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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互联网是一个连接了上万个自治系统(Autonomous Systems, AS)的复杂网络。BGP 协议用于自治系统之间交

换路由信息。 近年来由于连接到互联网的网络数量增加，以及多宿主、流量工程技术，互联网全球 BGP 路由表在快速膨胀。
针对路由可扩展性问题，有许多技术方案被提出，但路由表缩减程度对于大规模互联网路由仍然有限。本文根据互联网域间
AS 拓扑的无尺度和小世界特性，提出一种基于互联网域间 AS 拓扑的邻居节点局部信息的新型路由模式，可以利用局部信
息在有限的跳数内从源节点找到到达目的节点的路径。它利用选定的路标节点把网络划分为多个簇。簇内使用最短路径路由。
在簇之间，路标节点使用邻居节点度信息寻找到目标的路径。由于簇内和跨越簇的路由只使用局部路由信息来完成，从而核
心节点路由表大小可以被大幅度缩减。通过使用互联网路由数据的实例分析，我们发现路由表可以减少到原路由表的 10%
以下，95%节点的路由表大小可以减少到 1%以下。路标上两点之间的平均 AS 路径长度是 2.898，非常接近平均最短路径长
度。该路由模式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用于互联网或者其他类似互联网的无尺度网络中，减少网络核心节点中的全局路由表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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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day’s Internet is a complicated network connecting ten thousands of autonomous systems (ASes).
Border Gateway Protocol (BGP) is used to exchange routing information among these ASes. In recent years, the
global BGP routing table size is growing fast due to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networks connected to the Internet,
multi-homing, and traffic engineering technologies, etc. Many solutions have been proposed for improving
Internet routing scalability, but their effects of routing table reduction are still limited for large-scale Internet
routing. In this paper, we present a new routing scheme that is based on the local information of neighboring
nodes on the Internet AS topology. It divides the network into multiple clusters using selected landmark nodes.
Shortest path routing is used in a cluster. Among these clusters, the landmarks use the neighboring nodes
information to find the path to target. Because the routing in a cluster and across clusters is achieved by using
local routing information, the routing table size can be reduced significantly. By the case analysis using real
routing tables, we find that the routing table size can be reduced to less than 10% of original routing table size,
and the routing table size of 95% nodes can be reduced to less than 1%. And the average AS path length 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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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air of landmarks is 2.898 that is very close to the average length of shortest paths. This routing scheme can be
applied in the Internet or other Internet-like scale-free networks under some conditions to reduce the routing
table size in the network core nodes.
Key words Internet topology; Internet routing; routing scalability; complex networks, random walk
的缺点是流量会集中在少量核心交换节点上，会增
加这些节点的负载，我们讨论了分散流量的方法，
以及其他一些该路由模式实际中部署应用的问题。
本文提出的方案可以用在互联网以及其他具有无
尺度特征的大规模网络，减少全局路由表大小。
本文结构组织如下：第 2 节介绍相关研究工作，
第 3 节我们简要了描述了无尺度网络上的路径发现
策略，这是后续路由模式描述需要的基础背景。然
后在第 4 节和第 5 节分别介绍了新路由模式，以及
它的评价。在第 6 节讨论了该路由模式在互联网中
实际部署的可能性。最后一节是总结以及未来工
作。

1 引言
当今互联网是由大量的自治系统(Autonomous
Systems, AS)组成的复杂网络。自治系统边界路由器
运行 BGP（Border Gateway Protocol）协议来交换路
由可达信息。近年来，互联网显示出路由可扩展性
问题。位于 DFZ（Default Free Zone）区域的全局
BGP 路由表条目快速增长，这将会增加高性能路由
转发设备的内存空间、计算查找开销和能耗。路由
可扩展性问题已经受到学术界和工业界团体的广
泛关注。在 IPv4 地址耗尽，未来互联网采用大地址
空间的 IPv6 技术的背景下，路由可扩展性问题成为
未来互联网面临的挑战之一。虽然有许多新的路由
结构和方法被提出，没有取得一致的定论，该问题
仍然是一个开放问题。
提高路由可扩展性的途径之一是使用 AS 编
号，在 AS 粒度上进行路由。已有相关工作[1][2][3]
主要思想是在 AS 内部采用基于 IP 地址前缀粒度的
路由，而在 AS 之间采用基于 AS 编号的 AS 粒度路
由。相比于 IP 地址前缀数量，AS 数量少很多。AS
级路由表条目最大级别正比于 AS 的数量。然而互
联网 AS 的数量也在不断增长，现在 16 比特的 AS
编号即将分配完毕，32 比特的 AS 编号在 2007 年
已经开始启用[4]；另外 AS 编号不是根据拓扑结构
分配的，其拓扑聚合性比 IP 地址空间差。因此，如
果使用 AS 粒度的路由，含有巨大数量 AS 节点的
未来互联网仍然会面临路由可扩展性问题。
在本文中，我们探索了一种新的路由模式。它
利用互联网 AS 级拓扑中的无尺度（Scale-free）特
性。与已有的工作不同，它的转发节点并不使用全
局路由信息。网络核心节点使用邻居 AS 节点度作
为启发信息来路由。这样许多存储的路由表条目可
以得到显著的缩小。使用真实的 AS 拓扑数据进行
分析，结果显示路由表条目可以减少到全局路由表
的 10%以下。该路由模式可能造成路径延展，但是
路径最大长度可以控制在给定的范围内，平均路径
长度非常小，实例分析结果可以达到 2.898，接近
最短路径路由的平均路径长度 2.547。该路由模式

2 相关工作
目前提高路由可扩展性的方案可以分为两大
类，一类是革新式路线。该类研究认为互联网路由
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包括可扩展性问题，是当前互
联网结构上的缺陷。需要对当前互联网结构进行重
大革新，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该类方案比较典型的
有“核心边缘分离”和“核心边缘消除”两类[5]，
前者是把互联网边缘网络地址空间与核心穿越服
务提供商网络地址空间隔断，从而减少核心网络中
的路由表。具体方案有 LISP [6], eFIT [7]等。后者
方案中多宿主的边缘网络可以从不同的上游提供
者网络地址前缀中分配得到地址子前缀，这样边缘
网络的地址前缀可以在相应的提供者网络中被聚
合，从而不传播到核心网络的路由表。边缘网络中
的一个主机可以拥有多个对应于不同的提供者前
缀的 IP 地址，这个 IP 地址被称作位置标识符
（locator）。可以选择其中一个 IP 地址或者用其他
名字空间中的唯一名字作为该主机的标识符
（identifier）
，
所以该类方案也成为 ID/Locator 分离。
具体方案有 Shim6 [8], ILNP [9]等。
另一部分研究采用演进式路线。这些工作寻求
在当前互联网路由结构下的解决方案，通常改动很
小或者不需要路由结构的改动。最直接的方案是通
过 路 由 聚 合 减 小 路 由 转 发 表 （ FIB ， Forwarding
Information Base）[10][11]，但是不能减小全局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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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虚拟聚合（VA，virtual aggregation）[12] 可以
在一个 AS 内把全局路由表和转发表分为若干较小
的部分，分散到 AS 内各个路由器。VA 本质可以看
成路由表和转发表在 AS 内的分布式存储，但 AS
内仍需保存完整的全局路由表，有研究讨[13]论了
从单个 AS 部署 VA 到形成整个互联网核心边缘网
络分离的演进路线。
基于 AS 的路由模式属于革新式路线。AS 编号
被添加在数据报文头部，用来匹配路由表中目的
AS 表项。有关研究有 HLP[1]，它根据 AS 之间
Provider-Customer 连接关系把互联网 AS 拓扑划分
为层次树。树中 AS 之间使用链路状态路由协议，
树根之间使用路径矢量协议。局部路由变化收敛过
程被局限在层次树内，不会扩散到根部所属的互联
网核心穿越区域。紧致路由（compact routing）探
索抽象图上的路由模式和最小路由表的理论界限，
其中一些结果是研究具有无尺度特性互联网 AS 拓
扑上的路由[14][15]。但是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是静态
图上，与应用在互联网中还有很大距离。文献[2]
设计的方案使用 AS 编号作为路由查找的目标
Locator，源和目的标识是字符串名字，而不是 IP
地址。在文献[3]提出的 AS 粒度路由方案中，数据
报文头部格式的固定部分包含了源和目的 IP 地址
以及 AS 编号，可变部分则是用于 AS 内部路由的
IP 地址。这些方案都是用全局 AS 路由表实现互联
网 AS 之间的路由。虽然使用 AS 号路由的路由表
大小比现在使用 IP 地址前缀的路由表大小有所减
小，但是核心节点路由表中仍然要保存全部 AS 节
点的可达信息。文献[16]检查了互联网 AS 和 Web
等无尺度图上使用局部信息策略的路径发现的性
能，结果发现，去掉路径中的循环（self-crossing
loops），基于最大度优先策略路径发现的平均路径
长度与网络节点数量成对数关系，和平均最短路径
长度的数量级相近。受到该研究启发，本文探索了
基于节点度局部信息的 AS 拓扑上的路由模式。它
使用选定的路标节点把网络划分为多个簇。簇内使
用最短路径路由，路由信息只局限于簇内所有节
点。在簇之间，路标节点使用邻居节点度信息寻找
到目标的路径，而不需要知道所有路标节点的可达
信息。由于簇内和跨越簇的路由都是只使用局部路
由信息来完成，从而核心节点路由表大小可以被大
幅度缩减。

3 使用局部信息的路径发现策略
在网络中，最短路径路由需要知道全局的拓扑
信息并且计算和保存全局的路由信息。文献[16]在
无尺度复杂网络上研究了如下 3 种基于局部信息的
路径发现策略，
1）完全随机：从当前节点的邻居中随机选择
一个节点作为转发下一跳，直到有一个邻居是目的
节点，这时直接转发到目的节点。每个节点只需知
道它的邻居身份信息，用来判断邻居是否是目标节
点。
2）最大度优先：每一步优先选择最大度的邻
居节点转发，直到邻居中发现目的节点。这里每个
节点不仅要知道邻居有谁，还要知道邻居的节点
度。
3）基于度的概率偏好：以一定概率从邻居中
选择一个作为下一跳，度越大的邻居被选择的概率
越大。和 2）一样，这里每个节点要知道邻居身份
及其节点度信息。
文献[16]中的实验结果发现，和最短路径类似，
最大度优先策略得到的平均路径长度随网络大小
成对数增长，另外文献[17]在一个含有 10000 个节
点的，幂律指数γ = 2.1 的无尺度网络上模拟了最
大度优先策略，发现在开始的 10 步，50%的网络节
点可以被发现，这里“发现”是指该节点被经过或
者是邻居。但是发现余下的节点却需要花大量步
骤。我们的实验结果显示可以超过上万步。

4 路由模式
本节将介绍本文提出的新型路由模式。它是一
种基于路标核心的路径发现方法。
4.1 基于路标核心的路由
在本节，我们提出新的路由模式。假设 G = (V,E)
表示一个连通图，节点集合是 V,边的集合是 E。在
这个图中一部分节点被标记为路标（landmark），其
余的非路标节点将依附到一个或者多个路标，来获
得全局可达性。一个路标和附属的非路标节点需要
是一个连通子图，构成一个簇（cluster）。每个簇内
的节点可以使用距离向量或者链路状态路由协议
生成路由表，知道如何通过最短路径到同簇中其他
节点。所有的路标节点也需要能构成一个连通子
图。每个路标节点不仅有到它的簇中所有节点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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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节点 j，则节点 j 和它的邻居，加上 0-覆盖中的
节点构成了 1-覆盖。
定理 1. 设图 G 的点集是 V。在给定的路径发
现 策 略 下 ， ܥ 是 节 点 i 的 k- 覆 盖 ， 集 合

由，还知道邻居路标节点的标识和节点度。一个路
标节点不需要和其他路标交换内部路由信息。
图 1 显示了路由结构的例子。源节点 S 发送数
据包到目的节点 D 的过程如下。如果它们在同簇
内，它们可以通过最短路径路由到达对方。如果它
们位于不同的簇，数据包首先被转发到该簇依附的
路标 LX，然后 LX 通过查询映系统（类似 LISP 中的
映射系统）得到目的节点 D 所依附的路标，从中选
取一个作为目的路标，比如这里是 LY。随后数据包
头部封装路标 LX 和 LY。通过基于邻居信息的路由
策略，数据包被转发到 LY。当到达 LY 后，数据包
解封移除源和目的路标，在簇内被转发到目的节点
D。

CVk   Cik , k  0,1,2... ，则ܥ 中的任意两点之间的
iV

路由都可以在 k+1 步之内完成。（注意，从节点 i
到 j 可以在 k+1 步内完成，
未必从 j 到 i 也可以做到。
这里两点 i 和 j 之间的路由是指从 i 到 j 和从 j 到 i
都可以在 k+1 步内完成。
）
证明. 该定理的证明很简单，根据集合ܥ 的定
义，该集合中的任意两点 i 和 j 互相都必然在对方
的 k-覆盖内，从其中一点出发最多经过 k+1 步可以
到达另一点。
证毕.

定理 2. 集合ܥ 是满足条件“任意两点之间的
路由在给定步骤 k+1 内完成的”的最大下界。
证明. 如果一个节点 i 与ܥ 中的每个节点之间的路
由都能满足该条件，则对于ܥ 中的每个节点 u，i
都在 u 的 k-覆盖中，所以 i 必然在ܥ 中。没有满足
该条件但是不在ܥ 中的节点。所以ܥ 是该条件的最
大下界。
证毕.

中的所有节点作
在下面实验中将选择集合ܥ
为路标。

路标核心网络

S

D

LY

LX
簇X

LZ

图1

簇Y

路由模式示例

在路标组成的连通图上，我们采用最大度优先
策略寻找路径。在这个过程中，图中的每条边被看
做有向的（在后面图 2 的实验中其他两种策略也是
看做有向边）
。路标 v 不能转发数据包到路标 u，如
果在前面步骤中从 v 到 u 已经被经过一次。也就是
说有向边<v, u>在前面步骤中已经被穿越一次，则
该边不能被 v 选择，但是如果之前<u, v>没有被穿
越过，<u, v>可以被 u 选择。

5 实验评价

4.2 路标的选择
对于给定的网络，本文提出的方案在最开始时
需要确定网络中的路标节点，选出路标节点之后，
剩余的非路标节点作为附属节点，根据最短路径距
离分配到最近的路标来构建簇。如何选择合适的路
标，使之可以构成连通子图，并且图内的任意两个
路标之间的路由可以在给定的有限步骤内完成，是
非常重要的。我们这里给出了一个初步的方法。
定义 1. 在给定的路径发现策略下，一个节点
i 的 k-覆盖定义为从节点 i 出发，经过 k 步，每步在
节点间移动一跳距离，所经过的节点及其邻居节点
的集合。该集合记作ܥ 。比如节点 i 的 0-覆盖是包
括节点 i 和它的邻居节点的集合。假如移动一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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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采集的互联网 AS 级拓扑数据是从[18]中
描述的 BGP 数据源 Route Views和 RIPE RIS获得
的。我们下载了 2010 年 4 月 22 日的 BGP 路由表
数据，每个采集点下载一个快照文件。然后从每个
文件中提取 AS 边，并且把所有的边合并在一起作
为实验中使用的互联网 AS 级拓扑数据。已知互联
网 AS 级拓扑具有无尺度特性[19]。我们的数据中
包含 34460 个节点和 97312 条边。
5.1 路标集合的大小
我们模拟了第 3 节中描述的三种策略。图 2 显
示了 k 覆盖集合的大小随步骤数 k 增长的累积分



The University's Route Views project, http:// www.routeviews.org 2010

Routing
Information
Service
(RIS),
https://www.ripe.net/analyse/internet-measurements/routing-information-ser
vice-ris


布。它是 10 次结果的平均，每次从随机选择的不
同点出发。图中右下角是开始一部分结果的放大。
可以发现在开始的 60 步内，最大度优先策略覆盖
的节点比其他两种策略的要多。然而，经过很多步
骤之后，随机策略可以比其他两种策略覆盖更多的
节点。这个结果表明，最大度优先策略能够在开始
较少的步骤内发现数量可观的节点。大约 25%的节
点可以在前 10 步内被发现。

6

路标网络中的平均路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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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标节点网络的平均路径长度随 k 增长的变化

5.2 路由表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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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短路径路由中，通常每个节点保存有全局
路由表，每条路由记录了如何通过最短路径到达其
他节点。如果在 AS 粒度上路由，路由表项最多是
拓 扑 中 其 他所 有 节 点 的数 量 （ 这 里的 实 验 就 是
34459 个节点）。在我们的路由机制中，一个路标节
点保存有到簇内其他所有节点的路由，以及邻居路
标节点的标识和节点度。一个非路标节点只有到相
同簇内其他节点的路由。如果一个非路标节点属于
多个簇，它将包含到所有这些簇内的节点的路由。
在我们的分析中，我们假设每个非路标节点选择一
个最近的（即跳数最短的）路标来依附。如果有两
个或者多个最近的路标，可以根据节点度来做裁
决，例如，选择节点度最小的路标，或者节点度最
大的路标。如果节点度相同，则任意选择其中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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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第 4 节中的方法，我们计算了路标的数量，
以及在这些路标上使用最大度优先策略发现的路
径的平均长度，随着步骤 k 增长的变化。结果显示
在图 3 中。假设路径长度 11 是一个所有路标节点
对之间的路由路径的可以接受的最大长度，则我们
可以设 k=10，这样有 6835 个节点可以被选作路标
节点。这是一个可观的数量。我们在后面的实例评
价中使用这些路标。图 4 的结果显示出平均路径长
度随着 k 增长而缓慢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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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a) 显 示 了 簇 尺 寸 的 互 补 累 积 分 布 函 数
(CCDF, Complementary Cumulative Distribution
Function）
，其中包含了选择节点度最小的路标和度
最大的路标两种结果。我们用当前路由表和最大路
由表（即 34459）的比率表示路由表缩减的程度。

图 5(b)显示了比率的累积分布。可以看到在选择最
小度路标的情况下，每个节点的路由表项数量和最
大路由表项的比率小于 10%，并且 90%的节点的比
率小于 4%。而选择最小度路标可以得到更小的比
率。所有节点的比率都小于 8%，并且 95%都小于
1%。这是由于选择最小度路标，所有节点可以更均
匀地分散在路标之间。

度最高的节点。图 7(a)显示出移走 20 个节点的结
果，虽然平均最短路径长度在攻击过程中快速增
加，但是最大度优先策略的平均路径长度有巨大的
增长。图 7(b)显示了随机失效（随机删除节点）的
结果。可以看出随机失效对最短路径和最大度优先
策略的影响都很小，基本可以忽略。这个结果反映
出复杂网络的失效容忍度和攻击脆弱性[20]。

5.3 路径长度及节点故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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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度优先和最短路径的长度分布

如果源节点和目的节点都是非路标节点，在源
和目的之间的路由的过程包括三个阶段：通过最短
路径从源到一个路标，然后通过最大度优先策略转
发到另外一个路标，最后再经过最短路径从路标转
发到目的节点。图 6（a）和图 6（b）分别显示了
在同簇内非路标节点到路标节点的最短距离的累
积分布，和最大度优先策略的路径长度的累积分
布。根据图 6 可以看到在整个图上，两点之间的路
由路径长度的最大上限是 5+6+5=16。另外图 6 同
时也显示了路标网络中的最短路径长度的长度分
布。最大度优先的平均路径长度和最短路径平均长
度分别是 2.898 和 2.547。而非路标到路标节点的平
均距离只有 1.344。然而，在最大度优先策略下，
路由路径高度依赖于少数节点度比较大的节点。为
了明白依赖程度有多大，我们计算了穿越每个路标
节点的最大度优先路径的数量（也即节点的介数）。
结果显示所有路径只穿过了 4 个高节点度的路标。
这会加重这些节点的流量负载，相比之下最短路径
路由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在第 6 节中讨论如
何避免流量过分集中在这些节点上。
另外一个问题是，实际中的互联网拓扑是动态
的。设备和链路的故障和恢复，网络升级等都会引
起互联网拓扑中节点和链路的增加和移除。我们通
过模拟有目标的攻击和随机故障，测试了节点失效
对路由路径的影响。这里的攻击是逐渐从图中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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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讨论
前面介绍的路由模式比较抽象，实际中部署还
需要考虑如下问题。
1）部署路标节点选择服务。可以利用已有的
互联网监测设施采集互联网 AS 级拓扑，部署服务
器集中式计算选择路标 AS 节点。相应的 AS 可以
去查询服务器，确定作为路标节点还是非路标节
点。并且路标节点把它和依附于它的非路标节点之
间的映射信息告诉给全局映射系统。
2）避免流量过度集中在少数节点上。这里可
以改进最大度优先策略。选择下一跳的时候，如果
其中一步发现转发到最大度节点的流量过多，可以
选择次优（度数排在第二位第三位的）节点作为下
一跳，后面继续使用最大度优先策略（以保证在有
限步骤内到达目的节点）。可以称为“带有偏移的
最大度优先策略”。我们试验了带有一步偏移的最
大度优先，结果发现承载流量转发的中间节点有
522 个，比集中在 4 个节点要提高许多。但是平均
路径长度增长到 3.482。如果希望提高流量分散程
度，可以增加偏移的步数，路径长度也会随之增加，
但是这样能控制在有限步骤内到达目的。
3）高度数节点失效。虽然实验表明高度数节
点的失效会给路由性能带来很大影响，但是实际中
为数不多的高度数 AS 节点都是互联网顶级或者高

层运营商，这种整个 AS 失效的故障会很少发生。

Selected Areas in Communications (JSAC), 2010, 28(8):1332-1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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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总结和未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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