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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主动网比传统网络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它可以在分布式系统中更好地协调不同设备的工

作, 把计算所需的负荷和数据传输的负荷较合理地分担给不同设备, 有效地避免单点故障, 并能
够缩短数据处理和数据传输的时延, 提高数据的端到端( end- to- end) 可达性. 在主动网中, 有
望依照网络的当前状态, 对路由器等交换设备的缓冲进行细致的管理、
并对数据流所携带的信息
进行归类和缓存, 利用冗余路径进行数据传输, 从而降低拥塞的概率和拥塞的程度, 提高网络的
当前性能和可预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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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通信网络对网络内部的工作和用户的工作划分了明确的界限, 网络仅负责在终端系统之间进
行数据转发, 并不对数据内容进行调整和改动. 传统的数据转发方式限制了交换机及路由器等交换设备的
能力, 如果是分组交换网, 主要的计算在于对分组头进行处理, 如果是面向连接的网络, 主要的计算在于执
行信令协议. 这种网络的内部处理机制仅限于路由、拥塞控制和 QOS( 服务质量) , 可以视为 被动! 网络.
在 被动!网络中, 新技术的应用往往要等待某种协议标准的制定, 而这却是个漫长的过程, 待标准出台时,
可能已落后于用户的需求. 如果能增强网络内部设备的计算能力, 而不仅仅是被动地转发数据, 则有望为
新的应用开辟前景. 这些应用包括: 防火墙、
Web 代理、多播和移动代理等. 对一些特殊的应用, 用户也希
望为网络定制具有针对性的程序.
主动网的 主动!有两层含义:
( 1) 交换设备对流经它的用户数据进行计算;
( 2) 用户可以将程序注入网络, 从而有可能定制更具针对性的处理过程.
主动网中的交换设备之间以及交换设备和用户之间可以交换程序代码, 这有利于提高网络的适应性
和灵活性, 大大地增强了网络的交互能力. 另外, 主动网也必须对安全性加以考虑.
从本质上说, 任何同时需要网络状态信息和用户应用信息才能做出最佳判断的场合都可以利用主动
网技术. 以拥塞控制为例, 对网络拥塞状态信息的监测是节点的功能, 一旦出现拥塞, 节点将丢弃处于队列
中的分组, 但是对于究竟哪些分组更重要哪些分组可以被丢弃, 却是应该由用户来决定的. 一个经常被引
用的例子是 MPEG 流的多帧结构. M PEG 流中, I 帧是其它 B 帧和 P 帧的恢复基础, 一旦属于 I 帧的分组
被丢失, 即使紧随其后的 B 帧和 P 帧分组正确传输到接收端, 也无法正确恢复. 因此, 节点最好的丢弃策
略应该是: 一旦必须丢弃 I 帧分组, 那么相关的 B 帧和 P 帧分组也同时丢弃. 显然, 这需要用户应用层的帮
助, 否则节点无法正确区分各种分组. 换句话说, 真正彻底的解决方案是节点必须具有针对某种特殊应用
的对数据流的处理方法.
事实上, 这种要求在网络内部对数据流进行特殊处理的应用需求正在不断出现, 如 Web 缓存、
移动代
理、
防火墙、
多播路由器等. 这就促使人们重新思考网络结构和网络提供服务的方式: 既然特殊的应用要求
特殊的处理和服务, 那么干脆把网络构造成一个通用的计算平台, 进行特殊处理所用的代码都可以在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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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 更具体地说, 网络节点提供编程接口, 对数据流的处理方式可通过远端编程定制. 这样, 新业务的实
现不必等待漫长的标准化过程, 只要提出这种需求的用户或服务商给出相应的代码就行了. 这就是主动网
的思想.

1

体系结构
主动网中, 如果把执行用户程序代码的网络设备统称为主动节点, 则存在着三种体系结构, 即主动分

组模式、
主动节点模式以及综合模式.
1 1

主动分组模式
早期的主动网多采用主动分组模式, 将程序代码完全封装在主动分组内. 由于要求程序代码具有自相

容性( self- cont ained) , 以简化路由器包含的状态信息, 因此, 代码的长度不能超过 1 K 字节, 也不允许对
分组进行分段传送. 为了实现不同主动网之间的互操作, DARPA( 美国国防部高级计划研究局) 开发了主
动网封装协议 ANEP ( Act ive Netw ork Encapsulat ion Protocol) , 将程序代码先封装为 ANEP 分组, 再封装
为 IP 分组. 为了确保程序代码的顺利执行, 主动节点需要具备支持并发线程和划分共享内存的机制, 这样
可以为每个线程合理地分配内存空间, 避免多个线程的相互干扰, 并允许在一些线程中构造适当的数据结
构, 以便让其它的线程访问, 另外, 主动节点还需具备一个线程队列, 用于拟订线程的执行顺序. 鉴于安全
性的考虑, 主动节点中的 ANEP Demon 负责程序代码的接收和注入, 并负责提供一个用以执行程序代码
的虚拟机( virt ual machine) 环境以加强其安全性, 如果程序的执行权限超过了虚拟机允许的范围, 将向程
序源回发一个错误分组.
程序代码的封装可以有不同的方法, 例如, 可以利
用 IP 协议规定的分组格式, 将代码填入 IP 选项域. 如
图 1 所示.
1 2

主动节点模式

主动节点模式中, 分组可以携带一系列标识符( 为
叙述方便, 该分组也称主动分组, 但它不同于主动分组

图1

程序代码的一种 IP 分组封装格式

模式中携带完整程序代码的主动分组) . 标识符用于指定待调用的函数, 同时携带一系列有关参数以供调
用. 由于程序代码本身不能从分组中获得, 因此将代码存放在 代码服务器! 中, 代码服务器具有公认的
( well know n) 地址, 可以向不同操作系统的主动节点提供函数库.
当新的应用出现时, 只需把相应的程序代码添加到代码服务器中, 主动节点便可下载. 然而, 对于初次
使用的程序, 下载代码引起的时延可能导致网络性能有所下降. 为了避免某些主动分组在网络中过久地停
留, 可在主动分组中的 T T L ( T ime T o L ive) 域指定生存时间.
1 3 综合模式
综合模式借鉴了两种模式的优点, 当代码较短时, 由分组直接携带, 就可避免下载代码的时延; 当代码
较长时, 主动分组只携带代码的调用标识符和参数, 就可避免冗长的分组.
另外, 需要指出, 在主动网体系结构的研究中, 除了需对执行效率和网络安全性加以考虑以外, 还应考
虑如何使现有的 IP 网络与主动网协调运行、功能互补及资源共享.

2
2 1

主要应用
拥塞控制
传统的解决拥塞问题的方法大致可以分为预防式控制和反应式控制两种( 有时也分别称为拥塞避免

和拥塞控制) . 预防式控制的性能依赖于对网络资源进行预测的准确程度. 但是, 对于网络资源无法或很难
进行预测, 或者用户请求的业务本身不需要预约资源等情况下, 预防式控制不利于对网络资源的高效利
用. 此时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反应式控制, 即由网络向用户发送拥塞信息, 用户据此调整其发送速率, 以保
证网络及时摆脱拥塞. 不过从发现拥塞到用户做出反应( 速率调整) 之间必然有一个时间上的延迟, 而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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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宽延迟乘积的环境下这有时是不可接受的.
主动网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 由于主动节点可以具有特殊的对数据流信息的处理能
力, 因此, 原来必须由端点执行的拥塞控制算法可以在节点动态地执行. 这不仅意味着网络可以对拥塞做
出及时的反应,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保证所做出的反应是最为合理和有效的. 另外, 主动网还可以提供
传统拥塞控制机制所无法提供的对特定应用进行特殊处理的高度灵活性.
2 2 多播
传统网络中实现可靠多播存在特殊的困难. 例如网络瓶颈链路的带宽难以管理, 出错时总是要求发送
者进行重传, 以及 NACK 爆炸等. 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找到某种机制分散发送重传的责任以及限制
重传分组的扩散范围.
主动网技术为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途径. 首先, 处于多播树分支点的主动节点可通过
检查 NACK 序号来主动判断当前的 NACK 是否与最近前传的 NACK 重复, 若重复可主动抑制, 从而可有
效地防止源点的 NACK 爆炸问题. 第二, 可根据网络当前状态适当缓存部分多播数据, 使得下游的重传请
求在分支点就可以得到部分满足, 不必每次都要求源点重传. 第三, 通过主动分析多播序号可及时发现已
丢失的分组, 并发出 NACK, 不必总是依赖接收端来发现分组的丢失, 从而既能更快地补救差错, 又能减
少重传的带宽需求.
显然, 上述机制的实现都要求网络节点具备灵活的处理能力、
适当的存贮、以及对网络状态的及时监
控和刷新能力. 这些要求只有在主动网的框架内才能得到真正的满足.
网络管理

2 3

传统的网络管理系统一般采用周期性的轮询( poll) 方式来查找异常情况, 而收到的大量反馈数据中,
往往只有很少一部分表明异常情况的发生, 而且, 由于数据的反馈需要一定的时延, 这就使得管理系统得
到的信息可能是 过时!的. 于是, 人们开始考虑一种更经济有效的管理方式. 在主动网中, 特定的主动分组
在网络中传送时, 一旦遇到特定的故障, 便可立即执行所携带的程序代码, 调整故障节点的状态, 使之恢复
正常. 这样, 可以在不进行轮询的条件下, 快速发现故障并自动报告故障情况, 从而缩减响应时延, 并降低
链路上为管理所分配的带宽.
基于应用的特殊处理

2 4

传统网络中, 对数据流的转发策略用户通常是无法干预的. 主动网的提出改变了这一状况, 使许多特
殊的针对特定数据流/ 用户的处理要求可以被方便地满足. 例如, 基于策略的路由选择在主动网环境下可
以通过为特定数据流指定相应的处理代码来实现; 而对于对安全性要求高的数据流, 可以在进入敌对环境
前动态地进行加/ 解密处理, 并且加密方式可以动态地选择和更换; 对网络状况进行动态监测, 并为高优先
级数据流选择恰当的路由以规避敌对区域或不可靠区域等.
总之, 由于主动网提供的灵活性, 用户有了比传统网络更大的自由来选择和定制针对他们的数据流的
转发和处理策略. 而这在需要支持优先级、
并且网络环境和通信质量动态变化的军事通信环境中是非常有
利的.

3

当前进展
目前主动 网的研究 主要是由 美国国防 高技术 研究计划 局( DARPA # # # Def 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 ject Agency) 资助和管理的. 其中涉及了主动网研究的各个方面, 资助的范围囊括了从公司到大学, 从
计算机软件到通信网络等几乎所有与信息技术相关的研究单位和人员.
国外于 1995 年就已开始对主动网进行研究, 目前已摆脱了提出之初所遭受的质疑, 进入了具体实施
方案的研究阶段. 经过多年努力, 已有相当大的进展, 这主要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首先, 对于主动网的体系结构总体框架已达成共识. 即大体上, 主动网节点的功能应分为三个部分, 即
节点操作系统( Node Operation Syst em, NodeOS) 、
执行环境( Execut ion Environment, EE) 和主动应用程序
( Act ive Applicat ion, AA) . 其中 EE 提供编程接口供主动分组携带的 AA 调用, 同时 EE 还构成所谓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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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virtual machine) , 使得每个 AA 在主动节点上被单独、
互不干扰地执行. NodeOS 负责管理主动节点的
资源, 并对资源申请做出仲裁, 这些资源包括节点的转发带宽、
计算能力和存储容量. 为安全起见, 当 EE
向 NodeOS 申请资源时, 必须进行用户权限的鉴别和认证. 这部分功能也是 NodeOS 必须具备的.
第二, 在执行 环境 EE 和有 关应用 AA 的 研究和实 现方面已 取得了很 多成果. 例如, BBN 公司 的
Smartpacket s 项目( 侧重于主动网编程语言、网络管理诊断和安全性的研究) , M IT 的 ANT S 计划及其后
续的项目 PAN( 侧重利用 Java 实现 EE 和主动节点运行环境) , 亚里桑那大学的 L iquid Sof tw are 计划( 侧
重进行 Java 语言的扩展以提供性能) , 宾悉法尼亚大学和 Bellcore 的 Swit chWare 计划( 侧重研究特殊的主
动网编程脚本语言 PLAN、
Caml 等) , 哥伦比亚大学的 NetScript 项目( 侧重于编程语言的研究, 并应用于
动态的放火墙建立以及特殊的路由功能) , 佐治亚理工学院的 L iane 项目( 研究利用 C+ + 语言实现主动
网的编程, 并应用于多播和可靠性研究) 等. 此外, 目前国际上知名的主动网研究项目还有: 哥伦比亚大学
的 Delegation Paradigm、卡耐基- 麦隆大学的 Darw in 工程、
M IT 的 ARM ( Act ive Reliable Mult icast ) 和 M 0、
华盛顿大学的 DAN( Dist ributed code caching for Act ive Net w orks) 和 M IT 的 Act ive IP Option 项目等.
第三, DARPA 已构建了一个研究用的主动网实验床 ABONE. 其目标是一个包括 1000 个以上主动节
点的、
具备分级层次、
便于扩展的、多种 EE 兼容运行的、统一管理的主动网实验平台. 目前其中已包含大
约 100 个以 UNIX 为基础的主动节点, 可支持 ANT S、
Net script 和 PLAN/ Alien 等多种 EE.

4

结束语
然而, 必须强调的是, 主动网并非处于传统网络的对立面. 传统网络中有不少研究成果也值得主动网

借鉴. 例如在误码率较高的无线移动通信网络环境中, 主动网有望灵活地选定一种适合特定业务的编码方
式.
目前, 主动网的标准尚未定型, 其应用也只存在于小规模的网络中, 在 Int ernet 这样的大规模通信网
内使用主动网技术, 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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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e Networks and Applications
ZHOU lan- jiang
( Facult y of Informat ion Engin eering and Aut omat ion, Kunming U niversit 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650093, China )

Abstract Act ive net works has more flex ibility than tradit ional netw orks, and can be applied t o cordination of
v arious devices in a distribut ed system, distribut ion of computat ion and communicat ion burden among different
facilit ies, ef fect ive avoidance of single dev ice f ailure, decreasing delay, and enhancing end - t o - end
reachabilit y. With act ive net works t echnolog y, elegant management of buffer in rout er or sw it hing device
become possible, data f low can be eff ect ively classif ied and t ransfered using abundent rout e and it cas achieve
low er congest ion possibilit y, higher performance and more predict abilit y.
Key words: IP; qualit y of service; act ive net wor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