达时间
间隔不是所有 RST 分组之间到达时间间隔最大的，测量也将被丢弃，因为这种
情况说明有其他流量对网络路径产生了影响。经过上述过滤条件，最后一个成功
的测量将给出路径容量的估计值。
对上行路径进行测量时，sprobe 需要目标主机上的应用程序的合作，这也是
为什么它只能测量部分上行路径的原因。目前 sprobe 仅仅能对 GNUTELLA（一
种分布式信息共享服务，端口号为 6346，[GNUTELLA]）主机和 Web 服务器进
行测量。一般情况下，测量主机先与目标主机建立连接，然后通过某种方法从目
标主机获得两个连续发送的比较大的数据分组，以便利用分组对原理进行容量估
计。以 GNUTELLA 为例。测量主机首先与目标主机进行握手（交换“GNUTELLA
CONNECT\n\n”和“GNUTELLA OK\n\n”信息）。之后，测量主机将迅速发送
分组告诉对方自己的窗口为 0。一段时间过后，目标主机的缓冲区里面以及积攒
了大量等待发送的数据。测量主机在这时发送两个应答分组，目标主机就会返回
两个可能包含很多数据的分组对。
sting
sting（[STING]）是一个测量分组丢失率的工具，与传统的分组丢失率测量
工具 ping 不同，sting 能够测量两个方向的分组丢失率。不仅如此，sting 的卓越
之处在于创造性的使用 TCP 协议进行延迟测量。它并不要求目标主机运行特定
测量程序。只要目标主机运行一个 TCP 服务程序即可（例如 Web 服务）。sting
的测量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来描述：种子产生，填空和计算。
sting 利用了 TCP 的 ACK 分组的序列号规律。根据 TCP 协议的运行状态转
换图，目标主机仅仅对当前收到的正确的 TCP 分组进行确认（方法是在 ACK 分
组中给出期待的分组的序列号）
。如果有一个或多个分组丢失，那么此后测量主
机发出的 ACK 分组都仅仅对最后一个收到的正确的分组进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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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llowing is for the seeding period
//sending packets
dataSent := 0
ackReceived := 0
for i := 1 to n
send packet with seq# i
dataSent++
end for
wait for rather long time
//Ack packets processing
for each ack received
ackReceived++
end for

程序 3.1 sting 的种子产生阶段

//the following is for the hole filling period
lastAck := 0
/*initialize lastAck to 0, and in the following
lastAck will update automatically from the recent
Ack packetes received:
for each ack received with seq# j
lastAck := MAX(lastAck, j)
end for
*/
while lastAck = 0
send packet with seq# n+1
end while
while lastAck < n + 1
dataLost++
retransPkt := lastAck
while lastAck = retransPkt
send packet with seq# retransPkt
end while
end while

程序 3.2 sting 的填空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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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种子产生阶段，测量主机向目标主机发送一系列的 TCP 数据分组（设为 n
个，见程序 3.1）。这里的每个分组都是对丢失率进行测量的一个采样。要做的工
作就是获得这个 n 个采样的结果。同时，程序记录发送的分组个数 dataSent 和接
收 到 的 确 认 个 数 ackReceived 。 由 于 分 组 可 能 丢 失 ， 一 般 来 说
ackReceived<dataSent。
填空阶段的目标就是要对种子产生阶段的样本进行评估，找出丢失的信息分
组和确认分组的数目。首先，测量主机发送一个序列号比种子产生阶段最后发送
的一个分组的序列号大 1 的分组，即 n+1（见程序 3.2）。如果目标主机返回的确
认是针对这个分组的，那么说明采样中没有分组丢失。然而，如果采样中分组丢
失了，那么在一系列的确认分组中就存在一段空白（这也是这个阶段的名称“填
空”的由来）。这时候收到的确认分组正是空白的开始。针对每个这样的确认分
组，测量主机发送一个相应的数据分组，用来填补空白，并将采样分组中分组丢
失的数目（dataLost）加 1。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种子产生阶段的最后一个分组 n
被确认为止。注意与种子产生阶段不同，填空阶段发出的信息分组必须保证被测
量主机收到，因此程序应该使用超时重传机制，直到收到正确的应答分组。
在计算阶段，根据发送的分组个数 dataSent 和丢失的分组个数 dataLost 计算
出接收到的分组个数 dataReceived。同时，目标主机发出的 ACK 分组的个数
ackSent 应该和它收到的分组个数 dataReceived 相同。根据以上数据，就可以计
算出测量主机到目标主机的分组丢失率 FwdLoss 和目标主机到测量主机的分组
丢失率 RevLoss。
//the following is for loss rate calculation
dataReceived := dataSent - dataLost
ackSent := dataReceived
FwdLoss := 1 - ( dataReceived / dataSent)
RevLoss := 1 - ( ackReceived / ackSent)

程序 3.3 sting 的计算阶段

当然，在程序的具体实现中，还有很多具体的问题需要处理。例如，不同的
TCP 协议栈对应答分组的发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这就需要测量主机采取不同的
策略。具体的实现方法可以参看[Sav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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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IP 测量协议
4.1 当前网络测量技术的不足
我们在上一章已经介绍过几种专用的主动式网络测量协议，如 ICMP 和
OWDP。这两个协议的一个缺点就是不适合从路由器的角度来测量分组延迟。也
就是说，我们希望知道两台主机之间经过了哪些连接，以及每个连接之间的延迟，
从而可以确定网络延迟发生的具体位置。引入 IP 测量协议（在下文中在不引起
混淆的情况下一律简称 IPMP 协议）的目的就是要弥补已有网络测量协议的这些
不足。
IPMP 可以发现从源主机到目标主机之间路径上的每一条连接，并能够获得
分组经过每个连接的延迟。IPMP 的设计力求简洁高效，从而可以方便的在路由
器和主机上实现。该协议预期达到的目标是：只用一个分组进行一次测量就可以
找出两台主机之间通信延迟发生的位置。在进一步介绍 IPMP 之前，我们先看一
下当前网络测量协议的一些不足之处。
4.1.1 路径测量和延迟测量的分离
一些工具如 traceroute（见 2.3.2 路由信息测量）和 pathchar（见 3.3 现有主
动式测量方法介绍）可以获得测量主机和目标主机之间路径上的每台路由器的 IP
地址和测量主机到这些路由器的双向延迟。但是在高负载的网络情况下，网络流
量复杂多变，加上负载平衡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沿着同一路径的连续发送的分组
延迟经常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不仅如此，同一个测量主机和目标主机对之间的
路由路径也会经常变化。另外一方面，由于新的路由策略的应用，一个分组从测
量主机到目标主机的路径与从目标主机到测量主机的路径并不一定相同。所谓的
“热土豆”路由策略便会产生这样的情况，详情可见[Pax97]。
这些特性导致 traceroute 和一些采用与 traceroute 类似机制的路径测量工具可
能报告一些事实上已经不存在的路径。这种情况导致的一个问题是，网络越是处
于高负载的情况下，测量工具报告的测量结果越有可能不可靠。而实际情况是，
往往越是高负载的网络，越需要进行及时有效的测量。因此，我们需要一种能够
把路径测量和延迟测量结合起来的技术。测量结果不仅包括网络延迟，而且还能
给出网络延迟是在哪里发生的。
4.1.2 对路由器的测量不够
路由器的任务非常简单，那就是把分组根据它们的目标地址进行转发。而路
由器也正是向着这个方向发展的。因为对这个单一的功能从硬件和软件上都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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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最大程度的优化，因而路由器的效率非常高。在带来高效的同时，路由器也给
网络管理人员带来了很大麻烦，那就是我们很难对这个样一个功能单一的黑盒设
备进行测量。但是在网络应用中，路由器却是最需要我们关注的网络设备之一。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很多权宜之计产生了。象 traceroute 这种采用欺骗手段
进行测量的方案就是一例。且不说这种程序的设计对于网络协议处理规程来讲是
多么的“不道德”，单单从 traceroute 对网络资源的极大占用来讲就不能说它是一
个好的网络测量方案。虽然主动式测量不可避免地要给网络带来额外的流量，但
是一个好的主动式测量方案应该使这种额外流量最小化。显然 traceroute 不是这
样的一个测量方案。
4.1.3 封装协议的问题
现实中的路由器和防火墙往往具有一定的协议和分组过滤和分级（例如根据
服务质量的排队）功能。这些功能的设置是为了增加安全性（例如为了防止拒绝
服务攻击）和提高服务质量。一些利用现有协议（如 TCP、UDP）进行网络测量
的的测量方案很容易受到协议过滤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有两种结果：要么协议
测量数据包被完全隔离掉，要么协议分级使某些测量数据包比一般数据包等待了
更长的时间。这两种情况都不是我们所期望的。
尽管 RFC1812（[Bake95]）规定了路由器必须处理 ICMP 分组，很多路由器
还是过滤掉了一些 ICMP 分组，有些甚至把所有的 ICMP 分组过滤掉。RFC1812
的 4.3.2.8 节规定路由器必须限制发送 ICMP 错误应答的发送速率，从而避免对
带宽的过度占用。这一规定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 ICMP 并不适合对分组延迟和
丢失率进行测量。
将测量分组包装在 UDP 数据包中也不是一个好办法，这是由 UDP 的特点决
定的。UDP 缺少 TCP 具有的拥塞控制机制。当 UDP 流量很多时，UDP 数据往
往被认为是“行为恶劣”的数据。为了避免 UDP 流量对 TCP 流量产生很大的冲
击，路由器往往会对 UDP 数据进行限制。
经过以上的分析，现存协议中似乎只有 TCP 能够胜任测量工作了。事实并
非如此。TCP 也并不适合用来测量延迟和分组丢失率。TCP 具有完善的拥塞控
制和出错重传机制，它的功能就是向用户屏蔽网络的不稳定性。TCP 协议栈的处
理往往复杂而完善。每个到达的 TCP 数据包都要进行数据匹配，以便获得它所
在的连接。由于这些处理是计算密集型的，而且时间的开销都会计入到网络延迟
中。这样获得的网络延迟就丧失了一定的精确性。
网络测量流量一般来讲都要受到基于协议的分级排队的影响。因此网络延迟
测量的结果有时候不仅仅反映了网络本身的延迟，同时也反映了排队策略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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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时间同步问题
产生时间同步问题的根源是我们目前所使用的计算机的时钟都是不准确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计算机的时钟会发生漂移，而且这种漂移的速率也不一定是线
性的。有关时钟漂移的问题可以参看[Mill92]。网络单向延迟的测量需要所有参
与测量的主机都具有同步的时钟。
目前并没有一个解决时钟同步问题的好的软件方法。可以用网络时间协议
（Network Time Protocol, NTP, [Mill92]）对两台主机的时间进行同步，但是[PV01]
说明 NTP 可能会对单向延迟的测量产生影响。最可靠的方案就是要求所有参与
测量的主机和路由器都配备一个外部的精确时钟。在这一方面目前比较可行的方
案有全球定位系统（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GPS，[Dan94]）和码分多路访问
（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CDMA, [CDMA]）。这些外部时钟的精度可以达
到几百纳秒。由于 GPS 系统的价格目前比较昂贵，因此使用范围不是很广泛。
我们可喜的看到，CDMA 技术在近年来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有望成为未来
时间同步设备的主流。
由于网络延迟一般是以毫秒计的，因此精度为几个毫秒的同步时钟已经可以
支持网络单向延迟的测量。

4.2 IP 测量协议
虽然 IPMP 并未完全解决上面所提到的现有各种网络测量协议的缺陷（例如，
IPMP 仍然需要外部同步时钟的支持），但是从设计思想和实际应用的角度来讲，
IPMP 不失为一个好的测量协议。IPMP 的优点之一就是效率非常高。处理 IPMP
分组所需要的计算量和路由器转发一个 IP 分组的计算量差不多，这也是为什么
可以把 IPMP 应用于路由器测量的原因之一。IPMP 协议是采用测量/应答的方式
工作，测量的结果包括分组丢失率、路径长度、双向延迟，并在某些情况下支持
单向延迟（具体见[Mcg01]，[LMB01]）。
4.2.1 IPMP 的协议处理实体
IPMP 规定的协议处理实体有三种：测量主机（Measurement Host）、响应系
统（Echoing System）和转发系统（Forwarding System），如图 4.1 所示。
测量主机是指发起测量活动的 Internet 主机，负责建立一个 IPMP 请求分组
并将其发送到通信子网。响应系统是 IPMP 测量主机所要测量的目标系统。当收
到测量主机发出的 IPMP 请求分组之后，响应系统建立一个 IPMP 应答分组，并
将其发送到通信子网。响应系统可以是一台路由器，也可以是网络主机。转发系
统一般指路由器。IPMP 请求分组和 IPMP 应答分组经过路由器时，具有 IPMP
转发功能的路由器可以在 IPMP 请求分组和 IPMP 应答分组中添加路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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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IPMP 的分组格式
IPMP 规定了三种分组格式：IPMP 测量分组、IPMP 信息分组和 ICMP 报告
分组。IPMP 测量分组包括 IPMP 测量请求（IPMP Echo Request）分组和 IPMP
测量应答（IPMP Echo Reply）分组（下文中若无特别说明，IPMP 请求分组和 IPMP
应答分组均指 IPMP 测量请求分组和 IPMP 测量应答分组）。IPMP 测量分组的功
能是对网络性能（比如单向延迟）进行主动式的测量。IPMP 信息分组包括 IPMP
信息请求（IPMP Information Request）分组和 IPMP 信息应答（IPMP Information
Reply）分组。IPMP 信息分组用于在测量主机和应答系之间交换一些关于测量的
可靠性和时间精度的数据。ICMP 报告分组用于将应答系统或者转发系统收到的
ICMP 分组传送给测量主机。

测量主机

响应系统

转发系统

转发系统

图 4.1 IPMP 的协议处理实体

（1）IPMP 测量请求和测量应答

0

7 8

版本号

15 16

23 24

协议队列

全零

类型

31

Checksum
返回的TTL

返回的类型

长度

路径指针

源端口队列

目标端口队列
数据（可选）

路径记录（可选）
填充（如果有必要）
图 4.2 IPMP 测量分组格式

如图 4.2 所示，IPMP 测量分组各字段的含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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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号
当前运行的 IPMP 协议的版本号，值为 0。
协议队列、源端口队列、目标端口队列
对于非 FIFO 的转发系统，可以根据这些队列类型来决定 IPMP 分组的优先
级别。例如，队列类型为 6，则认为将这个 IPMP 分组当作一个 TCP 数据包。
校验和（checksum）
校验和是从版本开始的所有 16 位字的反码和的反码。计算校验和时，校验
和字段本身为 0。
类型
IPMP 测量分组的类型。为 1 表示测量请求分组，为 0 表示测量应答分组。
返回的 TTL
在测量请求分组中，这个字段为 0；在测量应答分组中，这个字段的值是 0
或者应答系统（或者转发系统）收到的测量请求分组的 TTL 的值。
返回类型
对于测量请求分组，这个字段的值是 0；对于测量应答分组，这个字段的值
可以是任意值。
长度
整个 IPMP 分组长度的字节数。这个长度包括数据字段、路径记录和填充。
因为所有的 IP 网络都应该支持 576 字节的分组（[RFC791]），为了使 IPMP 分组
能通过任何网络，规定 IPMP 的数据分组长度不能超过 556 字节。超过这个长度
的 IPMP 分组可能被主机或者转发系统丢掉。如果我们选择数据字段为 4 个字节
的话，那么可以有 44 个路径记录（44×12（路径记录长度）＋4（数据字段）＋
8（填充）＋16（IPMP 头长度）＝556 字节）。
路径指针
以字节为单位，从 IPMP 分组头开始的下一个可用的空的路径记录的地址位
置。如果没有可用的空的路径记录，那么路径指针的长度就是整个 IPMP 分组的
长度。
数据
数据字段由测量主机设置。测量应答分组的数据字段应与它所响应的测量请
求分组的数据字段相同。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测量主机可以把收到的测量应答分组
和对应的测量请求分组匹配。
路径记录
路径记录是一个可选的用于记录 IPMP 分组所经过的转发系统的时间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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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结构。路径记录的具体格式如图 4.3 所示。转发 IP 地址指的是收到该分
组的网络接口的 IP 地址。时戳指的是该分组到达这个网络接口的时间。时戳的
格式采用 NTP（[Mill92]）的时戳格式。时戳用 64 位表示从 1900 年 1 月 1 日 0
时起的秒数。前 32 位是整数部分，后 32 位是小数部分。
这个时戳和真实时间之间的差值可以由信息应答分组给出。如果没有时戳，
那么时戳字段的值应该是 0。一个支持时戳的系统，也应该支持信息请求分组。

0

7 8

15 16

23 24

31

转发IP地址
时戳

图 4.3 IPMP 测量分组路径记录格式

（2）IPMP 信息请求和应答

0

7 8

15 16

版本号

全零

全零

23 24

31

Checksum

类型

全零

图 4.4 IPMP 信息请求分组的格式

如图 4.4 及 4.5 所示，IPMP 信息分组各字段的含义如下：
版本号
当前运行的 IPMP 协议的版本号，值为 0。
校验和（checksum）
校验和是从版本号开始的所有 16 位字的反码和的反码。计算校验和时，校
验和字段本身为 0。
类型
IPMP 信息分组的类型。为 32 表示信息请求分组，33 表示信息应答分组。
精度
时戳中小数部分有效的小数位数。
长度
整个 IPMP 分组长度的字节数。因为所有的 IP 网络都应该支持 576 字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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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RFC791]），为了使 IPMP 分组能通过任何网络，规定 IPMP 的数据分组
长度不能超过 556 字节。超过这个字节的 IPMP 分组可能被主机或者转发系统丢
掉。也就是说，实际时间参考点和性能数据不能超过 524 字节（556－32）。如果
没有性能数据，那么一个信息应答分组最多可以包括 32 个实际时间参考点（524
＝16×32＋12）。
性能数据指针
以字节为单位，从 IPMP 分组头开始的性能数据字段的位置。如果没有性能
数据，那么这个指针的值为 0。
0

7 8

15 16

版本号

23 24

全零

全零

31

Checksum

类型

全零

长度

精度

性能数据指针
转发IP地址
准确度

IPMP处理开销
实际时间参考点（可选）
性能数据（可选）
图 4.5 IPMP 信息应答分组的格式

0

7 8

15 16

23 24

实际时间

报告时间

图 4.6 IPMP 实际时间参考点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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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 IP 地址
收到信息请求分组的网络接口的 IP 地址。
准确度
这个接口所报告的时间与真实时间的最大的差值。如果这个接口报告的时间
和真实的时间没有关系，或者我们无从得知这个关系，那么这个字段的值为 0。
IPMP 处理开销
用于处理和转发一个 IPMP 分组和用于处理和转发一个具有相同特性的一般
IP 分组的时间的最大差值。如果这个处理时间无从得知，那么将报告最大时间
（将所有位置为 1）。
IPMP-PERFORMANCE-DATA DEFINITIONS ::= BEGIN
IMPORTS
ObjectName, ObjectSyntax,
FROM SNMPv2-SMI;
-- IPMP simplified list element
IPMPVarBind ::=
SEQUENCE {
name
ObjectName,
value
ObjectSyntax
}
-- variable-binding list
VarBindList ::=
SEQUENCE (SIZE (0..max-bindings)) OF
IPMPVarBind
END

程序 4.1 IPMP 信息分组性能数据的定义

实际时间参考点
时间参考点给出了实际时间和报告时间之间的区别（格式如图 4.6）。如果不
能得到实际时间和报告时间之间的区别，就不要在信息应答分组中包含实际时间
参考点。可以在分组空间允许的范围内包含多个实际时间参考点。实际时间参考
点的个数必须至少为两个。因为只有两个以上的实际时间参考点才能提供足够的
信息以便可以通过线性插值的方法从报告的时戳推断出真实的时间（这里假设时
46

第四章 IP 测量协议

钟的漂移是线性的）。
性能数据
可以在这里插入系统 MIB（Management Information Base，[RM91]）的一些
信息。信息的格式被定义为 varBindList（见 SNMPv2，[CMR96]）。定义如程序
4.1。
（2）ICMP 报告分组

0

7 8

15 16

23 24

版本号

全零

全零

全零

类型

全零

31

ICMP分组

图 4.7 ICMP 报告分组

版本号
当前运行的 IPMP 协议的版本号，值为 0。
类型
34。
ICMP 分组
目标主机收到的 ICMP 分组。如果 ICMP 分组长度大于 548 字节，则仅仅截
取前面的 548 字节。
4.2.3 IPMP 分组的 IP 报头
IPMP 分组的报头规定如下，总的宗旨是力图使 IPMP 协议的处理最简单。
版本号：4
IHL：5
标识（Identification）：0
标志（Flags）：DF（禁止分段）
分段偏移：0
IP 协议类型：未定
不能有 IP 选项。
4.2.4 IPMP 的处理过程
由于 IPMP 测量分组的处理是 IPMP 协议的主要任务，我们将首先讨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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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MP 测量分组的处理，然后再讨论对 IPMP 信息分组的处理。而 ICMP 报告分
组的处理则是显而易见的。
测量主机的处理过程
测量主机按照格式建立一个 IPMP 测量请求分组，给出 IP 报头并将其交给
数据链路层发送。然后测量主机根据应答分组的情况，比如是否在超时时间内有
应答分组，发出请求分组和收到应答分组之间的时间间隔，TTL 的大小，路径记
录以及有无错误等参数报告网络状态。
测量主机在建立测量请求分组的时候，应当把从数据字段开始到整个分组结
束的所有空间（包括路径记录）初始化为 0。
测量请求分组的数据字段应该至少包含用以对测量应答分组和测量请求分
组进行匹配的信息。除此以外，数据字段还可以包含其他对协议进行控制和校验
的信息。
当收到测量响应分组时，首先计算校验和。校验和错误的分组将被丢弃。然
后根据数据字段的内容与相应的测量请求分组匹配，同时计算出性能数据。
响应系统的处理过程
响应系统可以是主机，也可以是路由器。收到测量请求分组后，响应系统通
过以下步骤建立一个测量应答分组：
1.

交换 IP 报头中的源 IP 地址和目标 IP 地址；

2.

交换 IPMP 报头的第三个和第四个 16 位字，或者进行下面操作中的任意
一个：
交换 IPMP 报头的第六个和第八个字节；
对第六个字节置 0，第八个字节置 1；
对第三个 16 位字置 0，第四个 16 位字置 1。

3.

插入或者不插入一个路径记录；

4.

发送这个分组。如果分组中有队列类型，则根据队列类型设置相应的优
先级。

测量响应系统可以不计算收到的测量请求分组的校验和。在构建测量应答分
组时，如果没有插入路径记录，响应系统也没有必要重新计算校验和（因为测量
响应分组与测量请求分组相比，并没有改变数据，只是数据的位置发生了变化）
。
测量响应系统也没有必要处理 IP 分段，因为 IPMP 分组的设计保证了不会有 IP
碎片的产生。
转发系统的处理
在最简单的情况下，转发系统甚至没有必要意识到 IPMP 分组的存在。一个
路由器可以把 IPMP 分组做为普通的 IP 分组转发。转发系统可以根据队列类型
设置分组转发的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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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系统可以给 IPMP 分组加入路径记录。不管是对测量请求分组，还是测
量响应分组，路由器都可以加入自己的路经记录。
对信息请求和应答分组的处理
信息请求和信息应答分组可以用于在测量请求主机和测量应答系统，以及测
量请求主机和测量转发系统之间交换信息。
由于信息应答分组的处理比较复杂，因此转发系统和应答系统可以把信息请
求分组的处理放在比较低的优先级上面。请求系统按照信息请求分组的格式构造
信息请求分组并将其发往目标系统。应答系统收到信息请求分组后，根据自己的
情况设置相应的字段。
请求系统收到应答分组后，首先计算校验和。校验和有错误的分组将被丢弃。
然后可以根据实际时间参考点和准确度计算目标系统的时间偏移，这些时间可以
用于对测量阶段获得的数据进行校正。测量主机也可能通过性能数据获得有关目
标系统的更多信息。
4.2.5 校验和的计算
校验和的计算是一项处理器密集型的工作。IPMP 正是通过简化校验和的计
算来简化协议的处理时间的。
测量主机在构建测量请求分组的时候计算一次校验和。当转发系统或者应答
系统插入新的路径记录时，这些系统需要更新这个校验和。如果没有增加新的路
径记录，应答系统不会检查校验和。在测量主机和响应系统之间发生的错误会在
测量主机收到测量响应分组并计算校验和的时候发现。
应答系统可以在返回类型字段设置任何值。但是测量主机在计算校验和的时
候必须认为返回类型这个字段的值是 1。
转发系统在加入新的路径记录时，计算校验和可以有两种方法：
绝对计算。首先计算原有的校验和是否与分组相符；如果是，将校验和
字段内容置为 0，加入新的路径记录，并重新计算校验和。
相对计算。计算原有校验和与新的路径记录的校验和（如果没有使用时
戳，路径记录的校验和对特定的网络接口来讲是个常量），并设置分组
的校验和值。

4.3 对 IPMP 的进一步讨论
4.3.1 拒绝服务攻击
网络测量协议很容易成为拒绝服务攻击的工具，ICMP 就是一个例子。由于
IPMP 测量分组的处理非常简单，基本上接近于一般 IP 分组的转发处理，所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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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IPMP 测量分组进行拒绝服务攻击的可能性不大。
对于 IPMP 信息分组，有几种方法可以避免拒绝服务攻击。例如，可以将信
息分组的处理放在较低的优先级，或者对这种类型的分组的流量进行限制，或者
要求进行身份认证等等。
4.3.2 路径记录的个数
前面已经讨论过，对 IPv4 而言，长度为 576 字节的 MTU 是所有类型的网
络都应该支持的。在这种情况下，IPMP 测量分组可以支持 44 条路径记录。对于
IPv6（[DH98]）而言，由于 IP 地址增加到了 16 个字节，那么每条路径记录便由
原来的 12 字节增加到 24 字节。在 IPv6 上面，MTU 由 576 字节增加到 1280 字
节，从而每个 IPMP 测量分组可以容纳 51 条路径记录（1280＝20（IP 报头）＋
16（IPMP 报头）＋4（IPMP 数据）＋24×51＋16（填充））。
根据 CAIDA 的 Skitter 项目（[HCD]）的研究结果，F 根 DNS 服务器（[FROOT]）
到它的一个客户的平均距离是 13 跳（Hop）。其中少于 0.5%的路径长于 22 跳。
由此可见，目前 IPMP 测量分组的大小已经基本能满足大部分情况的测量需求。
对于不能在一个 IPMP 分组中放置所有路径记录的主机对，测量主机可以在路径
的末尾节点重新启动 IPMP 测量过程，或者如果网络支持较大分组的话，增加
IPMP 分组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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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扩展的 IP 测量协议
5.1 IPMP 的两个不足
IP 测量协议是一个简单高效的网络测量协议。转发系统和应答系统可以使
用与对一般的 IP 分组进行处理差不多的时间对 IPMP 分组进行处理，为测量请
求主机提供有关路径、延迟、分组丢失率的信息。但是，由于 IPMP 的设计工作
尚在初始阶段，因此协议的设计还存在一些有待完善的方面。
5.1.1 路径记录并未反映所有的延迟信息
一个分组在转发系统或者应答系统所经历的延迟时间实际上包括三部分：输
入队列延迟，处理延迟和输出队列延迟（如图 5.1 所示）。

输入队列延迟

处理延迟

输出队列延迟

图 5.1 分组在转发系统中经历的延迟

输入队列延迟指的是在到达系统的网络接口到分组开始被系统处理这个过
程中间经历的时间，包括分组在队列中的等候时间以及分组在系统中的传递时间
等。处理延迟指的是系统对分组进行转发处理所花费的时间。这里的处理可能包
括对目标地址的分析、加入路径记录、校验和的计算等等。输出队列延迟指的是
分组从离开系统处理器到离开网络接口之间所经历的时间，包括分组在输出队列
中的等候时间以及分组的传递时间等。
由于系统体系结构的千差万别，要想精确地测量上述三种延迟是很困难的。
可能正是处于这一点的考虑，IPMP 测量分组的路径记录中对每个经过的转发系
统或者应答系统仅仅记录了系统的网络接口收到分组的时间。这样我们就没有办
法区分分组在系统中所经历的三个延迟时间。
5.1.2 IPMP 的安全性
正如本文前面所说，测量协议很容易成为拒绝服务攻击的工具。解决这一问
题的一个方法就是为测量协议提供身份认证和加密措施。同时，当网络测量结果
做为评价系统性能的标准，或者依赖网络测量的结果对网络服务进行收费，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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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网络测量结果激活接入控制的时候，网络测量信息传递的保密性就提上了议
事日程。

5.2 EIPMP 协议对 IPMP 的扩展
鉴于上述原因，我们提出了一个 IPMP 协议的改进版本：扩展 IP 测量协议
（Extended IP Measurement Protocol，EIPMP）。EIPMP 对 IPMP 主要进行了如下
两个方面的改进。
5.2.1 对路径记录的扩展
在测量分组的路径记录中，由原来的记录一个转发 IP 地址和时戳，变为记
录两个转发接口的 IP 地址和时戳。格式如图 5.2 所示。

0

7 8

15 16

23 24

31

进入IP地址
进入时戳
离开IP地址
离开时戳

图 5.2 EIPMP 的路径记录格式

进入 IP 地址指的是收到该分组的网络接口的 IP 地址。进入时戳指的是该分
组到达这个网络接口的时间。时戳的格式采用 NTP（[Mill92]）的时戳格式。时
戳用 64 位表示从 1900 年 1 月 1 日 0 时起的秒数。前 32 位是整数部分，后 32
位是小数部分。离开 IP 地址指的是该分组被转发出去的网络接口的 IP 地址。离
开时戳是系统（或者网络接口）最后一次接触该分组的时间。时戳的格式也是
NTP 格式。
两个时戳和真实时间之间的差值可以由信息应答分组给出。如果不能提供时
戳，那么时戳字段的值应该是 0。但是没有时戳并不妨碍系统加入两个接口的 IP
地址。
根据 EIPMP 路径记录的时戳，测量主机很容易的就可以计算出分组的延迟
发生的具体位置，从而为网络管理人员提供了更多的方便。
由于 EIPMP 和 IPMP 相比一条路径记录的长度由原来的 12 个字节增加到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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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字节，因此 EIPMP 能够支持的最大路径记录的个数也由原来的 44 个变为 22
个。
5.2.2 对 IPMP 安全性的扩展
扩展 IPMP 的安全性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防止拒绝服务攻击；
第二是为 IPMP 做为可以依赖的协议提供基础。
IPMP 测量协议的功能是快速有效的测量网络状态，它的设计使得路由器对
IPMP 测量分组的处理可以达到几乎和转发一般的 IP 分组一样快。如果对 IPMP
分组进行加密，势必会影响 IPMP 分组的处理速度，从而使 IPMP 协议丧失快速
的优势。如果路由器不能快速处理 IPMP 测量分组，那么在实际应用中 IPMP 协
议的应用范围必定会受到限制。因此，在快速的加密算法发明之前，对 IPMP 测
量分组的加密是得不偿失的。而对于 ICMP 报告分组，由于 ICMP 本身就是一个
没有安全性考虑的协议，因此也没有必要对 ICMP 报告分组进行加密。
IPMP 信息分组用于在测量主机和应答系统以及转发系统之间交换信息。应
答系统和转发系统需要较长的时间来处理 IPMP 信息分组，而且 IPMP 信息应答
分组对于测量主机修正和报告测量结果有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对 IPMP 信息分
组进行加密。在 IPMP 协议中，IPMP 信息分组的传送方式与 IPMP 测量分组一
样，都是使用 IP 数据报传送。IP 数据报具有快速简单的特点，但是并不适合传
送重要的对安全性有要求的数据，因为 IP 协议并不能保存两个系统信息转递的
状态。在 EIPMP 中，我们使用 TCP 协议转送 IPMP 信息数据。并对传送数据使
用 AES（Advanced Encryption Standard，[AES01]，[DR99]）算法进行加密。
AES 与 Triple DES 的安全强度相当，但速度更快。根据秘钥的长度不同，
AES 可以分为三种操作模式（如表 5.1 所示）。
类型

秘钥长度（32 位字）

块大小（32 位字）

次数

AES-128

4

4

10

AES-192

6

4

12

AES-256

8

4

14

表 5.1 AES 的三种操作模式

EIPMP 采用 AES-128 进行加密，加密操作采用密码块链接模式（Cipher Block
Chaining, CBC, [Tan98]，如图 5.3 所示）。CBC 是一种常用的对多个明文块进行
加密的方法。在加密之前，当前的明文块（Pi）都和上一个密文块（Ci）进行异
或，然后再加密。加密之前有一个初始向量（Initialization Vector, IV）与第一个
明文块进行异或。利用 CBC 可以很容易的隐藏明文中的任何模式，因为每个块
的密文都与前面所有的块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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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密码块链接（CBC）

5.3 EIPMP 中的信息数据会话
IPMP 信息数据以五种数据结构通过 TCP 协议进行传输。
5.3.1 EIPMP 信息请求
EIPMP 信息请求数据格式如图 5.4 所示。

0
版本号

7 8

15 16
模式

23 24
类型

31
全零

图 5.4 EIPMP 信息请求数据格式

此数据由测量主机向应答系统或者转发系统发送（以下将把应答系统和转发
系统统统简称为目标系统）。测量主机与目标系统的一个 TCP 端口（端口号待定）
建立连接，并发送 EIPMP 信息请求数据。各字段含义如下：
版本号
当前运行的 EIPMP 协议的版本号，值为 1（表示 EIPMP）。
模式
0 表示非加密模式，1 表示加密模式。
类型
EIPMP 信息分组的类型。为 32 表示信息请求数据，33 表示信息应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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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表示信息挑战数据，42 表示信息反馈数据，43 表示信息拒绝数据。这里应该
是 32。
EIPMP 信息请求数据的长度是固定的，因此没有长度字段。由于 EIPMP 采
用 TCP 传输，而 TCP 提供了数据校验机制，因此 EPMP 信息数据中没有校验和
字段。
5.3.2 EIPMP 信息挑战
目标系统收到 EIPMP 请求数据后，发送 EIPMP 挑战数据。各字段含义如下
（如图 5.5 所示）：
版本号
当前运行的 EIPMP 协议的版本号，值为 1（表示 EIPMP）。
模式
0 表示非加密模式，1 表示加密模式。
类型
EIPMP 信息分组的类型。为 32 表示信息请求数据，33 表示信息应答数据，
41 表示信息挑战数据，42 表示信息反馈数据，43 表示信息拒绝数据。这里应该
是 41。
挑战（Challenge）
挑战是一个 128 位的向量，可以由目标系统随机生成。如果模式的值是 0（非
加密模式），则挑战是一个零向量。

0
版本号

7 8

15 16
模式

23 24
类型

31
全零

挑战（Challenge，16字节）

图 5.5 EIPMP 信息挑战数据格式

5.3.3 EIPMP 信息反馈
测量主机收到目标系统发来的 EIPMP 信息挑战数据后，发送 EIPMP 信息反
馈数据。各字段含义如下（如图 5.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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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号
当前运行的 EIPMP 协议的版本号，值为 1（表示 EIPMP）。
模式
0 表示非加密模式，1 表示加密模式。如果是非加密模式，则字段 Key ID，
IV，Response 均为 0。

0

7 8

15 16

版本号

模式

23 24
类型

31
全零

秘钥选择子（Key ID）

初始向量（Initialization Vector, IV，16字节）

反馈（Response，16字节）

图 5.6 EIPMP 信息反馈数据格式

类型
EIPMP 信息分组的类型。为 32 表示信息请求数据，33 表示信息应答数据，
41 表示信息挑战数据，42 表示信息反馈数据，43 表示信息拒绝数据。这里应该
是 42。
秘钥选择子（Key ID）
秘钥选择子是一个 32 位向量，用于选择一个测量主机和目标系统的共享的
128 位秘钥。测量主机和目标系统在进行 EIPMP 信息数据交换之前应该协商一
组用于 AES 加密的 128 位秘钥，并为每个秘钥分配一个 32 位的选择子。协商的
过程应该是安全的，秘钥存储的位置也应该是安全的。协商过程可以采用一个扩
展的信息控制协议，也可以采用其他方式。
初始向量（Initialization Vector, IV）
由测量主机提供一个 128 位的初始向量，以便双方使用 AES 的 CBC 模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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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信息进行加密。初始向量可以是一个随机产生的向量，也可以是零向量。
反馈（Response）
测量主机利用秘钥选择子选择的 128 位秘钥以及确定的初始向量，使用 AES
的 CBC 加密方法对挑战向量进行加密，将加密后的密文做为反馈向量，发送给
目标系统。
5.3.4 EIPMP 信息应答
目标系统收到测量主机的 EIPMP 信息反馈数据后，根据信息反馈数据的内
容，发送 EIPMP 信息应答数据（如图 5.7 所示）。
版本号
当前运行的 EIPMP 协议的版本号，值为 1（表示 EIPMP）。
模式
0 表示非加密模式，1 表示加密模式。
类型
EIPMP 信息分组的类型。为 32 表示信息请求数据，33 表示信息应答数据，
41 表示信息挑战数据，42 表示信息反馈数据，43 表示信息拒绝数据。这里为 33。
收到 EIPMP 信息反馈数据后，目标系统根据反馈数据模式字段做如下判断：如
果模式字段为非加密并且系统接受非加密连接，则置类型为 33，并继续对其他
字段赋值；如果模式字段为加密，目标系统将根据信息反馈数据提供的秘钥选择
子和初始向量对通过信息挑战数据发送出去的挑战向量进行加密，并将加密结果
和信息反馈数据中的反馈向量相比较，如果比较的结果一致，则置类型为 33，
并继续对其他字段赋值。
精度
时戳中小数部分有效的小数位数。
长度
整个 EIPMP 数据包长度的字节数。
性能数据指针
以字节为单位，从 EIPMP 数据包开始的性能数据字段的位置。如果没有性
能数据，那么这个指针的值为 0。
进入 IP 地址
接收信息反馈数据包的网络接口的 IP 地址。
进入接口准确度
接收信息反馈数据包的网络接口接口所报告的时间与真实时间的最大的差
值。如果这个接口报告的时间和真实的时间没有关系，或者我们无从得知这个关
57

第五章 扩展的 IP 测量协议

系，那么这个字段的值为 0。

0

7 8

15 16

版本号

模式

23 24
类型

长度

31
精度

性能数据指针
进入IP地址
进入接口准确度
离开IP地址
离开接口准确度

EIPMP处理开销
实际时间参考点（可选）
性能数据（可选）
填充（如果必要）
图 5.7 EIPMP 信息应答数据格式

离开 IP 地址
发送信息应答数据包的网络接口的 IP 地址。
离开接口准确度
发送信息应答数据包的网络接口接口所报告的时间与真实时间的最大的差
值。如果这个接口报告的时间和真实的时间没有关系，或者我们无从得知这个关
系，那么这个字段的值为 0。
EIPMP 处理开销
用于处理和转发一个 EIPMP 测量分组和用于处理和转发一个具有相同特性
的一般 IP 分组的时间的最大差值。如果这个处理时间无从得知，那么将报告最
大时间（将所有位置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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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时间参考点
时间参考点给出了实际时间和报告时间之间的区别（格式与 IPMP 协议相同，
如图 4.6）。如果不能得到实际时间和报告时间之间的区别，就不要在信息应答分
组中包含实际时间参考点。可以在分组空间允许的范围内包含多个实际时间参考
点。实际时间参考点的个数必须至少为两个。因为只有两个以上的实际时间参考
点才能提供足够的信息以便通过线性插值的方法从报告的时戳推断出真实的时
间（这里假设时钟的漂移是线性的）。
性能数据
可以在这里插入与系统 MIB（Management Information Base，[RM91]）有过
的一些信息。信息的格式被定义为 varBindList（见 SNMPv2，[CMR96]）。定义
与 IPMP 协议相同，见程序 4.1。
填充
当进入 IP 地址、进入接口准确度、离开 IP 地址、离开接口准确度、EIPMP
处理开销、实际时间参考点以及性能数据这几个字段不是 128 位的整数倍的时
候，用 0 填充。
如果协议运行在加密模式，目标系统将根据 EIPMP 信息反馈数据提供的秘
钥选择子，初始向量对进入 IP 地址、进入接口准确度、离开 IP 地址、离开接口
准确度、EIPMP 处理开销、实际时间参考点以及性能数据这几个字段进行加密。
如果这些字段不是 128 位的整数倍，目标系统将用 0 进行填充。
5.3.5 EIPMP 信息拒绝

0
版本号

7 8

15 16
模式

23 24
类型

31
全零

图 5.8 EIPMP 信息拒绝数据格式

EIPMP 信息拒绝数据用于中断一个 EIPMP 信息会话。会话的任何一方（测
量主机或者目标系统）都可以发送 EIPMP 信息拒绝数据来中断会话。中断的原
因可能包括，会话的一方不支持另一方要求的模式（加密或者非加密），测量主
机没有对挑战向量进行正确的加密以及其他原因。EIPMP 信息拒绝数据的格式
如图 5.8 所示。
版本号
当前运行的 EIPMP 协议的版本号，值为 1（表示 EIPMP）。
模式
0 表示非加密模式，1 表示加密模式。
59

第五章 扩展的 IP 测量协议

类型
EIPMP 信息分组的类型。为 32 表示信息请求数据，33 表示信息应答数据，
41 表示信息挑战数据，42 表示信息反馈数据，43 表示信息拒绝数据。这里应该
是 43。
5.3.6 EIPMP 信息数据的 IP 和 TCP 报头
EIPMP 信息数据的 IP 报头规定如下：
版本号：4
IHL：5
标识（Identification）：0
IP 协议类型：6（TCP）
没有 IP 选项。
EIPMP 信息数据的 TCP 报头规定如下：
目标端口：未定。
5.3.7 EIPMP 信息请求数据的处理过程讨论
EIPMP 信息请求会话有两种工作模式：加密模式和非加密模式。测量主机
和目标系统可以选择支持一种或者两种工作模式。如果一方在信息请求数据中提
出了对方不支持的工作模式，对方应发送信息拒绝数据。
协议工作的时候，由测量主机与目标系统的指定的 TCP 端口建立 TCP 连接。
然后测量主机发送信息请求数据。如果目标系统支持测量主机所请求的工作模
式，则目标系统以信息挑战数据应答。当工作在加密模式时，接到信息挑战数据
后，测量主机随机或者按照其他规则确定一个秘钥选择子，并随机生成或者按照
其他规则生成一个初始向量。测量主机把这些数据连同利用 AES 的 CBC 加密方
法加密过的挑战向量发送给目标系统。收到 EIPMP 信息反馈数据后，目标系统
将根据信息反馈数据提供的秘钥选择子和初始向量对通过信息挑战数据发送出
去的挑战向量进行加密，并将加密结果和信息反馈数据中的反馈向量相比较，如
果比较的结果一致，说明认证成功。目标系统将收集信息应答数据所要求的信息，
然后使用 AES 的 CBC 加密算法对信息进行加密。如果这些信息不是 128 位的整
数倍，目标系统将用 0 进行填充。
测量主机收到信息应答数据后，对其进行解密，将测量结果记录下来，以便
在以后的 EIPMP 测量过程中对测量数据进行校正。同时测量主机关闭与目标系
统的 TCP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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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EIPMP 模拟系统需求定义
为了验证 EIPMP 协议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并与已有的主动式测量协议进行
比较，有必要实现一个 EIPMP 协议的模拟系统。鉴于软硬件条件和开发时间的
限制，此处仅仅给出一个相当原始的 EIPMP 协议模拟系统的实现方案。
6.1.1 EIPMP 模拟系统对 EIPMP 协议的简化
EIPMP 模拟系统的运行机制和设计原则与 EIPMP 协议相比有很大简化，主
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1）EIPMP 规定了三种数据格式：EIPMP 测量分组，EIPMP 信息数据和 ICMP
报告分组。EIPMP 测量分组包括 EIPMP 测量请求分组和 EIPMP 测量应答分组（下
文中若无特别说明，EIPMP 请求分组和 EIPMP 应答分组均指 EIPMP 测量请求分
组和 EIPMP 测量应答分组）
。EIPMP 测量分组的功能是对网络性能（比如单向
延迟）进行主动式的测量。EIPMP 信息数据利用 TCP 协议在测量主机和目标系
统之间进行安全的信息交换。EIPMP 信息数据用于在测量主机和应答系之间交
换一些关于测量的可靠性和时间精度的数据。ICMP 报告分组用于将应答系统或
者转发系统收到的 ICMP 分组传送给测量主机。
EIPMP 模拟系统实现了 EIPMP 测量分组。
2）EIPMP 规定的协议处理实体有三种：测量主机、响应系统和转发系统。
测量主机是指发起测量活动的 Internet 主机，负责建立一个 EIPMP 请求分组并将
其发送到通信子网。响应系统是 EIPMP 测量主机所要测量的目标系统。当收到
测量主机发出的 EIPMP 请求分组之后，响应系统建立一个 EIPMP 应答分组，并
将其发送到通信子网。转发系统一般指路由器。EIPMP 请求分组和 EIPMP 应答
分组经过路由器时，具有 EIPMP 转发功能的路由器可以在 EIPMP 请求分组和
EIPMP 应答分组中添加路径记录。
EIPMP 模拟系统可以不实现转发系统的处理工作，而仅仅实现测量主机和
响应系统的处理。测量主机一般是指网络上的主机。响应系统可以是主机，也可
以是路由器，但是二者的处理机制是相同的。EIPMP 模拟系统中实现了响应系
统是主机的情况。在不引起混淆的情况下，下文中的响应系统就是指响应主机。
3〕单向延迟测量协议对各个测量实体之间的时钟的精度和同步有很高的要
求。一个解决办法是使用精确的外部时钟，比如 GPS 和 CDMA。在 EIPMP 模拟
系统中采用的方法是使用 NTP 同步测量主机和应答系统的时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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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EIPMP 模拟系统的用户接口
EIPMP 模拟系统分为两部分实现：测量主机部分（程序代号为 pong）和应
答主机部分（程序代号为 pongd）。
下面是 pong 在加参数-h 之后输出的使用说明。
Pong: EIPMP Measurement Client Program.
Usage: pong [-c <counts>] [-I <seconds>] [-w <timeout(miliseconds)>]
[-hDv] [-i <interface>] [-H <host>]

-c <counts>

Specify the number of EIPMP packets sent. 3 for default.

-I <seconds>

Interruption in seconds between two packets sent. 0 for

default.
-w <timeout(miliseconds)>
Time out for the reply packets. 1000 for default.
-h

Print this help message.

-D

Print the available network device list.

-v

Print the version.

-i <Interface> Specify the Interface to listen to. 1 for default.
-H <host>

Specify the destination host to measure.

下面是 pongd 在加参数-h 之后输出的使用说明。
pongd: EIPMP Measurement Server Program.
Usage: pongd [-hDv] [-i <Interface>]

-h

Print help message.

-D

Print the available network device list.

-v

Print the version.

-i <Interface> Specify the Interface to listen to. 1 for default.

6.2 EIPMP 模拟系统的实现
6.2.1 技术要点
无论在模拟系统的测量主机部分还是在应答主机部分，都涉及到监听网络接
口的网络层数据以及构造网络数据包并发送给对方。
对网络接口的监听采用的是 wpcap（[WPCAP]）编程接口。wpcap 是 Windows
平台上截取数据包的一个开放的体系结构，它根源于 libpcap。后者是 UNIX 平
台上有名的数据链路层数据截取体系结构，也是 TcpDump 的主要组成部分。
wpcap 主要包括两部分：程序设计编程接口（API）和虚拟设备驱动程序。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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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用 wpcap 的 API 开发自己的数据截取程序。虚拟设备驱动程序提供了与网
络接口交互的代码。
发送 IPMP 分组采用 Winsock 2.0 的 SOCK_RAW 类型的套接字实现。套接
字是一个可以在多个平台通用的网络编程接口。SOCK_RAW 类型的套接字则可
以直接在 IP 层上构造用户的传输数据。wpcap 也提供了发送原始 IP 数据的编程
接口，但由于 wpcap 的发送数据 API 并不通用（libpcap 中没有发送数据的 API）。
虽然 Winsock 2.0 也提供了对 IP 分组进行监听的机制，但其灵活性和易用性不如
wpcap，因此我们仍然选用 wpcap 做为网络监听的程序接口。
6.2.2 EIPMP 模拟系统的主要数据结构
下面是 EIPMP 模拟系统用到的主要数据结构及说明。
IP 报头定义
typedef struct ip_hdr {
unsigned char h_verlen;
unsigned char tos;
unsigned short total_len;
unsigned short ident;
unsigned short flags;
unsigned char ttl;
unsigned char proto;
unsigned short checksum;
unsigned int sourceIP;
unsigned int destIP;
}IPHEADER;

在 EIPMP 模拟系统中，EIPMP 协议的协议号被定为 99，因此 IP 报头中的
proto 字段为 99。
EIPMP 测量分组报头及数据

typedef struct ipmp_hdr{
unsigned char version;
unsigned char pro_queue;
unsigned short checksum;
unsigned char zero;
unsigned char type;
unsigned char rttl;
unsigned char rtype;
unsigned short length;
unsigned short p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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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signed short srtport_queue;
unsigned short desport_queue;
unsigned int data;
}EIPMPHEADER;

报头中的 data 字段用于标识当前的 EIPMP 分组。测量主机监听响应系统发
送 EIPMP 应答分组，即根据 data 字段将应答分组与相应的请求分组匹配。
路径记录
typedef struct pathrec
{
unsigned int f_ip_add_in;
time_t ts_second_in;
unsigned short ts_milli_in;
unsigned short pad1;
unsigned int f_ip_add_out;
time_t ts_second_out;
unsigned short ts_milli_out;
unsigned short pad2;
}PATHREC;

EIPMP 模拟系统的路径定义与 EIPMP 协议的原始定义有所不同。EIPMP 原
始定义中，时戳的格式采用 NTP（[Mill92]）的时戳格式。时戳用 64 位表示从
1900 年 1 月 1 日 0 时起的秒数。前 32 位是整数部分，后 32 位是小数部分。由
于 Windows 2000 系统的时间精度大约是 10ms（见 MSDN，[WINTIME]），因此
在 EIPMP 模拟系统中时戳的小数部分仅仅保留了 16 位，其余位数做为填充。虽
然 Windows 提供了多媒体计时器和高精度计时器的系统调用，由于这些调用需
要特定的硬件支持，而且需要较高级别的中断，所以 EIPMP 模拟系统并未采用
（频繁使用较高级别的中断可能会影响网络接口对数据包的处理）。另外，NTP
的时间规定是从 1900 年 1 月 1 日 0 时起的秒数，
但是 Windows 的系统调用_ftime
返回的是从 1970 年 1 月 1 日 0 时起的秒数。因为 EIPMP 模拟系统并未涉及与其
他标准系统的互操作，为简化起见，路径记录中存储的时戳的整数部分也是从
1970 年 1 月 1 日 0 时起的秒数。
EIPMP 测量分组
typedef struct ipmppkt
{
IPHEADER iphdr;
IPMPHEADER ipmphdr;
PATHREC pathrec[MaxPathRec];
}EIPMPP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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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MaxPathRec 是 EIPMP 测量分组能够支持的最多的路径记录的个数，
由第五章的分析可知，此值为 22。
6.2.3 算法说明
pong 的算法说明：
分析命令行参数，设置程序行为；
打开网络接口，设置系统信号 CTRL+C 处理程序；
初始化网络套接字；
for(i=0; i < count; i++){ //count 为发送的 EIPMP 测量请求分组个数
发送 EIPMP 测量请求分组并记录发送时间；
do {
监听网络接口并检查是否超时；
}until (IP 报头协议号为 99 && EIPMP 报头类型为 0 && IP 地址匹配 )
记录分组到达时间；
计算分组校验和，出错则丢弃；
根据路径记录输出测量结果；
等待用户指定的时间间隔；
清理现场；

pongd 的算法说明:
分析命令行参数，设置程序行为；
打开网络接口，设置系统信号 CTRL+C 处理程序；
初始化网络套接字；
do {
监听网络接口；
if (IP 报头协议号为 99 && EIPMP 报头类型为 1 && IP 地址匹配 ) {
记录分组到达时间；
计算分组校验和，出错则丢弃；
在测量请求分组的基础上构建测量应答分组；
设置路径记录；
发送测量应答分组并输出日志信息；
}
}until (程序被中断)
由中断信号处理程序清理现场；

6.3 EIPMP 模拟系统的部分测量结果
此次测量的背景网络是复旦大学校园网。复旦大学校园网是一个以 ATM 交
换为核心的高速校园网平台。测量在位于计算机系和学生宿舍园区的两台计算机
之间进行，IP 地址分别为 10.11.14.113（计算机系）和 10.100.184.166。测量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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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台计算机使用同一台 NTP 服务器进行时间同步（[PV01]，[CPB93]）。
表 6.1 列出了在 2002 年 4 月 30 日两台计算机进行两次测量的一些数据，其
中 10.11.14.113 运行 pong，10.100.184.166 运行 pongd。
次数

1

2

开始时间

20:39:37.376

21:05:31.640

结束时间

20:53:08.161

21:19:51.897

持续时间

13'30''785

14'20''257

发送分组个数

10000

10000

超时的分组个数

396

446

表 6.1 10.11.14.133 和 10.100.184.166 的两次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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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第一次测量的前 200 个分组的延迟曲线（单位：ms）

图 6.1 和 6.2 是对第一次测量和第二次测量的前 200 个没有超时的分组的单
向延迟进行分析的结果。在分析之前，考虑到两台计算机的时间同步问题，对延
迟时间利用第一个分组的数据进行了修正。
图中 Src 指的是 10.11.14.113，Dst 指的是 10.100.184.166。从图中可以看出，
两个单向延迟具有很大的不同，而且延迟数据随时间波动很大。究其原因，有以
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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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用 NTP 进行时间同步的精度没有达到网络延迟单向测量的要求。严格
的网络延迟单向测量应该采用 GPS 或者 CDMA 等外部时钟。而且已经
有文献说明 NTP 可能对网络单向延迟的测量产生影响（[PV01]，
[CPB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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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第二次测量的前 200 个分组的延迟曲线（单位：ms）

2.

目前网络协议的运行状态和主机对发送接受数据的不同处理确实导致
了网络单向延迟在两个方向上的不一致。

67

第七章 总结和展望

第七章 总结和展望
Internet 流量工程的最终目标，是为了认识现实网络世界的内在运行机制，
并将网络行为纳入网络流量控制和优化的轨道。网络流量工程的研究方法有网络
测量、试验、网络行为模拟以及网络流量的分析和建模。测量和试验是对网络行
为的观察和评估，力图发现影响网络外部特征的主导因素。模拟、分析和建模着
重构建网络系统的抽象模型。网络测量对于认识网络行为，驱动对网络流量本质
的探究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网络测量的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IETF 的 TEWG 工作组为网络测量提
出了一个理论指导框架。而很多网络测量的方法和工具是在人们开发网络应用的
实践中逐步产生的。主动式测量在网络测量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许多设计精
巧，思路奇特的网络测量工具给我们以很大的启迪。同时，这些测量工具给我们
更好的认识网络流量的行为特征以及对网络进行监控和检测提供了很多帮助。
主动式网络测量协议从 ICMP 开始，其重要性随着网络规模的扩大，服务类
型的增多逐步体现出来。OWDP 是一个设计完善的网络单向延迟测量协议，它
创造性的引入了测量会话控制机制和安全管理机制。但是 OWDP 的复杂性使它
很难在转发系统上实现。IPMP 协议是 NLANR 的 AMP 项目的一部分。IPMP 的
优点之一是效率非常高。处理 IPMP 分组所需要的计算量和路由器转发一个 IP
分组的计算量差不多，这使得把 IPMP 应用于路由器测量成为可能。IPMP 协议
采用测量/应答的方式工作，测量的结果包括分组丢失率、路径长度、双向延迟，
并在某些情况下支持单向延迟。
EIPMP 对 IPMP 在两个方面进行了扩展。首先，EIPMP 扩充了 IPMP 的路径
记录，使得可以在 EIPMP 的测量分组中记录转发系统接收和发送分组的接口地
址和时戳。其次，EIPMP 重新制定了 IPMP 测量协议的信息交换协议部分。在
EIPMP 中，测量主机和目标系统可以通过信息会话交换有关测量的精度信息。
信息交换协议运行于更加可靠的 TCP 之上，采用 AES 对称加密算法对消息进行
加密。
最后，利用 WPCAP 和 WINSOCK 2.0 对 EIPMP 协议进行了模拟实现。模拟
系统实现了部分 EIPMP 的功能。模拟系统的测量结果显示网络单向延迟具有很
大的不稳定性。
下一步的工作包括进一步完善 EIPMP 协议的设计，包括给出详细的信息交
换分组的处理过程，解决共享秘钥的传递问题，结合路由器的体系结构提出
EIPMP 在转发系统中实现的具体方案等等。在单向延迟测量方面，时间同步始
终是一个重要问题，这方面也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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