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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使用流量压力均衡作为设置每队列门限的主要依据，让系统的各个端口分担大体相同的流量

压力。各个端口的门限控制使得公共存储空间既能够保持在平均意义下的平衡，又能实现突发时段的调剂。

模拟结果显示，该算法的效率大大高于传统的动态门限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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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享存储交换结构的一个难点在于存储器

的管理和分配。就实现而言，进入的报文在存到

共享缓存之前，通常都被等分为固定长度的信

元，存储于共享缓存中的信元按照到不同的输出

端口组织为不同的输出队列。在系统负载较重

时，各个队列会竞争对共享缓存的使用，特别是

在不均匀流量条件下，重负载端口的队列会大量

挤占公共缓存而影响其他端口对缓存的正常使

用。对队列进行门限控制是通常采取的措施，此

外，还有不使用门限而对信元进行推出（ｐｕｓｈ

ｏｕｔ，ＰＯ）操作的算法
［１］。ＰＯ算法在理论是最理

想的，但其实现困难，因此一般作为一个基准的

参考算法和其他算法进行对比。传统的门限算法

包括静态门限（ＳＴ）、动态门限（ＤＴ）
［２，３］等。

１　流量压力的直观度量及其经验公

式

　　本文借助有效流量带宽的思想来建立一种公

平性的衡量机制。设一段时间内到某个端口的流

量为一个平稳过程，现在需要在共享存储区中划

分一定大小的空间来容纳这个信元流。假如划分

的空间为无限大，那么这个信元流的有效带宽可

以按照经典的有效带宽理论计算：

犅∞ ＝ｌｉｍ
狋→∞

１

狋θ
ｌｇΕｅ

θ犡（０，狋） （１）

其中，犡（０，狋）表示时间区间（０，狋）中到来信元的累

加量，而θ是一个与 ＱｏＳ相关的变量，即队列长

度溢出概率：

犘狉（狇（∞）≥狓０）≈ｅ
－θ狓０ ＝ε （２）

其中，狇表示狋时刻队列的长度
［４］。然而实际分配

的存储空间不可能无限大，实际分配得到的存储

空间越小，相对于这个分配到的越小的空间，实

际的流量有效带宽就会越大。这是因为，空间越

小，可以周转的空间就越小，所以流量的相对带

宽就会越大。基于以上分析，可以考虑将每个输

出队列相对于分配得到的存储空间的有效流量作

为衡量各个队列公平性的一种度量。记时隙狋到

输出端口犻的流速为狓犻（狋）（犻＝１，…，犖），而从时

隙狊到时隙狋之间到端口犻的累积流量为狓犻［狊，狋］

＝∑
狋

犽＝狊

狓犻（犽）。由于式（１）的计算过于复杂，为了

给出有效流量的可行计算方法，这里先采用两个

具体的模型来分析。考虑泊松流，设狓犻（狋）为输入

强度为λ的泊松过程，显然狓犻（０，犜］服从强度为

λ犜的泊松分布，故犅犜＝ｌｇ犈ｅ
θ犡（０，犜］／（犜θ）＝λ（ｅθ－

１）／θ。给定丢包率ε时，考虑到狓０很大，从式（２）

知θ很小，因此忽略θ的高阶小量，得：

犅犜 ≈λ（１＋θ／２）＝λ（１＋（－ｌｇε）／（２狓０））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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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出，在泊松流的假设下，犅犜具有λ（１＋

犓／犛犫狌犳犻）的形式。其中，犓 为一个常数，依赖于

ＱｏＳ的选取，犛犫狌犳犻为分配给指定端口的缓冲区大

小。

２　犓 和端口缓存的离线计算

犓 的计算是基于历史流量数据完成的，由于

犓 是流量模型特征而不是流量大小的反映，故它

是一个比较稳定的量，可以和对门限粗略值的计

算离线进行。将全部缓存分为Λ个大小相等的

块，按照块的粒度确定门限。首先按照定义来计

算某个输出端口犻的有效带宽。取犃个时隙为一

个时段，在犅个连续时段上计算有效带宽的统计

值，此时，犅个连续的时段包括的时隙为犜＝｛０，

１，…犃－１，犃，…，２犃－１，２犃，…，犃犅－１｝。记时

隙α（α∈犜）末端口犻的队列长度为狇犻（α），由单时

隙的输出能力为１，则狇犻（α）＝ｍａｘ｛狇犻（α－１）＋

狓犻（α）－１，０｝，每 个 时 段 到 达 的 流 量 为 犜ｔｏｔａｌ
犼

＝ ∑
α＝犼犃－１

α＝０

狓犻（α）（犼＝１，…，犅），并且犅个连续的时

段中的总到达流量为犜ｔｏｔａｌ犃犅＝∑
犅

犼＝１
Ｔｔｏｔａｌ

犼
。设有一个

虚拟的门限为犫０，则这期间总的信元丢失数为狀犃犅

＝∑
犃犅－１

α＝０

ｍａｘ｛狇犻（α）－犫０，０｝，取合适的犫０，使得狀犃犅／

犜ｔｏｔａｌ犃犅＝ε，则这个犫０即为所求的虚拟门限。记θ＝

（－ｌｇε）／犫０，那么犅犜＝
ｌｇ（∑犼ｅ

θ犜ｔｏｔａｌ
犼／犅）

犃θ
即为按照

定义犅犜＝ｌｇ犈ｅ
θ犡（０，犜］／（犜θ）所求的值。再令

犅犜 ＝μ犻 １＋
犓
犫（ ）
０
＝
犜ｔｏｔａｌ犃犅
犃犅

１＋
犓
犫（ ）
０

（４）

通过式（４）可以求出犓 的值。

为了让各个端口都具有相同的等效带宽，则

下列两个等式成立：

μ犻（１＋犓／犛ｂｕｆ犻）＝犅犜 （５）

∑犛ｂｕｆ犻 ＝犕 （６）

　　一般而言，这两个等式可以联合得到每个

犛ｂｕｆ犻的值，但是在特殊情形下，式（５）、式（６）可能

无解。根据具体的流量场景，式（５）、式（６）尚需作

进一步的修改，这需要确定相应的策略。

３　队列控制的高低门限算法

离线计算主要基于一段时间内对进入各个端

口输出队列的流量采集，即通过犅个时段的连续

采样得到输出队列所面临的流量场景。计算根据

各个端口监控得到的流量μ犻，根据μ犻的大小，将

输出端口按照流量强度分为３类：Ⅰ类为非活动

端口，记为犛犐；Ⅱ类为活动端口，记为犛Ⅱ；Ⅲ类

为过载端口，记为犛Ⅲ。对３者的分类按照经验

的阈值进行。指定两个阈值０＜Γａｃｔ＜１和１＜

Γｏｖｅｒ，当０≤μ犻＜Γａｃｔ时，犘犻∈犛Ⅰ；当Γａｃｔ＜μ犻＜

Γｏｖｅｒ时，犘犻∈犛Ⅱ；当Γｏｖｅｒ≤μ犻时，犘犻∈犛Ⅲ。

为了对输入信元有高效而不失公平的准入机

制，本文采用每端口的高低门限操作。对每个端

口犘犻，确定低门限犜犺
ｌｏｗｅｒ
犻 和高门限犜犺ｕｐｐｅｒ犻 ，犜犺ｌｏｗｅｒ犻

用于触发各个端口门限的再计算，犜犺ｕｐｐｅｒ犻 用于判

断是否丢弃信元，因此 ，如何确定各个犜犺ｌｏｗｅｒ犻 和

犜犺ｕｐｐｅｒ犻 是整个操作的关键。

若犘犻∈犛犐，此时因为μ犻太小，故该端口的流

量几乎可以忽略，因此设置犜犺ｌｏｗｅｒ犻 在数值上等于

活动端口的阈值Γａｃｔ·犕／Λ。注意到缓存的分配

是以大小为 犕／Λ 的块为粒度的，此时设置

犜犺ｕｐｐｅｒ犻 为一个块，大小为犕／Λ。

由于犛Ⅰ中的端口不参与以有效业务量为依

据的输出端口门限计算，因此犛Ⅱ和犛Ⅲ中的端口

门限计算需要对式（６）进行修改。这些端口的缓

存在犛Ⅰ使用的剩余存储空间中划分：

∑
犻∈犛Ⅱ∪犛Ⅲ

犛ｂｕｆ犻 ＝犕－狘犛Ⅰ狘·犕／Λ （７）

　　对于犘犻∈犛Ⅲ，端口过载。如前所述，已经得

到了该端口在一段时间内的平均流速μ犻≥Γｏｖｅｒ，

此时，必须对这个端口的队列加以控制，否则会

快速增长。本文采取以下两种策略确定这个端口

的队列门限。

１）纵容策略。这种策略使用过载端口μ犻实

际测得的值参与犜犺ｌｏｗｅｒ犻 的计算，而不管μ犻多大程

度超过了过载阈值Γｏｖｅｒ；相应地，使用式（７）得到

的犛ｂｕｆ犻会随着过载端口流量的增加而增大，因此

这种算法对过载流量采取宽容的策略。

２）抑制策略。一旦端口过载，在缓存总量

有限的条件下，给该端口分配多大的缓冲区都没

有大的作用，因为最终会溢出缓冲区而导致后续

到来的信元被丢弃。一旦缓冲区溢出，丢包率就

跟缓冲区的大小没有关系。

算法根据式（５）和式（７）计算各个活动或过载

端口的预分配缓存犛ｂｕｆ犻。取犜犺
ｌｏｗｅｒ
犻 ＝犛ｂｕｆ犻，而取

犜犺ｕｐｐｅｒ犻 为能容纳犜犺ｌｏｗｅｒ犻 的以犕／Λ 为粒度的最小

存储块。

高低门限算法中，若狇犻超过了低门限犜犺
ｌｏｗｅｒ
犻 ，

则触发整个系统各个输出端口门限，需重新计算。

７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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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象容易在流量场景发生快速变化的情况下

发生。为了能更有效地动态捕捉场景特征，而不

是到了某个端口的队列要到达“警戒线”时才进行

重计算，交换系统除了使用触发重计算外，还需引

入定时重计算机制。

４　数值研究

共享存储交换结构最理想的调度方法是使用

推出（ＰＯ）策略，但是其实现困难，通常认为在性能

上其他各种算法仅能逼近而无法超过这种算法，

因此ＰＯ成为共享存储交换结构队列管理的参考

基准。在稳定状态，系统的性能参数比较容易获

得，但是在系统的动态运行中，各种参数难以获得

显式的结果。定义端口队列犻的相对丢包系数为：

犚犻＝
０，若狀ｄｒｏｐ犻 ＝０

狀ｄｒｏｐ犻／狀ｉｎｐｕｔ犻，若狀ｄｒｏｐ犻 ＞
烅
烄

烆 ０

其中，狀ｄｒｏｐ犻表示端口输出队列犻丢弃的报文数目；

狀ｉｎｐｕｔ犻表示进入输出队列犻的报文数目。当狀ｄｒｏｐ犻犻

＞０时，必有狀ｉｎｐｕｔ犻＞０；而当狀ｄｒｏｐ犻＝０时，不管

狀ｉｎｐｕｔ犻是否为零，都定义犚犻为０。这样定义是为了

避免单纯地从丢包的绝对数量来衡量端口的服务

能力而不顾流量的大小，继而给出交换系统队列

管理算法的效率：

犈犉 ＝ｅｘｐ（－犛ＥＰ）·ｅｘｐ（－∑犚犻） （８）

其中，犛ＥＰ表示空闲缓冲区占整个缓冲区的大小。

这个定义式符合直觉上对效率的理解：如果系统

缓冲区为空，则效率取最大值；否则，空闲的缓冲

区越大，或者与此同时丢包的数量越小，系统效

率越低。

模拟一个８×８的共享存储交换结构。全部

的存储区大小为１６０００信元。数据按照１００μ犻

个ＯＮＯＦＦ单数据源的叠加生成，其中μ犻 用来

调节流量的强度，即载荷。对于单个的ＯＮＯＦＦ

数据源，以０．２的概率进入ＯＮ状态，平均逗留

时间为１０个时隙，平均每时隙产生２．５个信元。

进入ＯＦＦ的概率为０．８，其平均逗留时间为３．７５

时隙。输入和输出的线速为μ犻取１时叠加后数据

的平均流量。全局存储空间被划分为２５６个相等

大小的块，活动端口和过载端口的阈值分别为

０．２５和１．１５。

流量场景用一个１×８的向量来表示，其中第

犻个分量表示发往端口犻的流量载荷。模拟采用３

个连续流量场景的变迁来考察不同队列控制算法

的效率，连续的流量场景为［０，０．１，０．２，０．５，１，１，

１．２，３］→［０．６，０．１，０．２，０，０．６，１，１，１．２］→［１．２，

３，０．２，０．６，０．５，１，０．５，０．２］，每个流量场景维持

１ｓ，其中，１和３流量场景包含严重过载的端口，

分别为端口８和端口２。图１显示了ＰＯ、ＤＴ和

高低门限算法的效率对比，其中ＤＴ的参数α设

为１，这是因为流量场景包含过载端口
［２］。由图１

不难看出，ＰＯ算法效率较高，几乎达到１，而本文

算法的效率比ＤＴ有明显提高。

图１　ＤＴ、ＰＯ和高低门限算法效率的对比

Ｆｉｇ．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Ｔ、ＰＯａｎｄＬｏｗｅｒＵｐｐｅｒ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图２　流量稳定时两种策略下效率的对比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ａＳｔｅａｄｙＴｒａｆｆｉｃ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在模拟过程中，对于前述的纵容策略和抑制

策略，在稳定的流量场景条件下，前者总是比后者

表现出较高的性能。例如，使用流量场景［０，０．１，

０．２，０．５，０．６，１，１．３，１．５］持续１ｓ，图２显示了两

种策略的效率对比。从模拟的结果看出，不平衡

的流量场景下，系统应选择不平衡的门限来适应

流量场景，从而达到最优性能。在ＰＯ和ＤＴ的对

比中使用的是纵容策略。

８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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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　语

队列控制算法的主要思想是在平均的意义下

让每个端口承担相同的流量压力，而在有突发流

的片刻能彼此互相借用一定的存储空间。这样的

平衡能够使系统的效率和公平性最优。本文利用

经典的有效带宽理论［５］，用有效流量的概念来作

为流量压力的度量。通过动态地依据流量场景来

调整不同端口的门限，可以维持这种平衡。对门

限的计算通过定时和触发两种机制一起实现，从

而能实时地获取流量场景的当前值。模拟显示，

高低门限的控制算法比传统的ＤＴ算法对性能有

较大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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