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7 卷第 1 期

2002年 2 月
　　　　　　　　　

武 汉 大 学 学 报·信 息 科 学 版
Geomat ics and Information S cience of Wuhan University

　　　　　　　　　　
Vol.27 No.1

Feb.2002

文章编号:1000_050X(2002)01_0102_05 文献标识码:A

面向多媒体通信的流控传输协议 SCTP 的研究

李世辉1　张晋东1　黄治华1　段汉文1

(1　武汉大学多媒体网络通信工程湖北省重点实验室 ,武汉市珞喻路 129号 , 430079)

摘　要:介绍了一种面向多媒体类信号传递的基于 IP 网络的流控传输协议 SCTP , 讨论了它为提供可靠传输

服务而采用面向联结机制的主要框架和多路流 、多地址两大核心特性;分析了 SCTP的消息 、状态机和各状态

的变迁过程 , 以及在联结的不同阶段为进行拥塞控制和攻击预防而采用的独特的处理机制;给出了 SCTP 控

制和流引擎部分的具体实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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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以包交换为基础的 IP 网络上 , TCP 作为

一个可靠的数据传输协议 ,正在为无数的应用提

供着令人满意的服务。但是 ,随着网络多媒体业

务的日益增多 ,在一般通信线路上传送此类信号

时 , TCP 的种种局限性使多媒体类业务的质量受

到了较明显的影响 。正是由于多媒体信号传输

(signaling t ransport)应用对相应传输协议的迫切

要求 ,一种与 TCP 、UDP 同处于传输层的新协议

———流控传输协议 SCTP(stream control trans-

mission pro tocol)被网络工作组 NWG(netwo rk

w orking g roup)提出 。

SCTP 不仅融合了 TCP 和 UDP 的许多特

点 ,能为目前主要的 Internet 应用提供传输层的

各种服务 ,而且 ,它独特而完善的机制保证了多媒

体类信号传输所需的可靠的服务质量。

1　SCTP 的核心特性

SCTP协议实体处于 SCTP 应用层和无联结

的包交换网络层(如 IP)之间 ,协议基本框架见文

献[ 1] 。类似于 TCP ,SCTP 也是面向联结的 。因

此 ,SCTP 协议体的一大功能就是对联结进行建

立和拆除的管理 ,此外 ,SCTP 要保证数据包顺序

及内容的正确有效 ,并进行流量控制和路径管理。

SCTP 的联结(association)比 TCP 中的连接

(connection)具有更为广泛的含义 ,协议的两个核

心特性———多路流(multi_st reaming)和多地址
[ 2]

(multi_homing)是对 TCP 的两大改进。

1.1　多路流

该特性尤其利于多媒体数据的传输 ,当多路

流中的任何一路发生数据丢失时 ,仅该出错流受

到影响 ,其他流仍可照常传输 。

当传输序列号产生间隔(如消息丢失)时 ,接

收方能够立即发现错误 ,并判定间隔发生后接收

的消息是否来自同一个受影响的流 。若是 ,则必

然会在该流的流号序列中产生相应的间隔。发送

方收到反馈后 ,可以继续传递未受影响的流 ,并对

发生问题的流进行消息缓冲直到数据重传完成。

1.2　多地址

多地址允许单一 SCTP 用户端口对应于一个

IP地址集 ,即一个 SCTP 用户端口在数据传输中

使用多个 IP 地址代表本端口上的特定 SCTP 应

用。

该特性的优点在于 , 当网络故障发生时 ,

SCTP 会话的潜在存活能力得到了提高 。利用多

IP机制 ,当局域网出现故障时 ,其他网络可用于

后备局域访问;当网络的核心发生故障时 ,多个

IP地址的多种路由选择可减少或避开路径上的

错误 。

为了支持多 IP , SCTP 的两端要在联结初始

化过程中交换地址表 ,此后每端都可能接到从对

端地址表任意一个 IP 地址来的消息 ,而对于一端

上的某个特定会话 ,整个地址表将采用同一端口

号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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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CTP 的状态迁移

2.1　SCTP 的消息

SCTP 的“流”由消息序列组成 ,消息是传递

的最小单位 ,消息的构成方式也是 SCTP 各功能

模块得以实现的基础 。一个 SCTP 消息由 SCTP

头和数据两部分组成 ,它通常被封装在 IP 包中 ,

以便在 IP 网络上传输 。

SCTP 的主要消息包括 IN IT , INIT_ACK ,

COOKIE_ECHO , COOKIE_ACK , SACK , DATA

HEARTBEAT , HEARTBEAT_ACK , ABORT ,

SHU TDOWN ,SHUTDOWN_COMPLETE等。

2.2　联结经历的主要阶段

2.2.1　初始化

SCTP 的初始化过程依赖于 4个序列化的消

息:IN IT 、INIT_ACK 、COOKIE_ECHO 和 COOK-

IE_ACK 。一种 cookie 机制被融合到初始化应答

过程中 ,以提高 SCTP 服务器在受到盲目型攻击

时的防御能力 。通常 ,此类攻击者通过不断产生

假的联结请求 ,试图使服务器因忙于为新的传输

控制块 TCB(t ransmission control block)分配内存

而导致负荷超载和机器资源耗尽。实际上 ,SCTP

服务器并不为一个传输控制块分配内存 ,而是将

用于构造 TCB的足够信息按私有密钥方式加密

后 ,以 cookie 参数的形式加到应答消息 INIT_

ACK 中。由于 INIT_ACK总是发送到 INIT 所包

含的源端地址去 ,而盲目攻击者的地址与伪造的

INIT 块内的源地址不同 ,故不会获得该 cookie。

合法用户获得 cookie 后 ,将其放入 COOKIE_E-

CHO 消息块中送回 ,服务器将 cookie解密后验证

其合法性 ,通过后 ,发送 COOKIE ACK 消息至合

法用户。至此 ,一个 SCTP 联结被建立起来。由

于一个 SCTP 客户永远不用了解 cookie 的内容 ,

因此 ,不需要为解密而进行密钥交换。

2.2.2　数据传输

SCTP联结建立后 ,就可由该联结进行数据

传输。SCTP 中数据块的交互遵循选择应答机

制 ,应答SACK 按“延迟应答”方式发送 ,每收到

两个消息发送一次 ,SACK 间的时间间隔有一上

限 ,当发生丢包时 ,该上限将增大。

流量控制和拥塞控制部分沿用了 TCP 的算法。

接收端的接收窗指示接收缓冲的占用情况 ,而每条

传输路径上的流量控制窗用于管理数据块的传递。

2.2.3　联结的关闭

SCTP 使用 了 SHUTDOWN , SHUTDOWN_

ACK和 SHUTDOWN_COMPLETE三个消息 ,以迅

速地关闭联结。现以 a 、b两端作为 SCTP 的两个

联结端考虑关闭过程。a 端发出 SHUTDOWN 消

息 ,并等待数据传输应答结束;b端接收到 SHUT-

DOWN后 ,以 SHUTDOWN_ACK回应 ,同时也检查

数据块传输应答是否完毕 ,若已完则发送 SHUT-

DOWN_COMPLETE ,并删除本端的传输控制块

(TCB),退出会话;a 端接到关闭完成消息 ,得知对

方已退出 ,于是也删除 TCB ,关闭联结。

另外 , SCTP 还提供了一个异常终止消息

ABORT ,用于在出错时处理突发停止情况 。

3　SCTP 协议的实现

3.1　软件的基本结构

SCTP 协议的软件主要分为 SCTP 控制模

块 、路径管理模块 、流引擎 、流量控制 、数据的绑定

与逆绑定 、消息的分发 、内容的有效性校验等 。软

件功能模块划分见图 1。

本文主要实现了 SCTP 协议的 SCTP 控制和

流引擎两部分 ,它们也正是 SCTP 主要策略的体

现。其中 ,前者实现了控制通道 ,而后者实现了数

据通道。

3.2　SCTP 控制的实现

SCTP 控制部分完成对 SCTP 联结建立 、保

持及断开等状态转移和消息交互过程的管理 ,同

时完成与上层 SCTP类应用的接口。

3.2.1　状态机的实现

在关闭之前 ,一个联结将在多个状态间不断

转移 ,对它的状态变迁实现控制 ,就表现为一个有

限状态机 FSM(fini te state machine)的实现。

FSM 的特点是具有有限的状态集 、有限的输入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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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有限的输出集 ,某一时刻的输出取决于系统前

一状态和此刻的输入 。

在程序中实现 SCTP 的有限状态机 ,首先要

根据联结所处的不同状态实现多路分支 ,然后在

每一状态下按不同的消息触发实现多路分支 。状

态的转移并不一定按顺序进行 ,它与前一状态间

仅通过当前的消息相联系 。能够触发 SCTP 状态

机转换的 ,除对端发来的各种消息外 ,还包括来自

上层应用的联结请求及断开命令。每一状态转移

均对应于一段程序 ,它执行必要的操作并负责状

态的改写 。主要状态迁移过程与触发消息间的关

系见图 2。

3.2.2　定时器的设置

除正常状态迁移的处理部分外 ,还要设置多

个定时器以监视不同状态下发生的超时情况 。例

如 ,当一个联结请求 IN IT 发出后 ,超过了规定的

时间却仍停留在原状态(因线路状况问题或对端

无应答),应向上层应用指示联结失败并给出失败

的原因 。启动一个定时器的同时 ,要注册它发生

超时将触发的回调函数。

　　在主程序中设专门的回调函数用于超时处

理。当消息因未被回应而发生超时时 ,若该消息

块当前被重传的次数 sendNo 小于最大的重传限

制 ,则重新构造消息块 ,将其重传 ,增加 sendNo值

并重置定时器;若已超过重传限制 ,则将错误报告

给上层应用;若是 INIT 消息超时 , 还将释放

SCTP 全局控制块 ,并断开 SCTP 联结 。

3.2.3　重要数据结构

在 SCTP 的控制模块中 ,最重要的数据类型

即SCTP 全局控制块。其结构如下:

typedef struct SCTP_CONTROLDATA

　{联结所处状态;

定时器存活期;

本联结的标识号;

INIT 块目前重传次数;

指向 INI T 消息块的指针;

指向 COOK IE_ECHO消息块的指针;

外发的流数;

接收的流数;

联结最大重传次数限制;

INIT 块的最大重传次数限制;

cookie 的存活期;

SCTP 实例句柄;}

其中 ,联结最大重传次数限制指对一个联结

所有消息块重传次数和的限制 ,而 cookie 的存活

期指收到的 IN IT_ACK 消息中的 cookie信息的存

活时间 ,当存活期超时而本端仍未响应时 ,会触发

COOKIE_ECHO消息的超时回调函数 。

3.3　流引擎的实现

流引擎主要实现数据的流化和完成对 SCTP

块(消息或数据)的发送和接收 ,并完成与上层协

议的接口 。

3.3.1　流化实现方法

通过采用两套序列号将数据的传输和交付独

立开 ,达到将不同数据流分开的目的。其中 ,传送

序列号(TSN)用于管理数据的传输和丢包检测 ,

流标识号/流内序列号对(stream ID/ st ream se-

quence number pai r)则用于决定接收到的数据何

时交付给上层协议。

TCP 中的慢启动 、拥塞避免 、快速恢复和快

速重传等机制被融合到流控部分 ,改动之处在于 ,

端点除管理发送和接收的字节变化外 ,还必须管

理发送和接收的传输序列号的变化(每个数据块

而非每个字节具有一个 TSN)。应用层可为即将

传送的消息指定存活期 ,当超过存活期而消息还

未被传送时可以将消息丢弃(如对时间敏感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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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信号消息);若数据已被发送 ,就要不间断地

进行数据传输 ,以免 TSN 序列上出现缺口 。

3.3.2　队列和链表管理

无论是接收对端来的数据块还是在本端进行

数据块的发送 ,都要涉及队列和链表的管理 。其

中 ,在流控部分创建发送队列 chunk_list , 用于

SCTP 块的发送 。通过为每路流创建排序数据块

链表 nDL 、无序数据链表 uDL和接收数据块双向

链表 rDL ,实现了流数据块的顺序和非顺序接收 。

对队列的管理较为简单。当进行块发送时 ,

然后将待发数据块封装在一个 SCTP 消息中 ,然

后将其插入队列 chunk_list ,并通过定时器触发发

送进程从该队列定时取走数据 。

数据块的接收则涉及到 3个链表的操作 。首

先从收到的数据块中读出其所属的流 ID ,从而取

得该流的结构和 3个链表的入口。其中 ,无序链

表uDL 存放无序类型的接收数据;排序链表 nDL

存放有序但非顺序到达的数据;双向链表 rDL 存

放有序且顺序到达的数据 。

数据接收部分的实现流程见图 3 。

3.3.3　与上层协议层的接口
上层协议通过调用 SCTP 流控部分的发送函

数 sup_send和接收函数 sup_receive实现数据的发

送和接收。为了做到应用与具体操作细节无关 ,
应用层只需将大块数据按正确接口方式下传到
SCTP 协议实体即可。在 sup_send 内部 ,则需将
过大的数据块进行再切分 ,并构造成 SCTP 数据
块后再将它们发送出去。

sup_receive 的实现较为简单 ,仅从该流的接

收链表 rDL 的表头读取数据即可。
3.3.4　重要数据结构

流的结构定义体现了 SCTP 多路流的特性 ,
为每路流分配了一个流结构 ,以记录该流的相关
重要信息 。

typedef struct St reamStru

{
　流标识号;
　在该流上排序的数据块链表 nDL ;
　指向未编号数据块的链表 uDL;
　指向接收数据块双向链表 rDL ;
　下一待收数据块号;
　下一待发数据块号;
　用于接收的最大流数;
　用于发送的最大流数;
}

4　结　语

作为一个新的传输层协议 ,目前 SCTP 还处
于标准定制和仿真实现阶段。但是 ,由于其先进
性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够看到它在实际网络
传输中的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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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every audio channel equally .It is diff icult for the perceptual ability to distinguish the useful

information w hen the speech signals taken into the audio_mixer are more than 4 channels.

Therefore ,we design an improved audio_mixer that employ s a kind of compet itive mecha-

nism.When the number of terminals accessing MCU is mo re than 4 ,we select 4 channels with the

higher speech energy w ithin fixed time interval and take them into the audio_mixer.The speech

signals of other channels are reg arded as the background noise af ter a certain of at tenuation.The

audio_mixer calculates the energy of speech in a fixed time interval and decides the state of every

channel according to their speech energy .The state of every channel is preserved until to the end

of the follow ing time inter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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