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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人们通信需求的不断增加，催生出各式各样的网

络系统和服务。一方面，用户数量的增长使得有线 IP 网络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庞大，

多跳连接成为了地理位置分布广泛的主机间正常通信的基本前提。另一方面，物

联网技术和应用的成熟使得物联网设备的数量经历着快速的增长。截至 2019 年，

全球物联网设备数量达到 110 亿。为了实现资源受限物联网设备的互联互通，涌

现出多种无线多跳数据传输技术。面对这些普遍存在的大规模多跳网络，如何对

其进行有效的监控和测量成为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网络测量为服务提供商与管

理员提供网络内部细粒度的运行状态信息，是网络管理与优化的基础。 

网络断层扫描是一种有效地利用监测节点间端到端测量数据推测网络内部

运行状态的测量技术，具有较低的测量开销，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研

究。现有网络断层扫描研究工作主要集中于测量网络所有链路性能指标的确切值，

存在实现难度大，测量成本高、可用性差等问题。此外，现有研究工作往往基于

固定网络拓扑和可靠网络通信的理想假设，未考虑拓扑变化和链路失效对网络测

量的影响。面对大规模多跳网络组成复杂、拓扑频繁变化及通信容易失效的重要

特征，现有网络断层扫描方法将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为此，本文总结了大规模

网络性能测量面临的主要挑战，并针对这些挑战提出了四项关键技术，以构建灵

活、高效及鲁棒的性能测量体系。 

1）基于界限值推断的链路测量技术。本文研究了对网络特定链路（即目标

链路）性能界限值的测量问题，在满足应用需求的前提下，通过灵活调整链路性

能测量的精确度，以降低测量复杂度和测量开销。具体地，本文首先提出了一种

高效的目标链路性能界限值推断算法，能够在任意一个给定监测节点和端到端测

量数据的网络中快速地计算出所有目标链路最紧的性能界限值（包括最紧上界值

和下界值）。基于此，本文进一步提出了一种新监测节点的部署算法，在网络原

有监测节点的基础上，通过增加一个新监测节点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目标链路性

能界限区间的长度，以及通过部署最少监测节点以满足服务提供商与管理员对目

标链路性能界限区间长度减少量的需求。和现有最好方法相比，本文提出的方法

大幅地减小了目标链路性能界限区间的总长度并显著减少了监测节点的部署数

量。相关工作发表在著名国际会议 IEEE INFOCOM 2020 上。 

2）基于界限值推断的路径测量技术。本文研究了对网络特定路径（即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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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性能界限值的测量问题，以较小的开销实现对网络关键服务端到端性能的

测量。具体地，本文提出了一种目标路径性能界限值推断算法，基于给定监测节

点间的测量数据，推算出网络所有目标路径最紧的性能界限值。此外，本文提出

了一种新监测节点的部署算法，在网络已有监测节点的基础上，通过增加一个新

监测节点以最大程度地减少目标路径性能界限区间长度，以及通过部署最少监测

节点以满足对目标路径性能界限区间长度减少量的需求。和现有方法相比，本文

提出的方法大幅地减小了目标路径性能界限区间的长度并减少了监测节点的数

量。相关工作投稿到著名国际期刊 IEEE/ACM Transactions on Networking 上。 

3）基于时变拓扑序列的链路测量技术。针对网络拓扑的动态性，本文提出

了一种面向时变拓扑的链路性能测量技术。基于对网络连通性的预测，本文设计

了一种简洁通用的时变拓扑刻画模型。基于该模型，本文提出了一种预先式监测

节点部署算法，便于服务提供商与管理员在网络规划阶段，完成对网络运行阶段

性能测量所需监测节点的部署，从而减少监测节点更换的开销并提高测量的稳定

性。和现有方法相比，本文提出的方法放宽了对网络拓扑模型的假设，从而能够

适应更多实际应用场景的需求。相关工作发表在著名国际会议 IEEE ICNP 2017

和著名国际期刊 IEEE/ACM Transactions on Networking 上。 

4）基于失效分类建模的链路测量技术。针对网络通信的易失效性，本文研

究了在不同类型的网络失效下链路性能的测量问题。具体地，基于网络链路失效

的可预测性与不可预测性，本文对链路失效进行了不同形式的建模。基于此，本

文提出了多种鲁棒的监测节点部署算法，利用监测节点间端到端的测量数据，推

算出网络所有非失效链路的性能指标值，包括：(i) 简单的部署算法（联合部署和

一次性部署），将现有针对不可预测链路失效的部署算法应用于一组由可预测链

路失效生成的拓扑（即预测拓扑），(ii) 增量部署算法，基于已有监测节点，在一

组预测拓扑上依次部署额外的监测节点，(iii) 综合部署算法，将监测节点部署问

题映射为广义的碰撞集问题以全面考虑所有预测拓扑上监测节点的部署需求。此

外，论文提供了一个冗余监测节点的识别和移除算法，进一步提高监测节点部署

的性能。和现有方法相比，本文提出的方法在保证链路性能可识别性的同时，能

够很好地实现测量开销与时间复杂度的平衡。相关工作发表在国际会议 ACM 

TUR-C 2017 和著名国际期刊 IEEE/ACM Transactions on Networking 上。 

 

关键词：大规模，网络测量，网络断层扫描，性能指标，监测节点，可识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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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and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communications, various network systems and services have emerged. On the one 

hand, th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users has made the scale of wired IP networks 

more and more massive, and multi-hop connections have become a basic prerequisite 

for the normal communication among hosts that widely distributed in the global. On 

the other hand, the maturity of Internet of Things (IoT) technologies has promoted the 

growth of IoT devices. The number of global IoT devices has reached 11 billion until 

the end of 2019. In order to connect the resource-constrained IoT devices, many 

low-power multi-hop data transmission technologies have been proposed. In this 

regard, how to efficiently measure the performance of these large-scale multi-hop 

networks becomes an essential problem. Network measurement provides the 

fine-grained performance metrics to service providers and network managers, which is 

the basis of network management and network optimization.   

Network tomography is an external approach that uses end-to-end measurements 

among monitors to infer the internal network states, thereby incurring low overhead. 

Existing works mainly focus on identifying the exact values of all link metrics, which 

results in high implementation complexity and non-negligible operational cost. 

Moreover, existing works usually assumes an ideal network model where the topology 

is fixed and all network elements are reliable,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impact of 

topology changes and link failures on network measurement. Due to the complicated 

composition, frequent topology changes and communication failures of large-scale 

multi-hop networks, the existing network tomography methods could not achieve the 

desired performance. To this end, this dissertation summarizes the main challenges of 

large-scale network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and proposes four key technologies to 

build a flexible, efficient and robust measurement system. 

1) Bound-based network tomography for inferring link metrics. The problem of 

inferring the performance bounds on a set of target links (i.e., interesting links) is 

investigated. By flexibly adjusting the accuracy of link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that 

satisfies the application requirements, the implementation complexity and monitoring 

overhead can be significantly reduced. Specifically, this dissertation first develops an 

efficient solution to obtain the tightest upper and lower bounds of interesting links in 

an arbitrary network with a given set of monitors and end-to-end measurements. Based 

on this solution, this dissertation further proposes an algorithm to place new mon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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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 existing ones such that the bounds of interesting links can be maximally tightened. 

Compared with state-of-the-art approaches, the proposed algorithms noticeably reduce 

the bound interval lengths of all interesting links and the number of monitors. This 

work has been published in the proceedings of IEEE INFOCOM 2020.  

2) Bound-based network tomography for inferring path metrics. In order to verify 

the performance of the paths running critical services, the problem of inferring 

performance bounds for a set of paths of interest is considered. Specifically, this 

dissertation first presents an efficient solution to infer the tightest upper bounds and 

lower bounds of all interesting paths in an arbitrary network with a given set of 

monitors and end-to-end measurements. Moreover, this dissertation develops a monitor 

placement algorithm so that a newly added monitor can maximally tighten the 

performance bounds of interesting paths. The proposed algorithms substantially reduce 

the bound interval lengths of all interesting paths and use much fewer monitors than 

state-of-the-art approaches. This work has been submitted to IEEE/ACM Transactions 

on Networking.  

3) Link performance tomography based on time-varying topology sequence. This 

dissertation studies the problem of inferring the link metrics from end-to-end 

measurements in the face of topology changes. Based on the prediction of network 

connectivity, a concise and generic time-varying topology model is designed. This 

dissertation also proposes an efficient algorithm to place monitors proactively so that 

during network planning, service provider and network manager can meet the demands 

of monitor placement at runtime, which avoids frequent reconfigurations and 

instability in the monitoring system. Compared with existing methods, the proposed 

algorithm relaxes the assumptions about network model and is suitable for more 

practical application scenarios. This work has been published in the proceedings of 

IEEE ICNP 2017 and IEEE/ACM Transactions on Networking.  

4) Link performance tomography based on failure classification modeling. In 

view of the vulnerability of network communication, the link performance tomography 

with considering different kinds of link failures is studied. Specifically, based on the 

predictability and unpredictability of link failures, this dissertation models them in 

different forms. Moreover, this dissertation proposes a set of robust monitor placement 

algorithms which place monitors to compute the metrics of all non-failed links by 

end-to-end measurements between monitors, including: (i) two straightforward 

solutions (i.e., simple union placement and one-time placement algorithms) that apply 

an existing algorithm for unpredictable link failures to a set of predicted topologies 

generated by predictable link failures, (ii) an incremental placement algorithm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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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quentially places monitors in each predicted topology, (iii) a joint placement 

algorithm that jointly considers monitor requirements of all network topologies by 

casting the problem as a hitting set problem. A monitor removal method is also 

developed to identify and remove the redundant monitors. Compared with existing 

methods, these proposed algorithms can guarantee the link identifiability with various 

tradeoffs between the measurement overhead and time complexity. This work has been 

published in the proceedings of ACM TUR-C 2017 and IEEE/ACM Transactions on 

Networking. 

Keywords：Large scale, network measurement, network tomography, performance 

metrics, monitor, identif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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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人们通信需求的不断增长，催生出各式各样的网

络系统和服务。在有线网络方面，因特网（Internet）是 20 世纪最重大的科技发

明之一，它是将全球范围内无数计算机终端及其所携带的信息通过电缆、光缆、

无线电等传输媒体连接起来的互连网络。在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一体化的推动下，

因特网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生活和工作的方式。从最初只包含4个节点的ARPANET

网络[1]开始，经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因特网的规模已经变得越来越庞大。表 1.1

给出了从 2015 年到 2019 年间因特网域名系统中连接的主机数和全球用户数的变

化情况[2]。可以看出，在短短五年时间内，因特网的用户规模已经从 33.66 亿增

加到 45.36 亿，因特网的普及率从 46.4%增加到 58.8%，同时因特网连接的主机数

量也已达到数十亿之多。为了将遍布全球的计算机连为一体以及将整个世界变成

真正的“地球村”，多跳连接组网成为了因特网中网络互联和信息互通的基本模

式。 

 表 1.1
[2] 全球因特网连接主机数量及用户数量变化情况 

年份 主机数(亿) 用户数(亿) 占世界人口比重 

2015 10.13 33.66 46.4% 

2016 10.49 36.96 49.5% 

2017 10.63 41.56 54.4% 

2018 10.04 43.13 55.6% 

2019 10.13 45.36 58.8% 

在无线网络方面，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
[3][4]已成为学术界和产业界研究的

热点。物理节点在配备了必要的芯片和软件后，具备感知、存储、处理以及通信

能力。自 1999 年物联网概念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提出以来，物联网技术在社会

多个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包括环境保护、公共安全、智慧城市和智能家居等
[5][6]。根据全球移动运营商智库 GSMA 的统计和预测，截至 2019 年，全球物联网

设备连接数量达到 110 亿，2025 年将达到 250 亿，年平均增长率达到 15%
[7]。  

受使用成本和部署场景的限制，物联网设备的能量往往十分有限,大多由电池

进行供电。为了降低物联网设备的能耗，涌现出多种无线低功耗通信技术。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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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EE 802.15.4
[8]定义了低速率无线个人局域网的物理层和媒体接入控制协议，是

ZigBee
[9]，WirelessHART

[10]等规范的基础。然而，这些无线低功耗通信技术的传

输距离都是非常有限的，例如 ZigBee 的传输距离通常在 100 米以内[11]。为此，

国内外研究者提出了一系列多跳路由协议来扩展无线低功耗网络的覆盖范围。例

如，互联网工程任务组 IETF RoLL 针对低功耗有损网络提出了一种基于 IPv6 的

RPL(Routing Protocol for Low-Power and Lossy Networks)协议[12]。蓝牙技术联盟

(Bluetooth SIG)于 2016 年发布了实现多跳传输功能的蓝牙 5.0 标准[13]。 

随着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服务的不断普及，多跳连接网络具有以下几

个重要特征： 

网络规模大、组成复杂。当前，让更多设备入网成为了国家信息化建设的基

本目标，也是满足人们对生产生活中信息共享、信息处理以及设备控制等日常需

求的重要途径。因此，各种形式网络的规模都在日益扩大，例如因特网的主机数

量已达到十亿级，物联网设备的连接数量也已达到百亿级。另一方面，应用的多

样性以及制造与管理的差异性使得网络组成变得越来越复杂。例如，全球因特网

已包含数十万个异构的自治系统(Autonomous System, AS)，物联网系统融合了节

点端、客户端、边缘端和云平台上的多种不同设备。 

路由拓扑频繁变化。由于节点位置、通信资源和流量负载等的动态性，动态

路由被广泛用于改善网络的传输性能，从而使一个节点的数据包可能沿不同的路

由到达另一个节点。例如，因特网开放式最短路径优先协议(Open Shortest Path 

First, OSPF)
[14]根据网络链路的实时状态计算到各个自治系统网络的最短路径；很

多物联网协议在设计之初就考虑了如何使节点根据周围环境变化自适应地调整

数据包路由路径[15][16]。另一方面，随着软件定义网络、网络功能虚拟化及车联网

等网络技术的兴起，动态拓扑结构已成为这些新型网络的重要特征[17][18]。 

网络通信容易失效。受网络负载、安全攻击、人为差错和环境干扰等因素的

影响，网络通信失效（或故障）时有发生。例如，因特网的高并发访问和分布式

拒绝服务攻击(DDoS)
[19]容易使路由器、网关和服务器等负载过高，造成网络链路

拥塞，甚至通信失效；传感网系统通常部署在复杂的场景中，如野外[20]、工厂[21]、

办公楼[22]等。而传感器节点的通信容易受到物体遮挡和周围噪声的影响，从而使

得网络链路质量不稳定，数据传输不可靠[23]。 

由于网络组成复杂、通信资源受限、环境干扰多变以及运营管理不当等原因，

目前大规模网络的整体性能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以流媒体网站 Netflix 与美国最

大的网络运营商 Comcast 为例，使用 Comcast 网络的 Netflix 用户在 2014 年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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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普遍遭遇了视频加载缓慢的问题，严重影响了观看体验。在加载速度最慢的

2013 年 12 月，Netflix 用户在 Comcast 提供的网络上甚至无法观看正常的 720p 视

频[24]。此外，无线传感网络 CitySee 在数据包采集过程中存在近 20%的丢包率[25]。

因此，如何有效监测、认知这些大规模网络以提高其整体性能成为一个亟需解决

的问题。 

要了解网络的运行状态和特性，就需要对网络进行相关的测量。通过分析测

量的数据，有助于认知网络行为和评估网络性能。更为重要的是，网络测量为性

能调优、故障恢复、资源分配和安全防御等一系列网络管理操作提供基础与依据

（如图 1.1 所示）。同时，网络测量对服务供应商(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ISP)、

内容提供商(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 ICP)和用户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例如，通过

对网络的测量和分析，服务供应商可以了解到关键基础设施的运行状态，网络端

到端的瓶颈，以及网间互联互通策略的性能；对网络内容提供商来说，网络的测

量信息有助于提高其应用服务部署的合理性；对网络用户来说，可以了解自己得

到的服务是否优质，服务水平协议(Service Level Agreement, SLA)的满足情况以及

网络出现的问题，有利于硬件平台的搭建和软件协议的设计。 

网络测量

转发性能测量 运行状态监测 流量特征分析

网络管理

性能调优 服务质量保障 资源分配

瓶颈检测 故障恢复 安全防御

支撑

 

图 1.1 网络测量与网络管理的关系 

现有网络测量方法主要分为直接测量方法和端到端的间接测量方法两大类，

其中网络断层扫描(network tomography)
[26]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端到端测量方法。

与直接测量方法不同，网络断层扫描利用端到端的测量数据推断网络内部性能和

状态，从而实现与网络组成及协议无关的网络测量，具有较低的测量开销。简单

地说，网络断层扫描技术可以在没有中间节点协作的条件下，通过在网络部分节

点上部署具有监测能力的装置（即监测节点）并采用主动发送探测包的方式，从

监测节点上收集端到端的网络测量数据，并运用统计学理论对测量数据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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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从而推算出网络内部性能状态。由于其精度高和易部署等特点，网络断层

扫描技术自本世纪初被提出后就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研究[27]。 

本文针对大规模多跳网络性能测量问题中的关键技术展开研究。总的来说，

使用网络断层扫描技术对大规模网络进行性能测量面临以下需求和挑战： 

第一，测量的灵活性需求。传统网络断层扫描大多旨在实现对整个网络性能

指标的精确计算和统计[28][29][30][31]。在这样的测量目标下，服务提供商与管理员需

要在网络的多个位置部署监测节点，并向网络中注入大量的探测包。通过分布式

地采集测量数据，然后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全面的分析与综合，从而得到单个网

络元素（如链路）的性能指标值。这样的测量方法往往只适用于小规模的网络，

在规模庞大、组成复杂的网络中存在实现复杂度高、测量开销大和可用性差等问

题。因此，如何在大规模多跳网络中设计灵活的测量方法以调整网络性能测量的

精度和粒度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第二，测量的有效性需求。现有很多网络断层扫描工作针对不同的网络场景

研究了网络性能的可识别性理论，并提出了相应的测量方法。总体上，这些工作

都要求一个固定不变的拓扑和稳定的路由[32][33][34][35]。然而，在大规模多跳网络中，

由于通信资源、数据流量和信道质量等的动态性，拓扑更新和路由切换是比较常

见的，从而极大地影响了现有测量方法的有效性。因此，如何在大规模多跳网络

中设计一种有效的测量方法以应对路由拓扑的频繁变化同样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第三，测量的鲁棒性需求。现有研究工作尝试回答网络拓扑、监测节点与网

络性能计算有何种关系这一问题[36][37][38][39]，想要了解对于给定拓扑，如何部署监

测节点以计算出网络内部性能。这些工作在网络通信模型上都带有理想的假设，

即网络所有元素（链路和节点）都是始终可用的，并没有考虑到网络通信失效的

情况。然而，通信易失效性越来越成为大规模多跳网络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

为了保证测量任务的顺利进行，如何在大规模多跳网络中设计一种鲁棒的测量方

法以消除通信失效对网络测量的影响也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内容 

为了应对前文提到的三个重要问题，本文研究基于断层扫描的网络测量关键

技术，以构建灵活、高效、鲁棒的网络性能测量体系。图 1.2 给出了在测量灵活

性、有效性和鲁棒性方面的四项关键技术的研究内容和内在联系。针对网络规模

大、组成复杂的重要特征，本文研究了基于界限值推断的链路测量技术和基于界

限值推断的路径测量技术，以实现对网络性能测量精度和测量粒度的调整，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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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测量的灵活性及减少测量的开销；针对路由拓扑频繁变化的重要特征，本文

研究了基于时变拓扑序列的链路测量技术，以实现对任一时变拓扑链路性能的平

稳测量，从而保证测量在拓扑更新和路由切换时的有效性；针对网络通信容易失

效的重要特征，本文研究了基于失效分类建模的链路测量技术，以提高测量的鲁

棒性，确保测量任务在链路失效时的正常进行。下面将具体给出本文研究的四项

关键技术的主要内容。 

网络重要特征

基于断层扫描的网络测量关键技术
研究

基于界限值推断的链路测量技术 
(第三章)

规模大、组成复杂

路由拓扑频繁变化

网络通信容易失效

基于时变拓扑序列的链路测量技术 
(第五章)

基于失效分类建模的链路测量技术 
(第六章)

基于界限值推断的路径测量技术 
(第四章)

 

图 1.2 基于断层扫描的网络测量关键技术研究内容 

第一，基于界限值推断的链路测量技术。现有国内外研究工作往往旨在测得

网络所有链路性能的确切值。这样的测量目标使得传统测量方法普遍存在测量精

度过于单一，实现难度大以及测量成本高等问题。而在实际应用中，服务提供商

与用户通常关心的是网络某些特定链路的性能是否符合服务水平协议的要求，此

时只需知道这些特定链路性能所处的范围（即界限值）。为此，本文首次研究了

对网络特定链路（即目标链路）性能界限值的测量问题，在满足应用需求的前提

下，通过灵活调整链路性能测量的精度，从而降低方法实现的复杂度及测量的开

销。具体地，本文首先提出了一种高效的目标链路性能界限值推断算法，能够在

任意一个给定监测节点和端到端测量数据的网络中快速地计算出所有目标链路

最紧的性能界限值（包括最紧上界值和最紧下界值）。基于链路性能界限值的推

断算法，本文进一步提出了一种新监测节点的部署算法 NMPI，在网络原有监测

节点的基础上，通过增加一个新监测节点以最大程度地缩小目标链路的性能界限

区间，及通过部署最少的监测节点以满足服务提供商与用户对目标链路性能界限

区间长度减少量的需求。和现有最好方法相比，本文提出的算法大幅地减小了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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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链路性能界限区间的长度并减少了监测节点的数量。相关工作发表在 CCF A 类

国际会议 IEEE INFOCOM 2020 上[40]。 

第二，基于界限值推断的路径测量技术。现有网络断层扫描研究工作主要针

对于细粒度的网络性能测量（如单条链路的性能）。在一些实际应用中，服务提

供商与管理员需要验证的是运行关键服务的路径性能。为此，本文研究了对网络

特定路径（即目标路径）性能界限值的测量问题，通过灵活调整测量的粒度，以

较小的开销实现对网络关键应用与服务端到端性能的监测。具体地，本文提出了

一种高效的目标路径性能界限值推断算法，基于给定监测节点之间的测量数据，

推断出网络所有目标路径最紧的性能界限值。此外，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监测节点

的部署算法 MPIP，在网络已有监测节点的基础上，通过增加一个新监测节点以

最大程度地缩小目标路径的性能界限区间，及通过部署最少的监测节点以满足服

务提供商与管理员对目标路径性能界限区间长度减少量的需求。和现有方法相比，

本文提出的算法显著地减小了目标路径性能界限区间的长度并减少了监测节点

的数量。相关工作投稿到 CCF A 类国际期刊 IEEE/ACM Transactions on 

Networking 上[41]。 

第三，基于时变拓扑序列的链路测量技术。现有网络断层扫描研究工作大多

针对静态拓扑的网络场景，即在一个固定拓扑中的网络性能测量。而大规模多跳

网络拓扑的动态变化将严重影响现有测量方法的有效性。为此，本文考虑了在面

对网络拓扑变化时的链路性能测量问题。基于对网络连通性的预测及其时空相关

性的分析，本文设计了一种简洁及通用的时变拓扑刻画模型。基于该模型，本文

提出了一种预先式监测节点部署算法，便于服务提供商与管理员在网络规划阶段，

完成对网络运行阶段拓扑变化后性能测量所需监测节点的部署，从而有利于减少

监测节点更换的开销并提高测量的稳定性。和传统方法相比，本文提出的方法放

宽了对网络拓扑模型的假设，能够适应更多实际应用场景的需求。相关工作发表

在 CCF B 类国际会议 IEEE ICNP 2017 和 CCF A 类国际期刊 IEEE/ACM 

Transactions on Networking 上[42][43]。 

第四，基于失效分类建模的链路测量技术。针对链路通信失效及网络连通性

预测误差对网络测量的重要影响，本文首次考虑了在不同类型链路失效下链路性

能的测量问题。具体地，基于链路失效的可预测性与不可预测性，本文对网络链

路失效进行了不同形式的建模。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多种鲁棒的监测节点部署算

法，基于监测节点之间端到端的测量数据，推算出网络所有非失效链路的性能指

标，包括：(i) 两种简单的部署算法（即联合部署和一次性部署），将现有针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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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预测链路失效的部署算法应用于一组由可预测链路失效生成的拓扑（即预测拓

扑），(ii) 增量部署算法，基于已有监测节点，在一组预测拓扑上依次部署额外的

监测节点，(iii) 综合部署算法，通过将监测节点部署问题映射为广义的碰撞集问

题来综合考虑所有预测拓扑上监测节点的部署需求。另外，本文还提供了一个算

法以识别并移除网络中冗余的监测节点。和现有方法相比，本文提出的方法在保

证测量任务顺利进行和链路性能可识别性的同时，能够很好地实现测量成本与计

算复杂度之间的平衡。相关工作发表在国际会议 ACM TUR-C 2017（获大会最佳

论文奖）和 CCF A 类国际期刊 IEEE/ACM Transactions on Networking 上[44][45]。 

总体上，基于界限值推断的链路测量技术消除了现有工作对网络测量目标及

测量对象的限制，通过灵活调整性能测量的精度及目标链路的选取，在满足测量

需求的同时，有效地减少测量的开销。基于界限值推断的路径测量技术进一步泛

化了测量的对象，可以得到网络任意两个节点之间通信路径的性能界限值。基于

时变拓扑序列的链路测量技术拓展了传统方法及基于界限值推断测量方法的应

用场景，使其能够适应于网络路由拓扑的动态性。基于失效分类建模的链路测量

技术放宽了现有工作对网络通信模型的假设，考虑了链路失效对网络测量的影响，

并解决了链路失效下的性能测量问题。基于对链路失效情况的分类建模，还能够

弥补基于时变拓扑序列的链路测量技术在网络连通性预测和拓扑刻画上的不足，

提高其测量的鲁棒性（具体细节将在 6.2.1 节展开）。因此，基于本文研究的上述

四项关键技术，可以实现对大规模多跳网络灵活、高效和鲁棒的性能测量，有助

于提升运营商了解网络运行机理的能力，支撑网络的有效管理与性能的持续优化。 

1.3 论文组织 

本文内容分为 7 章，具体组织如下： 

第 1 章：绪论。主要介绍了大规模多跳网络及网络测量的研究背景，引出了

本文的研究目的与研究内容，即在网络测量灵活性、有效性和鲁棒性三个核心方

面的关键技术。 

第 2 章：相关工作。主要介绍了与本文研究内容相关的国内外研究工作，并

从测量精度（及粒度）、拓扑结构和通信模型三个方面进行讲述。 

第 3 章：基于界限值推断的链路测量技术。主要包括一种基于给定网络端到

端测量数据的链路最紧性能界限值的推断算法，以及一种在网络已有监测节点基

础上部署新监测节点的算法 NMPI，并对所提出的算法进行全面的评测。 

第 4 章：基于界限值推断的路径测量技术。主要包括一种基于给定网络端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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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测量数据的路径最紧性能界限值的推断算法，以及一种在网络已有监测节点基

础上部署新监测节点的算法 MPIP。 

第 5 章：基于时变拓扑序列的链路测量技术。主要包括一种基于网络连通性

预测和时空相关性分析的时变拓扑刻画模型，以及一种预先式监测节点部署算法

MAPLink，同时对 MAPLink 在网络拓扑变化时的有效性进行了形式化证明以及

详细的评测。 

第 6 章：基于失效分类建模的链路测量技术。主要包括一种链路失效的分类

模型以及多种在实现成本和计算复杂度上有不同表现的监测节点部署算法。同时

对监测节点部署性能进行了详细的评测并对不同类型链路失效的影响进行了定

量分析。 

第 7 章：总结与展望。对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进行了回顾总结，并对未来将

要开展的工作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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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相关工作 

网络测量作为监控、理解和认知网络行为和运行机理的重要途径，受到了越

来越多研究人员的关注与重视。本章主要对网络测量的基本概念和相关研究工作

进行介绍。 

2.1 网络测量概述 

网络测量是指遵照一定的方法和技术，利用软硬件工具对网络性能和状态进

行测量表征的一系列活动。当前网络测量的研究范围主要包括性能测量、状态监

测和流量分析，其中学术界对网络性能测量的研究最为广泛。通过测量网络时延、

丢包率和带宽等基本性能指标，有助于了解网络在连通性、可靠性和安全性等方

面的表现。 

此外，当前学术界和产业界存在许多不同的网络测量方法。从测量方式来看，

网络测量方法可以分为主动测量 (active measurement)和被动测量 (passive 

measurement)两种类型。主动测量通过向网络中发送一定数目的探测包(probe)，

并分析探测包的特征变化，从而得到网络的性能指标和运行状态。被动测量需要

在网络中借助数据包捕获器/嗅探器等捕获措施来记录传输的数据信息，通常用于

对网络流量的统计，即经过特定节点之间的数据包数目，也可用于对节点资源使

用情况等的监测[46]。 

在主动测量方面，有一些可以使用的测量工具。Ping(Packet Internet Groper)
[47]

是常见的一种测量工具。源主机通过“ping”命令向目的主机发送因特网控制报

文(Internet Control Message Protocol，ICMP)，可以判断源主机与目的主机之间的

连通性并获得两主机间的通信时延和丢包率等性能指标。Traceroute
[48]是一种用于

测量因特网路由路径和数据包传输时延的工具。为了防止数据包在网络中兜圈子，

IP 协议规定，源主机在发送 IP 数据报时会初始化其首部的 TTL(Time To Live，生

存时间)字段，路由器在转发数据报时，会将数据报首部的 TTL 字段值减 1，当数

据报的 TTL 字段值减为 0 时，该数据报将会被丢弃，并向源主机发送一个 ICMP

差错报告报文。基于此规定，源主机通过向目的主机发送 TTL 字段值递增的 IP

数据报，当路径上的路由器依次返回 ICMP 差错报告报文时，源主机便可以获得

到达目的主机的完整路由信息。同时，Traceroute 通过记录每次 IP 数据报的发送

时间和 ICMP 差错报告报文的接收时间，可以计算出数据报到达每一个路由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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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返时间。Pathchar
[49]是一种对链路时延和带宽进行测量的工具。与 Traceroute

相似，Pathchar 也利用了 ICMP 协议及 IP 数据报首部的 TTL 字段。源主机通过向

目的主机发送TTL值逐渐增大的探测包及接收返回的 ICMP时间超过差错报告报

文，从而得到到达目的主机的路由信息。不同的是，Pathchar 还将改变每次发送

的探测包的大小。通过记录每个探测包的大小以及其往返时延的变化，可以推算

出探测包路由路径上每一条链路的可用带宽。 

可以看出这些网络测量工具虽然可以实现对网络性能的直接测量，但存在以

下三个比较明显的缺陷：①测量操作要求网络中所有节点都支持 ICMP 协议，这

一点在有些网络场景（如安全防御）中难以实现；②要想测量出细粒度的性能指

标，需要向网络中注入大量的探测包，从而产生大量非正常通信流量，容易对网

络的实际运行造成影响；③由于 ICMP 协议自身的限制和网络负载的增加，使得

测量结果通常带有偏差。因此，如何设计一种更加有效的方式实现对网络性能指

标的间接测量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其中，网络断层扫描[50]是一种利用网络边

缘端到端的观测数据推断网络内部性能的间接测量方法。其通过在网络部分节点

上部署监测节点，利用监测节点之间探测包的发送和接收，得到网络端到端性能

的观测值，从而推断出单条链路的性能。在此方法中，网络内部节点不需要参与

网络测量过程，只需按要求转发探测包即可，对于网络组成和协议的依赖性较小。 

在被动测量方面，通常是基于对单个节点设备的监测，需要特定的方式。Wit
[51]

是一种基于被动监听的非侵扰式测量系统，其首先通过合并多个嗅探器的局部视

图以得到完整的网络传输轨迹(trace)，然后基于网络传输轨迹推断数据包接收率

和链路吞吐量等性能指标。LIPM
[52]通过被动地监测无线传感器节点和汇聚节点/

基站之间的流量数据，并利用网络断层扫描的数据分析方法（即构建线性方程组）

推算出网络内部链路的丢包率。LDA
[53]通过记录源主机和目的主机在一个测量周

期内数据包发送/接收的数量和数据包发送/接收的时间戳，从而计算出源主机与

目的主机之间端到端的平均时延。Keller 等人[54]提出了一种基于时钟漂移模型的

无线传感网端到端时延的测量算法。该算法在无线数据包被收集到汇聚节点后，

通过时钟模型分析多个数据包发送的约束关系，并以此重构数据包在传感器节点

上的发送顺序，接着计算出数据包传输的端到端时延。不同于上述方法对网络端

到端时延的推断，Domo
[55]可以推算出数据包路由路径上每一条链路的时延，即

逐跳时延。其主要思想是通过在汇聚节点上记录每个接收数据包的路由信息和端

到端时延，接着将每个数据包的逐跳时延当做一个未知量，通过深入挖掘这些未

知量之间的内在联系，建立多种约束条件，然后应用最优化理论进行求解，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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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数据包的逐跳时延数值。 

由被动测量方式的工作流程可以看出，被动测量依赖于所测链路（或节点）

上的流量负载，从而使得被动测量方式具有较高的实现复杂性和较差的可控性，

且测量准确性受嗅探器（或捕获器）的性能影响较大。另外，被动测量方式在捕

获链路数据包时，会涉及网络正常的通信信息，可能会带来隐私泄露及安全攻击

的问题，从而不利于方法的推广和大范围的使用。 

由于网络断层扫描具有测量开销低、精度高和易部署等特点，引起了国内外

学者的广泛关注，近些年很多工作在不同网络场景下对其进行了研究。接下来，

本章将分别从测量精度（及粒度）、网络拓扑模型和网络通信模型三个核心方面

阐述在基于断层扫描的网络测量领域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工作。 

2.2 精度及粒度固定的网络测量技术 

根据网络性能指标和状态特征，目前网络断层扫描的测量方法大致可以分为

统计学习方法和代数计算方法。其中，统计学习方法处理的是性能指标在一段时

间内会随机变化的测量数据，而代数计算方法处理的是性能指标在一段时间内(如

探测包收集过程)相对稳定的测量数据。基于统计学习的网络断层扫描的根本目标

是将路径性能及状态当做一个整体，通过收集端到端的测量数据样本，然后结合

网络模型推算出每一条链路性能及状态的概率分布。目前网络断层扫描主要的统

计学习方法有：最大似然估计(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MLE)
[58][59]、期望

最大值(Expectation Maximization, EM)方法[60]和贝叶斯(Bayesian)估计方法[61]等。 

为测得所有链路性能指标的概率分布，文献[26][62]分析了逻辑多播树在网络断

层扫描技术中的可行性并提出了相应的多播树构造算法，并基于此进行网络探测

包的发送和接收。在测量数据分析阶段，Chen 等人[63]在应用傅里叶变换方法对

多播树的测量数据做预处理后，结合广义矩估计的方法推算出网络链路性能指标

的概率分布。注意到性能测量的准确性依赖于测量数据的质量，He 等人[64]基于

费雪信息(fisher information)理论设计了一种网络探测包分配及发送的框架，用于

计算在给定测量路径和测量负载（即探测包总数目）时单条测量路径上探测包的

发送数目，从而使得收集的路径测量数据可以最大化网络链路性能估计的准确率。

为了说明探测包分配框架的有效性和通用性，He 等人[64]将该框架应用到链路时

延测量和链路丢包率测量的两个具体实例中。实验结果表明，基于所设计框架收

集的端到端测量数据和采用的统计分析方法（D-最优化和 A-最优化），能够比较

准确地估算链路时延和丢包率的概率分布情况。针对网络运行状态的监测和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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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的定位问题，文献[65][66][67][68]基于最大似然估计方法从网络中找出一组最少的

故障链路，从而能够完全解释收集的路径状态特征。文献[69][70]基于端到端的网络

测量信息，使用贝叶斯学习方法推测单条链路的通信故障概率，该结果可以为网

络故障的修复和预防提供理论指导。 

基于代数计算的网络断层扫描测量方法的基本思想是将链路性能指标（或通

信状态）表示成一个未知的常量，通过收集一组最有效（如线性无关）的端到端

测量数据，然后结合特定的网络模型（如拓扑结构和路由形式）推算出链路性能

（或通信状态）的确切值。对于可累加的网络性能指标（如：链路时延和丢包率

等），一条端到端路径的性能指标等于路径上所有链路性能指标的叠加。因此，

代数计算方法首先可以用一个方程组的形式将已知的路径测量数据与未知的链

路性能指标关联起来，然后使用线性代数的理论与方法求解该方程组，从而获得

单条链路的性能指标或状态。从测量指标的取值情况来看，基于代数计算的网络

断层扫描有布尔形式和常规形式两种类型。当管理员想要测量的是链路的拥塞与

否时（此时测量指标为二元的），基于网络中同时拥塞链路数目较少的假设，文

献[71][72][73]利用压缩感知技术从给定的端到端路径测量数据中识别存在拥塞的链

路。简单地说，文献[71][72][73]通过引入一个用于判断链路拥塞与否的阈值，将链路

时延小于阈值的数值转化为零，在压缩感知技术处理后可以有效地找出时延大于

阈值的链路，即识别拥塞链路。针对链路故障（或失效）的监测与定位，Ahuja

等人[74]从网络拓扑与监测节点部署的角度，分析了拓扑结构、监测节点数量和链

路故障定位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并证明了在允许测量路径包含环路时链路通信

故障的可识别性条件：当且仅当网络拓扑是(k+2)-边连通时，部署 1 个监测节点

即可以定位出任意 k (k ≥1)条链路的故障，即实现任意 k 条链路故障的可识别性。

该结论为后续探测包的发送、收集和数据分析奠定了基础。基于链路故障的可识

别性条件，Ahuja 等人[74]还提出了一个最优的监测节点部署算法，通过在网络中

部署最少数目的监测节点，以准确定位出任意 k 条链路的通信故障。 

相比之下，链路性能指标可以是任意值的测量问题要复杂得多。当一条链路

（如 v1v2）的性能在其不同通信方向上（如 v1 → v2 和 v2 → v1）具有不同的表现时

（即网络拓扑是有向的），Xia 等人[28]形式化证明了只有在网络中所有节点都是监

测节点的情况下，才可以保证所有链路性能指标的可识别性。进一步地，Gurewitz

等人[29]证明了当仅使用环路形式的测量路径时，即使网络中每个节点都是监测节

点，也无法精确测量所有链路的性能指标。另一方面，当链路性能在其不同通信

方向上的表现是一致的时（即网络拓扑是无向的），文献[32][33][49][75]提出了基于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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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包往返时间(Round-Trip Time，RTT)的逐跳式(hop-by-hop)链路时延测量方法。

这些逐跳式测量方法虽然实现简单，但需要网络所有节点都支持网际控制报文协

议 ICMP。在实际网络中，如果防火墙或网络节点启用了 ICMP 过滤功能，那么

逐跳式测量方法将无法使用。此外，在实际路由协议以及 ICMP 协议请求-应答机

制的限制下，监测节点上探测包发送与接收的路由路径可能是不对称的，从而影

响测量结果的准确性。鉴于逐跳式测量方法的上述缺陷，很多网络测量领域的工

作关注于端到端(end-to-end)测量方法（即网络断层扫描）的可行性。 

在网络断层扫描方法设计上，需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在一个给定的网

络拓扑中，如何部署最少数目的监测节点，以实现对网络所有链路性能的精确测

量。由于网络断层扫描方法的有效性取决于监测节点间的端到端测量数据，而测

量数据的收集依赖于探测包的路由策略，所以监测节点的部署需要考虑探测包路

由策略的影响。在传统 IP 网络中，随着网络规模的日益扩大和应用服务的日益复

杂，管理员对网络数据包路由的控制变得比较困难。Bejerano 等人[33][75]研究基于

网络默认路由协议的链路性能识别问题，并证明在默认路由(即不可控路由，

uncontrollable routing)策略下监测节点的部署问题是一个 NP 难(NP-hard)问题。

Horton 等人[32]考虑了部分网络节点路由可控的情况，并证明了当存在部分节点可

以控制其本地路由时，部署最少数目的监测节点以获得网络所有链路性能指标的

问题仍然是 NP 难的。鉴于此，Mahajan 等人[34]研究了在特定路由协议（如：OSPF

和 IS-IS）下的链路性能测量问题，并基于网络节点的连接信息推算出自治系统内

链路性能指标的近似值。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相比传统 IP 网络，一些新型网络

（如物联网和软件定义网络）具有更好的路由可控性[76][77][78]。在这些新型网络中，

数据包的路由路径可以被服务器或控制器预先指定，从而实现完全可控的路由策

略(controllable routing)。为此，Gopalan 等人[30]首先分析了可累加(additive)链路指

标的可识别性与网络拓扑结构及监测节点部署的关系，推导出在允许测量路径包

含环路时链路性能的可识别性条件：当且仅当网络拓扑是 3-边连通图时，部署 1

个监测节点即可以实现对所有链路性能指标的测量。基于该链路可识别性条件，

Gopalan 等人[30]还提出了一个多项式时间复杂度的监测节点部署算法，通过在网

络中部署最少的监测节点，以推算出所有链路性能指标的确切值。更为一般地，

Alon 等人[31]研究了不同形式（可累加和不可累加）链路性能指标的测量问题，并

推导出为了获得所有链路性能指标所需要测量的端到端路径数目的最小值。 

虽然这些早期工作为网络断层扫描方法的设计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但是

很多实际应用禁止数据包在网络中兜圈子(即禁止路由循环)，从而降低了基于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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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测量路径的网络断层扫描方法的通用性。随后，有些工作提出了基于非环路形

式测量路径的网络断层扫描方法。Ma 等人在文献[79]中推导了当使用不经过重复

节点的测量路径（即简单路径，simple paths）时，网络中所有链路都可识别的拓

扑条件：当网络拓扑是 3-点连通图(3-vertex-connected)时，需要部署 3 个监测节

点才可以实现对所有链路性能的测量。基于此，Ma 等人设计了一个最优的监测

节点部署算法 MMP
[79]。 

存在的问题：上述这些网络测量研究工作均旨在实现对整个网络的可识别性

(complete identifiability)，想要获得网络所有链路性能指标（或运行状态）的确切

值，即大多数已有工作提出的是精度（确切的性能指标）及粒度（单条链路）固

定的网络测量方法。然而，实际应用中这些测量方法存在两个明显的问题：首先，

由于网络连通性和路由协议等的限制，测量网络所有链路性能指标的目标难以实

现；其次，测量链路性能指标的确切值往往会造成不可忽略的开销，尤其对于大

规模网络来说，需要在网络中部署很多的监测节点和发送大量的探测包。为此，

本文将提出一种精度及粒度可调的网络测量方法以有效地解决上述问题。 

2.3 静态拓扑的网络测量技术 

考虑到为了测量所有链路的性能指标，即使是最优的算法也可能需要在网络

中部署不少数目的监测节点，例如：ISP 网络中 84%的节点作为监测节点[80]。因

此，越来越多工作关注于实现部分网络的可识别性(partial identifiability)。针对两

个监测节点的部署问题，文献[81]研究了两个监测节点下的链路可识别性条件，并

提出了一个高效的链路可识别性判定算法 DIL-2M，以快速地判断出在一个部署

了两个监测节点的网络拓扑中所有可识别的链路。基于链路可识别性判定算法

DIL-2M，文献[81]通过枚举部署和可识别链路数目比较的方式，设计了一个最优

的监测节点部署算法，通过在网络中部署两个监测节点，实现可识别链路数目的

最大化。针对更大数目监测节点的部署问题，枚举所有节点部署的方式容易造成

指数级时间复杂度，难以扩展到大规模网络的场景。为此，文献[35]提出了一种启

发式监测节点部署算法 GMMP。具体地，GMMP 首先选取出网络中可供监测节

点部署的候选节点，然后通过枚举候选节点部署和比较可识别链路数目的方式，

实现对给定的 κ (κ ≥ 2)个监测节点的近似最优部署。GMMP 算法虽然可以有效地

解决在给定监测节点数目时可识别链路数目最大化的问题，即最大化链路可识别

性(maximal identifiability), 却难以保证对网络中特定链路的性能测量。 

然而，在有些应用中服务提供商与管理员只需要获取网络某些链路（如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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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位置上的链路）的性能指标。为了提高网络断层扫描的灵活性，Dong 等人[82][83]

提出了目标链路(target link 或 interesting link)的概念，并将网络中需要测量的链路

定义为目标链路。接着，Dong 等人设计了一个网络拓扑的裁剪算法 Scalpel
[82]，

通过裁减拓扑中不相关的连通分支，以降低对目标链路性能测量的复杂性。然后，

Dong 等人提出了一种最优的监测节点部署算法 OMA
[82]，通过在裁减后剩余的图

中部署最少数目的监测节点，实现对原网络拓扑中所有目标链路性能的测量。 

针对于链路通信故障（或失效）的定位问题（此时测量指标为二元的），针

对于客户端-服务器的通信模型，Duffield 等人[84]提出了一种简便的链路故障定位

算法，基于客户端与服务器之间路由的相似性，可以使用少数几组端到端的测量

数据检测和定位出网络中发生故障的链路。虽然网络节点的故障可以映射到网络

链路的故障，但转换后的网络模型可能并不符合链路故障定位方法的假设，例如：

不包含重复链路的测量路径。为此，有些工作考虑了网络节点通信故障的定位问

题。文献[85][86][87]研究了在给定监测节点部署的网络中，当使用不同路由机制（任

意可控路由、可控无环路由和不可控路由）时节点故障的识别问题。具体地，文

献[85][86]计算了在一个特定的网络节点集合中最多可以同时发生故障的节点数目，

以及给定允许的节点故障数目时可以准确识别出运行状态的网络节点集合。针对

基于客户端-服务器通信模式的网络，服务器节点通常具有更好的可控性和计算能

力，He 等人[88]提出了一种服务器节点部署算法，通过收集服务器节点与客户端

之间的路径运行状态信息，最大化可识别的故障节点的数目。更为一般地，

Bartolini 等人[89]基于给定的测量路径数目、路由机制和网络拓扑结构 (如树状和

网状拓扑)等信息，推导了网络中可识别故障节点的最大数目，从而为拓扑结构设

计和数据包路由选择等提供理论指导。 

存在的问题：上述这些研究工作所提方法的实现需要基于准确的网络拓扑信

息，它们假设网络运行过程中拓扑结构是固定不变的，同时数据包路由也是相对

稳定的。然而，在很多实际应用场景中，网络路由和拓扑可能会随时间动态切换

和动态更新[65]，例如：节点位置移动的自组织网络和车联网，信道质量及环境干

扰动态变化的无线传感网络。因此，本文将提出一种面向动态路由拓扑的网络测

量方法以保证链路性能测量在路由及拓扑发生变化时的有效性。 

2.4 通信可靠的网络测量技术 

在网络端到端的间接测量方式（即网络断层扫描）中，网络内部链路性能信

息的获取依赖于端到端的测量数据。而端到端测量数据的收集取决于部署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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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节点和使用的测量路径（即探测包经过的路由路径）。因此，监测节点部署

和测量路径选取成为了端到端测量的关键问题。在监测节点部署方面，Gopalan 等

人[30]研究了在允许测量路径包含环路时（即测量路径可以经过重复的节点）链路

性能的可识别性条件，并提出了相应的监测节点部署算法，可以在任意一个网络

拓扑中部署最少的监测节点，以确保对所有链路性能指标的测量。另外，Ma 等

人[79]研究了在不允许测量路径包含环路时（即测量路径不能经过重复的节点）网

络链路性能的可识别性条件，并提出了一种最优的监测节点部署算法。注意到服

务提供商与用户有时更加关注的是网络端到端的服务质量（如客户端与服务器之

间的通信时延），Yang 等人[36]考虑了网络节点之间通信路径的性能测量问题，推

导了基于网络断层扫描技术的路径性能可识别性(path identifiability)条件，并给出

了一种最优的监测节点部署算法，通过部署最少数目的监测节点，实现对网络中

特定路径的性能测量。 

另一方面，近些年很多工作从线性代数的角度对测量路径的构造问题进行了

研究。当允许测量路径包含环路时，Gopalan 等人[37]设计了一种基于给定监测节

点的线性无关(linearly independent)测量路径的构造方法，并证明了网络其他路径

都与方法构造的路径线性相关，即所提方法可以获得监测节点之间一组最大数目

的线性无关路径。在测量路径没有环路的情况下，Wing 等人[90]推导了多种网络

拓扑(有向拓扑和无向拓扑)中线性无关路径数目的界限值，该结果为网络测量路

径的构造提供了参考。然而，文献[90]给出的只是理论上的分析，对于一个特定网

络，其线性无关路径数目的最大值与链路可识别性的关系仍然是未知的。为此，

Ma 等人[91]提出了一种多项式时间复杂度的测量路径构造算法 STPC，从而可以在

部署的监测节点之间构造一组线性无关且不含环路的测量路径，并基于这些测量

路径的端到端信息推算出所有网络链路的性能指标。 

网络探测包流量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测量路径的使用数量[92][93][94]。为降

低探测包流量对网络通信的影响和网络资源的消耗，有些工作关注于对网络测量

路径的选取。针对网络通信路径的性能测量问题，Chen 等人[38]基于给定的网络

拓扑提出了一个测量路径选取方法，从网络节点之间所有的候选路径中选取出一

组数目最少的线性无关路径，通过测量所选路径的时延和丢包率，推测出网络节

点间其他通信路径的时延和丢包率。为了说明所提路径选取方法的可扩展性，

Chen 等人[38]还形式化分析了在任意规模的网络中路径选取数目的界限值。针对

网络链路性能测量问题，Tang 等人[95]基于网络拓扑和路径相关性信息，设计了一

种有效的路径选取方法，通过收集选取的端到端路径的性能数据，推断出单条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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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性能的界限值。此外，针对网络中特定链路(即目标链路)性能的识别问题，Zheng

等人[39]基于给定监测节点间的一组候选路径提出了一种启发式测量路径选取方

法 PathSelection。为了减少测量路径的使用数量，PathSelection 首先确定两类冗

余的测量路径：可以被其他路径代替的路径和对目标链路识别没有影响的路径。

接着，PathSelection 采用二分图模型刻画每一条目标链路识别与候选路径组合的

关系。最后，PathSelection 从二分图中迭代式地找出一组可以识别所有目标链路

且数目最少的路径作为网络断层扫描使用的测量路径。 

存在的问题：上述这些研究工作均假设测量过程中网络通信和探测包收集都

是稳定及可靠的，没有考虑网络通信失效（或故障）的情况。然而，网络通信失

效在实际场景中变得越来越常见[96]，如：链路长时间拥塞和节点位置变更等。当

一个网络发生通信失效（如链路失效）时，原来能使用的测量路径将可能变得不

可用，从而可能会使原来可识别的链路变得不可识别，这对网络测量的有效性产

生很大影响。因此，本文将设计一种鲁棒的网络测量技术，以保证在网络通信失

效时链路性能的可识别性以及测量任务的顺利进行。 

2.5 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介绍了网络测量的相关概念，包括当前网络测量的主要研究范围和

测量方法的分类。其中，网络性能测量和基于网络断层扫描的端到端测量方式受

到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与研究。其次，本章描述了关于网络断层扫描测量技术的

研究现状。表 2.1 总结了现有网络断层扫描方法的相关研究成果。 

表 2.1 网络断层扫描方法总结 

文献 研究目标 网络模型 测量路径 问题难度 

Bejerano 

等人[33][75]
 

部署最少监测节点实现对

网络所有链路的性能测量 

静态、 

有失效 
不可控 

NP 难  

问题 

Gopalan 

等人[30]
 

部署最少监测节点实现对

网络所有链路的性能测量 

静态、 

无失效 

可控、 

有环路 
P 问题 

MMP
[80]

 
部署最少监测节点实现对

网络所有链路的性能测量 

静态、 

无失效 

可控、 

无环路 
P 问题 

OMP
[81]

 

部署 2 个监测节点实现对

网络可识别链路数目的最

大化 

静态、 

无失效 

可控、 

无环路 
P 问题 

GMMP
[35]

 部署 κ(κ ≥ 2)个监测节点实 静态、 可控、 NP 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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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对可识别链路数目的最

大化 

无失效 无环路 问题 

Scalpel
[82]

 

OMA
[83]

 

部署最少监测节点实现对

所有优先链路的性能测量 

静态、 

无失效 

可控、 

无环路 
P 问题 

Ahuja 

等人[74]
 

部署最少监测节点实现对

k(k ≥ 1)条链路失效的定位 

静态、 

有失效 

可控、 

有环路 
P 问题 

Ma 

等人[85][86]
 

部署最少监测节点实现对

k(k ≥ 1)个节点失效的定位 

静态、 

有失效 

可控、 

无环路 
P 问题 

He 

等人[88]
 

部署最少监测节点实现对

单个节点失效的定位 

静态、 

有失效 
不可控 P 问题 

CLIC
[37]

 

在给定的监测节点间构造

一组测量路径实现对最大

数目链路性能的测量 

静态、 

无失效 

可控、 

有环路 
P 问题 

STPC
[91]

 

在给定的监测节点间构造

一组测量路径实现对所有

链路性能的测量 

静态、 

无失效 

可控、 

无环路 
P 问题 

Chen 

等人[38]
 

从给定候选路径中选取一

组最少数目的测量路径实

现对所有其他路径性能的

测量 

动态、 

有失效 
不可控 P 问题 

Zheng 

等人[39]
 

从给定候选路径中选取一

组最少数目的测量路径实

现对所有目标链路性能的

测量 

静态、 

无失效 
不可控 

NP 难  

问题 

从表 2.1 中可以看出，当前学术界已经提出许多网络断层扫描的理论和方法，

但这些理论和方法的设计在测量精度、测量粒度、网络拓扑和网络通信等方面都

带有比较严格的规定及假设。这些规定及假设的使用虽有利于方法的评估与演变，

但也给方法的实际应用和推广带来了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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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基于界限值推断的链路测量技术 

3.1 需求与挑战 

现有网络断层扫描测量方法大多旨在实现对网络所有链路性能指标确切值

的测量。然而，受拓扑结构和路由策略等的限制，测量所有链路性能指标确切值

的目标往往会给管理员和网络正常通信带来很大的开销及负担，例如：需要将 ISP

网络中 84%的节点部署为监测节点(monitor)
[79]以及发送大量的探测包(probe)。在

测量预算与网络负载能力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只允许在网络中部署少数的监测节

点和产生少量的探测流量，这将难以保证对所有链路性能的可识别性，即网络中

存在一定数目的不可识别链路。而现有方法无法提供任何有关于不可识别链路性

能的信息。为此，本文设计并实现一种基于界限值推断的链路测量技术，在满足

实际应用需求的同时，通过灵活调整链路性能测量的精度，以尽可能地减少测量

的开销。在这一过程中，存在多方面的需求与挑战。 

3.1.1 测量精度与测量开销平衡 

在网络断层扫描中，所有性能指标的监测与推断都是以端到端的测量数据为

基础。因此，如何获取相关的端到端数据成为了网络断层扫描研究的一个关键问

题。网络断层扫描中测量数据是通过监测节点收集的，不同的监测节点部署可能

会生成不同的端到端测量数据，从而也可能会得到不同的测量结果。例如：对于

一个只连接了两条链路（l1 和 l2）的网络节点 v 来说，当节点 v 不是监测节点时，

通过已部署监测节点之间端到端且不经过重复节点的路径测量，只可能得到 l1 和

l2 两条链路性能的综合值，而不能获得这两条链路单独的性能值。另一方面，将

网络中的节点部署为监测节点需要一定的成本与开销，包括软件/硬件的部署成本

以及人力的开销等。为此，很多国内外工作研究了网络断层扫描在不同网络模型

和路由机制下的监测节点部署问题[30][32][33][75][79]。总的来说，这些工作主要解决

了两个基本问题：(1) 在何种网络拓扑、探测包路由策略以及监测节点部署方式

下，可以保证网络所有链路性能指标的可识别性(identifiability)? (2) 在一个给定

的网络拓扑中，如何部署最少数量的监测节点，以精确测量出网络中所有链路的

性能指标？在这两个问题上，现有工作在不同网络场景下分别提出了相应的最优

的监测节点部署算法。然而，即便使用最优的监测节点部署算法，有时候也可能

需要在网络中部署不少数量的监测节点。表 3.1 显示了一种基于可控无环测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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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的监测节点部署算法 MMP
[79]在 4 个实际 ISP 网络拓扑中部署的监测节点数目

（表中|L|表示网络链路数目，|V|表示网络节点数目，κMMP 表示 MMP 算法部署的

监测节点数目）。从表中可以看出，要想测量出网络中所有链路性能指标的确切

值，需要将网络中 60%以上的节点部署为监测节点，这将造成很大的测量开销。 

表 3.1
[79]

 ISP 网络拓扑的监测节点部署数量 

Tpology |L| |V| κMMP 𝜅MMP |𝑉|⁄  

AS15706 874 325 276 0.84 

AS9167 1590 769 483 0.62 

AS8717 3755 1778 1266 0.71 

AS4761 3760 969 624 0.64 

另一方面，在很多应用中，服务提供商和网络管理员关心的是链路性能的瓶

颈，而用户关心的通常是链路性能是否符合与运营商签订的服务水平协议 SLA 的

要求。此时，服务提供商和网络管理员可以不必获取链路性能指标的确切值，只

需要知道链路性能指标的界限值即可。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调整链路性能指标测

量的精确度，可以有效地降低测量的成本与开销。因此，在满足实际应用需求的

前提下，尽可能地平衡链路性能测量的精度与测量的开销显得尤为重要。 

3.1.2 链路性能界限值推断 

实现对网络所有链路性能指标的精确测量，通常需要在网络中部署不少数目

的监测节点，容易带来很大的测量成本与开销。为此，有些研究工作专注于测量

网络一部分链路的性能指标[35][81][83]。总体上，这些工作要么通过部署特定数目的

监测节点以实现对尽可能多链路的性能测量[35][81]，要么通过部署最少数目的监测

节点以实现对网络中一组特定链路的性能测量[83]。虽然减小网络测量的范围（如

链路测量的数目）有利于减少测量的开销，但对网络中未被覆盖或未能测量的链

路性能一无所知。然而，这些未被覆盖到或未能测量到的链路性能仍可可能是服

务提供商和网络管理员关注的重点。例如：对位于网络关键位置或被用户投诉的

链路服务质量(Quality of Service，QoS)的检测。此时，获取这些未被覆盖或未能

测量的链路性能的界限值显得非常有必要。 

因此，在减少测量开销的同时，高效地推断出所有网络链路性能指标的界限

值也是精度可调链路测量的一个重要需求及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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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设计与实现 

本节将详细阐述如何在满足链路测量需求的同时有效地减少测量的成本与

开销。首先，本文将给出链路性能界限值问题的定义，其中包括对网络模型的描

述。接着，本文将介绍一些与算法设计相关的图论概念。然后本文将重点描述网

络链路性能界限值推断算法以及新监测节点的部署算法。最后，本文给出形式化

的理论分析，以说明所提算法的最优性以及复杂度。 

3.2.1 链路性能界限值的定义 

首先，本文将一个网络拓扑刻画成一个无向图(undirected graph) G = (V(G), 

L(G))的形式，其中 V(G)和 L(G)分别为网络的节点集合和链路集合。这里，每个

节点可以表示一个终端设备、路由器或者一个包括多个终端设备及路由器的子网

(subnetwork)。本文假定网络中每条链路都拥有两个不同的端点(endpoint)以及任

意两个节点间最多只有一条直接相连的链路。两个网络节点之间的连接称为路径

(path)，每条路径可能包含一条或者多条首尾相接的链路。此外，本文用 𝑙𝑖,𝑗表示

节点 vi和节点 vj之间的链路，同时假定一条链路上的性能指标在其不同方向上是

一样的，即链路𝑙𝑖,𝑗的性能指标（如时延、丢包率等）和链路𝑙𝑗,𝑖的性能指标是相等

的。在网络测量期间，链路性能指标保持不变或其统计特征（如均值）是相对稳

定的。在网络 G 中，将需要测量性能的链路（即目标链路或优先链路）的集合记

为 ( ( ))LG 。为了提高测量的灵活性，目标链路集合 可以包含网络中所有的

链路(即 = ( )LG )，也可以是网络中任意的一组链路。 

为了通过网络断层扫描技术估算出目标链路的性能指标，需要选取网络的部

分节点作为监测节点（可以通过硬件或软件方式实现）。接着监测节点之间可以

沿着一组路由路径（即测量路径）发送和接收探测包，从而得到这些测量路径端

到端的性能数据。需要注意的是，当网络采用不同的路由策略时，测量路径的形

式也可能是不一样的。例如，如果所有网络节点都支持源路由机制 (source 

routing)
[97]，那么监测节点可以严格地控制和指定测量过程中每一个探测包的路由

路径。因此，在源路由机制下，测量路径可以是监测节点间一组任意形式的路径，

如经过重复节点和重复链路的路径。相反，当探测包路由完全由默认的网络路由

协议决定时，测量路径将是监测节点之间一组特定形式的路径，如最短路径。这

里，本文假定一个网络监测节点可以控制探测包的路由，使得探测包经过一条不

包含环路（即不经过重复节点）的路由路径到达另一个监测节点。 

对于一个含有 n 条链路的网络 G（即 n = |L(G)|），用 {𝑙𝑖}𝑖=1
𝑛 表示 G 中的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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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以及用 𝐱 = (𝑥1, … , 𝑥𝑛)
𝑇表示所有链路的性能指标，其中 𝑥𝑖  表示链路 𝑙𝑖 的性

能。给定监测节点之间的一组测量路径 {𝑝𝑖}𝑖=1
𝛾

，用 𝐜 = (𝑐1, … , 𝑐𝛾)
𝑇
表示所有测量

路径的性能指标，其中 𝑐𝑖 表示测量路径 𝑝𝑖 的性能。在很多实际应用中，链路性

能指标是可以累加的(additive)。例如，多条链路上的总时延是单条链路时延的叠

加；多条链路的总丢包率为单条链路丢包率的乘积，但经过对数函数(log(∙))变换

后，也可以表示为单条链路丢包率叠加的形式。如公式(3.1)所示，对于可累加的

链路性能指标，一条测量路径 𝑝𝑖的性能指标值 𝑐𝑖等于这条路径上所有链路性能指

标值的总和。 

                                                     𝑐𝑖 = ∑ 𝑥𝑖𝑙𝑖∈𝑝𝑖                        公式(3.1) 

因此，可以用一个线性方程组的形式将已知的路径测量数据与未知的链路性

能指标关联起来。 

                                                         𝐑𝐱 = 𝐜                          公式(3.2) 

其中，𝐑 = (𝑅𝑖𝑗)为一个 𝛾 × 𝑛 阶的测量矩阵(measurement matrix)，并且测量矩阵

R 的元素值为 0 或 1，即 𝑅𝑖𝑗 ∈ {0, 1}。具体地，当测量路径 𝑝𝑖 经过链路 𝑙𝑗  时，𝑅𝑖𝑗 = 1；

否则，𝑅𝑖𝑗 = 0。在形式化表述下，网络断层扫描的目标是在给定 R 和𝐜 的情况下，

通过求解线性方程组(3.2)，得到链路性能 𝐱 的确切值或界限值。 

如果可以通过求解上述线性方程组(3.2)得到一条链路 𝑙𝑖 的性能指标𝑥𝑖（即链

路 𝑙𝑖的性能指标𝑥𝑖在方程组 (3.2)中有唯一解），本文称链路 𝑙𝑖为可识别的

(identifiable)，否则称 𝑙𝑖 为不可识别的(unidentifiable)。对于不可识别的链路，本

文将计算其性能界限区间（即性能范围），以更好地为网络管理和优化提供数据

支撑。为了衡量链路性能界限区间的紧密程度，本文定义一条链路性能指标的误

差界(error bound)为其性能上界值和性能下界值的差值，即其性能界限区间的长度。

对于可识别的链路，因为其性能指标值可以由与端到端测量数据对应的线性方程

组唯一地确定，所以可识别链路的界限值为同一个数值，即其性能界限区间的上

界值等于下界值。相应地，目标链路的总误差界(TEBI, Total Error Bound of 

Interesting Links)等于所有目标链路误差界的总和。 

为了更加清晰地说明链路性能界限值的推断问题，本文给出一个简单的例子。

图 3.1 所示是一个包含 4 个节点和 6 条链路的网络，其中 v2 和 v4 被部署为监测节

点，链路 l1,2, l1,3, l2,3 的性能（如时延）是需要测量的（即目标链路 = {l1,2, l1,3, l2,3}）。

假设网络中 6 条链路对应的时延分别为：{x1,2 = 2, x1,3 = 5, x1,4 = 7, x2,3 = 3, x2,4 = 4, 

x3,4 = 8}。需要说明的是，网络测量前服务提供商与管理员并不知道这些链路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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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只有通过测量并收集两个监测节点之间一组端到端路径的时延，才可能获得

单条链路的时延。 

4v

1v 2v

3v

1 1,2 1,4:p l l

3 2,3 3,4:p l l
2 2,4:p l

4 1,2 1,3 3,4:p l l l

5 2,3 1,3 1,4:p l l l

1,2 1,4 1

2,4 2

2,3 3,4 3

1,2 1,3 3,4 4

2,3 1,3 1,4 5

  





 


  

   

x x c

x c

x x c

x x x c

x x x c
 

图 3.1 网络链路性能界限值推断示例 

从监测节点 v2发出的一组探测包，可以沿着不同的测量路径到达监测节点 v4。

图3.1中列出了5条可能的测量路径(p1-p5)以及与这些测量路径对应的线性方程组。

由这个线性方程组，可以计算出链路 l1,3 和链路 l2,4 的时延： 

                    {
𝑥1,3 =

𝑐4+𝑐5−𝑐3−𝑐1

2
            

𝑥2,4 = 𝑐2                                        
                    公式(3.3) 

因此，基于测量路径 p1-p5 的数据信息，网络中只有链路 l1,3 和链路 l2,4 是可

识别的，而其他链路是不可识别的。同时，根据已有链路可识别性判定的结论[81]，

在监测节点{v2, v4}的部署下，无论选择哪些不经过重复节点的测量路径来发送探

测包，都无法求解出除 l1,3 和 l2,4以外其他链路的时延。对于网络中不可识别的目

标链路 l1,2 和 l2,3，基于本文提出的最紧性能界限值推断算法，可以得到这些链路

时延的界限区间：B(x1,2) = [0, 9]，B(x2,3) = [1, 10]。此时，目标链路{l1,2, l1,3, l2,3}

的性能总误差界为 18 = (9−0) + 0 + (10−1)。 

从上述例子中可以看出，端到端测量路径的数据以及监测节点的部署会对链

路可识别性及链路性能界限值的推断产生很大影响。为此，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

考虑目标链路性能界限值的测量问题： 

 目标链路性能界限值的计算：在一个给定监测节点、目标链路和端到端测

量数据的网络中，如何高效地计算出所有目标链路性能指标的最紧界限值

（包括最紧的上界值和最紧的下界值）？ 

 新监测节点的部署：在一个给定初始监测节点和目标链路的网络中，如何

通过部署额外的监测节点以进一步提高目标链路性能界限区间的紧密性

（即减小目标链路性能界限区间的长度）？ 

值得说明的是，通过对上面两个关键问题的求解将有助于满足服务提供商与

网络管理员在不同阶段的链路性能测量需求。例如：在网络正常运行阶段，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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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商与管理员关注的是如何通过已有监测节点有效地计算出目标链路性能的

界限值；在网络升级和维护阶段，关注的是如何部署更多的监测节点以提高目标

链路性能界限区间的紧密性。接下来本文将对目标链路性能指标界限值的计算和

新监测节点的部署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分别给出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法。 

3.2.2 图论相关概念 

在描述本文的算法设计前，本节先介绍一些后文中会用到的图论概念[98][99]。 

连通图：在一个图中，如果从节点 vi 到节点 vj之间至少有一条路径（可以是

单条链路）相连，则称节点 vi和节点 vj是连通的。如果一个图中任意两个节点都

是连通的，那么称该图是连通图(connected graph)。 

度数：在一个图中，以节点 v为端点的链路的数目称为节点 v的度数(degree)。 

平凡图：由一个孤立节点（即度数为 0 的节点）组成的图称为平凡图。 

完全图：如果一个图的每一对不同节点之间都有一条链路相连，则称该图为

完全图。 

k-点连通图：使连通图 G 成为不连通图或者平凡图所需要删除的最少节点个

数称为图 G 的点连通度。如果图 G 的点连通度不小于 k，则称图 G 是 k-点连通图。 

k-点连通分支(k-vertex-connected component)：图 G 的 k-点连通分支是 G 的

一个极大连通子图，且满足以下两条性质中的一个：1)该子图是一个 k-点连通图；

2)该子图是一个有 k 个节点的完全图。当 k = 2 时，称该子图是图 G 的 2-点连通

分支(biconnected component)；当 k = 3 时，称该子图是图 G 的 3-点连通分支

(triconnected component)。 

由定义可知，一个 2-点连通分支至少包含 2 个节点，可以是一条链路；一个

3-点连通分支至少包含 3 个节点，可以是一个三角形形状的完全图。此外，已有

图论算法[100][101]可以在线性时间内将一个连通图划分为多个 2-点连通分支以及

SPQR 分支。其中，SPQR 分支包括 3-点连通分支和环分支(cycle)
[101]。环分支中

节点度数都为 2，且各链路首尾依次相接。 

割点(cut-vertex)：如果删除连通图 G 中的一个节点（及与其相连的链路）后

使图 G 变得不连通，则称该节点是图 G 的一个割点。 

2-点割集(2-vertex cut)：如果删除连通图 G 中的一对节点{v1, v2}使得图 G 不

连通，而仅删除 v1 或 v2 都不能使图 G 变得不连通，则称{v1, v2}为图 G 的一个 2-

点割集。同时，称连接一个 2-点割集中两个节点的链路为 cut-l。 

分割节点(separation vertex)：将连通图 G 中的割点及 2-点割集中的节点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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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G 的分割节点。 

下面使用图 3.2 中的例子说明上述图论的相关概念。图 3.2 所示为一个包含

两个 2-点连通分支的连通图。其中，2-点连通分支 A 和 2-点连通分支 B 通过一个

割点 vc连接。另外，2-点连通分支 A 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一个环 C 和一个 3-点连

通分支 D。其中，环 C 和 3-点连通分支 D 通过一个 2-点割集{v1，v2}连接，而连

接 v1 和 v2 的链路为一条 cut-l。 

2-点连通分支 A 2-点连通分支 B

cut-l

3-点连通分支D

1v

2v

cv

环C

 

图 3.2 图论相关概念示例(点连通图) 

3.2.3 最紧链路性能界限值推断算法 

本节关注于在实现精度可调链路测量技术过程中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对于

一个给定监测节点部署、目标链路和端到端测量数据的网络，如何高效地推算出

这些目标链路性能指标的最紧界限值？在基于网络断层扫描的测量方法中，（可

累加的）链路性能与端到端测量数据的关系可以用一个线性方程组的形式表示。

为此，接下来本节首先简要分析一个线性方程组的求解情况及其解空间，接着描

述在计算目标链路性能界限值时方程组自由变量的选择策略。最后，综合阐述所

设计的一种有效的目标链路最紧性能界限值的推断算法。 

3.2.3.1 线性方程组的解空间 

在一个给定监测节点部署和端到端测量数据的网络中，基于断层扫描的链路

测量方法本质上通过求解一个与端到端测量数据对应的线性方程组，推算出网络

内部链路的性能与状态。为了便于分析，本节使用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在线性方

程组中对链路性能可识别性的判定。 

图 3.3 所示是一个包含 6 个节点和 9 条链路的网络拓扑，其中 v1 和 v6 被部署

为了监测节点，链路 l1,2, l3,5 和 l5,6 为目标链路（即 = {l1,2, l3,5, l5,6}）。为了识别出

万方数据



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第 3 章 基于界限值推断的链路测量技术 

26 

这些目标链路的性能，在两个监测节点之间构造了 8 条端到端的测量路径（p1-p8）。 

用 𝑥𝑖,𝑗表示链路 𝑙𝑖,𝑗  (在节点 vi与 vj之间)的性能指标值， 𝑐𝑖表示测量路径 𝑝𝑖的性能 

1v

3v

2v
4v

5v

6v

1,2 3 5 5,6, , }{ ，l ll

1 2l ，

5,6l

3 5l ，

1 1,2 2,4 4,6:p l l l

2 1,3 3 5 5,6:p l l l，

3 1,3 3,4 4,6:p l l l

4 1,2 2,4 3,4 3,5 5,6:p l l l l l

5 1,2 5 5,6:p l l l2，

6 1,3 3 5 2,5 2,4 4,6:p l l l l l，

7 1,2 2,3 3,5 5,6:p l l l l

8 1,3 2,3 2,4 4,6:p l l l l

 
  图 3.3 含有两个监测节点(v1 和 v6)的简单拓扑示例 

数据。对于可累加的链路性能指标来说，基于这些测量路径的信息，可以构建以

下的一个线性方程组： 

{
 
 
 

 
 
 
𝑥1,2 + 𝑥2,4 + 𝑥4,6 = 𝑐1                         
𝑥1,3 + 𝑥3,5 + 𝑥5,6 = 𝑐2                         
𝑥1,3 + 𝑥3,4 + 𝑥4,6 = 𝑐3                         
𝑥1,2 + 𝑥2,4 + 𝑥3,4 + 𝑥3,5 + 𝑥5,6 = 𝑐4
𝑥1,2 + 𝑥2,5 + 𝑥5,6 = 𝑐5                         
𝑥1,3 + 𝑥3,5 + 𝑥2,5 + 𝑥2,4 + 𝑥4,6 = 𝑐6
𝑥1,2 + 𝑥2,3 + 𝑥3,5 + 𝑥5,6 = 𝑐7             
𝑥1,3 + 𝑥2,3 + 𝑥2,4 + 𝑥4,6 = 𝑐8             

         公式(3.4) 

从公式(3.4)的线性方程组中，可以推算出链路 l2,3,链路 l2,4,链路 l2,5，链路 l3,4

和链路 l3,5 的性能：𝑥2,3 = (𝑐7 − 𝑐1 + 𝑐8 − 𝑐2)/2 , 𝑥2,4 = (𝑐4 − 𝑐3 + 𝑐8 − 𝑐7)/2 , 

𝑥2,5 = (𝑐5 − 𝑐1 + 𝑐8 − 𝑐2)/2 , 𝑥3,4 = (𝑐3 − 𝑐1 + 𝑐4 − 𝑐2)/2 , 和 𝑥3,5 = (𝑐6 − 𝑐5 +

𝑐7 − 𝑐8)/2。因此，基于监测节点{v1,v6}和测量路径(p1-p8)的数据信息，链路 l2,3,

链路 l2,4,链路 l2,5，链路 l3,4 和链路 l3,5 是可识别的。由于方程组(3.4)中变量

{𝑥2,3, 𝑥2,4, 𝑥2,5, 𝑥3,4, 𝑥3,5}的值是已知的，可以把这些变量移到方程组的右侧，从而

得到一个简化的线性方程组： 

                   

{
 
 

 
 𝑥1,2 + 𝑥4,6 = 𝑐1 − 𝑥2,4 = 𝑐1

′                         

𝑥1,3 + 𝑥5,6 = 𝑐2 − 𝑥3,5 = 𝑐2
′                         

𝑥1,3 + 𝑥4,6 = 𝑐3 − 𝑥3,4 = 𝑐3
′                         

𝑥1,2 + 𝑥5,6 = 𝑐4 − 𝑥2,4 − 𝑥3,4 − 𝑥3,5 = 𝑐4
′

       公式(3.5)                                  

并且方程组(3.5)可以表示成 𝐑′𝐱 = 𝐜′ 的形式，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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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𝐑′ = (

1  0   0   0   0   0   0   1   0
0  1   0   0   0   0   0   0   1
0  1   0   0   0   0   0   1   0
1  0   0   0   0   0   0   0   1

)            公式(3.6)   

 𝐱 = (𝑥1,2, 𝑥1,3, 𝑥2,3, 𝑥2,4, 𝑥2,5, 𝑥3,4, 𝑥3,5, 𝑥4,6, 𝑥5,6)
𝑻
     公式(3.7) 

  𝐜 = (𝑐1
′ , 𝑐2

′ , 𝑐3
′ , 𝑐4

′ )𝑻                 公式(3.8) 

根据线性代数的理论知识，只有当线性方程组的系数矩阵可逆（或满秩）时，

线性方程组中的所有变量才有唯一解。对于线性方程组(3.5)来说，其系数矩阵 𝐑′

（公式(3.6)）不是满秩的（即矩阵 𝐑′的秩小于 9），所以线性方程组(3.5)不可逆且

包含没有唯一解的变量，即网络中存在不可识别的链路(l1,2, l1,3, l4,6 和 l5,6)。 

在线性代数中，一个不可逆的线性方程组的解将构成一个解空间(solution 

space)，其中没有唯一解的变量可以分为自由变量(free variable)和非自由变量

(non-free variable)两类，并且每一个非自由变量可以用自由变量线性表示。具体

地，对于一个具有 n 个变量的线性方程组 𝐑𝐱 = 𝐜 来说，当其系数矩阵 𝐑 的秩为 r

时，方程中将具有(n – r)个自由变量[102]。然而，在很多时候，方程组的自由变量

组合方式可能并不唯一，甚至存在方程组中任意(n – r)个变量都是自由变量的情

况。以图 3.3 中的目标链路性能 x1,2, x3,5 和 x5,6 为例，对于没有唯一解的 x1,2 和 x5,6，

当在方程组(3.5)中选择 x4,6作为自由变量时，x1,2和 x5,6的解可以表示成如下形式： 

{
𝑥1,2 = 𝑐1

′ − 𝑥4,6         

𝑥5,6 = 𝑐2
′ − 𝑐3

′ + 𝑥4,6
                 公式(3.9) 

而当在方程组(3.5)中选择 x1,3 作为自由变量时，x1,2 和 x5,6 的解变为如下形式： 

{
𝑥1,2 = 𝑐1

′ − 𝑐3
′+𝑥1,3         

𝑥5,6 = 𝑐2
′ − 𝑥1,2                       

             公式(3.10) 

    从上述例子中可以看出，一个不可逆线性方程组的解空间在不同的自由变量

组合下，可以表示成多种不同的形式。因此，在网络目标链路性能界限值的计算

中，需要找出一种使得目标链路性能界限区间最紧的解的表示形式。下一小节将

详细阐述一种能有效解决该问题的方法。 

3.2.3.2 自由变量的选择 

一个线性方程组通常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自由变量组合方式。这促使论文在

不影响推断结果性能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减小目标链路性能界限值推断过程中自

由变量的选择范围。为了方便起见，本小节首先引入邻居变量(neighbor variable)

和相关变量(related variable)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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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3.1：在一个线性方程组中，变量 xi 的邻居变量是指与 xi 同在一个方程

的变量。 

定义 3.2：在一个线性方程组中，变量 xi 的相关变量可以是 xi 的邻居变量，

也可以是与 xi的邻居变量同在一个方程的变量。 

下面用线性方程组(3.5)来说明上述概念。对于变量 x1,2 来说，由于变量 x4,6，

x5,6 与 x1,2 同处在一个方程中，所以 x4,6 和 x5,6 是 x1,2 的邻居变量。此外，其他所有

的变量（即 x1,3, x4,6和 x5,6）都是 x1,2 的相关变量。 

注意到方程组中一个变量 xi的性能指标界限值主要受其相关变量的影响，可

以安全地将与其不相关的变量从自由变量的选择中排除掉。因此，在计算目标链

路的性能界限值时，不需要选择与目标链路不相关的变量作为自由变量。这将有

助于减小方程组中自由变量的选择范围。另一方面，网络链路的可识别性与端到

端的测量数据密切相关，而端到端测量数据的收集依赖于使用的测量路径，下面

将研究网络监测节点之间测量路径的结构特征。 

在一个给定监测节点的网络 G 中，链路可识别性可以用一个扩展图的形式来

表述。具体地，对于一个含有 κ (κ ≥ 2)个监测节点的网络 G，加入两个虚拟监测

节点(virtual monitor) 𝑚1
′和 𝑚2

′，同时每个实际监测节点(actual monitor)和虚拟监测

节点之间增加一条虚拟链路并在两个虚拟监测节点 𝑚1
′和 𝑚2

′之间也增加一条虚

拟链路，本文称新生成的拓扑图为扩展图(extended graph) Gex(如图 3.4(a)所示)。

由于原拓扑 G 中实际监测节点之间的端到端测量可以转换为扩展图 Gex中虚拟监

测节点 𝑚1
′  和 𝑚2

′之间的端到端测量（即原拓扑中的端到端测量与扩展图中的端到

端测量是一一对应的），并且相比实际监测节点之间的端到端测量，𝑚1
′  和 𝑚2

′之

间的端到端测量不会提供额外的信息，所以原网络拓扑 G 中的链路可识别性与扩

展图 Gex中的链路可识别性是一致的，从而可以关注于只包含两个监测节点(𝑚1
′和

 𝑚2
′ )的扩展图 Gex中的测量路径结构特征。 

通过将拓扑扩展图 Gex 划分为多个 SPQR 分支（即 3-点连通分支和环分支），

可以得到以下三个关于 Gex中连通分支结构方面的性质[103]： 

 监测节点 𝑚1
′  和 𝑚2

′处在同一个 3-点连通分支 T0 里； 

 注意到一个 SPQR 分支 T 的分割节点(割点或 2-点割集中的节点)决定着 T

与拓扑中其他分支的连接与否，从而对 T 中链路的识别性有着重要影响。

这里，将一个 SPQR 分支 T 中的监测节点或使得 T 至少与一个其他分支中

的监测节点分离的分割节点称为 T 的优势节点(vantage)。扩展图 Gex中的

每一个 SPQR 连通分支都只有两个优势节点。具体地，3-点连通分支 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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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势节点为 𝑚1
′  和 𝑚2

′，而其他连通分支的优势节点为其 2-点割集中的

两个节点。 

1m 2m' '

1v

3v

2v
4v

5v

virtual link

1m 2m' '

1v
5v

3v

2v
4v

1v

2v
4v

5v

1

0

2

1m 2m' '

1v

2v 4v

5v

1

0

2

(a) Gex (b) SPQR分支 (c) SPQR树
 

 图 3.4 拓扑扩展图实例 

 如果将 3-点连通分支 T0 看做根节点，其他 SPQR 分支看做普通节点，而

将两个相邻 SPQR 分支之间的 2-点割集看做连接的边，则 Gex 中所有的

SPQR 连通分支可以排列成一棵树的形状。 

为了更加清晰地说明上述关于扩展图 Gex的连接特性，本节以图 3.4(a)中的扩

展图Gex为例。图 3.4(b)所示为Gex包含的 3个 SPQR连通分支({T0,T1,T2})，图 3.4(c)

所示为与其对应的一棵 SPQR 树。其中，T0 和 T1 为 T2 的祖先分支(ancestor 

component)，T2 为 T1 的孩子分支(child component)。 

由于 Gex独特的连接性质，使得监测节点 𝑚1
′  和 𝑚2

′之间的测量路径具有相互

嵌套的结构特征，即 𝑚1
′  和 𝑚2

′之间的任意两条路径都含有一段（或多段）共同的

子路径。对于图 3.4(a) 中的路径𝑚1
′𝑣1 − 𝑣1𝑣2 − 𝑣2𝑣4 − 𝑣4𝑣5 − 𝑣5𝑚2

′ 和路径

𝑚1
′𝑣1 − 𝑣1𝑣2 − 𝑣2𝑣3 − 𝑣3𝑣4 − 𝑣4𝑣5 − 𝑣5𝑚2

′ 来说, 𝑚1
′𝑣1 − 𝑣1𝑣2和𝑣4𝑣5 − 𝑣5𝑚2

′是它

们共同的子路径。另外，随着监测节点间端到端路径长度的增加，其共同的子路

径长度也会增加。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一个 SPQR 连通分支 T 中目标链路性能界

限值的推断来说，Gex 中测量路径的嵌套结构使得可以只选择 T 及其祖先分支中

链路对应的变量作为自由变量（在 3.2.4 节将形式化证明）。相应地，论文首先可

以利用已有的裁图算法 Scalpel
[82]对扩展图 Gex中没有不可识别目标链路的连通分

支（因为可识别目标链路的性能值已唯一确定，无需再计算其性能界限值）进行

裁减，接着只需要在剩余的拓扑图中选择自由变量，这将有助于进一步减小目标

链路性能界限值推断过程中自由变量的选择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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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3 目标链路最紧性能界限值的推断流程 

首先，基于给定的网络端到端测量数据可以很容易地得到方程组中一个变量

（即一条链路性能）的自然界限区间(natural bound interval)。一个变量的自然界

限区间定义如下： 

定义 3.3：在一个线性方程组中，变量 xi的自然界限区间为[0, bi]，其中 bi是

包含 xi的端到端测量数据，即包含 xi 的方程的常数项数值。当方程组中存在多个

包含变量 xi的方程时，xi的最紧自然界限区间为[0, bmin]，其中 bmin 是所有包含 xi

的端到端测量数据中的最小值。 

基于前面两个小节（第 3.2.3.1 和 3.2.3.2 节）的分析，下面正式给出目标链

路最紧性能界限区间的推断方法。在一个给定目标链路（用集合 表示）和一组

监测节点间端到端测量数据的网络 G 中，可以按以下步骤推断出所有目标链路的

最紧性能界限值（包括上界值和下界值）： 

1) 构造网络拓扑 G 的扩展图 Gex并利用已有裁图算法[82]对扩展图 Gex进行裁

减。将裁减后剩余的图记为 Gt。 

2) 求解由给定端到端测量数据构成的线性方程组，并将可解的变量移到方程

组的右侧，从而得到一个简化的线性方程组（如公式(3.5)所示）。 

3) 计算在简化的线性方程组中每一个变量 xi的最紧自然界限区间，将其记为

TNB(xi)。 

4) 对所有目标链路的相关变量按其最紧自然界限区间的上界值进行升序排

列。依照这个顺序，找出裁减图 Gt中满足以下条件的相关变量的每一个组合（记

作 Fc）：(i) Fc中的变量可以作为方程组的自由变量；(ii) 该变量组合具有最小的

自然界限区间总长度。接着将所有符合条件的组合 Fc加入到一个候选自由变量集

合 CFV 中。 

5) 对于集合 CFV 中的每一个自由变量组合 Fc，Fc中变量的最紧自然界限区

间即为它们最终的性能界限区间。由于方程组中每一个非自由变量 xp（对应于一

条不可识别的目标链路 lp）可以用 Fc中自由变量的线性组合来表示，所以可以通

过将 Fc 中自由变量的最紧自然界限区间代入到该线性组合的方式，得到 xp 的一

个性能界限区间（记为 Bc(xp)）。然后，将 Bc(xp)和最紧自然界限区间 TNB(xi)的交

集作为变量 xp 最终的性能界限区间。 

6) 集合 CFV 中每一个自由变量组合 Fc 都会生成一个目标链路的总误差界

（用 TEBI 表示），即 𝑇𝐸𝐵𝐼 = ∑ |𝐵(𝑥𝑖)|𝑙𝑖∈ 𝐼 ，其中|B(xi)|为变量 xi 最终的性能界限

区间长度。输出 CFV 中所有自由变量组合 Fc生成的 TEBI 的最小值及其对应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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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链路性能界限值。 

除了从目标链路的相关变量和经过裁减后的图 Gt中选择自由变量外，在步骤

4 中对目标链路的相关变量进行排序，以加速目标链路最紧性能界限值的计算过

程。具体地，在步骤 5 中，只需要使用 CFV 中的第一个自由变量组合（即自然界

限区间总长度最小的自由变量组合）来计算目标链路的性能界限值。另外，当方

程组中存在多个具有最小自然界限区间总长度的自由变量组合时，步骤 6 将确保

可以获得所有目标链路的最紧性能界限值，即最小的目标链路性能总误差界。 

3.2.4 最紧链路性能界限值推断算法分析 

本节将对前文提出的目标链路最紧性能界限值推断算法的最优性进行形式

化证明。首先，对于网络拓扑扩展图 Gex 及 SPQR 树中的一个特定连通分支 T，

基于监测节点之间测量路径的嵌套结构特征，本文考虑从 T 及其祖先分支中选择

自由变量来推算 T 中目标链路的最紧性能界限值。下面定理说明了这种自由变量

选择策略的充分性。 

定理 3.1：对于 SPQR 树中的一个连通分支 T，T 及其祖先分支中的自由变量

组合将足以推导出 T 中目标链路的最紧性能界限值。 

证明：首先，根据线性代数的相关理论，可以知道当方程组自由变量的界限

区间长度变大时，得到的目标链路性能界限区间长度也会变大[103]。针对 SPQR

树中一个连通分支 T 上目标链路性能界限值的推断，基于其孩子分支 Tc的类型有

两种不同的情况。 

a) 当其孩子分支 Tc 为一个环分支时，在扩展图 Gex的两个监测节点 𝑚1
′和 𝑚2 

′

之间最多只有一条测量路径可以经过 Tc，例如：对于图 3.4(b)中的 T2来说，只有

路径 𝑚1
′𝑣1 − 𝑣1𝑣2 − 𝑣2𝑣3 − 𝑣3𝑣4 − 𝑣4𝑣5 − 𝑣5𝑚2

′ 会经过 T2。如果将这条经过 Tc的

路径测量数据加入到只包含连通分支 T 及其祖先分支的路径测量数据的线性方程

组中，为了推算出 Tc 中链路的性能界限值，至少需要在 Tc中选择|L(Tc)-2|条链路

对应的变量作为自由变量（例如图 3.4 中的 l2,3）这将增加自由变量总的界限区间

长度，从而不利于减小连通分支 T 中目标链路的性能界限区间。因此，针对连通

分支 T 的目标链路性能界限值推算，当其孩子分支 Tc 为一个环时，可以将 Tc 中

链路对应的变量从方程组自由变量的选择中排除出去。 

b) 当其孩子分支 Tc 为一个 3-点连通分支时，对于每一条（在监测节点 𝑚1
′  和

 𝑚2
′之间）经过 Tc 的路径 p，至少有一条对应的经过分支 T 的路径，并且这两条

路径在 T 上有一段共同的子路径。因此，把路径 p 的测量数据加入到只包含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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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 T 及其祖先分支（记为 G0）的路径测量数据的线性方程组中，将不会有助于

减小原线性方程组系数矩阵的秩。相反，这将会增加新线性方程组（指加入 p 后）

中自由变量的数目。此时，分别用 r1 和 r2 表示添加 p 之前线性方程组的自由变量

数目和添加 p 之后线性方程组自由变量的增加数目。在 G0 和 Tc中，有以下两种

可能的自由变量选择方式：(i) 自由变量{x1, x2, …, 𝑥𝑟1}仍然是从 G0 中选择，而自

由变量{𝑥𝑟1+1, 𝑥𝑟1+2, …, 𝑥𝑟1+𝑟2}从 Tc 中选择；(ii) 所有的自由变量{x1, x2, …, 

𝑥𝑟1+𝑟2}都是从 Tc 中选择的。对于第一种自由变量选择方式，由于 T 的目标链路仍

然可以用{x1, x2, …, 𝑥𝑟1}表示，所以其性能界限值将保持不变。对于第二种自由

变量选择方式，用{𝑥1
′ , 𝑥2

′ ,…,𝑥𝑟1
′ }表示 G0 中原来选择（指加入 p 前）的自由变量，

此时这些自由变量可以用 Tc中新的自由变量{𝑥𝑟1+1,𝑥𝑟1+2, …,𝑥𝑟1+𝑟2}来表示，基于

SPQR 树 中 测 量 路 径 的 嵌 套 结 构 特 征 ， 通 过 使 用 新 的 自 由 变 量

{𝑥𝑟1+1,𝑥𝑟1+2,…,𝑥𝑟1+𝑟2}并不会减小{𝑥1
′ , 𝑥2

′ ,…,𝑥𝑟1
′ }的界限区间总长度，从而使得由

{ 𝑥𝑟1+1 , 𝑥𝑟1+2 ,…, 𝑥𝑟1+𝑟2 } 生成的目标链路性能界限区间长度不会小于由

{𝑥1
′ , 𝑥2

′ ,…,𝑥𝑟1
′ }生成的目标链路性能界限区间长度。因此，针对连通分支 T 的目标

链路性能界限值推断，当其孩子分支 Tc 为一个 3-点连通分支时，也可以将 Tc 中

链路对应的变量从方程组自由变量的选择中排除掉。 

综合以上两种情况(情况 a 和情况 b)的分析，可以看出通过裁减网络 G 中不

相关（即没有不可识别目标链路）的连通分支以减小自由变量选择范围的方式，

不会影响推断结果的最优性。 

另一方面，在网络目标链路最紧性能界限值的推断过程中，将目标链路的相

关变量进行排序并使用总界限区间长度最小的一组自由变量来推断目标链路的

性能界限值。下面定理说明了本文提出算法的最优性。 

定理 3.2：本文提出的算法（3.2.3 节）计算出的目标链路性能界限值是从给

定的端到端测量数据中可以得到的最紧的目标链路性能界限值。 

证明：本章的算法在目标链路性能界限值的推断过程中，首先对网络拓扑 G

进行了裁减操作，其次对方程组中目标链路的相关变量进行了排序操作。基于定

理 3.1，可以看出对网络拓扑 G 的裁减操作不会影响目标链路性能界限区间推断

结果的紧密型。另外，由于更大的自由变量界限区间也会导致更大的目标链路性

能界限区间[103]，所以选择使用总界限区间最小的一组自由变量来推断目标链路性

能界限值的方式可以保证推断结果的最优性。以上结论表明了本章算法在目标链

路性能界限值推断上的最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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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新监测节点的部署算法 

当管理员在一个具有少量初始监测节点的网络中获得目标链路最紧的性能

界限值之后，一个自然的后续问题是：如果允许管理员在网络中部署额外的（即

新的）监测节点，应该把这些额外监测节点部署在哪里，以便最大程度地缩小目

标链路性能指标的界限区间。本节将提出一个有效的新监测节点的部署算法来解

决这个问题。首先，本节对目标链路性能界限值在新监测节点部署下的变化情况

进行简要分析。然后，本节详细描述新监测节点部署算法的流程和步骤。 

3.2.5.1 目标链路性能界限值的减少分析 

如第 3.2.3 节所述，通过对网络 G 及其扩展图 Gex的连通性划分，可以得到一

棵 SPQR树。在 SPQR 树中，每个 SPQR连通分支 T只包含两个优势节点 𝜇1和 𝜇2。

基于此，可以得到以下三个关于 Gex中链路可识别性的结论[36]： 

 根分支 T0 中所有的实际链路（即原拓扑 G 的链路）都是可识别的。 

 注意到一个 SPQR 分支 T 的优势节点对 T 中链路的可识别性有着重的影

响。对于一个只含有两个优势节点的 3-点连通分支 T，本文将 T 中只与一

个优势节点相连接的链路称为外部链路(exterior link)，而将不与任何优势

节点连接的链路称为内部链路(interior link)。此外，T 中所有外部链路都

是不可识别的。例如：在图 3.4(b)的 T1 中，链路 l1,2, l1,4, l2,5 和 l4,5 是不可

识别的。 

 在一个环分支 T 中，除了在优势节点 𝜇1和 𝜇2之间的链路，其他链路都是

不可识别的。 

基于以上结论，针对网络中一个新监测节点 mnew 的部署，有以下两个基本的

观察。 

观察 3.1：对于 SPQR 树中一个特定的 3-点连通分支 T，由于无论将 mnew部

署在 T 的哪个位置，都会生成相同结构的新的 SPQR 树（通过分别在 mnew 和

 𝑚1
′  , 𝑚2

′之间增加一条虚拟链路），所以将 mnew 部署在 T 的不同内部节点（即非优

势节点）上将会导致相同的链路可识别性。 

观察 3.2：由于网络中不可识别目标链路的性能界限值的减小只会受新增加

的可识别链路的影响，因此在相同的链路可识别性下目标链路的性能界限值也是

一样的。 

在一个扩展图 Gex（对应于一个给定目标链路的网络 G）中，需要确定将新

监测节点 mnew 部署在哪一个 SPQR 连通分支里。显然，在 Gex中加入一个新的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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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节点 mnew 并在 mnew 和已有监测节点 𝑚1
′  , 𝑚2

′之间增加两条虚拟链路后，将会把

原来的 SPQR 树转变成一棵新的 SPQR 树。为此，下面首先分析新监测节点的部

署会如何改变原来的 SPQR 树的结构。 

注意到将新监测节点 mnew 部署在 SPQR 树的根分支 T0 中并不会改变原来的

SPQR 树的结构，从而也不会对网络目标链路的性能界限值产生任何影响，因此

T0 将不会是 mnew 部署的候选分支。 

其次，考虑新监测节点在 SPQR 树中非根分支上的部署。根据非根分支的类

型，有两种不同的情况。第一种情况是 SPQR 树中所有的非根分支都是 3-点连通

分支。以图 3.5 所示的 SPQR 树为例，如果将新监测节点 mnew 部署在一个叶子分

支 T2（对应于子树 T0-T1-T2）中时，通过增加两条虚拟链路 𝑙𝑚1
′ ,𝑚𝑛𝑒𝑤

 和 𝑙𝑚2
′ ,𝑚𝑛𝑒𝑤

，

会使原来 T1 和 T2 上的 2-点割集不再是新的 SPQR 树上的 2-点割集，即原来 T0 与

T1 之间的连接链路以及 T1 与 T2 之间的连接链路在新的 SPQR 树上将会消失。因

此，分支 T0, T1 和 T2 将会包含在新 SPQR 树的根分支 𝑇0
′里(如图 3.5(b)所示)。此

时，T1 和 T2 里的所有链路都将变成可识别的。另一方面，如果将新监测节点 mnew

部署在一个非叶子分支T1中时，则只有分支T0和T1包含在新SPQR树的根分支 𝑇0
′

里(如图 3.5(c)所示)。此时，只有 T1 的链路会变成可识别的，即具有比将 mnew部

署在叶子分支 T2 时更少的可识别链路。因此，当 SPQR 树中所有的非根分支都是

3-点连通分支时，将新监测节点 mnew 部署在一个叶子分支任意的内部节点上可以

最大程度地减小 SPQR 树中所有目标链路性能的界限区间长度。 

1m 2m' '

0

1 4

32 5

1m 2m' '

0

1 4

32 5newm

1m 2m' '

0

1 4

32 5

newm

(a) 原来的SPQR树 (b) 将mnew部署在叶子分支T2

0
'

0
'

(c) 将mnew部署在非叶子分支T1

 

图 3.5 SPQR 树中所有非根分支是 3-点连通分支的新监测节点部署示例 

第二种情况是在原来的 SPQR 树中有一些非根分支是环。与第一种情况不同

的是，将新监测节点 mnew 部署在一棵子树的叶子分支上并不一定会使得整棵子树

都包含在新 SPQR 树的根分支 𝑇0
′ 里。以图 3.6(a)所示的 SPQR 树为例，树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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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非根分支是环，即 T1。此时，如果将新监测节点 mnew 部署在叶子分支 T2 中

时，即使在增加两条虚拟链路 𝑙𝑚1
′ ,𝑚𝑛𝑒𝑤

和 𝑙𝑚2
′ ,𝑚𝑛𝑒𝑤

后，环分支 T1 中的一些子分支

({v1, v2, v3}和{v6, v8, v9})也不会包含在新SPQR树的根分支 𝑇0
′里(如图 3.6(b)所示)。

另外，把 mnew 部署在一个环中的不同节点上也可能会造成不同的 SPQR 树结构以

及不同的链路可识别性。例如：在图 3.6(c)中，如果把 mnew 部署在环分支 T1 的节

点 v2 上，则 v1 与 v2 间的链路 l1,2 将会包含在新 SPQR 树的根分支 𝑇0
′里；而如果将

mnew 部署在节点 v7 上，则链路 l6,8 将会包含在新 SPQR 树的根分支 𝑇0
′里。因此，

当一个环分支含有目标链路时，为了最大程度地减小目标链路的性能界限区间长

度，需要选取一个合适的环中节点以用于部署新监测节点 m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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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原来的SPQR树 (b) 将mnew部署在叶子分支T2 (c) 将mnew部署在环T1

 
图 3.6 SPQR 树中有一些非根分支是环的新监测节点部署示例 

3.2.5.2 新监测节点部署算法的流程 

对于一个具有一组初始监测节点和一组目标链路的网络，本文提出一种新监

测节点的部署算法(NMPI, New Monitor Placement for Interesting Links’ Bound 

Reduction)，通过在网络中部署一个新监测节点，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小所有目标链

路性能的界限区间长度，即减少目标链路的总误差界(TEBI)。 

算法 1 给出了新监测节点部署算法的描述。算法的输入是具有一组初始监测

节点 M0 的网络拓扑 G，以及一组需要测量的目标链路 。算法的输出是一个新

监测节点的部署方式 Onew。对于一个 SPQR 连通分支（3-点连通分支或环分支）

Ti, 分别用 V(Ti)和 L(Ti)表示 Ti中所有的节点和链路，用 P(Ti)表示 Ti中的优势节

点(vantage)，以及用 Si 表示在 Ti 中供新监测节点部署的候选节点。为了表述的方

便，算法中用 TEBI(O)表示在监测节点部署方式 O 下网络目标链路的总误差界，

用∆TEBI 表示目标链路总误差界的减少量，其等于新监测节点部署前与部署后目

标链路总误差界的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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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 1 新监测节点的部署算法(NMPI)

输入: 一个具有初始监测节点M0的网络拓扑G, 目标链路集合

输出: 一个新监测节点的部署方式Onew

构造拓扑G的扩展图Gex, 利用裁图算法[82]对Gex进行裁减(生成一个裁减后的

图Gt以及一个辅助节点集合H), 最终Gt的连通分支将排列成一棵SPQR树

Δmax = 0;

TEBI(M, v) = TEBI(M) － TEBI(M∪{v});

for each STi∈ST do

if Ci = ∅ then

vm = v, v∈Si;

ΔTEBI = TEBI(M0, vm);

if ΔTEBI ＞Δmax then

Onew = {vm}, Δmax = ΔTEBI;

else

for each cycle Ti∈Ci do

if                         ∩   ≠∅ then 
1 2,( ( ) \{ })iL T l 

Si = (V(Ti)\P(Ti))∪H(Ti);

用            表示Ti的两个优势节点(vantage);
1 2
, 

vm = arg minv∈Si (TEBI(M0, v));

ΔTEBI = TEBI(M0, vm);

if ΔTEBI ＞Δmax then

Onew = {vm}, Δmax = ΔTEBI;
i

lTif      ∉ Ci then

( ) \ ( );i i

l lV T P TSi = 

vm = v, v∈Si;

ΔTEBI = TEBI(M0, vm);

if ΔTEBI ＞Δmax then

Onew = {vm}, Δmax = ΔTEBI;

( ) \ ( );i i

l lV T P TSi = 

return Onew;

1: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将SPQR树中所有的叶子分支加入到集合L={                  }, 及其对应的子树加

入到集合ST={ST1, ST2,..., STk}, 并将子树STi中的环分支加入到集合Ci={T1, 

T2,..., Tζ}

1 2
, ,...,

k

l l l
T T T2:

    基于上一节对目标链路性能界限值减少的分析，算法首先构造了拓扑 G 的扩

展图 Gex
[103]。为了减小监测节点部署的搜索空间，本文利用裁图算法[82]裁减了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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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图 Gex 中没有不可识别目标链路的连通分支（由于可识别目标链路的性能指标

可以唯一地确定，所以无需再计算其性能界限值），将裁减后的图记为 Gt。同时

为了不影响监测节点部署的性能，本文保留了裁减掉的连通分支中的部分节点，

即一个辅助节点集合 H，其中每一个辅助节点都将与一个 Gt的连通分支相关联。

最终，Gt 中的连通分支可以排列成一棵 SPQR 树的形式（第 1 行）。接着记录下

SPQR 树中所有的叶子分支以及与其对应的从根分支到叶子分支的子树，同时把

每棵子树上的环分支记录下来（第 2 行）。然后，算法依次衡量将新监测节点部

署在每棵子树上时目标链路总误差界的减少量，以得到一个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小

目标链路总误差界的监测节点部署，即最优的监测节点部署（第 3-26 行）。具体

地，在一棵子树 STi 中，如果没有任何的环分支，算法只需要计算将新监测节点

部署在 STi 叶子分支的任意一个内部节点（即非优势节点）上时，目标链路总误

差界的减少量（第 6-11 行）。否则，当 STi 中有环分支时，算法计算将新监测节点

部署在 STi 中每一个含有目标链路的环分支上时，目标链路总误差界的减少量（第

12-20 行）。需要注意的是，在一个环分支 Ti 上的候选部署节点可以是 Ti中所有的

内部节点以及与 Ti关联的辅助节点 H(Ti)（第 16 行）。同时，当子树 STi的叶子分

支 𝑇𝑙
𝑖  是一个 3-点连通分支时，算法也比较了将新监测节点部署在 STi的环分支和

一个 𝑇𝑙
𝑖内部节点上时目标链路总误差界的减少量（第 21-26 行）。最终，经过对

分别在 SPQR 树的环分支和叶子分支上部署新监测节点时目标链路总误差界减少

量的比较，算法将输出一个最优的新监测节点的部署方式 Onew（第 27 行）。 

需要说明的是，为了比较在不同候选节点上部署新监测节点时目标链路总误

差界的减少量，算法利用了已有的测量路径构造方法[103]，以构造一组最少数目的

测量路径，并基于这组测量路径的端到端数据实现对目标链路性能界限值的推断。

考虑到监测节点更换及测量路径数据收集的实际开销，算法使用网络链路性能上

界和下界的平均值来估计已有监测节点和候选节点之间测量路径的性能数据。此

外，算法应用了前文提出的最紧性能界限值推断方法（第 3.2.3 节）来计算在已

有监测节点和新监测节点部署下的目标链路总误差界，即算法 1 中 TEBI(O)的数

值。另一方面，注意到在一些真实场景中，服务提供商与网络管理员对链路性能

界限值有相对严格的要求，例如：在网络瓶颈定位与故障检测时，链路性能上下

界的差值需要在一个指定的范围内。为了满足这一要求，可能需要用到多个新的

监测节点。虽然算法 1 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在网络中部署一个新监测节点以使得目

标链路性能总误差界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小，但仍可以将其应用于最少监测节点的

部署问题，即为了满足管理员对目标链路性能总误差界减少量的需求，应该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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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最少数目的新监测节点？具体来讲，只需要迭代地使用算法 1 在网络中部署

新监测节点，直到在所有监测节点（包括初始监测节点和新监测节点）下，目标

链路性能总误差界的相对减少量不小于指定的需求值 θ，即(𝑇𝐸𝐵𝐼0 − 𝑇𝐸𝐵𝐼1)/

𝑇𝐸𝐵𝐼0 ≥ 𝜃，其中TEBI0和TEBI1分别表示在所有新监测节点部署前与部署后的目

标链路总误差界。 

3.2.6 新监测节点的部署算法分析 

本小节将对新监测节点部署算法 NMPI 的时间复杂度进行分析。由于新监测

节点部署算法在执行过程中应用了链路最紧性能界限值的推断算法，下面将首先

分析链路最紧性能界限值推断算法的时间复杂度，然后综合分析新监测节点部署

算法的时间复杂度。 

在链路最紧性能界限值的推断算法（3.2.3 节）中，为了减小线性方程组中自

由变量的选择范围，算法一方面从目标链路的相关变量中选择自由变量，另一方

面对相关变量进行排序并使用界限区间总长度最小的一个自由变量组合来推断

目标链路的性能界限值。然而，存在方程组所有变量都是目标链路的相关变量以

及所有自由变量组合的界限区间总长度都一样的情况。在一个具有 n 个变量的线

性方程组 Rx = c 中，最多有 ( 𝑛
𝑟𝑎𝑛𝑘(𝐑)

) 种自由变量的组合方式。因此，目标链路最

紧 性 能 界 限 值 推 断 算 法 的 时 间 复 杂 度 最 大 为 𝑂 ((
|𝐿(𝐺𝑡)|

𝑟𝑎𝑛𝑘(𝐑′)
))， 其 中 ，

|𝐿(𝐺𝑡)|为网络裁减后剩余的链路数目（对应线性方程组变量的数目），𝑟𝑎𝑛𝑘(𝐑′)

为简化后线性方程组（将可解的变量移到原方程组的右侧）系数矩阵的秩。 

在新监测节点部署算法 NMPI（算法 1）中，为了减小监测节点部署的搜索

空间，首先利用裁图算法对网络拓扑的无关连通分支进行了裁减，接着依次比较

了将新监测节点部署在 SPQR 树的环分支以及叶子分支上时目标链路性能界限区

间长度的减少量。因此，新监测节点部署算法的时间复杂度主要取决于拓扑裁减

和目标链路性能界限值计算所消耗的时间。在一个网络 G = (V, L)中，拓扑裁减操

作可以在线性时间内执行完成，即其时间复杂度为 𝑂(|𝑉| + |𝐿|)[82]。此外，网络 G

中的连通分支数目最多为|V|。因此，新监测节点部署算法 NMPI 的总体时间复杂

度为 𝑂(𝛼|𝑉| + |𝐿|)，其中 𝛼 为在新监测节点部署下对目标链路最紧性能界限值推

断的时间复杂度。 

3.3 性能评价 

前面两节详细地描述了网络目标链路最紧性能界限值的推断算法和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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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链路性能界限值减少量的新监测节点的部署算法。本节将利用真实的

ISP(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网络拓扑来验证新监测节点部署算法的性能，其中包

括对目标链路性能界限值的推断。首先，本节将简要介绍实验的评价方法，包括

所用的网络拓扑和实验比较的方法。然后，本节给出实验的结果。 

3.3.1 评价方法 

本节使用 Rocketfuel 项目[104]中收集的真实网络拓扑对监测节点部署算法进

行验证。这些拓扑刻画了全球多个主要 ISP 网络中核心路由器之间的物理连接情

况。为了评估不同网络拓扑对算法性能的影响，本文从 Rocketfuel 项目中选取了

4 个不同规模的拓扑。表 3.2 展示了所选取网络拓扑的主要信息，其中|L|和|V|分

别代表拓扑中链路和节点的数目，NB和 NT分别代表拓扑中 2-点连通分支和 SPQR

分支（3-点连通分支及环分支）的数目。“Avg. Node Deg.”表示拓扑中节点的平

均度数。 

表 3.2 不同 ISP 网络拓扑的参数信息 

拓扑 |L| |V| NB NT Avg. Node Deg. 

AS1755 381 172 28 65 4.43 

AS3257 404 240 142 171 3.37 

AS1221 758 318 107 136 4.77 

AS1239 2268 604 52 93 7.51 

实验评价的指标为在网络中部署一个新监测节点时目标链路性能界限区间

长度（即总误差界 TEBI）的减少量以及为了满足服务提供商与管理员对目标链

路性能界限区间长度减少量的需求，而增加的监测节点数目。在实验测试中，本

节实现并比较了以下 3 种算法： 

 最大化可识别目标链路数目的监测节点部署算法(MAIL)
[83]：该算法选择

将新监测节点部署在能够使网络中可识别的目标链路数目最多的节点上。 

 最大化所有链路性能界限区间长度减少量的监测节点部署算法

(MREB)
[103]：该算法假设网络中所有的链路都是目标链路（即需要测量性

能的链路），并将新监测节点部署在能够使所有链路性能界限区间总长度

减少量最多的节点上。为了提高算法的执行效率，本文省略了在链路性能

界限值计算时自由变量的枚举过程。 

 最大化目标链路性能界限区间长度减少量的监测节点部署算法(NMPI)：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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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为本章提出的算法（第 3.2.5 节），算法通过优化监测节点的部署，实

现对网络所有目标链路性能界限区间总长度减少量的最大化。由于网络目

标链路是可以任意指定的，相比 MREB 算法[103]，本文的算法具有更好的

灵活性和通用性。 

在每一个网络拓扑中，本文随机地选取不同数目的链路作为目标链路：

10%~100%的网络链路为目标链路。实验测量的性能为链路时延。为了量化监测

节点部署前后目标链路性能界限值的变化情况，本文给网络每条链路的时延随机

赋予一个在[1, 30]秒的数值。此外，本文在网络的每个边缘的 2-点连通分支中随

机地选择一个节点作为初始监测节点。为了更全面地验证算法性能，本文对每一

种网络设置重复进行了 100 次实验，并展示了实验结果的平均值。 

3.3.2 链路性能界限紧密性评价 

本小节首先比较了用不同算法在一个具有初始监测节点的网络中部署一个

新监测节点时目标链路性能界限区间长度的减少量，即链路性能界限紧密性的变

化。图 3.7 给出了在 4 个 ISP 网络拓扑中，随着目标链路数目的增加，不同监测

节点部署算法在所有目标链路性能界限区间总长度上的减少量（这里用目标链路

性能总误差界 TEBI 的减少量来表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在所有的网络拓扑和目标

链路设置下，相较于 MAIL 以及 MREB 两个已有算法，本文提出的算法 NMPI

始终能够减少更多的目标链路性能总误差界，即能更大程度地提高目标链路性能

界限的紧密性。例如，当网络中有 10%的链路是目标链路时，NMPI 取得的目标

链路性能总误差界减少量分别是MAIL及MREB取得的目标链路性能总误差界减

少量的 2.1~3.2 倍和 1.3~4.1 倍。同时，观察到除了 MAIL 外，所有算法取得的目

标链路性能总误差界的减少量会随着目标链路数目的增加而增加。出现这种结果

的原因主要是 MAIL 算法旨在实现可识别（即性能指标唯一确定）的目标链路数

目的最大化，然而使网络中更多目标链路变得可识别并不一定有助于提高所有目

标链路性能界限的紧密性，特别是对于目标链路数目比较少的情况。 

此外，图 3.7 的结果也表明在不同的网络拓扑中 NMPI 算法相比其他算法的性能

提升也是不一样的。例如，对于网络中所有链路都是目标链路的情况，在拓扑

AS1755 中，相比 MAIL 和 MREB，NMPI 分别能够进一步减少 157.3%和 5.1%的

目标链路性能总误差界；而在拓扑 AS3257 中，相比 MAIL 和 MREB，NMPI 分

别能够进一步减少 221.4%和 87.8%的目标链路性能总误差界。这主要是因为

AS3257 的连通性比 AS1755 的连通性更差，从而使得其链路可识别性需要依赖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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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连通分支中监测节点的部署方式。为此，一种更细粒度的拓扑结构分析（如

NMPI）比简单地最大化可识别链路数目（如 MAIL）及直接将监测节点放在 SPQR

树的叶子分支上（如 MREB），更有助于减少网络目标链路性能的总误差界。 

 

 

图 3.7 一个新监测节点部署下目标链路性能总误差界的减少量 

3.3.3 新监测节点部署开销评价 

另一方面，考虑到服务提供商与网络管理员在不同阶段对目标链路性能总误

差界的要求可能是不一样的。例如，在网络修复与升级时，往往需要尽可能准确

地知道目标链路的性能指标，即目标链路性能的总误差界尽可能小。因此，实验

还评估了为达到期望的目标链路性能总误差界减少量而需要部署的最少数目的

监测节点。本文用新监测节点部署前后目标链路性能总误差界的相对减少量 θ来

表示服务提供商与管理员的需求。图 3.8 给出了在拓扑 AS1755 和拓扑 AS3257 中，

当参数 θ从 0.2 增加到 1 时各算法需要部署的新监测节点数目。同时，网络拓扑

中有 20%的链路是目标链路。和预期的一样，随着参数 θ的增加（即目标链路性

能总误差界需要更大程度的减少），网络需要部署更多的监测节点。此外，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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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以看到算法 NMPI 在所有网络场景中添加的监测节点数目都是最少的。具体

地，相比 MAIL 和 MREB，NMPI 可以分别减少 30.8%~69.2%和 40%~66.7%的监

测节点。因此，在监测节点部署开销上，NMPI 要比 MAIL 和 MREB 少得多。这

有利于提高算法在大规模网络性能测量中的可用性。 

 

图 3.8 目标链路性能总误差界减少量不同需求(θ)下新监测节点的数目 

3.4 本章小结 

本章详细阐述了一种基于界限值推断的链路测量技术，便于服务提供商和网

络管理员在满足应用需求的情况下，实现链路测量精度与测量开销的平衡。本章

的主要创新点归结如下： 

1）本章首次研究了基于断层扫描技术的网络链路性能界限值的推断问题。

现有网络断层扫描研究工作要么旨在测量链路性能的确切值（即“0-1”式的测量），

要么旨在获得网络所有链路的性能界限值。总体上，这些已有工作是本章工作的

一个特例，即链路性能界限区间的长度为 0 或测量对象为网络的所有链路。本章

考虑了更为一般的情况，即测量对象可以是网络中任意的一组链路（即目标链路）

以及测量的是链路性能的界限值。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灵活调整测量链路范围和

对链路性能测量精度的需求，可以更好地实现测量精度与测量开销之间的平衡。 

2）本章提出了一种高效的链路性能界限值推断算法，能够在任意一个给定

监测节点部署和端到端测量数据的网络中快速地计算出所有目标链路最紧的性

能上界值和最紧的性能下界值。同时，本章形式化地证明了所提算法的最优性。 

3）本章提出了一种新监测节点的部署算法 NMPI，在网络已有监测节点的基

础上，通过增加一个新监测节点以最大程度地减少目标链路性能的总误差界以及

通过部署最少数量的监测节点以满足服务提供商与管理员对目标链路性能总误

差界减少量的需求。实验结果表明，所提算法在目标链路性能总误差界上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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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是现有最好方法的 3.2~4.1 倍。同时，在多种网络设置下，所提算法都可以显

著地减少监测节点的部署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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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基于界限值推断的路径测量技术 

4.1 需求与挑战 

前一章描述了基于界限值推断的链路测量技术，从而使运营商与管理员能够

以较小的成本计算出网络任意一组链路的性能界限值。在很多实际应用场景中，

一项网络服务可能需要多个不同网络的参与，也要通过不同区域上多条链路的共

同传输，例如远程网页访问、云服务器数据存取等。此时，网络运营商与管理员

关注的是网络端到端路径的通信状况，例如从云服务器到客户端的数据传输性能。

注意到一条网络路径通常会经过多条不同链路，而链路测量技术难以有效地推算

出整条路径的性能。为此，本章将研究基于界限值推断的路径测量技术，以较小

的测量开销，获得网络任意路径的性能界限值。 

4.1.1 网络路径监测 

随着网络功能虚拟化(Network Function Virtualization, NFV)
[18][105]技术的日益

成熟，传统专用的网络设备和中间件被一些通用的软件取代。通过在单一的物理

平台上运行不同的应用程序，可以为用户提供不同的网络功能和服务，例如：路

由器、防火墙和网络地址转换等。此外，网络切片技术[106]能够将一个物理网络划

分成多个虚拟网络，并且在不同的虚拟网络上可以运行不同类型的服务。虽然网

络功能虚拟化和网络切片技术有利于提高网络的可伸缩性，降低网络运行的成本，

但如何有效监测不同服务的端到端性能以更好地优化资源分配成为网络运营商

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此外，对网络端到端路径性能的监测也能为用户选择应用

服务提供数据支撑。 

另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在线网络性能测量工具的出现（例如：Netflix 提供

的 Fast
[107][108]和 Google 提供的 Measurementlab

[109]），互联网用户可以方便地测量

和验证其得到的网络服务质量。这也使得网络运营商与管理员更加迫切地需要对

网络端到端通信路径的性能进行监测，从而实时保证网络的服务质量，优化用户

体验，例如：客户端对视频网站访问的时延。 

4.1.2 路径性能界限值推断 

在网络关键应用性能监测及服务水平协议(SLA)满足情况的检验中，对网络

端到端路径性能界限值的推断成为了一个基本要求。注意到网络节点之间的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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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路径可能会包含多条不同的链路，基于上一章提出的链路性能界限值推断算

法，可以获得单条链路的界限值，从而可能推算出整条路径的性能界限值。例如，

对于可累加的链路性能指标，将一条路径经过的所有链路的性能界限值相加，可

以得到该路径性能的一个界限值。然而，由于一条端到端路径上可能存在性能唯

一确定的片段(即子路径)，这种简单求和的方式很容易放大路径的性能界限值，

给结果带来额外的误差。此外，近两年也有研究工作关注于对网络特定路径性能

确切值的测量[36]，通过在网络中部署一定数目的监测节点以实现对一组特定路径

性能的精确计算。然而，对于网络中未被覆盖的路径，这些工作不能提供任何有

关其性能状况的信息，这将不利于网络的综合管理与优化。 

因此，如何用尽可能少的测量成本有效地推断出网络关键服务端到端性能指

标的界限值是大规模网络测量的一个重要需求及挑战。 

4.2 设计与实现 

本节将详细阐述如何以尽量少的成本与开销实现对网络任意路径性能界限值

的测量。首先，本节给出路径性能界限值的定义，包括对网络模型的设定。然后，

本节将详细描述一种路径性能界限值的推断算法以及新监测节点的部署算法。最

后，本节将分别进行形式化的理论分析，以说明所提算法的最优性及复杂度。 

4.2.1 路径性能界限值的定义 

本文假定网络拓扑是已知并且在测量过程中是不会改变的。本文用一个无向

图 G = (V(G), L(G))来描述网络的拓扑结构，其中 V(G)和 L(G)分别表示节点集合

和链路集合。任意两个网络节点之间的连接称为路径(path)，每条路径可能包含一

条或者多条首尾相接的链路。而两个节点之间的直接连接(即不经过中间节点)称

为链路(link)。由于可以分别测量一个拓扑中不同的连通分支，本文考虑一个连通

的拓扑 G。本文假定网络中每条链路都拥有两个不同的端点并且两个节点间最多

只有一条链路。本文用 𝑙𝑖,𝑗  表示节点 vi 和节点 vj 之间的链路，同时假定一条链路

上的性能在其不同方向上是一致的，即链路𝑙𝑖,𝑗的性能（如时延和丢包率等）和链

路𝑙𝑗,𝑖的性能是一样的。在网络测量期间，链路性能将保持不变或其统计特征是相

对稳定的。注意到网络节点间通常存在许多不同形式的端到端路径（其数量可能

随网络规模呈指数级增长），将需要测量的路径（即目标路径）的集合记为 。

为了提高测量的灵活性，集合 可以包含运行了网络关键服务的路径（如网关与

服务器间的传输路径），也可以是管理员或用户任意指定的一组路径。基于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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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的网络测量，首先需要将网络中的部分节点部署为监测节点，接着监测节点

之间可以沿着一组特定的测量路径发送和接收探测包，从而获得这些测量路径的

性能数据。随着路由可控性的提高，本文假定一个监测节点可以控制探测包的路

由，使得探测包经过一条不含环路的路径（即不经过重复节点的路由）到达另一

个监测节点。 

对于可累加的链路性能指标（如时延和取对数后的丢包率），监测节点之间

一条测量路径的观测数据等于该路径经过的所有链路性能指标的总和。基于多条

测量路径的观测数据，可以构建一个线性方程组，其中方程组的未知量是单条链

路的性能指标，已知的常数项是从监测节点上观测到的端到端路径性能数据。当

可以从在一种监测节点部署下构建的线性方程组中求解出一条链路 𝑙𝑖 性能指标

的唯一解，称链路 𝑙𝑖 在该监测节点部署下是可识别的(identifiable)，或者说该监测

节点部署方式能够实现链路 𝑙𝑖的可识别性(identifiability)。同理，如果一条路径 pi

上链路性能指标的总和可以由方程组唯一地确定，称路径 pi是可识别的，否则称

路径 pi为不可识别的(unidentifiable)。对于不可识别的路径，已有研究工作将不会

提供任何有关其性能状况的信息。相反，基于本章提出的方法，可以得到不可识

别路径的性能界限区间（包括上界值和下界值）。与上一章链路性能界限值相似

的是，为了衡量路径性能界限区间的紧密程度，本文将一条目标路径性能指标的

误差界(error bound)定义为其性能上界值和性能下界值的差值，即其性能界限区间

的长度。对于可识别的路径，其性能界限区间中的上界值与下界值是相同的，即

可识别路径的性能误差界等于 0。相应地，目标路径的总误差界(TEBP, Total Error 

Bound of Interesting Paths)等于所有目标路径误差界的总和。 

下面用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网络路径性能界限值的计算问题。图 4.1 所示是

一个包含 7 个节点和 11 条链路的网络拓扑，其中 v3和 v4为两个部署的监测节点，

路径
1
= l1,3l3,6l6,7l7,4 (在节点 v1 和 v4 间)，路径

2
= l1,2 l2,4 l4,7(在节点 v1 和 v7 间)和

路径
3
= l3,5l5,6 (在节点 v3 和 v6 间 )的性能是管理员关注的，即目标路径

1 2 3
={ , , }。用 𝑥𝑖,𝑗表示链路 𝑙𝑖,𝑗  (在节点 vi 与 vj 之间)的性能指标， 𝑐𝑖表示测

量路径 𝑝𝑖的性能数据。假设网络链路性能（如时延）值分别为：{x1,2 = 1, x1,3 = 7, 

x1,4 = 1, x2,3 = 1, x2,4 = 7, x3,4 = 1, x3,5 = 2, x3,6 = 1, x4,7 = 4, x5,6 = 2, x6,7 = 1}。需要说明

的是，这些链路的性能在网络测量前是未知的，只有通过收集监测节点之间端到

端测量路径的性能数据，才可能推断出单条链路的性能。 

从监测节点 v3发出的一组探测包，可以沿着不同的路由路径到达监测节点 v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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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网络链路性能界限值推算示例 

图 4.1 中列出了一组可能的测量路径(p1-p6)以及由这些测量路径信息构成的线性

方程组。在该线性方程组中，只能推算出链路 l1,2 的性能值： 

                    𝑥1,2 =
𝑐3−𝑐1−𝑐2+𝑐4

2
                      公式(4.1) 

因此，基于测量路径 p1-p6 的数据信息，网络中只有链路 l1,2是可识别的，并

且所有的目标路径都是不可识别的。但是，对于这些不可识别的目标路径，基于

本章提出的性能界限值推断算法，可以获得其性能（用 ( )
i

c 表示目标路径
i
的性

能）界限区间：
1

( ( ))=B c [6, 14]，
2

( ( ))=B c [1, 15]和
3

( ( ))=B c [0, 9]。此时，所

有目标路径
1 2 3

{ , , }的性能总误差界为 31 = (14−6) + (15−1) + (9−0)。 

从图 4.1 的例子中可以看到，监测节点部署和端到端测量数据对网络路径的

可识别性及路径性能界限值的计算具有重要的影响。为了更加全面地实现对网络

路径性能界限值的监测，本章考虑并解决了以下两个关键问题： 

 目标路径性能界限值的计算：在一个给定监测节点部署和监测节点间端到

端测量数据的网络中，如何有效地计算出一组目标路径性能指标的最紧界

限值（包括最紧的上界值和下界值）？ 

 新监测节点的部署：在一个给定初始监测节点和一组目标路径的网络中，

如何通过部署新的监测节点以最大程度地提高目标路径性能界限区间的

紧密性，即减小目标路径性能界限区间的长度？ 

下面将对上述两个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分别提出高效的解决方法。同时，

本章将对算法的有效性以及复杂度进行形式化分析。 

4.2.2 最紧路径性能界限值推断算法 

本节关注于目标路径性能界限值的推算问题，即通过网络监测节点间一组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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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端的测量数据，有效地推算出所有目标路径最紧的性能界限值。在基于网络断

层扫描的测量方法中，可以通过一个线性方程组的方式将网络内部性能状态与端

到端测量数据联系起来。而目标路径性能指标的计算依赖于对线性方程组的求解。

因此本节首先对目标路径性能在方程组的求解情况（即可识别性）进行分析，从

而为路径性能界限值推断算法的设计提供参考。接着本节提出了一种可识别子路

径的判定方法。最后，综合阐述了目标路径最紧性能界限值的推断算法。 

4.2.2.1 线性方程组中目标路径的可识别性 

在一个给定监测节点和端到端测量数据的网络中，基于网络断层扫描的测量

方法本质上通过求解一个由端到端测量数据构成的线性方程组，推算出网络内部

链路和路径的性能状态。为了便于对算法设计的描述，本节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

说明在线性方程组中路径性能的求解情况。 

3v

4v

5v

6v

1 2, }{ 

1
2

1 3,1 1,2 2,4:p l l l

2 3,2 2,4:p l l

3 3,5 5,6 6,4:p l l l

4 3,6 6 5 5,4: ，p l l l

5 3 5 5,4: ，p l l

6 3,6 6,4:p l l

1v

2v

 
图 4.2 含有两个监测节点(v3 和 v4)的简单拓扑示例 

图 4.2 所示是一个包含 6 个节点和 10 条链路的网络拓扑，其中 v3和 v4为监

测节点，路径
1
= l4,2 l2,3 l3,5l5,6 (在节点 v4 和 v6 之间)和路径

2
= l5,3 l3,1 l1,2 l2,4l4,6 (在

节点 v5 和 v6 之间)为两条目标路径。为了计算出目标路径的性能，假设在监测节

点 v3 和 v4 之间测量了 6 条端到端的路径(p1-p6)。用 𝑥𝑖,𝑗表示链路 𝑙𝑖,𝑗的性能数值及

用 𝑐𝑖表示测量路径 𝑝𝑖的性能数据。对于可累加的链路性能，基于这些测量路径的

数据信息，可以构建以下的一个线性方程组： 

      

{
  
 

  
 
𝑥3,1 +𝑥1,2 + 𝑥2,4 = 𝑐1 
𝑥3,2 + 𝑥2,4 = 𝑐2             
𝑥3,5 + 𝑥5,6 + 𝑥6,4 = 𝑐3
𝑥3,6 + 𝑥6,5 + 𝑥5,4 = 𝑐4
𝑥3,5 + 𝑥5,4 = 𝑐5            
𝑥3,6 + 𝑥6,4 = 𝑐6            

                 公式(4.2) 

从上面的方程组中，可以推算出链路 l5,6 的性能：𝑥5,6 = (𝑐3 + 𝑐4 − 𝑐5 − 𝑐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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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基于监测节点{v3, v4}和测量路径(p1-p6)的信息，只有链路 l5,6是可识别的。

尽管如此，从公式(4.2)的线性方程组中，仍可以确切地推算出目标路径
2
的性能： 

2 1 3 4 5 6
( )=c ( ) 2c c c c c                  公式(4.3) 

从上述例子中，对网络路径性能的可识别性有以下三个重要的观察： 

观察 4.1：要获得一条路径的性能，没有必要测得该路径上每条链路的性能。

换句话说，要实现一条路径的可识别性，并不一定要求该路径上每条链路都是可

识别的。例如，在图 4.2 所示的网络中，可识别的目标路径
2
上的所有链路都是

不可识别的。 

观察 4.2：要获得一条路径的性能，可能需要测量一些不在该路径上的链路，

即监测节点间端到端的测量可能包含一些不在该路径上的链路。例如，对于图 4.2

的目标路径
2
，其性能测量涉及了不在

2
上的链路 l3,6，l5,4 和 l5,6（如公式(4.3)

所示）。 

观察 4.3：对于一条不可识别的路径，在该路径上仍可能存在一些可识别的

链路或子路径。例如，在图 4.2 的网络中，虽然目标路径
1
是不可识别的，但在

1

上的链路 l5,6 和子路径 l4,2l2,3 (通过测量数据 c2)都是可识别的。
  

当一条链路（或子路径）在给定的一组端到端测量数据下是可识别的，那么

其性能界限值是确定的，即上界值和下界值等于同一个数。直观上，对于目标路

径性能界限值的推导，可以首先计算出该路径上所有链路的界限值，然后将这些

链路界限值累加起来就可以获得该路径整体的界限值。然而，由于一条不可识别

的目标路径也可能包含一些可识别的子路径，而可识别的子路径的界限值是确定

的，所以这种简单累加链路界限值的计算方法很容易生成松弛的路径界限值。相

反，如果可以在一条目标路径上找出尽可能多的可识别链路和子路径，则该条目

标路径的界限值将相对确定，这将有利于减小目标路径性能的误差界。 

不幸的是，现有大多数方程求解器（如高斯消元）旨在计算单个变量的解，

即网络链路的性能指标值。一条目标路径通常包含多条链路，而为了推断一条路

径的性能，可以不必计算出该路径上所有链路的性能（观察 4.1）。因此，如何找

出目标路径上可识别的子路径成为了目标路径最紧性能界限值推断的关键问题。

接下来，本节将针对该问题提出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法。 

4.2.2.2 可识别子路径的判定 

一般来说，一条路径
i
上可能含有大量的子路径（长度从 1 到|

i
|），依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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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每一条子路径可识别性的方式将会带来很大的计算开销。这促使本文在不损失

最优性的前提下，尽量减小目标路径性能界限值推断过程中对其子路径可识别性

判定的范围。 

在网络断层扫描中，除了收集的端到端测量数据外，监测节点的位置对路径

的可识别性也具有重要影响。根据路径可识别性在网络拓扑和监测节点部署方面

的充要条件[36]，在一种不恰当的监测节点部署下，无论收集的端到端数据形式，

一条路径都将是不可识别的。因此，在目标路径的子路径可识别性的判定中，可

以首先排除在给定监测节点下不可识别的子路径。对于图 4.2 中的目标路径
1
，

由于其子路径 l2,3l3,5l5,6在监测节点 v3 和 v4 下是不可识别的[36]，因此不需要检测该

子路径在给定端到端测量数据下的可识别性。 

基于路径可识别性条件[36]，可以首先从监测节点部署的角度找出目标路径上

所有可识别的子路径。这些子路径将作为端到端测量数据下可识别性判定的候选

子路径(candidates)，将其用集合 表示。另一方面，路径性能指标的推算也依赖

于监测节点间端到端的测量数据。因此，本文还需要检测候选子路径在与端到端

测量数据对应的线性方程组中的可识别性，即在线性方程组中是否有唯一解。下

面将对这个问题进行详细的分析。 

在一个线性方程组 𝐑𝐱 = 𝐜 中，可以使用包含测量矩阵（即系数矩阵）R 和测

量路径数据 c 的增广矩阵(augmented matrix)来表示从监测节点上收集的端到端测

量信息。对于公式(4.2)的线性方程组，当 x = (x1,2, x1,3, x2,3, x2,4, x3,4, x3,5, x3,6, x4,5, x4,6, 

x5,6)
T，其增广矩阵 �̅� 为 

 

其中前面 10 列为方程组(4.2)中测量矩阵 R 的元素，最后一列为 6 条测量路径的

数据。 

在线性代数中，为了获得方程组变量的解及系数矩阵的秩，通常将方程组的

增广矩阵转换为最简行阶梯矩阵的形式。对于公式(4.4)中的增广矩阵，其最简行

阶梯矩阵为 

公式(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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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𝑐3
′ = (𝑐3 − 𝑐4 + 𝑐5 + 𝑐6)/2 ,  𝑐4

′ = 𝑐6 , 𝑐5
′ = (𝑐4 + 𝑐5 − 𝑐3 − 𝑐6)/2和𝑐6

′ = (𝑐3 +

𝑐4 − 𝑐5 − 𝑐6)/2。根据公式(4.5)中的最简行阶梯矩阵，可以直接判断在方程组(4.2)

中只有一个变量有唯一解（即 x5,6）且测量矩阵 R 的秩等于 6。 

为了从监测节点间端到端测量数据中唯一地确定一条目标路径（或子路径）

的性能，在与端到端测量数据对应的线性方程组中该条路径（或子路径）需要能

够用已有的测量路径线性表示，即该条路径（或子路径）与已有测量路径是线性

相关的。因此，可识别目标路径（或子路径）判定的基本策略是分析目标路径（或

子路径）与已有测量路径之间的线性相关性。为此，本文迭代地将给定监测节点

部署下的每条候选子路径 spi (在集合 里)加入到与端到端测量数据对应的线性

方程组中，此时子路径 spi的性能指标 c(spi)是未知的。接着计算新线性方程组（即

加入一条候选子路径 spi 后）的增广矩阵的最简行阶梯矩阵。通过比较原方程组

测量矩阵的秩与新方程组测量矩阵的秩，可以判定候选子路径
i
和已有测量路

径的线性相关与否。具体来说，如果新方程组测量矩阵的秩等于原方程组测量矩

阵的秩，那么候选子路径 spi与已有测量路径是线性相关的，此时候选子路径 spi

的性能指标可以由已有测量数据推断出来，即 spi 在给定的端到端测量数据下是

可识别的。否则，候选子路径 spi 与已有测量路径是线性无关的，此时将不能从

已有测量数据中推断出候选子路径 spi的性能指标。 

对于图 4.2 中的监测节点部署及端到端测量路径（p1-p6），在把目标路径
2
=

l5,3 l3,1 l1,2 l2,4l4,6 加入到方程组(4.2)中后，可以得到以下的一个新增广矩阵： 

 

另外，公式(4.6)中增广矩阵的最简行阶梯型矩阵为 

公式(4.5) 

公式(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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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𝑐3
′ = (𝑐3 − 𝑐4 + 𝑐5 + 𝑐6)/2 ,  𝑐4

′ = 𝑐6 , 𝑐5
′ = (𝑐4 + 𝑐5 − 𝑐3 − 𝑐6)/2 , 𝑐6

′ = (𝑐3 +

𝑐4 − 𝑐5 − 𝑐6)/2及  '

2 2 1
( ) ( )c c c − 𝑐3

′。 

    从公式(4.7)中的最简行阶梯矩阵，可以看出新方程组中测量矩阵（阶梯型矩

阵的前 10 列）的秩等于 6，其等于原方程组中测量矩阵的秩（如公式(4.5)所示）。

因此，在给定的端到端测量数据下目标路径
2
是可识别的，并且其性能指标值

2
( )c = 𝑐1 + 𝑐3

′ = 𝑐1 + (𝑐3 − 𝑐4 + 𝑐5 + 𝑐6)/2。 

    另一方面，为了加速目标路径上对子路径可识别性的判定过程，可以首先按

照子路径的长度对集合 中的候选子路径进行降序排列。根据排列的顺序，依次

检测每条候选子路径的可识别性。通过对各子路径上链路的计数，对于一条新的

子路径 spi，只有当已判定为可识别的子路径都不包含 spi时，才将子路径 spi加入

到线性方程组中以检测其可识别性，从而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子路径检测。 

4.2.2.3 目标路径最紧性能界限值的推断流程 

从性能可识别性来看，在给定的端到端测量数据下，一条网络目标路径上有

两种类型的子路径（及链路）：可识别的子路径（及链路）和不可识别的子路径

（及链路）。在完成对子路径可识别性的判定后，可以找到目标路径上所有可识

别的子路径及链路，而剩余的子路径及链路是不可识别的。由于可识别子路径和

链路的性能界限值是确定性的（即其上界值等于其下界值），为了推算出目标路

径最紧的性能界限值，只需要推算目标路径上不可识别子路径和链路的最紧性能

界限值。 

对于链路性能界限值的推断问题，本文在上一章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法，

能够基于网络中给定的一组监测节点和端到端测量数据，获得所有目标链路性能

的最紧上界值和最紧下界值。通过将目标路径中不可识别子路径上的链路作为一

组目标链路，可以利用上一章的方法（3.2.3 节）推算出这些目标链路的性能界限

值。简单地说，目标链路最紧性能界限值推断算法通过选取目标链路的相关变量

以及对网络拓扑扩展图 Gex 进行裁减的方式，以缩小方程组中自由变量的选取范

公式(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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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从而提高了目标链路界限值的计算效率。下面将给出网络目标路径最紧性能

界限值推断的具体流程。 

对于链路性能界限值的推断，基于给定的端到端测量数据可以得到一条链路

性能（即一个变量）的自然界限区间(natural bound interval)。 

定义 4.1：在一个线性方程组中，一个变量 xi的自然界限区间为[0, ci]，其中

ci为包含 xi的端到端测量数据，即包含 xi 的方程的常数项。如果方程组中存在多

个包含变量 xi的方程，则 xi 的最紧自然界限区间为[0, cmin]，其中 cmin 是所有包含

xi的端到端测量数据中的最小值。 

对于一个给定目标路径（用集合 表示）及监测节点间端到端测量数据的网

络 G，可以用以下步骤推导出所有目标路径的最紧性能界限值： 

1) 确定在给定的监测节点下每条目标路径
i
上可识别的子路径并把其加入

候选集合
i
，接着用第 4.2.2.2 节提出的方法判定每条候选子路径在端到端测量数

据下的可识别性并把可识别的子路径加入到集合
i
。 

2) 构造网络拓扑 G 的扩展图 Gex
[103]，接着将目标路径上不可识别的子路径

上的链路视为一组目标链路并利用裁图算法[82]对扩展图 Gex 中不相关的分支进行

裁减。将裁减后剩余的图记为 Gt。 

3) 求解由给定端到端测量数据构建的线性方程组，并将可解的变量移到方程

组右侧的常数项中，可以得到一个简化的线性方程组。接着计算简化线性方程组

中每一个变量 xi的最紧自然界限区间并把其记为 TNB(xi)。 

4) 对所有目标链路在线性方程组中的线性相关变量按其最紧自然界限区间

的上界值进行升序排列。按照这个顺序，找出裁减图 Gt 中满足以下条件的每一个

线性相关变量的组合（记作 Fc）：(i) Fc中的变量可以作为方程组的自由变量；(ii) 

该变量组合具有最小的自然界限区间总长度。接着将所有符合条件的 Fc加入到一

个候选的自由变量集合 CFV 中。 

5) 对于集合 CFV 中的每一个自由变量组合 Fc，Fc中变量的最紧自然界限区

间即为它们最终的界限区间。由于方程组中每一个非自由变量 xp（对应于一条不

可识别的目标链路 lp）可以由 Fc 中的自由变量线性表示，通过将 Fc 中自由变量

的最紧自然界限区间代入到该线性表示，将获得 xp 的一个性能界限区间（记为

Bc(xp)）。接着将 Bc(xp)和最紧自然界限区间 TNB(xi)的交集作为 xp 最终的性能界限

区间。最后，通过将每一条目标路径
i
上可识别子路径（在集合

i
中）的性能

指标值与不可识别链路的性能界限区间相累加，将获得目标路径
i
最终的性能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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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区间 ( ( ))
i

B c 。 

6) 集合 CFV 中的每一个自由变量组合 Fc都会生成一个目标路径的总误差界

（用 TEBP 表示），即


 | ( ( ))|
i

i
TEBP B c ，其中| ( ( ))|

i
B c 为目标路径

i
最终

的性能界限区间长度。输出 CFV 中所有自由变量组合 Fc生成的 TEBP 的最小值

及其对应的目标路径性能界限值。 

与目标链路性能界限值推断类似，本文在步骤 4 中对目标路径上不可识别链

路的相关变量进行排序，从而加快对目标路径性能界限值的推断。接着本文在步

骤 5 中使用 CFV 中第一个自由变量组合（即自然界限区间总长度最小的组合）来

计算目标路径上不可识别链路的界限值。当存在多个具有最小自然界限区间总长

度的自由变量组合时，步骤 6 确保本文可以获得所有目标路径的最紧性能界限值。 

4.2.3 最紧路径性能界限值推断算法分析 

在上一节提出的网络目标路径性能界限值的推断算法中，本文首先从监测节

点部署和端到端测量的角度对目标路径及其子路径的可识别性进行了判定，找出

了目标路径上可识别的子路径。接着，将目标路径上不可识别子路径上的链路（即

不可识别的链路）作为目标链路，并利用上一章提供的目标链路性能界限值推断

算法计算这些目标链路的界限值。最后通过累加目标路径上可识别子路径的性能

值以及不可识别子路径的界限值，得到整条路径的界限值。下面定理说明了所提

目标路径性能界限值推断算法的最优性。 

定理 4.1：本章提出的算法（4.2.2 节）推算出的目标路径性能界限值是从给

定的端到端测量数据中可以得到的最紧的目标路径性能界限值。 

证明：基于现有路径可识别性条件的充分性[36]，本章提供的可识别子路径的

判定方法可以找到目标路径上所有的可识别子路径并计算出其确切的性能指标

值（4.2.2.2 节）。对于目标路径上不可识别的子路径和链路，根据上一章的定理

3.2，所提算法可以获得这些不可识别子路径和链路的最紧性能界限值。因此，通

过对目标路径上可识别子路径的性能值及不可识别子路径最紧界限值的累加，将

可以推算出目标路径最紧的性能界限值。 

4.2.4 新监测节点的部署算法 

在推算出一个具有少量初始监测节点的网络中目标路径的性能界限值后，随

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如果允许管理员在网络中部署一个额外的监测节点，应该

把这个新监测节点部署在哪里，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小目标路径性能界限区间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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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即误差界）。本节将提出一种新监测节点的部署算法以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

本节首先对网络目标路径界限区间的变化情况进行分析。然后，本节给出新监测

节点部署算法的主要流程。 

4.2.4.1 目标路径性能界限值的减少分析 

在初始监测节点部署下，目标路径上通常存在一些可识别的子路径及链路。

对于可识别的子路径及链路，其性能界限值是确定性的。因此，为了减小目标路

径的界限值，只需要减小目标路径上不可识别子路径及链路的界限值。由于不可

识别子路径及链路界限值的减少只会受新增加的可识别路径及链路的影响，本节

首先研究在一个新监测节点部署下网络 G 中路径和链路可识别性的变化情况。 

为了便于分析，本文将网络原拓扑 G 转换成扩展图 Gex的形式。具体地，对

于一个含有 κ (κ ≥ 2)个监测节点的网络拓扑 G，首先在 G 中引入两个虚拟监测节

点 𝑚1
′  和 𝑚2

′，然后在每个实际监测节点和每个虚拟监测节点之间增加一条虚拟链

路并在两个虚拟监测节点之间也增加一条虚拟链路，将可以得到拓扑 G 的扩展图

Gex。由于原网络拓扑 G 的路径（及链路）可识别性与扩展图 Gex的路径（及链路）

可识别性是相同的，所以可以关注于只包含两个监测节点{𝑚1
′ , 𝑚2

′ }的扩展图 Gex

中的路径（及链路）可识别性。通过将拓扑扩展图 Gex划分为多个 SPQR 分支（即

3-点连通分支和环分支），可以将 Gex中的所有分支排列成一棵树的形状，即 SPQR

树[36]。同时，在一棵 SPQR 树中，根分支（即包含监测节点𝑚1
′  和 𝑚2

′的 SPRQ 分

支）的所有实际链路都是可识别的。 

在一个扩展图 Gex（对应于一个给定目标路径 的网络 G）中，首先需要确

定应该把新监测节点 mnew 部署在哪一个 SPQR 分支上。在 Gex中加入一个新的监

测节点 mnew 并在 mnew 和已有监测节点 𝑚1
′  , 𝑚2

′之间增加两条虚拟链路后，将会把

Gex 原来对应的 SPQR 树转变成一棵新的 SPQR 树。为此，下面分析新监测节点

的部署会如何改变 SPQR 树的结构以及影响网络路径和链路的可识别性。 

与目标链路性能界限值的减少分析类似，由于把新监测节点 mnew 部署在

SPQR 树的根分支 T0 中不会改变原来 SPQR 树的结构，从而也不会影响网络路径

和链路的性能界限值，因此 T0 将不会是 mnew 部署的候选分支。对于新监测节点

在 SPQR 树中非根分支上的部署，根据包含的非根分支类型，有两种可能的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 SPQR 树中所有的非根分支都是 3-点连通分支。以图 4.3 所示的

SPQR 树为例，如果将新监测节点 mnew 部署在一个叶子分支 T3（对应于子树

T0-T1-T2-T3）上时，增加两条虚拟链路 𝑙𝑚1
′ ,𝑚𝑛𝑒𝑤

 和 𝑙𝑚2
′ ,𝑚𝑛𝑒𝑤

后，将会使分支 T0, 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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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 和 T3 包含在新 SPQR 树的根分支 𝑇0
′ 里(如图 4.3(b)所示)。此时，分支 T1, T2 和

T3 里的所有路径及链路都将变为可识别的。相反，如果将新监测节点 mnew 部署在

一个非叶子分支 T2 上时，则只有分支 T0, T1 和 T2 包含在新 SPQR 树的根分支 𝑇0
′ 里

(如图 4.3(c)所示)。此时，只有 T1 和 T2 中的路径和链路会变为可识别的。可以看

出，当 SPQR 树中所有非根分支都是 3-点连通分支时，将新监测节点 mnew 部署在

一个叶子分支的任意节点上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小 SPQR 树中所有目标路径的性能

界限区间。 

1m 2m' '

0

1 5

43

6

1m 2m' '

0

1 5

43
newm

1m 2m' '

0

1 5

0
'

0
'

2 6

43

622 newm

 

(a) 原来的 SPQR 树   (b) 将 mnew部署在叶子分支 T3    (c) 将 mnew 部署在非叶子分支 T2 

图 4.3 SPQR 树上所有非根分支是 3-点连通分支的新监测节点部署示例 

第二种情况是在原来的 SPQR 树中有一些非根分支是环。不同于第一种情况，

将新监测节点 mnew 部署在一棵子树的叶子分支上并不一定能使整棵子树都包含

在新 SPQR 树的根分支 𝑇0
′里。以图 4.4(a)所示的 SPQR 树为例，树中存在一个非

根的环分支 T1，且该分支上存在一条目标路径 l2,1l1,9l9,8l8,6。此时，如果将新监测

节点 mnew 部署在叶子分支 T2 时（如节点 v5），即使在增加两条虚拟链路 𝑙𝑚1
′ ,𝑚𝑛𝑒𝑤

和

 𝑙𝑚2
′ ,𝑚𝑛𝑒𝑤

后，环分支 T1 中的一些子分支({v1, v2, v3}和{v6, v8, v9})也不会包含在新

SPQR 树的根分支 𝑇0
′里(如图 4.4(b)所示)。另外，把 mnew 部署在一个环分支的不

同节点上也可能会造成不同的 SPQR 树结构以及不同的路径可识别性。例如：在

图 4.4(c)中，如果把mnew部署在T1的节点 v2上，则子路径 l2,1l1,9将会包含在新SPQR

树的根分支 𝑇0
′里；而如果将 mnew 部署在节点 v7 上，则子路径 l1,9 和 l6,8 将会包含

在新 SPQR 树的根分支 𝑇0
′里。因此，当一个环分支含有目标路径（或目标路径的

子路径）时，为了最大程度地减小目标路径的性能界限区间，需要选取一个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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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中节点以部署新的监测节点 mnew。 

 

  (a) 原来的 SPQR 树     (b) 将 mnew部署在叶子分支 T2       (c) 将 mnew部署在环分支 T1 

图 4.4 SPQR 树上有一些非根分支是环的新监测节点部署示例 

4.2.4.2 新监测节点部署算法的流程 

基于上一节对目标路径性能界限值减少的分析，本节将正式提出一种新监测

节点的部署算法(MPIP, New Monitor Placement for Bound Reduction of Interesting 

Paths)，通过在网络中部署一个新监测节点，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小所有目标路径

的性能界限区间总长度，即减少所有目标路径的总误差界(TEBP)。 

算法 1 给出了新监测节点部署算法 MPIP 的具体流程。算法的输入是含有一

组初始监测节点 M0 的网络拓扑 G，以及一组需要测量的目标路径 。算法的输

出是一个新监测节点的部署Onew。对于一个SPQR连通分支Ti , 分别用V(Ti)和L(Ti)

表示 Ti中的节点集合和链路集合，用 R(Ti)表示 Ti中的优势节点(vantage)集合，以

及用 Fi表示 Ti中供新监测节点部署的候选节点。此外，算法中用 TEBP(O)表示在

监测节点部署 O 下目标路径性能的总误差界，用∆TEBP 表示目标路径总误差界的

减少量，其等于新监测节点部署前与部署后目标路径总误差界的差值。 

算法 MPIP 首先构造了拓扑 G 的扩展图 Gex
[36]。为了减小网络监测节点部署

的搜索空间，本文将在已有监测节点 M0 下目标路径不可识别的子路径上的链路

视为一组目标链路，并利用裁图算法[82]对扩展图 Gex 中没有不可识别目标链路的

连通分支进行裁减，将裁减后的图记为 Gt。同时为了不影响监测节点部署性能，

本文保留了裁减的连通分支中的部分节点，即一个辅助节点集合 H。最终，Gt中

的连通连通分支将排列成一棵 SPQR 树（第 1 行）。接着算法 MPIP 记录了 SPQR

树的叶子分支以及与其对应的子树（从根分支到叶子分支），同时记录了每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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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 1 新监测节点的部署算法(MPIP)

输入: 一个具有初始监测节点 M0 的网络拓扑G, 目标路径集合

输出: 一个新监测节点的部署方式Onew

构造拓扑G的扩展图Gex ,  将Gex中在初始监测节点M0下不可识别的子路径 

上的链路视为目标链路并利用裁图算法[82]对Gex进行裁减(生成一个裁减后的图 

Gt 以及一个辅助节点集合H), 最终 Gt 的连通分支将排列成一棵SPQR树

Δmax = 0;

TEBP(M0, v) = TEBP(M0) － TEBP(M0∪{v});

for each STi∈ST do

将SPQR树中所有的叶子分支加入到集合L={                 }及其对应的子树加入

到集合ST={ST1, ST2,..., STk}, 并将子树STi中的环加入到集合Ci={T1, T2,..., Tζ }

1 2
, ,...,

k

l l l
T T T

if Ci = ∅ then

vm = v, v∈Fi;

ΔTEBP = TEBP(M0, vm);

if ΔTEBP ＞Δmax then

Onew = {vm}, Δmax = ΔTEBP;

else

for each cycle Ti∈Ci do

if                         ∩    ≠ ∅ then 
1 2,( ( ) \{ })iL T l 

v∈Fi , Fi = (V(Ti)\R(Ti))∪H(Ti);

用            表示Ti的两个优势节点(vantage);
1 2
, 

find vm = arg maxv TEBP(M0, v) over

ΔTEBP = TEBP(M0, vm);

if ΔTEBP ＞Δmax then

Onew = {vm}, Δmax = ΔTEBP;
i

lTif      ∉ Ci then

( ) \ ( );i i

l lV T R TFi = 

vm = v, v∈Fi;

( ) \ ( );i i

l lV T R TFi = 

return Onew;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ΔTEBP = TEBP(M0, vm);

if ΔTEBP ＞Δmax then

Onew = {vm}, Δmax = ΔTEBP;

树上的环分支（第 2 行）。然后，算法依次计算将新监测节点部署在不同子树上

万方数据



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第 4 章 基于界限值推断的路径测量技术 

59 

时目标路径总误差界的减少量，从而获得一种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目标路径总误

差界的监测节点部署（第 3-25 行）。具体来讲，在一棵子树 STi 中，如果没有任

何的环分支，算法只需要计算将新监测节点部署在 STi 的叶子分支的任意一个内

部节点（即非优势节点）上时，目标路径总误差界的减少量（第 6-11 行）。否则，

当子树 STi 存在环分支时，算法需要计算将新监测节点部署在 STi的每一个含有目

标路径的环分支上时，目标路径总误差界的减少量（第 12-19 行）。需要注意的是，

在一个环分支 Ti 上的候选部署节点可以是 Ti 中所有的内部节点，也可以是与 Ti

中链路相关联的辅助节点 H(Ti)（第 16 行）。同时，当子树 STi 的叶子分支 𝑇𝑙
𝑖 是一

个 3-点连通分支时，算法 MPIP 也比较了分别将新监测节点部署在非叶子的环分

支和 𝑇𝑙
𝑖的一个内部节点上时，目标路径总误差界的减少量（第 20-25 行）。最终，

通过对将新监测节点部署在 SPQR 树的环分支和叶子分支上时目标路径总误差界

减少量的比较，算法输出一个最优的新监测节点部署 Onew（第 26 行）。 

这里使用了前文提出的最紧路径性能界限值推断算法（4.2.2 节）以获得在已

有监测节点和新监测节点部署下的目标路径性能总误差界，即算法 MPIP 中

TEBP(O)的数值。虽然算法 MPIP 关注的是如何在网络中部署一个新监测节点以

最大程度地降低目标链路性能总误差界，但也可以将其应用于最少监测节点的部

署问题，即如何部署最少数量的新监测节点以满足管理员和用户对目标路径性能

总误差界减少量的需求。简单来说，只需要迭代地使用算法 MPIP 在网络中部署

一个新的监测节点，直到在所有监测节点下，目标链路性能总误差界的相对减少

量不小于需求值 θ，即(𝑇𝐸𝐵𝑃0 − 𝑇𝐸𝐵𝑃1)/𝑇𝐸𝐵𝑃0 ≥ 𝜃，其中 TEBP0和 TEBP1 分别

表示在所有新监测节点部署前与部署后的目标路径总误差界。 

4.2.5 新监测节点的部署算法分析 

本小节对新监测节点部署算法 MPIP 的时间复杂度进行形式化分析。由于新

监测节点部署算法 MPIP 调用了路径最紧性能界限值的推断算法，下面首先分析

网络路径最紧性能界限值推断的时间复杂度，然后分析新监测节点部署算法

MPIP 的时间复杂度。 

在路径最紧性能界限值的推断算法（第 4.2.2 节）中，为了找出所有目标路

径上可识别的子路径，通过将线性方程组系数矩阵转换为最简行阶梯型矩阵的方

式来判断每条子路径在给定端到端测量数据下的可识别性。对于一个含有目标路

径集合 的网络 G = (V(G), L(G))，其每条目标路径上的子路径数目为𝑂(|𝑉(𝐺)|2)，

而在与端到端测量数据对应的线性方程组中最简行阶梯型矩阵的转换需要消耗

万方数据



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第 4 章 基于界限值推断的路径测量技术 

60 

𝑂(|𝐿(𝐺)|2)时间[102]。因此，目标路径及其子路径可识别性判定的时间复杂度为

 𝑂(| ||𝑉(𝐺)|2|𝐿(𝐺)|2)。此外，对于目标路径上不可识别子路径及链路性能界限

值的推断，算法应用了上一章所提的目标链路最紧性能界限值推断方法，其时间

复杂度为𝑂 ((
|𝐿(𝐺𝑡)|

𝑟𝑎𝑛𝑘(𝐑′)
))。其中，|L(Gt)|为网络拓扑裁减后剩余的链路数目，rank(𝐑′)

为简化后线性方程组（将可解变量移到原方程组的右侧）系数矩阵的秩。因此，

目标路径最紧性能界限值推断算法的时间复杂度为  𝑂 (| ||𝑉(𝐺)|2|𝐿(𝐺)|2 +

( |𝐿(𝐺𝑡)|

𝑟𝑎𝑛𝑘(𝐑′)
))。 

在新监测节点部署算法 MPIP 中，为了减小监测节点部署的选取空间，首先

利用裁图算法[82]裁减了网络拓扑中无关的连通分支，接着比较了将新监测节点部

署在与裁减图对应的 SPQR 树的每个环分支和叶子分支上时目标路径性能界限区

间的减小量。因此，新监测节点部署算法的时间复杂度主要依赖于拓扑裁减和对

目标路径性能界限值计算的复杂度。对于一个网络 G = (V(G), L(G))，拓扑裁减可

以在线性时间内完成，即其时间复杂度为 𝑂(|𝑉(𝐺)| + |𝐿(𝐺)|)。此外，网络 G 的

点连通分支数目为𝑂(|𝑉(𝐺)|)。因此，新监测节点部署算法 MPIP 的总体时间复杂

度为 𝑂 (| ||𝑉(𝐺)|3|𝐿(𝐺)|2 + |𝑉(𝐺)| (
|𝐿(𝐺𝑡)|

𝑟𝑎𝑛𝑘(𝐑′)
))。 

4.3 性能评价 

前面两节详细地描述了网络目标路径最紧性能界限值的推断以及最大化目

标路径性能界限值减少量的新监测节点部署算法。本节使用真实的 ISP 网络拓扑

来验证新监测节点部署算法的性能。首先，本节介绍实验的评价方法，然后说明

实验的结果。 

4.3.1 评价方法 

本节使用 Rocketfuel 项目[104]中收集的真实网络拓扑来测试监测节点部署算

法的性能。这些拓扑描述了全球多个主要 ISP 网络中骨干/核心路由器之间的连接

关系。为了评估不同网络拓扑对算法性能的影响，本节从 Rocketfuel 项目中选取

了 4 个不同规模的拓扑。表 4.1 展示了这些网络拓扑的参数信息，其中|V|和|L|分

别代表网络链路和节点的数目，NB 和 NT 分别代表网络拓扑中 2-点连通分支和

SPQR 分支（3-点连通分支及环分支）的数目。“Avg. Node Deg.”表示网络节点

的平均度数（即平均连接的链路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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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评价的指标为在网络拓扑中部署一个新监测节点时目标路径性能界限 

表 4.1 不同 AS 网络拓扑的参数信息 

拓扑 |V| |L| NB NT Avg. Node Deg. 

AS1755 172 381 28 65 4.43 

AS3257 240 404 142 171 3.37 

AS1221 318 758 107 136 4.47 

AS7018 631 2078 58 158 6.59 

区间长度（即目标路径性能总误差界 TEBP）的减少量以及为了满足管理员和用

户对目标路径性能界限区间长度减少量的需求，而部署的新监测节点数目。在实

验评价中，本文实现并比较了以下 3 个算法： 

 最大化可识别目标路径数目的监测节点部署算法(MAIP)
[36]：该算法选择

将新监测节点部署在能够使网络中可识别的目标路径数目最多的节点上。 

 最大化所有目标链路性能界限区间长度减少量的监测节点部署算法

(NMPI)：该算法即为本文在上一章提出的算法，其将目标路径上所有的链

路当作一组目标链路，并将新监测节点部署在使所有目标链路性能界限区

间总长度减少量最多的节点上。 

 最大化目标路径性能界限区间长度减少量的监测节点部署算法(MPIP)：该

算法为本章提出的算法（第 4.2.4 节），其通过优化监测节点的部署，最大

程度地减少网络目标路径的性能界限区间长度。 

在每一个网络拓扑中，随机地在网络节点间选取不同数目的路径作为目标路

径（即需要测量性能的路径），同时目标路径的长度服从在[1, 15]范围内的均匀分

布。实验将时延作为测量的性能对象。为了量化监测节点部署前后目标路径性能

界限值的变化情况，本节对每条链路的时延随机地赋予一个在[1, 30]秒的数值。

此外，本文在网络的每个边缘 2-点连通分支上随机地选择一个节点作为初始的监

测节点。为了更全面地验证算法性能，本节在每一种网络设置下重复进行了 100

次仿真实验，并给出了实验的平均结果。 

4.3.2 路径性能界限紧密性评价 

本小节首先比较了不同算法在目标路径性能界限区间长度减少上的表现，即

在一个具有初始监测节点的网络中部署一个新监测节点后目标路径性能界限区

间长度的减少量，其代表了路径性能界限区间紧密性的提高程度。图 4.5 显示了 

万方数据



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第 4 章 基于界限值推断的路径测量技术 

62 

 

图 4.5 一个新监测节点部署下目标路径性能总误差界(TEBP)的减少量 

在 4 个 ISP 网络拓扑中，随着目标路径数目的增加，不同新监测节点部署算法对

所有目标路径性能界限区间总长度的减少量。这里用新监测节点部署前后目标路

径性能总误差界 TEBP 的减少量表示。可以看到在所有的网络拓扑和目标路径数

目设定中，相比于 MAIP 及 NMPI 两个已有算法，本章提出的算法 MPIP 始终能

够减少更多的目标路径总误差界，即可以最大程度地提高目标路径性能界限区间

的紧密性。例如，当网络中有 100 条目标路径时，MPIP 实现的目标路径性能总

误差界减少量分别是 MAIP 和 NMPI 实现的目标路径性能总误差界减少量的

1.3~2.9 倍和 1.2~2.2 倍。算法 MAIP 取得的目标路径性能总误差界的减少量并不

一定随着目标路径数目的增加而变大。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 MAIP 旨在最大化

网络可识别（即性能指标唯一确定）的目标路径数目，然而使网络更多的目标路

径变得可识别并不一定有助于提高所有目标路径性能界限区间的总体紧密性，尤

其是当网络连通性比较差时更是如此。 

另外，图 4.5 的结果也表明 MPIP 相对其他算法的性能提升在不同网络拓扑

中也是不一样的。例如，当网络中存在 150 条目标路径时，在拓扑 AS1755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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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 MAIP 和 NMPI，MPIP 分别能够进一步减少 78.6%和 22.8%的目标路径性能

总误差界；而在拓扑 AS3257 中，相比 MAIP 和 NMPI，MPIP 分别能够进一步减

少 84.2%和 43.9%的目标路径性能总误差界。这是因为拓扑 AS3257 的连通性比拓

扑 AS1755 的连通性更差，使得其路径及链路的可识别性需要依赖于更多连通分

支中监测节点的部署。因此，相比于简单地最大化可识别路径的数目（如 MAIP）

及减少目标路径上所有链路的性能误差界（如 NMPI），细粒度的路径可识别性分

析（如 MPIP）更有利于减少目标路径性能的总误差界。 

4.3.3 新监测节点部署开销评价 

另一方面，实验还评估了为达到期望的目标路径性能总误差界减少量而需要

部署的新监测节点数目。用网络新监测节点部署前后目标路径性能总误差界的相

对减少量 θ来表示网络管理员及用户的特定需求。图 4.6 显示了对于拓扑 AS1755

和拓扑 AS3257，当需求量参数 θ从 0.2 增加到 1 时不同算法需要部署的监测节点

数目。此时网络中有 120 条目标路径。和预期一样，随着参数 θ的增加（即目标

路径性能总误差界需要更大程度的减少），监测节点部署的数目也会增加。同时，

可以看到 MPIP 在所有网络场景中部署了最少的监测节点。具体地，相比 MAIP

和 NMPI，MPIP 可以分别减少 20%~62.5%和 22.3%~50.4%的监测节点。因此，

MPIP 的部署开销要比 MAIP 和 NMPI 的部署开销小得多。 

 

图 4.6 目标路径性能总误差界减少量不同需求(θ)下新监测节点的数目 

4.4 本章小结 

本章详细介绍了一种基于界限值推断的路径测量技术，便于服务提供商与管

理员以较小的开销实现对网络关键应用与服务端到端性能的监测。本章的主要创

新点归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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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章首次考虑了对网络端到端路径性能界限值的测量问题。现有研究工

作主要针对的是网络链路性能的测量。相比于链路测量，路径测量更加依赖于网

络拓扑的连通性以及监测节点的部署方式，从而具有更大的复杂性。另一方面，

在满足测量需求的前提下，通过对网络端到端路径性能界限值的计算，可以显著

地降低测量的开销，符合实际大规模网络的应用现状。 

2）本章提出了一种高效的路径性能界限值推断算法，能够在任意一个给定

监测节点、端到端测量数据和目标路径的网络中快速地推断出所有目标路径最紧

的性能上界值和性能下界值。同时本章证明了所提算法的最优性。 

3）本章提出了一种新监测节点的部署算法 MPIP，在网络已有监测节点的基

础上，通过部署一个新监测节点以最大程度地减少目标路径性能界限区间长度以

及通过部署最少的监测节点以满足管理员和用户对目标路径性能界限区间长度

减少量的需求。实验表明 MPIP 在目标路径性能界限区间长度上的减少量是现有

最好方法的 2.2~2.9 倍。同时，在多种网络设置下，MPIP 显著地减少了监测节点

的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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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基于时变拓扑序列的链路测量技术 

5.1 需求与挑战 

前一章描述了实现测量精度、测量粒度与测量开销之间平衡的链路测量技术。

这一灵活的测量技术以及现有很多其他网络断层扫描方法[30][36][80][83]的典型工作

模式是基于已知的网络拓扑结构，部署一定数目的监测节点并收集这些监测节点

之间探测包的测量数据，接着结合网络拓扑结构信息建立关于链路性能（或状态）

和端到端测量数据的方程组，最后通过求解方程组推算出网络内部性能（或状态）。

然而，当网络拓扑结构动态更新时，某一时刻可用的路由路径在另一时刻可能就

变得不可用，这将影响网络测量的有效性。另外，某一时刻必需的监测节点在其

他时刻可能是冗余的，这将造成不必要的成本开销。因此，本章针对网络拓扑的

动态性提出高效及鲁棒的测量技术，在保证拓扑变化后测量有效性的同时，尽可

能地减少测量的开销。实现过程中面临多方面的需求与挑战。 

5.1.1 拓扑动态性 

随着物联网、软件定义网络和车联网等网络技术的兴起，动态拓扑结构越来

越成为这些新型网络的重要特征[17]。例如，由于信道质量、节点位置及数据流量

等因素的动态性，动态路由协议（如 RPL
[12]，蓝牙多跳路由[13]等）被广泛应用于

提高低功耗无线网络的通信质量，使得一个节点的数据包可以经过不同的路由路

径到达另一个节点，而网络数据包路由路径的不同刻画了网络拓扑结构的变化；

在软件定义数据中心网络中，流量分割 (traffic splitting)
[110]技术以及重路由

(re-routing)
[111]技术被广泛用于负载均衡以及异常恢复，从而使得相同源节点的数

据包通过不同的路由路径到达目的节点，这同样导致了网络拓扑的动态性。 

此外，无线自组织网络由于通信资源有限及外部环境的干扰，其拓扑结构也

存在高度的动态性。例如，分布式路由协议被广泛应用于实际部署的无线传感网

络。在这些分布式路由协议（如数据收集树协议 CTP
[15]）中，在一个传感器节点

上数据包转发的下一跳节点是动态确定的。具体地讲，一个传感器节点首先估计

其到邻居节点之间无线链路的通信质量。接着，该传感器节点根据邻居链路质量

的好坏及邻居节点到汇聚节点（即基站节点）的通信质量选择一个综合质量最好

的邻居节点作为数据包转发的下一跳节点。上述传感器数据包路由的动态性也体

现了网络拓扑结构的动态性。图 5.1 显示了一个实际部署的无线传感网络拓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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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性。该网络由部署在海洋表面的数十个传感器节点组成，这些节点会周期性

地采集和传输海水温度、深度、光照及污染等数据信息[112]。图 5.1 的横轴表示的

是测试时间段，纵轴表示网络拓扑结构的变化次数。从图中可以看到，在短短 10

分钟时间内，网络拓扑就发生了 10 至 40 次的更新。这个结果反映了当前已部署

网络普遍存在拓扑结构动态变化的情况。 

时间 (10 分钟)

拓
扑
结
构
变
化
次
数

 

图 5.1 实际无线传感网络拓扑结构的动态性 

面对实际应用中网络拓扑结构的动态性，如何保证网络测量的有效性成为一

个亟需解决的问题。 

5.1.2 预先式监测节点部署 

从前一节的描述中可以看出，拓扑动态性普遍存在于多种形式的网络中。随

着应用过程中网络拓扑结构的变化，在某一时刻拓扑中可行的测量方法可能将不

适用于另一时刻拓扑中的测量，即使得拓扑变化前的测量方法失效。注意到当前

网络断层扫描方法已经可以实现对静态拓扑的性能测量[80][83]，为了保证动态拓扑

网络测量的有效性，一种简捷的方法是：每当网络拓扑发生变化时，使用已有基

于静态拓扑的网络断层扫描方法[80][83]在新生成（或更新）的网络拓扑中重新部署

一遍监测节点，接着通过收集新部署监测节点间的端到端测量数据，推算出拓扑

变化后的链路性能。这种应急式(reactively)的监测节点部署方法虽然可以实现对

不同网络拓扑的性能测量，但频繁地变动监测节点的位置容易给服务提供商与网

络管理员带来不小的软硬件更换成本和人力开销。例如，在无线传感器网络中，

传感器节点大多数是放置在户外的。由于环境的复杂性和节点资源的高度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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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一旦部署出去，要更换或升级传感器节点都是比较困难且耗时的。另一方面，

频繁地变动网络监测节点的部署位置也不利于测量任务的连续执行，难以保证网

络测量的稳定性。 

为了保证对动态拓扑网络性能的稳定监控，需要有一个能够预先式

(proactively)应对拓扑变化的监测节点部署策略，以使运营商与管理员可以在网络

拓扑变化前（如网络规划阶段），完成对拓扑变化后所有必需监测节点的部署。 

5.2 设计与实现 

本节将详细阐述面对网络拓扑动态性如何在保证测量有效性的同时最大限

度地减少测量的成本与开销。首先，本节将给出一个简洁而通用的时变拓扑刻画

模型，其中包括对网络测量场景的描述。其次，本节重点介绍本章所提出的预先

式监测节点部署算法。最后，本节将给出形式化的理论分析，以证明所提算法的

有效性以及复杂度。 

5.2.1 时变拓扑刻画模型 

利用断层扫描方法进行网络测量需要网络的拓扑信息作为基础。另一方面，

尽早地获取动态网络在各个时刻的拓扑信息，有助于监测节点的部署和探测包的

发送及收集。因此，本文研究了基于网络运行模式及时空相关性分析的动态拓扑

刻画模型。注意到在很多实际应用场景中网络具有相对固定的运行模式，例如：

运行路线和调度周期固定的公交车网络和卫星网络，睡眠及工作状态周期性切换

的低功耗传感器网络（如图 5.2 所示）。基于过去一段时间的拓扑统计信息，本文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推断出网络在未来时间内的拓扑形式。另一方面，利用已有拓

扑预测方法[113][114]以及拓扑的时空相关性，本文可以进一步提高拓扑预测的准确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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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25]

 传感网 CitySee 拓扑结构示意图 

在预测得到未来一段时间内网络所有可能的拓扑结构后，本文设计了一个简

洁通用的时变网络模型来刻画网络在该段时间内的拓扑变化。简单地说，本文首

先把网络测量周期（或网络生命周期）划分成若干个等长的时隙(slot)，然后用一

个拓扑序列的形式表述网络在各个时隙上的拓扑结构： 

                    {G1, G2 ,…, Gt ,…, GT}                  公式(5.1) 

其中 T 表示网络时隙的个数，Gt = (V, Lt)表示网络在第 t 个时隙上的拓扑结构。由

于网络节点的变动（如加入或删除）可以转换为与该节点相连接链路的变动，本

节的拓扑刻画模型主要关注网络链路的变动，即时变模型中每个时隙的拓扑 Gt

具有相同的节点集合 V 和不同的链路集合 Lt。 

图 5.3 所示为一个含有 4 个节点{v1, v2, v3, v4}的动态拓扑网络在 3 个不同时隙

上的拓扑结构。 

1v

2v

3v

4v

1v

2v

3v

4v

1v

2v

3v

4v
时隙1 时隙2 时隙3

 

图 5.3 一个动态拓扑网络示例 

对于每一个时隙拓扑 Gt = (V, Lt)，管理员需要测量其中所有链路或者一部分

特定链路的性能状态，用一个集合 ( )t

t
L 表示这些需要测量的目标链路。需要

说明的是，本文的测量方法不要求固定的目标链路集，也就是说每个拓扑 Gt (t = 

1, …, T)的目标链路集 ( )t 可以是不一样的，即 (1)≠ (2)≠…≠ ( )T 。此外，本文

假设单个时隙拓扑中链路性能指标是可累加且稳定的，其中稳定的链路指标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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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链路指标的值相对于测量过程是变化缓慢的。本文用 𝑢𝑣 表示节点 𝑢 和节点 𝑣 

之间的链路，同时假定网络中链路是对称的，即链路 𝑢𝑣 的性能指标（如时延、

丢包率等）和链路 𝑣𝑢 的性能指标是一样的。为了便于表述和算法的设计，本章

使用表 5.1 所示的数学符号，其中部分符号的含义将在后文详细介绍。 

表 5.1 符号定义表 

符号 含义 

Gt = (V, Lt) 在第 t 个时隙上的网络拓扑 

𝐺𝑡𝑟𝑖𝑚
(𝑡)

 对拓扑 Gt (t = 1,…, T)裁减后剩余的拓扑图 

( )t  拓扑 Gt中的目标链路集合 

H
(t)

 𝐺𝑡𝑟𝑖𝑚
(𝑡)

中的辅助节点集合 

V(D), L(D) 连通图(或连通分支) D 的节点集合及链路集合 

P(D) 连通图(或连通分支) D 的分割节点集合 

L(v) 与节点 v 相连接的链路集合 

F 监测节点部署的约束条件 

为了基于断层扫描技术估算出网络目标链路的性能指标，需要在每个时隙拓

扑 Gt (t = 1, …, T)中选取一部分节点作为监测节点。一个监测节点 mA可以发送探

测包经过一条指定且不含环路的路由路径到达另一个监测节点 mB。监测节点 mB

通过收到的探测包从而获得端到端的测量数据。对于可累加的链路性能指标，一

条端到端的路径测量数据等于该路径上所有链路性能指标的总和。基于多条端到

端的测量数据，可以构建一个线性方程组，其中方程组的未知量是单条链路的性

能指标，已知常数项是收集的端到端测量数据。当可以从一种监测节点部署下构

建的线性方程组中唯一地确定一条目标链路 𝑙𝑖 的性能指标，称目标链路 𝑙𝑖 在该监

测节点部署方式下是可识别的(identifiable)，或者说该监测节点部署方式可以实现

目标链路 𝑙𝑖 的可识别性(identifiability)。 

5.2.2 预先式监测节点部署算法 

本节将详细阐述一种预先式监测节点部署算法 MAPLink，以有效应对网络拓

扑变化对链路测量的影响。首先，本节给出预先式监测节点部署算法的总体流程。

然后，本节对部署算法包含的两个关键步骤进行重点描述，即各时隙拓扑上监测

节点部署约束条件的提取和基于约束条件的监测节点选取。最后，本节将给出一

个约束条件的合并方法，从而进一步提高算法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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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1 算法总体流程概述 

基于网络拓扑的时空相关性，不同时隙的拓扑结构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耦合，

这也使得在某些位置上部署的监测节点可能适用于对多个时隙拓扑中目标链路

性能的测量。为了尽可能找到动态拓扑中这些通用的监测节点部署方式，本节算

法的基本思想是首先将每个时隙拓扑 Gt (t = 1, …, T)中监测节点的部署需求表述

成多个约束条件的形式。然后，通过求解由这些约束条件构成的优化问题，获得

一种可以满足所有约束条件并实现所有时隙拓扑中目标链路可识别性的监测节

点部署方式。具体地，本文用如下约束条件的形式表述每个拓扑的监测节点部署

需求： 

                     {(Si, ki) | i = 1, 2, …}                    公式(5.2) 

其中 Si为一个网络节点集合，表示拓扑中可供监测节点部署的位置（即候选监测

节点），ki表示从集合 Si中最少需要选取的节点数目（即最少部署的监测节点数目）。 

考虑到拓扑 Gt中只有一部分链路（即目标链路集合 ( )t ）是需要测量的，为

了减小监测节点部署位置的搜索空间，本文利用已有裁图算法[82]对拓扑 Gt中不相

关的分支（即不含目标链路的2-点连通分支以及部分的3-点连通分支和环分支（即

SPQR 分支））进行裁减，并将裁减后剩余的拓扑记为 𝐺𝑡𝑟𝑖𝑚
(𝑡)

。同时为了不影响监

测节点部署的性能，本文从裁减掉的连通分支中选取一部分节点作为监测节点部

署的候选节点，即辅助节点集合 H
(t)。为了在监测节点部署时便于引用辅助节点，

每一个辅助节点会与被裁减连通分支上的一条链路相关联。 

算法 1 概述了动态拓扑网络监测节点部署算法 MAPLink (Monitor Assignment 

for Preferential Links)的总体流程。算法的输入是所有网络时隙拓扑 G1, …, GT裁

减后的拓扑图 𝐺𝑡𝑟𝑖𝑚
(1)

, …, 𝐺𝑡𝑟𝑖𝑚
(𝑇)

，各拓扑中的辅助节点集合 H
(1)

, …, H
(T)以及目标链

路集合 (1) , …, ( )T ( ( )t ≠ ∅)。算法的输出是一种监测节点部署 M
S，通过将 M

S

中的网络节点部署为监测节点可以实现对所有时隙拓扑中目标链路的可识别性。

在初始化监测节点部署约束条件的集合 F（第 1 行）后，算法首先使用已有图论

算法[100][101]将每一个裁减拓扑图𝐺𝑡𝑟𝑖𝑚
(𝑡)

中的连通分支划分为多个 2-点连通分支（第

4 行），接着将每一个包含 3 个及以上节点的 2-点连通分支划分成 SPQR 分支（3-

点连通分支和环分支）（第 6 行）。基于对拓扑图的划分，本章设计了一种高效的

监测节点部署约束的提取方法 MCE (Monitor Constraint Extraction)，依次提取每个

SPQR 分支上监测节点部署的约束条件（第 7-8 行）。在处理完拓扑中所有的 SPQR

分支后，算法还需要处理一些 2-点连通分支的边界情况（例如 2-点连通分支为连

接两个节点的一条链路）（第 9 行）。提取出所有时隙拓扑 G1, …, GT上的监测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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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部署约束后，可以从网络中选取一组满足所有约束条件且数目最少的节点作为

最终部署的监测节点（第 10 行）。 

算法 1 预先式监测节点部署算法MAPLink总体流程

输出: 一个适用于所有输入拓扑的监测节点部署MS

用 F 表示监测节点部署约束的集合且将F初始化为空集合;

for each Tj  do

MCE(Tj, H
(t),      , F);

1:

2:

3:

4:

5:

6:

7:

8:

9:

10:

输入: 原始的网络拓扑G1,..., GT, 裁减图                    , 辅助节点集合H(1),..., H(T),      

目标链路集合     ,..., 

(1) ( ),..., T

trim trimG G

for each trimmed graph         do

for each connected component C of          do

将连通分支C划分为多个2-点连通分支B1, B2, ...;

for each Bi with at least three nodes do

将Bi划分为多个SPQR分支T1, T2, ...;

MCE-Bi(C, H(t),       , F);

将提取出的约束F表述成一个优化问题并通过求解该优化问题得到一种

监测节点部署方式MS.

( )T(1)

( )t

( )t

( )t

trimG

( )t

trimG

    形式化地，本节通过求解下述优化问题获得一个适用于所有时隙拓扑的监测

节点部署方式： 

 

其中，|M|为监测节点的部署数目，V 为所有网络拓扑的节点集合。 

   从算法 1 的流程中可以看出，预先式监测节点部署算法包含两个关键步骤：

各个时隙拓扑的监测节点部署约束条件提取以及基于约束条件的监测节点选取。

在下面的章节中，本节将分别介绍这两个步骤的具体实现。 

5.2.2.2 监测节点部署的约束条件提取 

从算法 1 所示的总体流程中可以看到，为了实现对动态拓扑网络预先式的监

测节点部署，需要依次提取每个 SPQR 分支（3-点连通分支和环分支）中监测节

点部署的约束条件。为此，监测节点部署约束条件提取方法 MCE 的输入为拓扑

Gt 中的一个 SPQR 分支 Tj, 该分支上的辅助节点集合 H
(t)，Gt 中的目标链路集合

( )t ,以及从其他拓扑分支中得到的约束条件集合 F。监测节点部署约束条件提取

公式(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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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MCE 的输出为一个更新的约束条件集合 F。 

算法 2 给出了监测节点部署约束条件提取方法 MCE 的描述。为了便于算法

表述，对于一个 SPQR 连通分支 Tj，用 V(Tj)和 L(Tj)分别表示 Tj的所有节点和所

有链路，用 P(Tj)表示 Tj中的分割节点（包括割点和 2-点割集中的点），以及用 L(v)

表示与节点 v 相连接的链路集合。由于一个 SPQR 分支可能是 3-点连通分支，也

可能是环分支，MCE 将分别处理这两种不同的情况（第 1 行和第 31 行）。 

首先，对于一个 3-点连通分支 Tj（第 1-29 行），引入了 3 个节点集合 𝑉1, 𝑉2, 

𝑉1
′（第 2-4 行）。具体地，集合 𝑉1 包含 Tj中不是任何目标链路端点(endpoint)的节

点，即没有连接任何目标链路的节点；集合 𝑉2 包含与 Tj 关联且不是任何目标链

路端点的辅助节点；集合 𝑉1
′ 包含 𝑉1中去除分割节点后剩余的节点。然后，根据

Tj包含的分割节点数目，算法分别考虑了 3 种不同的情况（第 5, 12 和 23 行）。 

如果 Tj中没有任何分割节点（第 5-11 行），则拓扑 Gt的裁减图 𝐺𝑡𝑟𝑖𝑚
(𝑡)

一定

是一个 3-点连通图。此时，如果集合 𝑉1（或 𝑉2）中至少包含两个节点，那

么从 𝑉1（或 𝑉2）中选取两个节点作为监测节点将足以测量出 𝐺𝑡𝑟𝑖𝑚
(𝑡)

中所有

目标链路的性能。图 5.4(a)给出了这种情况的一个示例，其中拓扑中的链

路 l1 和 l2 为需要测量性能的目标链路，此时由于 𝑉1 ={v2, v7}，约束({v2, v7}, 

2)将被添加到集合 F。否则，需要从 Tj中选取三个节点作为监测节点才能

保证目标链路的可识别性（第 11 行）。 

 如果 Tj含有一个分割节点（第 12-22 行），则 Tj中存在一个割点 vc（即 P(Tj) 

= {vc}）。算法首先将 Tj中所有连接到割点 vc的目标链路加入到一个链路

集合Ls，接着分别在以下4个不同的场景中提取监测节点部署的约束条件：

1）当集合 Ls为空且集合 𝑉2中至少有一个节点时，只需要将 𝑉2中的一个节

点选取为监测节点即可，即将约束( 𝑉2, 1)添加到集合 F（第 15 行）。图 5.4(b)

给出了这种情况的一个示例，其中约束({v1, v3}, 1)被添加到集合 F。2）当

集合 Ls为空且集合 𝑉2也为空时，若集合 𝑉1
′ 不为空，则从 𝑉1

′中选取一个节

点作为监测节点，即把约束( 𝑉1
′, 1)添加到集合 F（第 17 行）。3）当集合

Ls中有一条链路且分支 Tj中没有其他目标链路时，只需要将该条目标链路

除割点 vc 外的另一个端点选取为监测节点即可（第 20 行）。4）当上述三

种情况都不成立时，一个监测节点将无法实现 Tj中所有目标链路的可识别

性。因此，需要从 Tj 中选取两个节点作为监测节点（第 22 行）。 

 如果 Tj中有 2 个分割节点（第 23-29 行），并且集合 𝑉1
′（或 𝑉2）中至少包

含一个节点，那么从 𝑉1
′（或 𝑉2）中选取一个节点作为监测节点将足以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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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 2 监测节点部署约束条件的提取方法 (MCE)

输出: 更新的监测节点部署约束条件集合F

输入: 一个SPQR分支Tj, 辅助节点集合H(t),目标链路集合       , 约束条件集合F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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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出目标链路的性能，即约束条件( 𝑉1
′, 1)或( 𝑉2, 1)将被添加到集合 F。图

5.4(c)给出了这种情况的一个示例，由于 𝑉1
′ = {𝑣2}，约束({v2}, 1)被添加到

集合 F。否则，一个包含 Tj中任意非分割节点的约束将被添加到集合 F（第

29 行）。 

cv

trim jG T
2v

3v

7v

1v

1l 2l 1l 2l

2v

1v

1 2}{ , l l

(a)

1 2}{ , l l

(b)

6v

2v

1v

1 2, }{ ll

(c)

7v
3v

4v

5v

2l1l

4v

5v

6v

3v

4v

5v

6v

trim jG T

图 5.4 一个 3-点连通分支中监测节点部署约束提取示例 

其次，对于一个环分支 Tj（第 31-36 行），算法需要对环中每一条目标链路（记

为 l = v1v2）提取相应的监测节点部署约束。具体地，对于目标链路 l 的每个端点

vi，如果 vi 不是一个分割节点，则在端点 vi 一侧生成一个监测节点约束条件以测

量目标链路 l 的性能指标，即：应将 {ℎ(𝑙′), 𝑣𝑖 , ℎ(𝑙)}中至少一个节点部署为监测节

点，其中 𝑙′ 为连接到 vi的一条相邻链路，ℎ(𝑙′)及ℎ(𝑙)分别表示 Tj中关联于链路 𝑙′和

链路 l 的辅助节点。需要说明的是，假如三个候选节点中的一个（或两个）不存

在时，则约束条件变为将剩余的两个（或一个）候选节点中的一个部署为监测节

点。以图 5.5 所示的环分支为例，为了测得目标链路 l2的性能，由于 l2没有关联

的辅助节点，而与其相邻的链路 l1 有关联的辅助节点，所以在端点 v3 一侧至少应

将{v2, v3}中的一个节点部署为监测节点，即将约束({v2, v3}, 1)加入到集合 F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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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一个环分支中监测节点部署约束提取示例 

此外，正如算法 1 的流程所示，在提取出一个时隙拓扑 Gt中所有 SPQR 分支

的监测节点部署约束后，可能仍然存在一些 2-点连通分支的边界情况需要单独处

理。具体地讲，基于算法 2 输出的所有 SPQR 连通分支上的监测节点部署约束 F，

本文利用已有链路可识别性判定算法 DIL-2M[79]检查拓扑 Gt 的 2-点连通分支中

是否需要部署额外的监测节点，并在必要的时候添加额外的监测节点部署约束。

例如，如果集合 F 中的约束只记录了对两个监测节点的部署需求，则检查是否存

在至少一个满足该约束条件的节点对可以测得所有目标链路的性能（即所有目标

链路都是可识别的）。如果不是所有目标链路都是可识别的，则将包含至少一个

监测节点部署的约束附加到集合 F 中。图 5.6(a)给出了这种情况的一个示例，其

中已经存在两个提取的监测节点部署约束（由算法 2）：({v1, v4}, 1)和({v7}, 1)。然

而，在这两个约束下无论是监测节点{v1, v7}还是监测节点{v4, v7}，目标链路 l1 都

是不可识别的。因此，为了使链路 l1 变得可识别，约束条件提取方法 MCE 将会

额外添加一个约束({v2, v3, v5, v6}, 1)到集合 F。另外，如果在一个 2-点连通分支中

只存在一条链路 l，由于算法 2 只处理 3-点连通分支（至少存在 3 条链路）和环

分支的情况，集合 F 中不会包含任何为了测得链路 l 性能的监测节点部署约束。

此时，算法首先需要在链路 l 的一个端点（非分割节点）上部署监测节点，即生

成一个包含 l 的端点的约束条件。然后，检查链路 l 的可识别性并在有需要的时

候添加其他的约束条件。图 5.6(b)给出了这种情况的一个示例，为了测得目标链

路 l3 的性能，约束条件({v6}, 1)将首先被加入到 F 中。由于监测节点{v1, v6}仍不

能实现链路 l3 的性能可识别性，所以约束 ({v2, v3, v4, v5}, 1)也会被添加到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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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 2-点连通分支边界情况处理示例 

5.2.2.3 基于部署约束条件的监测节点选取 

本节算法设计的基本目标是在网络中部署一组最少数目的监测节点，以实现

对时变拓扑序列中所有目标链路性能的测量。因此，在将约束条件提取方法 MCE

（算法 2）应用于每个时隙拓扑 Gt (t = 1, …, T)并获得所有必要的监测节点部署约

束条件 F 后，本节将监测节点部署问题形式化为从网络节点集合 V 中选取一组能

够满足所有约束条件的最小节点子集 M，即对于 F 中的所有约束 (Si, ki)，有

|𝑀 ∩ 𝑆𝑖| ≥ 𝑘𝑖（如 5.2.2.1 节中公式(5.3)所示）。 

本节将基于部署约束条件的监测节点选取问题称为以(V, F)为输入的最小碰

撞集问题(minimum hitting set problem, min-HSP)。因为由约束条件提取方法 MCE

生成的监测节点部署约束可以保证所有目标链路的可识别性（在 5.2.3 节中将对

其进行形式化证明），通过求解相应的最小碰撞集问题，将得到一个可以测得所

有时变拓扑中目标链路性能的监测节点部署方式。实际上，当所有约束条件(Si, ki)

中 ki = 1 时，基于部署约束条件的监测节点选取问题等价于经典的碰撞集问题

(HSP)。由于传统碰撞集问题是 NP 难的[115]，因此基于部署约束条件的监测节点

选取问题也是 NP 难的。 

在本节的问题中，首先可以通过确定必须是监测节点的网络节点并将其从随

后的监测节点选取范围中排除掉，从而加快监测节点的部署过程。具体地说，用

 𝑉′表示这些必须的监测节点，其可以通过约束条件 𝐹′ = {({𝑣}, 1): 𝑣 ∈ 𝑉′} 来刻画。

然后，本节只需要解决以(V\𝑉′, 𝐹\𝐹′)为输入的最小碰撞集问题，完成对其余可能

需要的监测节点的选取。而对其余监测节点的选取，本节使用了一个启发式算法。

该启发式算法的核心流程如下所述：当集合 F = {(Si, ki) | i = 1, 2, …}中存在还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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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满足的约束（记为 Fu）时，选取一个可以满足 Fu 中最多约束的节点作为监测

节点，即：给定当前选取的监测节点集 M，如果节点 v 被最多数量的满足

|𝑀 ∩ 𝑆𝑖| < 𝑘𝑖 的点集 𝑆𝑖 包含，则将节点 v 选取为下一个监测节点。在集合 F 中的

所有约束都被满足前，上述过程可能需要被重复执行多次。 

5.2.2.4 监测节点部署约束条件的合并 

从上一节监测节点的选取中可以看出，时变拓扑中监测节点部署的性能主要

取决于从网络中提取的约束条件。直观地，如果可以将提取的多个约束条件合并

为一个约束条件，不仅可以提高计算的效率，也有利于减少监测节点的部署数量。

例如，如果将约束(V1, 2)和(V2, 2)合并为约束(𝑉1 ∪ 𝑉2, 2)，则满足合并后约束

(𝑉1 ∪ 𝑉2, 2)的监测节点部署方式要远远多于满足原先两个约束(V1, 2)和(V2, 2)的

监测节点部署方式。为此，本小节进一步设计一种约束条件合并方法 CMM 

(Constraint Merging Method)，在不影响目标链路可识别性的前提下，尽可能增加

监测节点选取的自由度，从而减少监测节点的数量。下面将对 CMM 方法的步骤

进行简要描述。 

在监测节点部署约束提取方法 MCE（算法 2）中，监测节点的部署往往存在

两个候选节点集合 V1（或 𝑉1
′）和 V2。由于在实现目标链路的可识别性上，集合

V1（或 𝑉1
′）和 V2 是等效的，所以从这两个候选节点集合中提取出的约束条件通

常是可以合并的。为此，CMM 将集合 V1（或 𝑉1
′）及 V2 合并到一起，然后从合并

的集合中选取监测节点。例如，在算法 2 中，对于一个不含分割节点的 3-点连通

分支，如果节点集合 V1（或 V2）不为空，约束条件提取方法 MCE 将会从 V1（或

V2）中选取两个节点作为监测节点，即生成一个约束条件(V1, 2)（或(V2, 2)）（算

法 2 中第 7 行和第 9 行）。不同的是，约束条件合并方法 CMM 会生成约束

(𝑉1 ∪ 𝑉2, 2)。类似地，CMM 将会把算法 2 中其他情况的候选节点集合的并集作为

新的候选节点集合。仍以第 5.2.2.2 节中图 5.4 所示的拓扑为例，其合并后的约束

条件分别为({v1, v2, v3, v7}, 2)（图 5.4(a)），({v1, v2, v3 }, 1)（图 5.4(b)），和({v1, v2, v3}, 

1)（图 5.4(c)）。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合并监测节点部署约束有助于减少监测节点的数目，但

仅满足合并后约束条件的监测节点部署方式可能无法保证所有目标链路性能的

可识别性。这主要是因为对于一个约束条件(Si, ki)，算法假设可以选择节点集合

Si 中的任何一个节点作为监测节点以满足该约束条件。对于原始的约束条件（即

合并前的约束条件），在这一假设下生成的监测节点可以实现所有目标链路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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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性[83]。然而，对于一个合并的约束条件(Si, ki)（其中 𝑘𝑖 ≥ 2），节点集合 Si

中将可能存在一些不能同时被选取为监测节点的节点，例如：与目标链路相连的

节点不能同时作为监测节点。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算法在约束条件合并方法中还引入了一个额外的校验流

程。具体地，在监测节点约束条件提取的过程中，算法首先使用一个校验集合（用

S
*表示）记录下无法同时作为监测节点的节点对。对于集合 F 中的每一个约束(Si, 

ki)，算法检查在校验集 S
*中是否存在一个 Si的子集 𝑆𝑖

′，以及启发式算法（第 5.2.2.3

节）当前选取的监测节点集合 M0 是否包含 𝑆𝑖
′ 中的所有节点。如果是的话，这意

味着网络中存在不可识别的目标链路。为此，约束条件合并方法将会额外添加一

个约束条件(𝑆𝑖\𝑆𝑖
′, 1)到集合 F 中并重新计算一遍监测节点部署 M，即进行一次监

测节点选取的退避。在新的监测节点部署 M 包含至少一个 𝑆𝑖\𝑆𝑖
′ 中的节点前，可

能需要执行多次退避过程。 

1 2}{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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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 约束条件合并校验流程示例 

为了更为清晰地描述约束条件合并方法的校验流程，下面以图 5.6 中的拓扑

为例。在图 5.7 (a)中，在约束条件提取时（算法 2），生成了约束条件({v4, v7}, 2) （或

({v2, v5}, 2)），其中节点 v4 和节点 v5 不能同时选为监测节点，否则目标链路 l2 将

是不可识别的。因此，在生成这个约束条件的过程中，节点对(v4,v5)将被加入到

校验集合 S
*中。约束条件合并后，生成的约束条件为({v2, v4, v5, v7}, 2)。如果当前

选取的监测节点 M0 ={v4,v5}，则需要进行一次监测节点选取的退避并将约束条件

({v2, v7}, 1)添加到集合 F。随后，通过启发式算法可以获得一个新的监测节点部

署 M，例如{v2,v4,v5}。否则，由于当前选取的监测节点 M0 能够保证所有目标链路

的可识别性，那么不需要添加新的约束条件到集合 F。相反，在图 5.7(b)中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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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中，由于对监测节点的选取没有任何限制（即校验集 S
*中没有与该网络相关的

节点对），无论启发式算法选取哪些满足约束条件的节点作为监测节点，约束条

件合并方法都不需要进行监测节点选取的退避。基于这个校验流程，约束条件合

并方法始终可以保证所有动态网络拓扑中目标链路的可识别性（5.2.3 节将对其进

行形式化证明）。 

5.2.3 预先式监测节点部署算法分析 

本节将对前文所提出的预先式监测节点部署算法 MAPLink 的复杂度及有效

性进行形式化分析。对于 MAPLink 的有效性，本节证明了由算法生成的监测节

点部署能够保证在所有动态拓扑中所有目标链路性能的可识别性。 

5.2.3.1 时间复杂度 

总体上，预先式监测节点部署算法 MAPLink 包含三个主要步骤：各时隙拓

扑上监测节点部署约束条件的提取（由方法 MCE 完成）、对规划的最小碰撞集优

化问题的求解（由启发式算法完成）以及约束条件的合并。因此，预先式监测节

点部署算法的时间复杂度主要取决于约束条件提取方法、启发式算法和约束条件

合并方法的时间复杂度。 

首先，对于每一个时隙拓扑 Gt，监测节点部署约束条件的提取方法需要先将

拓扑划分为多个 2-点连通分支以及 SPQR 分支（3-点连通分支和环分支），然后根

据各连通分支中分割节点和目标链路的数目及位置生成相应的监测节点部署约

束条件。对于一个拓扑 Gt = (V, Lt)，其连通分支的划分可以在 𝑂(|𝑉| + |𝐿𝑡|)时间

内完成[100][101]。同时，对连通分支中分割节点和目标链路数目及位置的统计可以

在拓扑划分的过程中完成。因此，对于每一个时隙拓扑 Gt = (V, Lt)，监测节点部

署约束条件提取方法的时间复杂度为 𝑂(|𝑉| + |𝐿𝑡|)。其次，在基于约束条件的监

测节点选取中，启发式算法将满足的约束条件数目作为节点选取的依据。对于所

有时隙拓扑 Gt (t = 1, …, T)，约束条件总的数目有 𝑂(𝑇|𝑉|)个。而一个候选监测节

点对每一个约束条件满足情况的测试需要消耗 𝑂(|𝑉|) 的时间。因此，启发式算法

的时间复杂度为 𝑂(𝑇|𝑉|2)。在约束条件的合并中，可能需要对 𝑂(𝑇|𝑉|) 个约束条

件进行 𝑂(|𝑉|) 次监测节点选取的退避，从而导致 𝑂(𝑇|𝑉|2) 的时间复杂度。 

综合上述分析，对于动态拓扑网络 Gt (t = 1, …, T)，预先式监测节点部署算

法的总体时间复杂度为 𝑂(𝑇|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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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2 预先式监测节点部署算法的有效性 

在开始分析预先式监测节点部署算法 MAPLink 的有效性之前，本节给出一

些被现有工作证明了的重要结论[35][79]，这些结论为本节的理论分析提供了基础。 

定理 5.1
[35]：如果网络 G 是一个 3-点连通图，那么在 G 中任意选择 3 个节点

作为监测节点即可使 G 中所有链路都是可识别的。 

推论 5.2
[35]：对于网络 G 中的一个 3-点连通分支 T，通过在 G 中选择满足以

下条件之一的 3 个节点{v1, v2, v3}作为监测节点，可以使 T 中所有链路都是可识别

的。1) v1, v2, v3 都在 T 上；2) 3 个节点中的一个（或多个）节点 vi不在 T 上，但

在每个 vi和 T 之间，至少存在一条不相同且不经过重复节点的路径。 

定义 5.1
[79]：对于一个 3-点连通图（或 3-点连通分支）G 以及其内部的两个

节点 v1 和 v2。本文将 G 中不与这两个节点中的任何一个相连接的链路称为内部链

路(interior link)，而将只与这两个节点之一的节点（v1 或 v2）相连接的链路称为外

部链路(exterior link)。 

定理 5.3
[79]：对于网络 G 中的一个 3-点连通分支 T，通过选择满足以下条件

之一的 2 个节点{v1, v2}作为监测节点，可以使 T 中所有的内部链路都是可识别的

以及所有的外部链路都是不可识别的。1) v1, v2都在 T 上；2) 2 个节点中的一个（或

2 个）节点 vi不在 T 上，但在每个 vi和 T 之间，至少存在一条不相同且不经过重

复节点的路径。此时，将该路径与 T 连接的点称为优势节点(vantage)，同时将 T

中只与一个优势节点相连的链路也称为外部链路。 

为了更清晰地说明上述结论和定义，图 5.8 给出了一个包含 5 个节点和 8 条

链路的 3-点连通图 G。其中，节点𝑣1, 𝑣5, 𝑣8分别通过 3 条不同的路径 𝑝1, 𝑝2, 𝑝3连

接到 G 上的节点𝑣2, 𝑣4, 𝑣7。基于定理 5.1，如果在 G 中任意部署 3 个监测节点（如

𝑣2, 𝑣3, 𝑣4），则 G 中所有链路都是可识别的。推论 5.2 进一步说明，如果选择将节

点 𝑣1, 𝑣5, 𝑣8 部署为监测节点，则仍可以测量得到 G 中所有链路的性能指标。根据

定义 5.1，对于节点 𝑣2 和 𝑣7，链路 𝑙2, 𝑙3, 𝑙4是内部链路，而链路 𝑙1, 𝑙5, 𝑙7, 𝑙8 是外部

链路。需要注意的是，由于链路 𝑙6 同时连接到了节点 𝑣2 和 𝑣7，所以 𝑙6 不是一条

外部链路。基于定理 5.3，如果选择在 𝑣2 和 𝑣7 部署监测节点，那么内部链路 𝑙2, 𝑙3, 𝑙4

将是可以识别的，而外部链路 𝑙1, 𝑙5, 𝑙7, 𝑙8 将是不可识别的。此外，选择在{𝑣1 ,  𝑣7}, 

{𝑣2 ,  𝑣8}或{𝑣1 ,  𝑣8}上部署监测节点仍然可以实现内部链路 𝑙2, 𝑙3, 𝑙4 性能的可识别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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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 现有工作相关结论的说明示例 

图 5.9 给出了对 MAPLink 监测节点部署算法有效性理论分析的概述。本小节

将形式化证明 3 个关键的定理和推论，即：定理 5.9（说明对监测节点部署约束

条件的合并操作仍然可以保证网络目标链路的可识别性），定理 5.10（说明提出

的预先式监测节点部署算法 MAPLink 可以保证每一个时隙拓扑中目标链路的可

识别性）和推论 5.11（说明预先式监测节点部署算法 MAPLink 可以保证网络所

有时隙拓扑中目标链路的可识别性）。 

引理 5.5

定理 5.6

定理 5.7

定理 5.8

引理 5.4

现有结论
定理 5.1
推论 5.2

定理 5.3

定理 5.10
MAPLink算法可以
确保单个时隙拓扑
中目标链路的可识
别性

       定理 5.9
CMM方法仍然可

以确保可识别性   

推论 5.11
MAPLink算法可以
确保所有时隙拓扑
中目标链路的可识
别性

 

图 5.9 MAPLink 算法理论分析概述 

注意到在静态拓扑网络中，基于给定的一个固定形式的拓扑，现有工作

OMA
[83]可以部署一组最少数目的监测节点以实现对拓扑中目标链路性能的测量。

为了证明监测节点部署算法 MAPLink 在动态网络中的有效性，本节首先给出下

面两个引理（引理 5.4 和引理 5.5）。这两个引理分别明确描述了在一个时隙拓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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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省略下标 t）的 3-点连通分支和环分支上，MAPLink 生成的监测节点部署结

果（基于提取的约束条件 F）与 OMA 生成的监测节点部署结果的关系。 

引理 5.4：对于一个 3-点连通分支以及一种满足约束条件 F 的监测节点部署

M，监测节点部署 M 与 OMA 方法[83]的监测节点部署之间有以下两种关系：1) 存

在一种 OMA 的监测节点部署结果是 M 的子集；2）OMA 任何可能生成的监测节

点部署结果都不是 M 的子集，即 M 不能由 OMA 的部署方法得到。 

证明：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对于约束条件集合 F 中的一个约束(Si, ki)，在

从候选节点集合 Si中选取的监测节点数目小于 ki的情况下，仍然可以从 Si中选取

任意的一个节点作为监测节点。因此，影响监测节点部署有效性的关键因素是候

选节点集合 Si的选择方式。 

在监测节点部署约束条件的提取方法 MCE（算法 2）中，对于一个需要部署

监测节点的 3-点连通分支 T，在约束条件集合 F 中将至少包含一个与其对应的约

束(Si, ki)，其中 𝑘𝑖 ≥ 1。除了确定性的监测节点部署外（如将目标链路的一个端点

部署为监测节点），候选节点集合 Si是 T 中部分节点（用集合 V1 表示）和辅助节

点（用集合 V2 表示）的并集。然而，对于相同情况的连通分支 T，OMA 只会从

V1（或 V2）中选取 𝑘𝑖 个监测节点[83]，其始终是 MCE 算法中 Si 的一个子集。此

外，如果 𝑘𝑖 = 1，从 𝑉1 ∪ 𝑉2中选取一个监测节点等价于从 𝑉1 或 𝑉2中选取一个监

测节点。因此，OMA 的监测节点部署结果是 MAPLink 监测节点部署结果 M 的

一个子集。如果 𝑘𝑖 ≥ 2，从 𝑉1 ∪ 𝑉2中选取 𝑘𝑖 个监测节点可能有以下三种结果：a) 

选取的𝑘𝑖个监测节点都是集合𝑉1中的节点；b) 选取的𝑘𝑖个监测节点都是集合𝑉2中

的节点；c) 选取的𝑘𝑖个监测节点有一部分是集合𝑉1中的节点，而另一部分是集合

𝑉2中的节点。在 a)和 b)两种情况中，基于约束条件的部署结果 M 等价于 OMA 方

法直接生成的结果，所以 OMA 的监测节点部署结果也是 M 的一个子集。在情况

c)中，由于 OMA 只会从 V1 或 V2 中选取监测节点，因此基于约束条件生成的部

署结果 M 将无法通过 OMA 方法得到，即 OMA 的监测节点部署结果不是 M 的一

个子集。上述分析表明了满足约束条件 F 的监测节点部署 M 的两种情况，从而使

引理得证。 

引理 5.5：对于一个环分支以及一种满足约束条件 F 的监测节点部署 M，监

测节点部署M与OMA
[83]的监测节点部署之间有以下两种关系：1) 存在一种OMA

监测节点部署结果是 M 的子集；2）OMA 任何可能生成的监测节点部署结果都不

是 M 的子集，即 M 不能由 OMA 的部署方法得到。 

证明：首先，为了减小监测节点部署的搜索空间，监测节点部署约束的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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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MCE首先对拓扑G的无关连通分支进行了裁减。在裁减后的拓扑图Gtrim中，

对于任意的一个环分支 C，约束条件集合 F 中至少包含一个与该分支对应的约束

条件(Si, ki) (算法 2)。除了确定性的监测节点部署外，候选节点集合 Si也是 C 中部

分节点（用 V1 表示）和辅助节点（用 V2 表示）的并集。与 3-点连通分支不同的

是，OMA 只有当环分支 C 含有多个分割节点或多条目标链路时才从 V1 和 V2 中

选取监测节点[83]。此时 OMA 的部署结果是 MAPLink 部署结果 M 的一个子集。

对于其他情况的环分支，OMA 仅从集合 V1 中选取监测节点，而 V1 是 MCE 中候

选节点集合 Si 的一个子集。通过类似于引理 5.4 的论据，可以证明 M 只可能与

OMA 方法的结果部分相交，即 M 不能由 OMA 方法生成。因此，对于拓扑中的

一个环分支，依然可能存在两种满足约束条件 F 的监测节点部署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对于一个特定的 3-点连通分支（或环分支），基于约束

条件得到的监测节点部署结果只可能满足引理 5.4（或引理 5.5）中的一种情况，

但对于网络所有时隙拓扑中的 3-点连通分支（或环分支）来说，基于约束条件得

到的监测节点部署结果则可能同时包含引理 5.4（或引理 5.5）中的两种情况。基

于上述两个引理，本节分别分析了以下三种情形下由 MAPLink 生成的监测节点

部署结果 M 在单个时隙拓扑中的有效性（即实现单个拓扑目标链路的可识别性）：

1) 存在一种 OMA 的监测节点部署结果是 M 的子集；2) OMA 所有可能生成的监

测节点部署结果都不与 M 相交；3) OMA 所有可能生成的监测节点部署结果都与

M 部分相交。下面将针对这三种不同情况给出相应的定理。 

定理 5.6：对于一个满足拓扑 G 中约束条件 F 的监测节点部署 M，当存在一

种 OMA
[83]的监测节点部署结果是 M 的子集时，M 可以实现 G 中所有目标链路的

可识别性。 

证明：如果一种 OMA 生成的监测节点部署是 M 的子集，则存在两种可能的

情况，即确定性的监测节点部署和 M 中选定的监测节点来自同一个节点集合（算

法 2 中的 V1或 V2）。在单个拓扑中，OMA 可以保证对所有目标链路的可识别性[83]。

因此，在这两种不同的情况下，M 都可以实现 G 中所有目标链路的可识别性。从

而使定理得证。 

定理 5.7：对于一个满足拓扑 G 中约束条件 F 的监测节点部署 M，当 OMA
[83]

所有可能生成的监测节点部署结果都不与 M 相交时，M 可以实现 G 中所有目标

链路的可识别性。 

证明：根据拓扑连通性划分算法[100]，在对拓扑 G 进行划分后，G 的每一条

链路至少存在于一个 2-点连通分支B中。如果B中只包含一条链路（即两个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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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其上的监测节点部署是确定性的（即将该链路的端点部署为监测节点）。

因此，根据定理 5.6，M 可以实现该条链路的可识别性。如果 B 中包含两个以上

节点，则可以将 B 进一步划分为多个 SPQR 分支（3-点连通分支和环），并且 B

中的每条链路都将至少存在于一个 SPQR 分支上[101]。下面关注在监测节点部署 M

下拓扑 G 的每一个 SPQR 分支中目标链路的可识别性。由于一个 SPQR 分支（用

T 表示）可能是 3-点连通分支，也可能是环分支，下面将分别分析这两种不同情

况的目标链路可识别性。 

在监测节点部署约束条件的提取中，算法 2 在裁减后的拓扑上引入了两个节

点集合 V1 和 V2，并从这两个节点集合中选取一定数目的监测节点。具体地，集

合 V1 包含连通分支 T 中不与任何目标链路相连的节点，集合 𝑉2 包含与 T 关联且

不与任何目标链路相连的辅助节点。当 OMA 生成的监测节点部署结果与

MAPLink 生成的结果（即 M）不相交时，要么 OMA 的监测节点都是从 V1 中选

取的且 M 都是从 V2 中选取的，要么 OMA 的监测节点都是从 V2 中选取的且 M 都

是从 V1 中选取的。根据定理 5.3，分支 T 中除了与监测节点相连接的链路外，其

他所有的链路都是可识别的。由于集合 V2（或 V1）中的节点不与 T 中任何的目标

链路相连，因此无论 T 是 3-点连通分支还是环分支，在监测节点部署 M 下 T 中

所有的目标链路都是可识别的。下面考虑被裁减掉（即不在裁减后的拓扑上）的

目标链路的可识别性。 

在网络拓扑裁减阶段[82]，对于一个环分支，只有当其不含目标链路时才会被

裁减掉。因此，在被裁掉的环分支中不会有目标链路。然而，对于一个 3-点连通

分支，当其不含目标链路或其上的目标链路不与分割节点（割点或 2-点割集中的

节点）相连接时，将会被裁减掉。因此，在被裁掉的 3-点连通分支中可能包含目

标链路。对于一个被裁减的 3-点连通分支𝑇′和监测节点部署结果 M，基于𝑇′中包

含的监测节点数目，可能有以下三种不同的情况。 

 如果 𝑇′中含有一个以上的监测节点，由于这些监测节点都是从集合 V2（或

V1）中选取的，则监测节点都不在任何的目标链路上。根据定理 5.3，此

时 𝑇′中所有目标链路都是可识别的。 

 如果 𝑇′中含有一个监测节点，那么在与其相邻的连通分支中至少还存在一

个监测节点，否则无法通过不含环路的测量路径推算出链路的性能指标。

此时，由于目标链路不与分割节点相连，通过使用 𝑇′内部的一个监测节点

和 𝑇′外部的一个监测节点，可以保证 𝑇′中所有目标链路的可识别性。 

 如果 𝑇′中不含监测节点，则在与其相邻的连通分支中至少存在两个监测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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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此时，由于目标链路不会与分割节点相连，基于 𝑇′外部的监测节点，

仍然可以保证 𝑇′中所有目标链路的可识别性。 

上述分析表明，在 MAPLink 的监测节点部署 M 下，拓扑 G 中被裁减的目标链路

仍然是可识别的。因此，当 OMA 所有可能生成的监测节点部署结果都不与 M 相

交时，M 可以保证对 G 中所有目标链路的可识别性。 

定理 5.8：对于一个满足拓扑 G 中约束条件 F 的监测节点部署 M，当 OMA
[83]

所有可能生成的监测节点部署结果都与 M 部分相交时，M 可以实现 G 中所有目

标链路的可识别性。 

证明：首先，考虑在裁减拓扑图上一个 SPQR 分支（用 T 表示）的目标链路

的可识别性。给定 T 中的两个节点集合 V1 和 V2，如果 OMA 生成的监测节点与 M

部分相交，那么监测节点部署 M 包含集合 V1 中的一些节点，同时也包含集合 V2

中的一些节点。根据监测节点部署约束条件提取方法（算法 2）以及约束条件合

并方法(CMM)的步骤，当 SPQR 分支 T 是一个 3-点连通分支时，存在三种可能的

监测节点部署方式 M。下面用 sT表示 T 中分割节点的数目。 

cv

trim T
1v

2v

3v

4v

2v

1l 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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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l

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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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l l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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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0 监测节点 M 与 OMA 生成的监测节点部分相交的情况示例 

 如果 sT = 0 且|V1|+| V2|≥2，则 M 将选取 T 内部的一个节点 v1 及与其关联的

一个辅助节点 v2 作为监测节点。同时，节点 v1 和节点 v2不在任何的目标

链路上。用 l 表示 T 中与辅助节点 v2 关联的链路。如果 v1 不在链路 l 上或

l 不与目标链路相邻接（即有共同的一个端点），则 T 中除了与节点 v1 相

连接的链路外，其他链路都是可识别的（由定理 5.3）。此时，由于 v1 不在

任何的目标链路上，所以 T 中所有的目标链路都是可识别的。然而，如果

v1 在链路 l 上并且 l 会与一条目标链路 𝑙′ 相邻接（如图 5.10(a)所示），由于

与辅助节点 v2 相连的分割节点在目标链路𝑙′ 上，因此𝑙′将是不可识别的。

对于图 5.10(a)的例子，在监测节点 v1 和 v2 下，目标链路 l1 是不可识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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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监测节点部署约束条件的合并中需要对链路可识别性进行校验，

以确保最终生成的监测节点可以测得 T 中所有目标链路的性能（具体实现

细节请参考第 5.2.2.4 节）。 

 如果 sT = 0，|V1| = 0 且| V2| = 1，则 M 将选取 T 内部的两个节点 v1, v2 及与

其关联的一个辅助节点 v3 作为监测节点。同时，辅助节点 v3 不在任何的

目标链路上。用 l 表示 T 中与辅助节点 v3关联的链路。如果 v1和 v2不是

链路 l 的两个端点，则 T 中所有链路都是可识别的（由推论 5.2）。然而，

如果 v1 和 v2 是链路 l 的两个端点（如图 5.10(b)所示），则与节点 v1（或 v2）

相连的目标链路将是不可识别的。对于图 5.10(b)的例子，在监测节点 v1, v2

和 v3 下，目标链路 l1 和 l3 是不可识别的。因此，这种情况也需要执行额

外的校验流程，以确保最终生成的监测节点可以实现 T 中所有目标链路的

可识别性。 

 如果 sT = 1 且 T 中的目标链路数目大于 1，则 M 将选取 T 内部的一个节点

v1 及与其关联的一个辅助节点 v2 作为监测节点。同时，节点 v1 和节点 v2

不在任何的目标链路上。用 vc表示 T 上的割点，以及用 l 表示 T 上与辅助

节点 v2 关联的链路。此时在与 T 相邻的连通分支𝑇′中至少还存在一个监测

节点 v3，否则无法通过不含环路的测量路径计算出 𝑇′中链路的性能指标。

如果 v1不在链路 l 上或者割点 vc不在链路 l 上，则在监测节点 v1, v2和 v3

下，T 中所有的链路都是可识别的（由推论 5.2）。然而，如果 v1在链路 l

上并且割点 vc也在链路 l 上（如图 5.10(c)所示），则与 v1（或 vc）相连接

的链路是不可识别的。对于图 5.10(c)中的例子，在监测节点 v1 和 v2下，

目标链路 l1 不是可识别的。因此，这种情况也需要执行额外的校验流程，

以确保最终生成的监测节点可以实现 T 中所有目标链路的可识别性。 

上述分析表明，在 MAPLink 生成的监测节点部署 M 下，裁减拓扑上 3-点连通分

支中的所有目标链路都是可识别的。 

另外，当 SPQR 分支 T 是一个环时，根据约束条件提取方法 MCE（算法 2）

的步骤，只有一种可能的监测节点部署方式 M。用 sT 表示 T 中分割节点的数目。 

 如果 sT = 0 并且 T 中不含目标链路，则 M 将选取 T 内部的一个节点 v1 及

与其关联的一个辅助节点 v2 作为监测节点。同时，节点 v2 不在任何目标

链路上。显然，这种监测节点部署方式可以确保所有目标链路的可识别性。 

最后，考虑被裁减掉的目标链路的可识别性。如果监测节点部署 M 与 OMA

生成的监测节点部署结果部分相交，通过类似于定理 5.7 中的分析，可以证明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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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将保证对裁减掉的目标链路的可识别性。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证得对于时隙拓扑 G 中任意的一个 SPQR 分支 T，当

OMA 方法所有可能生成的监测节点部署结果都与 M 部分相交时，M 能够保证 T

中所有目标链路的可识别性。 

在预先式监测节点的部署算法 MAPLink 中，本文设计了一个约束条件合并

方法 CMM 以进一步提高监测节点部署的性能。下面定理说明了对监测节点约束

条件的合并并不会影响 MAPLink 的有效性。 

定理 5.9：在预先式部署算法 MAPLink 中对约束条件合并方法 CMM 的使用

仍然可以保证网络拓扑中目标链路的可识别性。 

    证明：基于定理 5.8 的分析证明，可以看出对于一个 3-点连通分支 T，存在

三种需要 CMM 方法进行额外处理的情况。在监测节点部署约束的提取中，算法

2 引入了两个节点集合 V1 和 V2。其中，V1 包含 T 中不与任何目标链路相连接的

节点，集合 𝑉2 包含与 T 关联且不与任何目标链路相连的辅助节点。用 sT 表示 T

上分割节点（割点及 2-点割集中的节点）的数目。 

 如果 sT = 0 并且|V1|+| V2|>2，则约束条件提取方法将会把一个约束(V1∪V2, 

2)添加到集合 F 中，其表示需要从集合 V1∪V2 中选取两个节点作为监测节

点。用 v1 和 v2 表示选取的两个监测节点。假定 v2 是一个辅助节点并用 l

表示 T 中与 v2 关联的链路。监测节点合并方法 CMM 需要避免 v1 在链路 l

上以及 l 与 T 中的一条目标链路相邻接（即有共同的端点）。因此，基于

CMM 的操作，存在以下三种可能的监测节点选取方式：a) v1 和 v2都是集

合 V1 中的节点；b) v1 和 v2都是集合 V2中的节点；c) v1和 v2一个是集合

V1 中的节点，另一个是集合 V2 中的节点，但不是需要规避的情况。需要

注意的是，v1 和 v2 要么是在 T 上，要么可以经过不同的路径连接到 T。由

于在上面三种情况中 v1 和 v2 都不在任何目标链路上，所以基于 CMM 方

法的约束条件合并与链路可识别性校验，可以使所有目标链路在最终选取

的监测节点（即以(V, F)为输入的最小碰撞集问题的解）下都是可识别的。 

 如果 sT = 0 且| V2| = 1，则约束条件提取方法会将一个约束(V(T)∪V2, 3)添

加到集合 F 中。用 v1, v2, v3 表示选取的三个监测节点。假定 v3 是一个辅助

节点并用 l 表示 T 中与 v3 关联的链路。此时，监测节点合并方法 CMM 需

要避免 v1, v2 都在链路 l 上（即为 l 的两个端点）。因此，v1, v2 和 v3 要么在

T 上，要么可以经过不同的路径连接到 T 上。根据推论 5.2，可以判定在

监测节点 v1, v2 和 v3 下，T 中所有的链路都是可识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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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sT = 1 且 T 含有不止一条目标链路，则 T 中存在一个割点 vc并且约束

条件((V(T)\vc)∪V2, 2)会被添加到集合 F 中。用 v1 和 v2表示选取的两个监

测节点。假定 v2 是一个辅助节点并用 l 表示 T 中与 v2 关联的链路。此时，

监测节点合并方法 CMM 需要确保 v1 不在链路 l 上或 vc不在链路 l 上。注

意到与 T 相邻的连通分支 𝑇′中至少还存在一个监测节点 v3，否则将无法

通过不含环路的测量路径数据推断出 𝑇′中链路的性能。根据推论 5.2，T

中所有的链路在 v1, v2和 v3 下都是可识别的。 

基于对监测节点约束条件合并方法 CMM 处理情况的分析，可以说明在预先

式监测节点部署中对 CMM 的使用仍然可以保证网络目标链路的可识别性。 

    基于以上 4 个关于预先式监测节点部署性质的基本定理（定理 5.6, 5.7, 5.8 和

5.9）及其对链路可识别性的保证，本文可以证明约束条件提取方法生成的约束条

件集合 F 足以实现在一个时隙拓扑 G 中所有目标链路的可识别性。 

定理 5.10：对于一个网络拓扑 G，由监测节点部署约束提取方法得到的约束

集合 F 足以使目标链路在生成的监测节点下都是可识别的，即：如果一个监测节

点部署M满足所有约束条件F，即对于所有在集合F中的(Si, ki)，有|𝑀 ∩ 𝑆𝑖| ≥ 𝑘𝑖，

则 M 能够实现拓扑 G 中所有目标链路的可识别性。 

证明：首先，如果一个 2-点连通分支 B 仅包含单条链路并且该链路为需要测

量的目标链路，则监测节点部署 M 是确定性的，即 B 中割点和监测节点的总数目

为 2。因此 B 中目标链路是可识别的。下面考虑一个含有两个以上节点的 2-点连

通分支 B。此时，B 可以被划分成多个 SPQR 分支并且 B 中每一条链路将至少存

在于一个 SPQR 分支上。用 T1, …, Tn 表示从拓扑 G 中划分出的 SPQR 分支。需要

注意的是，每个 SPQR 分支可能是一个 3-点连通分支，也可能是一个环分支。由

定理 5.6，定理 5.7 和定理 5.8 可知，在所有满足约束条件 F 的监测节点部署 M 下，

拓扑中的所有目标链路都是可识别的。因此，在拓扑 G 中，由监测节点部署约束

提取方法得到的约束可以使目标链路在最终生成的监测节点下都是可识别的。 

定理 5.10 表明本章提出的预先式监测节点部署算法 MAPLink 可以实现单个

时隙拓扑上目标链路的可识别性。进一步地，下面推论形式化地描述了 MAPLink

算法可以实现动态网络所有时隙拓扑上目标链路的可识别性。 

推论 5.11：在使用监测节点部署约束提取方法得到所有网络拓扑 Gt (t = 1, …, 

T)的约束条件 F 后，通过求解以 F 为输入的最小碰撞集问题（即 min-HSP(V, F)），

可以获得一种使拓扑 G1,…, GT 中所有目标链路都是可识别的监测节点部署。 

证明：首先，通过求解最小碰撞集问题得到的监测节点部署（用 M 表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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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满足集合 F 中的所有约束。根据定理 5.10 可知，监测节点部署约束条件的集合

F 可以保证单个时隙拓扑中目标链路的可识别性。因此，由最小碰撞集问题生成

的监测节点部署 M 可以实现所有时隙拓扑 G1,…, GT中目标链路的可识别性。 

5.3 性能评价 

本节将使用在实际应用中收集的动态网络拓扑来评估预先式监测节点部署

算法 MAPLink 的性能。首先，本节将给出实验的评价方法，包括对网络拓扑特

征的详细描述、实验评价的指标以及实验比较的方法。然后，本节将展示实验的

结果并对其进行分析。 

5.3.1 评价方法 

实验收集实际应用中的动态拓扑进行实验评估。具体地，实验使用了以下两

个数据集： 

1) 旧金山的出租车行驶轨迹数据集[116]。实验从中选取了一段 4 个小时的记

录，其中包含 100 辆出租车的行驶轨迹，并且出租车的位置信息大约每分钟会更

新一次。接着实验通过以下方式提取出网络在各个时隙（这里是每分钟）上的拓

扑结构：首先指定一个出租车通信范围阈值，当两辆出租车的距离小于该阈值时，

在与这两辆出租车对应的节点之间连上一条链路。表 5.2 给出了在不同通信范围

阈值下所提取的网络拓扑信息。 

2) 在实际大规模传感网 GreenOrbs
[117]中的数据包传输记录。GreenOrbs 部署

在森林区域监测温度、光照、湿度和碳吸收率。从 2008 年以来，大约有 400 个

传感器节点分散在中国浙江的天目山上（如图 5.11 所示），其中每个节点以 10 分

钟为周期向基站发送一次数据包。实验选取了 GreenOrbs 网络在 2010 年 12 月期

间的一段数据传输记录，其中包含了连续 7 天的数据记录，共有 385,488 个数据

包的路由信息。实验首先设定一个网络拓扑划分的时隙长度，并通过以下方式提

取出各个时隙上的拓扑结构：如果在特定的时隙内，两个传感器节点之间传输了

至少一个数据包，则用一条链路将这两个传感器节点连接起来。需要说明的是，

由于 GreenOrbs 使用了收集树协议(CTP
[15]

)作为路由协议，使得网络中的每个节

点在传输数据包时会根据无线信道的通信质量自适应地切换数据包的转发节点，

从而容易造成网络拓扑的动态性。表 5.3 给出了在不同时隙长度设置下网络所提

取的拓扑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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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1 GreenOrbs 网络部署示意图 

与预期的一样，随着通信范围阈值和时隙长度的增大，网络拓扑结构将变得

更加密集（即包含更多的链路）并且具有更好的连通性（即包含更少的连通分支）。 

表 5.2 出租车网络动态拓扑的参数信息(100 个节点) 

范围阈值(米) 拓扑变化次数 平均链路数目 平均点连通分支数目 

500 240 179.6 12.8 

1000 240 542.0 8.6 

1500 240 1032.2 4.8 

2000 240 1546.3 3.6 

2500 240 2023.1 2.7 

3000 240 2446.9 1.8 

3500 240 2803.9 1.2 

表 5.3 无线传感网络 GreenOrbs 动态拓扑的参数信息(330 个节点) 

时隙长度(小时) 拓扑变化次数 平均链路数目 平均点连通分支数目 

1.5 112 1121.1 18.4 

2 84 2516.9 11.6 

3 56 3227.6 7.7 

4 42 4198.1 3.8 

8 21 5187.5 2.6 

16 10 6054.9 1.8 

实验以算法最终部署的监测节点数目和算法的运行时间作为评价指标。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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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实现并比较了以下 4 种不同的算法： 

 增量式监测节点部署算法(IMMP)：对于静态拓扑网络，现有算法 MMP
[80]

可以部署一组最少数目的监测节点以实现对网络中所有链路性能的测量。

对于动态拓扑网络，可以依次将 MMP 算法应用于每一个时隙上的拓扑，

即增量式监测节点部署算法 IMMP。具体地，基于当前时隙拓扑中的监测

节点，IMMP 尝试部署最少数目的额外监测节点以测得后续时隙拓扑中链

路的性能。需要说明的是，IMMP 算法假设拓扑中所有的链路都是需要被

测量的，即所有的链路都是目标链路。 

 对单个时隙拓扑的监测节点部署取并集的算法(uOMA)：对于静态拓扑网

络，现有算法 OMA
[83]可以部署最少数目的监测节点以实现对网络中一组

目标链路性能的测量。对于动态拓扑网络，可以按顺序将 OMA 算法应用

于所有时隙拓扑 Gt (t = 1, …, T)，然后将每个时隙拓扑上监测节点部署的

并集作为最终的监测节点部署结果。 

 基本版的预先式监测节点部署算法(bMAPLink)：该算法不使用监测节点

部署约束条件的合并方法 CMM 对各时隙拓扑上的约束条件进行合并，从

而是本章提出的预先式监测节点部署算法的一个基础版本。 

 预先式监测节点部署算法(MAPLink)：即本章在算法 1 中提出的算法。它

首先利用监测节点部署约束提取方法 MCE 获得所有时隙拓扑上的监测节

点约束条件，然后使用监测节点部署约束的合并方法 CMM 对相关的约束

条件进行合并。最后，通过启发式算法求解以约束条件和网络节点作为输

入的最小碰撞集优化问题，从而得到最终的监测节点部署方式。 

在每一个网络时隙拓扑中，实验随机地选取不同数目的链路作为目标链路：

5%和 50%的网络链路为目标链路。为了更加全面地评估算法性能，实验在每一种

网络设置下重复进行了 10 次实验，并给出了实验结果的平均值。由于 MMP 算法

将拓扑中所有的链路都作为目标链路，所以在同一个通信范围阈值和时隙长度下。

只需要将 IMMP 算法执行一次。 

5.3.2 预先式监测节点部署性能评价 

实验首先比较了不同监测节点部署算法在实现目标链路可识别性时需要部

署的监测节点数量。需要说明的是，实验比较的所有算法都可以保证网络拓扑中

所有目标链路的可识别性。图 5.12 显示了在出租车网络和无线传感器网络

GreenOrbs 中的监测节点部署结果，其中各拓扑上有 5%的链路为目标链路（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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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链路比率为 5%）。从图中可以观察到为了测量所有时隙拓扑上目标链路的性能

指标，IMMP 算法始终部署了大量不必要的监测节点。与预期的一样，相比于

bMAPLink 和 MAPLink，uOMA 算法使用了更多的监测节点。尽管 bMAPLink 在

这些网络设置下具有良好的性能，但基于对监测节点部署约束条件的合并，

MAPLink 算法可以进一步提高监测节点部署的性能，即减少监测节点的数目。同

时可以看出，在不同拓扑上实现相同比率的目标链路的可识别性，需要的监测节

点数目有很大的不同。例如，在出租车网络中，当出租车通信范围阈值分别为 500

米和 3500 米时，使用 MAPLink 分别需要部署 80 个和 5 个监测节点。这主要是

因为当通信范围阈值为 3500 米时网络拓扑将会变得更加密集，而相比于稀疏的

网络拓扑，密集的网络拓扑中存在更多可用的端到端测量路径，从而允许部署更

少的监测节点。 

 

(a) 出租车网络                        (b) 无线传感网络 GreenOrbs 

图 5.12 不同监测节点部署算法性能对比(目标链路比率为 5%) 

图 5.13 显示了当网络目标链路比率为 50%时监测节点的部署结果。值得注意

的是，IMMP 算法仍然需要部署更多的监测节点来测量目标链路的性能指标。同

样地，MAPLink 的监测节点部署性能仍会优于 uOMA 和 bMAPLink 的性能。与

图 5.10 中的结果相比，由于需要测量更多的目标链路，所以监测节点部署的数目

也会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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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出租车网络                        (b) 无线传感网络 GreenOrbs 

图 5.13 不同监测节点部署算法性能对比(目标链路比率为 50%) 

5.3.3 监测节点部署算法运行开销 

为了提高监测节点部署的效率，预先式监测节点部署算法 MAPLink 利用现

有裁图算法 Scalpel
[83]对网络各时隙拓扑进行了裁减，并保留了被裁减分支中的部

分节点，即辅助节点。另一方面，为了尽量减少冗余的监测节点，MAPLink 将各

时隙拓扑上的监测节点部署需求表示为约束条件的形式。为了评估算法的存储开

销，本小节首先统计 MAPLink 算法在动态拓扑网络监测节点部署时需要保存的

辅助节点数目和约束条件数目。 

表 5.4显示了MAPLink算法在出租车网络的每个时隙拓扑上平均生成的辅助

节点(|H|)和约束条件(|F|)的个数。可以看到，辅助节点的数目要比拓扑中总的节

点数目(100 个)少得多。尤其当网络有更多目标链路时，辅助节点数目可以进一步

减小。这主要是因为随着目标链路数目的增加，拓扑中被裁图算法裁减掉的分支

数目将会减少，从而保留的辅助节点的数目也会减少。另外，观察到 MAPLink

算法在监测节点部署过程中只需要用到少数几个约束条件，并且网络中目标链路

的数目对约束条件的生成数目没有明显的影响。 

表 5.4 MAPLink 算法在出租车网络的辅助节点数目和约束条件数目 

范围阈值(米) 
5% 50% 

|H| |F| |H| |F| 

500 44.5 21.3 28.1 24.2 

1000 37.8 16.0 23.5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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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 28.2 12.7 15.6 14.1 

2000 22.9 9.6 10.2 11.3 

2500 14.1 4.9 8.2 5.6 

3000 9.6 2.5 5.5 4.3 

3500 4.9 1.8 2.4 3.1 

另一方面，实验还评估了不同监测节点部署算法的时间开销。表 5.5 和表 5.6

分别比较了多个不同算法在出租车网络和无线传感网络 GreenOrbs 中生成监测节

点部署结果需要消耗的时间。其中，各网络拓扑上目标链路的比率为 50%。本文

在一台配备英特尔 i3-2100 CPU 处理器，4.0GB 内存和 64 位 Windows 7 操作系统

的台式机上进行了实验仿真。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由于缺少拓扑裁减和约束条

件提取的过程，IMMP 算法在两个动态拓扑网络中的执行速度要比其他算法的执

行速度快得多。在大多数情况下，uOMA和 bMAPLink 的运行时间是比较相近的。

尽管 MAPLink 算法需要更长时间来完成监测节点的部署，但其在各种不同网络

中的时间开销还是可以接受的。 

表 5.5 各种监测节点部署算法在出租车网络的运行时间(秒，目标链路比率=50%) 

范围阈值(米) IMMP uOMA bMAPLink MAPLink 

500 9.35 25.43 38.56 39.79 

1000 38.29 100.58 141.54 144.08 

1500 129.12 365.34 496.22 528.70 

2000 256.02 744.42 1007.69 1312.52 

2500 351.87 951.51 1268.92 1734.94 

3000 560.24 1524.39 2036.79 2392.58 

3500 822.25 2216.60 3275.98 3402.23 

表 5.6 各种监测节点部署算法在 GreenOrbs 网络的运行时间(秒，目标链路比率=50%) 

时隙长度(小时) IMMP uOMA bMAPLink MAPLink 

1.5 31.69 72.53 93.06 98.47 

2 36.97 83.65 99.90 103.62 

3 33.19 74.82 98.96 102.90 

4 32.79 74.17 95.87 1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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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9.28 65.29 90.22 91.96 

16 22.43 49.39 64.52 70.26 

5.4 本章小结 

本章详细阐述了一种基于时变拓扑序列的链路测量技术，以有效应对拓扑动

态性对网络内部链路性能测量的影响，在保证链路可识别性的同时，尽可能地减

少测量的成本开销。本章的主要创新点归结如下： 

1) 本章首次考虑了在面对网络拓扑变化时链路性能的测量问题。此前国内外

研究工作大多针对静态拓扑的网络场景，即在一个固定拓扑中的链路性能测量。

随着动态路由及时变拓扑越来越成为无线自组织网、物联网和软件定义网等新型

网络的重要特点，本章工作将有助于提高网络测量在多种网络场景中的有效性。

此外，本章工作考虑了对网络任意一组链路（即目标链路）性能的测量，提高了

测量的灵活性。 

2) 本章提出了一种预先式监测节点部署算法 MAPLink，使得服务提供商与

管理员可以在网络规划阶段，完成对网络运行时测量所需监测节点的部署，从而

有利于减少监测节点更换的成本以及保障测量的稳定性。具体地，MAPLink 首先

用约束条件的形式来表示各时隙拓扑上监测节点部署与目标链路测量之间的关

系。然后，将基于约束条件的监测节点选取问题映射为一个广义的碰撞集问题，

并设计了一个高效的启发式求解算法。最后，本章提出了一个约束条件合并方法

以进一步提高 MPALink 算法的性能。 

3) 本章形式化地证明了预先式监测节点部署算法 MAPLink 在动态拓扑网络

中的有效性，即部署的监测节点可以保证所有时隙拓扑中目标链路的可识别性。

同时，本章实现了 MAPLink 算法并在数百个实际的动态拓扑中对其进行了性能

评估。实验结果表明，和传统方法相比，MAPLink 能够显著地减少监测节点部署

的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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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基于失效分类建模的链路测量技术 

6.1 需求与挑战 

现有很多关于网络断层扫描技术的研究工作尝试回答网络拓扑与链路性能

可识别性具有何种关系这一问题[35][75][79][91]，想要解决对于给定的网络拓扑，如何

部署最少的监测节点以测得网络链路性能指标。但是这些工作均假设性能测量过

程中网络通信一直是稳定可靠的，并未考虑网络通信失效的情况。为了保证网络

测量在链路变动（或失效）时的有效性，前一章使用一个时变网络模型来刻画链

路变动对网络拓扑结构的影响，并基于网络拓扑连通性的预测设计了预先式监测

节点部署算法。然而，由于在网络运行过程中存在多种不可预知的因素（例如人

为误差，硬件故障和自然灾害等），对网络拓扑结构的预测往往存在一定的误差，

而这些预测误差（即不可预测的链路失效）可能会极大地影响网络测量方法的性

能。为此，本章将针对网络链路的失效性及拓扑预测的误差性提出鲁棒的测量技

术，在保证链路失效发生时测量任务顺利进行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测量的成

本开销。实现这一目标面临以下两方面的需求与挑战。 

6.1.1 网络通信失效  

在实际应用中，由于通信介质、系统资源、传输流量和使用方式等因素的影

响，链路通信失效（如节点间不连通）是因特网和其他网络系统中比较常见的现

象[96][118]。例如，相比于传统有线网络，无线信道可靠性更低，带宽资源有限，

使得无线传感网络更易受周围环境、传输距离、传输速率等因素的影响，网络通

信失效（如节点故障或链路拥塞）发生的频率将会更高。 

此外，移动自组织网络由于部署的灵活性和使用的便捷性，在多个领域中得

到了广泛的应用，如突发事件或灾害后的应急通信与营救等。总体上，移动自组

织网络是由多个带有无线收发装置的移动节点组成的，无需基础设施支持的动态

可重构多跳网络。而网络节点的移动和无线通信的干扰往往容易导致链路通信的

失效，从而严重影响移动自组织网络的运行、性能及服务质量。为此，国内外研

究者提出了多种不同的路由协议（如按需路由协议 AODV
[119]），通过消耗尽量少

的网络资源以找到持续时间更长的稳定路由，从而保证网络数据的有效传输。图

6.1 显示了在一个仿真的自组织网中链路失效次数的统计结果[120]。该网络包含 n

个在 1500 米×2000 米的矩形区域内均匀分布的移动节点。节点在规定的区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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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速度 v（服从[0, 10]米/秒的均匀分布）向随机选择的一个目的位置移动，到达

该位置后，等待一段时间（10 秒）再向下一个目的位置移动，如此重复。节点的

无线通信距离为 300 米。为了考察不同节点密度对链路失效的影响，实验分别测

试了 4 种不同规模的网络，即 n = 80，120，160，200。此外，实验比较了 3 种不

同路由协议（即通信机制）对链路失效的影响。从图中结果可以看出，随着网络

节点数目的增加，链路失效的次数将会显著增加。对于所有形式的路由协议，在

整个仿真期间（900 秒），网络链路失效次数可达上千次。这个结果反映了链路失

效在当前网络中的普遍性。 

节点数 (个)

链
路

失
效

次
数

 

    图 6.1 无线自组织网络链路失效次数 

面对实际应用中网络链路失效的普遍性和频繁性，如何有效应对链路失效对

网络测量的影响，从而保证测量任务的顺利进行成为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 

6.1.2 网络测量鲁棒性 

从前一节的叙述中可以看出，通信失效经常发生于日常使用的多种形式的网

络中。而通信失效（如链路故障）对网络测量往往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甚至阻碍

测量任务的正常执行。在网络断层扫描中，对于一组特定的监测节点部署，当网

络所有链路都能正常通信时，通过监测节点之间端到端路径的测量数据可以推断

出网络内部链路的性能指标。而当网络发生链路失效时，包含失效链路的测量路

径将不再能够使用，从而可能得到不同的测量数据，影响非失效链路性能的可识

别性，使原来可识别的链路变得不可识别。 

    以图 6.2 所示网络中链路 l3 的性能测量为例，在该拓扑中，节点 v1 被部署为

监测节点，通过收集四条起止于监测节点 v1 的端到端路径(p1: l2l6l1, p2: l5l4l1,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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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2l3l4l1, p4: l5l3l6l1)的性能数据，可以推算出链路 l3 的性能。对于可累加的链路性能

指标（如链路时延和取对数后的链路丢包率），可以用线性方程组的形式将已知

的端到端测量路径性能和未知的链路性能关联起来（如图 6.2 右侧所示，用𝑥𝑖表

示链路 𝑙𝑖的性能值，𝑐𝑖表示测量路径 𝑝𝑖的性能值），其中每条测量路径的信息分别

对应方程组中的一个方程。通过求解这个方程组，可以计算出链路 l3 的性能

 𝑥3 = (𝑐3 + 𝑐4 − 𝑐1 − 𝑐2)/2。然而，当链路 l2 失效时，测量路径 p1:l2l6l1和 p3: l2l3l4l1

由于包含 l2 将变得不可用，方程组将只包含方程②和方程④的信息，此时将无法

计算出链路 l3 的性能指标，即 l3将变得不可识别。因此，当前的监测节点部署方

式无法避免链路失效对网络性能测量的影响。相反，如果将监测节点部署在节点

v2，当链路 l2 失效时，通过收集起止于 v2 且不包含 l2 的测量路径数据，仍可以测

得链路 l3 的性能（具体分析将在第 6.2 节给出），从而提高了测量的鲁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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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链路失效对网络测量的影响示例 

为了能够有效应对测量过程中链路失效的情况，鲁棒的监测节点部署是网络

测量的重要需求以及挑战。 

6.2 设计与实现 

本节将详细阐述如何在应对链路失效及拓扑预测误差对网络测量影响的同

时尽可能地降低测量的成本与开销。首先，本节将给出网络链路失效的类型及其

刻画方式，其中包括对网络模型的描述。接着，本节将介绍一些和算法设计相关

的图论概念及定义。然后，本节将重点描述提出的多个鲁棒的监测节点部署算法

以及冗余监测节点的识别算法，以进一步减少监测节点的部署数目。最后，本节

将进行形式化的理论证明，以说明所提算法的有效性和时间复杂度。 

6.2.1 链路失效类型的定义 

形式上，链路失效可以是两个节点间的不连通，也可以是节点间出现严重的

数据包丢失或超长的时延等现象。随着网络组成的复杂化及应用的多样化，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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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路失效的发生往往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在固有工作模式的设定下，

网络链路可能会发生周期性的通信中断（即失效）。例如，对于行驶路线、调度

时间固定的车联网（如图 6.3 所示）和服从特定占空比(duty-cycle)的无线传感网，

其网络节点之间的连通性可以较为准确地预测出来，即存在可预测(predictable)的

链路失效。另一方面，在网络运行过程中由于一些不可预知因素的介入，链路也

可能会发生突然性的失效。例如，当网关/路由器发生硬件故障或自然灾害到来时，

在故障或灾害区域的链路将难以继续正常通信。此时，本文称这类链路失效为不

可预测(unpredictable)的链路失效。 

 

图 6.3 行驶路线固定的公交车网络 

就失效的预测性而言，网络链路失效有可预测的链路失效和不可预测的链路

失效两种类型。考虑一个用图 G = (V, L)表示的网络，其中，V 和 L 分别代表网络

节点集合和所有可能链路的集合。例如，基于节点移动性、节点通信范围和长时

间的拓扑统计信息，可以计算出网络中每一条可能存在的链路。在网络运行阶段，

由于可预测链路失效和不可预测链路失效的发生，将导致网络拓扑结构的变化。

其中可预测的链路失效可以用一个时变网络模型来刻画。具体地，本文用一个无

向图序列 {𝐺𝑡 = (𝑉, 𝐿𝑡): 𝑡 = 1,… , 𝑇}表示在可预测链路失效下的时变拓扑，其中 V

和 𝐿𝑡分别为第 t 个预测拓扑的节点集合和链路集合。显然，每一个预测拓扑 Gt (t = 

1, …, T)可以通过从图G中去除失效链路的方式而得到，即Lt ⊆ L。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任何拓扑连通性（即链路）预测误差都可以被视为不可预测的链路失效，所

以本节的网络模型不要求对未来的拓扑变化进行完美的预测（即不需要假设100%

的预测准确率），这也是本章工作与现有大多断层扫描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区别。

此外，不可预测的链路失效可以是对链路失效的过高估测（即高估），也可以是

对链路失效的过低估测（即低估）。对于被高估的链路失效（即链路实际上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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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效的，但被预测为失效的），其不会对网络测量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本

章主要考虑链路失效被低估的情况，即链路实际上是失效的，但却被预测为正常

可用的。 

另一方面，为了量化不可预测链路失效的影响以及便于鲁棒测量方法的设计，

本文用一个参数 𝑘 (𝑘 = 0, 1, … ) 来表示每一个预测拓扑中最多允许存在的不可预

测的链路失效的数目。需要说明的是，为了便于应对网络测量及拓扑预测过程中

存在的任意数目的不可预测链路失效和任意程度的拓扑预测误差，算法使用时参

数 𝑘可以被设置为任意的数值。 

本节用 𝑢𝑣 表示节点𝑢和节点𝑣之间的链路，同时假定网络链路是对称的，即

链路 𝑢𝑣 的性能指标和链路 𝑣𝑢 的性能指标是一样的。此外，本文假设所有链路的

性能指标是可累加及稳定的，其中稳定的链路指标是指相对于测量过程变化缓慢

的指标。在基于网络断层扫描的测量技术中，网络节点集 V 中的一部分节点将被

选取为监测节点，接着监测节点间可以沿着一组测量路径发送和接收探测包，从

而获得该组测量路径端到端的性能数据。从测量路径的形式来看，测量路径大致

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不含环路的测量路径和含有环路的测量路径。其中，不含环

路的测量路径的起点和终点分别在不同的监测节点上，而含有环路的测量路径的

起点和终点在同一个监测节点上。此外，随着路由可控性的提高，包含环路的测

量路径通常可以经过一个节点多次，但不能经过一条链路多次（为了减少链路负

载）[31]。本章假设监测节点可以控制探测包的路由，并允许一个监测节点 mA 的

探测包经过一条含有环路的路径到达另一个监测节点 mB 或者经过一条含有环路

的路径返回 mA。 

对于可累加的链路性能指标，一条端到端的路径测量数据等于该路径上所有

链路性能指标之和。基于一组端到端路径测量信息，可以建立一个线性方程组，

其中方程组的未知量是端到端路径上每一条链路的性能指标，已知的常数项是收

集的端到端路径测量值，且一条端到端路径对应于方程组中的一个方程。根据线

性代数的相关知识可知，当且仅当方程组系数矩阵的秩与方程组未知量的个数相

等时，方程组才有唯一解，即可以唯一地确定所有未知量的值。对于网络 G 中一

个特定的监测节点部署，如果一条链路 𝑙𝑖 的性能指标可以从与该监测节点部署对

应的线性方程组中唯一地确定（即有唯一解），则称链路 𝑙𝑖是可识别的(或 0-可识

别的，0-identifiable)；否则，本文称链路 𝑙𝑖是不可识别的(unidentifiable)。如果 G

中所有链路都是可识别的，则称网络 G 是完全可识别的。 

在一个具有时变拓扑（由可预测的链路失效产生）的网络中，当发生不可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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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的链路失效时，由于原来的测量路径可能会变得不可用，所以原先可以识别的

链路也可能会变得不可识别。对于网络 G 中 k 条不可预测的链路失效，其可能的

场景有(𝑛
𝑘
)种，其中 n 为网络 G 包含的链路数目。每一种链路失效场景对应着一

个拓扑形式，即将 k 条失效链路从 G 移除后生成的拓扑。对于网络 G 中一种特定

的监测节点部署 φ，当且仅当在所有 k 条不可预测链路失效（链路 𝑙𝑖本身没有失

效）的场景中链路 𝑙𝑖在监测节点部署 φ下都是可识别的，本文称链路 𝑙𝑖是 k-可识

别的(k-identifiable)。此时，本文也称监测节点部署 φ可以实现链路 𝑙𝑖 的 k-可识别

性(k-identifiability)。当网络 G 中所有链路都是 k-可识别的，则称网络 G 是 k-可识

别的。此时，本文也称监测节点部署 φ 可以实现网络 G 的 k-可识别性。由上述

定义可知，网络中一条(k+1)-可识别的链路也必定是 k-可识别的。同时，k 的数值

越大表示网络结构越鲁棒，并且网络测量的容错性也越好。 

为了更直观地说明当网络中存在不可预测的链路失效时 k-可识别的含义，下

面给出一个简单的例子。图 6.4 所示为一个包含 6 个节点和 11 条链路( 𝑙1- 𝑙11)的

网络拓扑，其中 m 为部署的一个监测节点。这里仅使用起止于 m 的测量路径(即

测量环路)来推断单条链路的性能。图 6.4 右侧列出的方程组对应于 9 条可能的测

量环路(𝑝1- 𝑝11)，其中, 𝑥𝑖表示链路 𝑙𝑖 的性能值，𝑐𝑖表示环路 𝑝𝑖 的测量值。为了便

于说明，下面重点讨论链路 𝑙5和 𝑙8的性能可识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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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 网络 k-可识别链路的示例 

对于链路 𝑙5，从图 6.4 右侧的线性方程组中，可以求解出其性能的唯一解

 𝑥5 = (𝑐3 + 𝑐9 − 𝑐2 − 𝑐1)/2。因此，链路 𝑙5是可识别的（或 0-可识别的）。然而，

当链路 𝑙10失效时，通过剩余的测量环路的数据将无法求解出 𝑙5的性能值 𝑥5。因

此，在监测节点 m 下，链路 𝑙5是 0-可识别的，但不是 1-可识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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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链路 𝑙8，从图 6.4 右侧的线性方程组中，可以获得其性能的唯一解

 𝑥8 = (𝑐1 + 𝑐2 − 𝑐4)/2。因此，链路 𝑙8是可识别的（或 0-可识别的）。下面将说明

在任意一条其他链路失效的情况下（即存在一个不可预测的链路失效），链路𝑙8仍

然是可识别的。 

 当{𝑙1, 𝑙2, 𝑙4, 𝑙5, 𝑙9, 𝑙11}中的一条链路失效时，由于不会影响测量路径 p1, p2

和 p4 的正常使用，所以链路 𝑙8仍是可识别的。 

 当{𝑙3, 𝑙6}中的一条链路失效时，由于测量路径 p2, p5 和 p7 不会经过失效链

路，仍然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求得链路 𝑙8的性能：𝑥8 = (𝑐2 + 𝑐5 − 𝑐7)/2。 

 类似地，当{𝑙7, 𝑙10}中的一条链路失效时，链路 𝑙8的性能可以通过以下方式

求得：𝑥8 = (𝑐1 + 𝑐5 − 𝑐6)/2。 

因此，链路 𝑙8是 1-可识别的。另外，当链路 𝑙4和 𝑙10同时失效时，将无法唯一

地确定链路 𝑙8的性能值，所以链路 𝑙8不是 2-可识别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不

同的监测节点部署下，网络链路的 k-可识别性也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例如，在图

6.4 中，如果选择将监测节点部署在节点 v 上，则链路 𝑙8也将不是 1-可识别的。

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出，鲁棒的监测节点部署是非常重要的。 

为了提高测量的鲁棒性并减少测量的成本，本章工作的主要目标是在网络规

划阶段选择最少数目的网络节点作为监测节点，以保证在可预测和不可预测链路

失效同时发生的情况下，对网络所有非失效链路性能的可识别性。 

6.2.2 图论相关概念 

为了便于对后文算法设计的描述，本小节将介绍一些需要用到的图论背景知

识，主要包括一些图论术语的定义。 

连通图：在一个图中，如果任意两个节点之间都至少存在一条路径（可以是

单条链路）相连，那么该图被称作连通图。 

平凡图：由一个孤立节点组成的图称为平凡图。 

k-边连通图：使连通图G成为不连通图或平凡图所需要删除的最少链路数目

称为图G的边连通度。若图G的边连通度不小于k，则称图G为k-边连通图。或者，

当图G中任意两个节点之间至少存在k条没有相交链路(edge-disjoint)的路径将它

们相连时，则称图G为k-边连通图。此外，对于图G中的两个节点u和v,当u = v或u

和v之间存在k条链路不相交的路径时,本文称u与v是k-边连通的。 

k-边连通分支(k-edge-connected component)：图G的k-边连通分支是G的一个

极大连通子图，并且满足以下两条性质中的一个：1)该子图是一个k-边连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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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该子图包含的节点两两之间都是k-边连通的。 

连接链路(connector link)：如果图G的一条链路 𝑙 连接了两个不同k-边连通

分支上的节点（即链路 𝑙 的两个端点位于不同的k-边连通分支上），则称链路 𝑙 是

一条连接链路。 

下面使用图 6.5 中的例子说明上述图论相关定义。图 6.5 中所示的整个拓扑

图包含两个由链路 l3连接的 2-边连通分支 B1和 B2（图中用虚线方框表示）。因此，

对于连通分支 B1 和 B2 来说，l3 是一条连接链路。此外，2-边连通分支 B1 可以进

一步划分为 3 个 3-边连通分支 T1, T2 和 T3（图中用虚线圆圈表示）。类似地，T1

的连接链路为 l1 和 l2。需要注意的是，2-边连通分支 B2 里的每个节点都是一个 3-

边连通分支。此外，由于节点 u 和节点 v 之间存在 4 条没有相交链路的路径（其

中 3 条路径位于分支{u,v}外），所以{u,v}是一个 4-边连通分支。 

v

u

1T

2T

3T

4T

5T 6T

1l

2l 3l

1B 2B
 

图 6.5 图论相关概念示例(边连通图) 

6.2.3 鲁棒监测节点部署算法 

本节将详细阐述多种鲁棒的监测节点部署算法，以有效应对可预测链路失效

和不可预测链路失效对网络测量的影响，并保证（非失效）链路性能的 k-可识别

性。其中，本节还将分析算法在监测节点部署数量与时间复杂度之间的平衡。 

6.2.3.1 两种简单的部署算法 

面对网络链路的失效性，基于现有监测节点部署算法，本节首先设计了两种

简单而鲁棒的部署算法。 

1) 联合部署算法(uMPK) 

在 一 个 固 定 网 络 拓 扑 中 ， 已 有 算 法 MPK (Monitor Placement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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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dentifiability)
[121]可以实现链路的 k-可识别性。具体地，给定网络中允许存在的

不可预测的链路失效数目（即参数 k 的值），MPK 首先将网络拓扑划分为多个

(k+3)-边连通分支，接着依次在每个(k+3)-边连通分支中部署一个监测节点。虽然

MPK 算法能够确保链路在网络失效时的 k-可识别性，但其在监测节点部署过程中

将所有的网络失效当做是完全不可预测的，这种悲观的网络失效刻画方式容易造

成次优的监测节点部署结果（第 6.3 节将具体描述）。实际上在很多网络应用场景

中，基于网络组成和通信模式等已知信息，服务提供商和管理员可以一定程度上

预测网络未来的失效情况[113][114][122]，即存在一些可预测的网络失效。通过对网络

失效情况的预测，可以得到网络在多个不同时刻的拓扑结构，即一个拓扑序列

 {𝐺𝑡 = (𝑉, 𝐿𝑡): 𝑡 = 1,… , 𝑇}。为了保证链路性能在可预测失效和不可预测失效下的

可识别性，首先可以将算法 MPK 应用于每一个基于链路失效预测得到的拓扑 Gt

（后文将简称为预测拓扑），从而得到应对 Gt 上不可预测链路失效的监测节点部

署 Mt。然后将所有预测拓扑上监测节点部署结果的并集作为最终的监测节点部署

M，即  𝑀 = ⋃ (𝑀𝑡)
𝑇
𝑡=1 。本文称该部署算法为联合的 MPK 部署算法 (uMPK, 

union-MPK)。 

a

b

c

d e

f

h a

b f

c

d e

gg

h

 

(a) 3-边连通图 G1                                    (b) 2-边连通图 G2 

图 6.6 uMPK 算法监测节点部署示例 

虽然 uMPK 算法可以保证所有预测拓扑中链路的 k-可识别性，但其往往会选

取许多冗余的监测节点。以图 6.6 所示网络的 k-可识别性为例，图 6.6(a)和图 6.6(b)

分别表示由链路失效预测得到的两个拓扑 G1 和 G2。这两个预测拓扑的区别是：

在第一个拓扑 G1 中，节点 d 和节点 e 是直接相连的，即 G1 多包含了一条链路 de。

这里假设网络不会发生不可预测的链路失效，即 k = 0。在图 6.6(a)中，由于 G1

是一个 3-边连通图，根据现有关于链路可识别性的结论[37]，选择任意一个网络节

点作为监测节点即可实现所有链路的可识别性。因此，G1 中一种最优的监测节点

部署是{a}。不同的是，图 6.6(b)中拓扑 G2 变为一个 2-边连通图，其包含两个由

链路 bf 和 cg 连接的 3-边连通分支。对于 G2，为了实现所有链路的可识别性，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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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分别在每个 3-边连通分支中部署一个监测节点，因此一种最优的监测节点部署

是{d, h}。综上，将 uMPK 算法分别应用于预测拓扑 G1和 G2而生成的监测节点

部署结果如下：G1 中 M1 = {a}，G2 中 M2 = {d, h}，所以部署的监测节点总数目

|𝑀| = |⋃ (𝑀𝑡)
2
𝑡=1 | = 3。然而，实际上 M2 本身可以同时实现拓扑 G1和 G2的可识

别性，所以 uMPK 算法选取了一个冗余的监测节点（即节点 a）。 

    时间复杂度：联合部署算法 uMPK 的时间复杂度主要取决于 MPK 算法的复

杂度。对于单个预测拓扑 Gt = (V, Lt), 为了保证其链路在不可预测失效下的 k-可识

别性，MPK 算法需要消耗 𝑂(|𝐿𝑡|) 时间(𝑘 = 0)或𝑂(𝑘|𝑉|4)时间(𝑘 > 0)以完成监测

节点的部署[121]。为了保证对所有预测拓扑 {𝐺𝑡 = (𝑉, 𝐿𝑡): 𝑡 = 1,… , 𝑇} 的 k-可识别

性，uMPK 需要依次将 MPK 算法应用于每一个预测拓扑。因此，对于所有（T

个）预测拓扑，当不允许存在不可预测的链路失效时（即 𝑘 = 0），uMPK 算法的

总体复杂度为 𝑂(∑ |𝐿𝑡|
𝑇
𝑡=1 )；当允许存在不可预测的链路失效时（即 𝑘 > 0），uMPK

算法的总体复杂度为 𝑂(∑ 𝑘|𝑉|4𝑇
𝑡=1 )。 

2) 一次性部署算法 

直观上，与部署监测节点以实现单个拓扑的可识别性相比，部署监测节点以

实现所有预测拓扑的可识别性要复杂得多。下面，本节将说明通过实现在相同链

路失效场景下一个拓扑的可识别性，即可实现对所有预测拓扑的可识别性。首先，

面对多个预测拓扑，本文引入一个称为基础图(base graph)的辅助拓扑[123]。形式化

地，对于一组预测拓扑 {𝐺𝑡 = (𝑉, 𝐿𝑡): 𝑡 = 1,… , 𝑇}，将基础图（用 𝐺𝑏表示）定义为

这些拓扑的最大公共子图，即：𝐺𝑏 = (𝑉,  ∩𝑡=1
𝑇 𝐿𝑡)。由于可以通过在基础图𝐺𝑏中

增加链路的方式得到每一个预测拓扑 𝐺𝑡，下面定理表明了基础图 𝐺𝑏 的 k-可识别

性与每一个预测拓扑 𝐺𝑡 的 k-可识别性之间的联系。 

定理 6.1：如果一种监测节点部署 M 可以实现多个拓扑 {𝐺𝑡 = (𝑉, 𝐿𝑡): 𝑡 =

1,… , 𝑇}的基础图 𝐺𝑏的 k-可识别性，那么 M 也可以实现每一个拓扑 𝐺𝑡 的 k-可识别

性。 

证明：基于现有关于链路可识别性的结论[37]，一条链路是 k-可识别的当且仅

当其位于一个(k+3)-边连通分支中，同时该(k+3)-边连通分支包含在至少有一个监

测节点的(k+2)-边连通分支中。因此，为了实现基础图 𝐺𝑏中所有非失效链路的 k-

可识别性，监测节点部署 M 需要从 𝐺𝑏的每个(k+2)-边连通分支中至少选择一个节

点作为监测节点。根据基础图的定义，每一个拓扑𝐺𝑡可以通过向基础图𝐺𝑏中添加

链路的方式得到。对于拓扑 𝐺𝑡 中的一条链路 l，如果链路 l 也存在于基础图 𝐺𝑏中，

那么其位于𝐺𝑏的(k+3)-边连通分支中（同时也必定位于 𝐺𝑡 的(k+3)-边连通分支中），

万方数据



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第 6 章 基于失效分类建模的链路测量技术 

106 

所以链路 l 仍然是 k-可识别的。如果链路 l 不在基础图𝐺𝑏中（即 l 是 𝐺𝑡 新增加的

链路），其在基础图 𝐺𝑏 的位置有以下两种可能情况：(1) l 在基础图 𝐺𝑏 的一个(k+2)-

边连通分支 C
k+2 中；(2) l 连接了基础图 𝐺𝑏中两个不同的(k+2)-边连通分支，即 l

的两个端点位于𝐺𝑏的两个不同的(k+2)-边连通分支上。对于第一种情况，由于链

路 l 也包含在(k+2)-边连通分支 C
k+2 的一个(k+3)-边连通分支里，所以 l 是 k-可识

别的。对于第二种情况，在已有监测节点之间至少存在一条经过链路 l 和其他 k-

可识别链路的测量路径，基于该路径测量值及其他 k-可识别链路的性能值，可以

推算出链路 l 的性能值，即 l 也是 k-可识别的。综合以上分析，可以说明监测节

点部署 M 能够实现每一个预测拓扑 𝐺𝑡中非失效链路的 k-可识别性。 

上述观察结果可直接应用于可预测链路失效和不可预测链路失效同时存在

下监测节点部署算法的设计。具体地，给定在每个预测拓扑中不可预测的链路失

效数目（即参数 k 的值），本文首先通过识别所有预测拓扑的公共链路来计算这些

拓扑的基础图 𝐺𝑏，然后在基础图 𝐺𝑏上使用MPK算法[121]以实现 𝐺𝑏 的 k-可识别性，

最后将 𝐺𝑏上的监测节点部署作为所有预测拓扑的监测节点部署结果。本文称该部

署算为一次性部署算法(one-time placement)。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基础图 𝐺𝑏的连

通性通常要比预测拓扑{𝐺𝑡 = (𝑉, 𝐿𝑡): 𝑡 = 1,… , 𝑇}的连通性差得多，虽然一次性部

署算法实现简单，但其往往会部署大量冗余的监测节点。 

时间复杂度：一次性部署算法主要包括两个阶段：首先，通过遍历每个预测

拓扑 Gt = (V, Lt) (t = 1, …, T)的链路以计算出这些拓扑的基础图𝐺𝑏。该操作可以在

O(Tmint|Lt|)时间内完成。其次，将 MPK 算法应用于基础图 𝐺𝑏以实现所有非失效

链路的 k-可识别性，该操作可以在 O(mint|Lt|)时间（k = 0）或𝑂(𝑘|𝑉|4)时间（𝑘 > 0）

时间内完成[121]。因此，对于所有（T 个）预测拓扑，一次性部署算法的总体时间

复杂度当 𝑘 = 0 时为 𝑂(𝑇𝑚𝑖𝑛𝑡|𝐿𝑡|)，当 𝑘 > 0 时为 𝑂(𝑘|𝑉|4 + 𝑇𝑚𝑖𝑛𝑡|𝐿𝑡|)。 

6.2.3.2 增量部署算法 

如上一小节所示，在基于链路失效预测的时变拓扑序列中使用联合部署算法

uMPK 极有可能会选择很多冗余的监测节点。为了减少网络中冗余监测节点的数

量，本节设计了一种增量式的监测节点部署算法 IMPK (Incremental MPK)。简单

地说，IMPK 在依次为每个预测拓扑选取监测节点的过程中，考虑了当前已部署

的监测节点，并尽可能地减少新监测节点的部署数量。形式化地，对于一组预测

拓扑 Gt (t = 1, …, T)，给定前面 t-1 个拓扑中的监测节点部署 Mt-1，IMPK 可以按

以下步骤得到第 t 个拓扑的监测节点部署 Mt ： 

万方数据



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第 6 章 基于失效分类建模的链路测量技术 

107 

(1) 𝑀𝑎,𝑡 ← IMPK(𝐺𝑡 , 𝑘,𝑀𝑡−1); 

(2) 𝑀𝑡 ← 𝑀𝑡−1 ∪𝑀𝑎,𝑡. 

其中，𝑀0被初始化为一个空集，𝑀𝑎,𝑡表示为实现拓扑 Gt的 k-可识别性而额外部署

的监测节点，𝑀𝑇是所有预测拓扑上最终部署的监测节点。 

由于 Mt可以实现前面 t 个拓扑 G1, …, Gt 的 k-可识别性，因此 IMPK 的输出

结果（即 𝑀𝑇）将可以保证所有预测拓扑在 k 条不可预测链路失效下的可识别性。  

时间复杂度：对于每一个预测拓扑 Gt = (V, Lt)的监测节点部署，增量部署算

法 IMPK 遵循与 MPK 相同的步骤，需要消耗 O(mint|Lt|) (k = 0)的时间或

 𝑂(𝑘|𝑉|4) (𝑘 > 0)的时间。因此，对于所有预测拓扑 Gt (t = 1, …, T)，增量部署算

法的总体时间复杂度为 (∑ |𝐿𝑡|
𝑇
𝑡=1 ) (k = 0)和𝑂(∑ 𝑘|𝑉|4𝑇

𝑡=1 ) (𝑘 > 0)。 

6.2.3.3 综合部署算法 

    通常，增量部署算法的性能与其对拓扑序列的处理顺序有很大关系。因此，

就监测节点的数目而言，增量部署算法生成的结果是次优的（具体评估将在第 6.3

节给出）。这促使运营商与管理员综合考虑所有预测拓扑的监测节点部署需求，

以便于找到一种更好的监测节点部署方式。由于每个预测拓扑可能包含多个等效

且最优的监测节点部署方式，通过枚举各个拓扑中监测节点部署以找到一个总监

测节点数目最少（即并集最小）的部署方法将具有指数级复杂度。 

相反，本小节所提算法的基本思想是将每个预测拓扑的监测节点部署需求表

示成一组约束条件的形式，然后通过求解由这些约束所形成的优化问题，得到满

足所有约束条件并实现所有预测拓扑 k-可识别性的监测节点部署。具体地，与

MPK 算法[121]随机地在一个拓扑（或连通分支）上部署若干数目的监测节点不同，

本小节将一个拓扑 Gt = (V, Lt)（或连通分支）上监测节点的部署需求记录成多个

集合-整数对(set-integer pair) F = {(Si, ni) | i = 1, 2,…}的形式，其中每一个 Si (Si ⊆ V)

为一组候选的监测节点，ni表示从 Si中需要选择的监测节点的最小数目。例如，

如果 MPK 算法需要在集合 S 中任意选择一个节点作为监测节点，可以用一个约

束(S, 1)来表示该监测节点部署需求。 

给定一个拓扑 G 以及 G 中允许存在的不可预测的失效链路数目 k，本小节首

先设计了一种可行的监测节点部署算法(FMP, Feasible Monitor Placement)来计算

G 中所有的监测节点部署约束。算法 1 给出了 FMP 的描述。算法 FMP 遵循与算

法 MPK 相似的流程。不同的是，FMP 记录了使拓扑 G 中链路 k-可识别的监测节

点部署约束，而不会选取特定的节点作为监测节点。具体地，对于 G 的每个连通

分支 C，FMP 首先在度数为 1 或度数为 2 的节点 v 上生成约束条件({v}, 1)（第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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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其中节点 v 的度数指的是以 v 为端点的链路数目。对于图 6.6 中的拓扑，为

了实现链路的可识别性，约束({c}, 1)和({d}, 1)会被添加到集合 F 中，否则将无法

通过不经过重复链路的测量路径（或测量环路）推算出与节点 c 和节点 d 相连的

链路的性能指标值。接着，FMP 将连通分支 C 划分为多个(k+3)-边连通分支（第

5 行）。基于对拓扑图的划分，FMP 依次为每个(k+3)-边连通分支生成一个约束条

件，从而使得在每个(k+3)-边连通分支上至少部署一个监测节点（第 6-7 行）。 

在图 6.7 的拓扑中，{a, b, e, f }为一个 3-边连通分支（用虚线方框表示），而

{a, e}和{b, f}为两个 4-边连通分支（用虚线圆圈表示）。当需要实现网络的 0-可识

别性（即 k = 0）时，那么约束条件({a, b, e, f}, 1)会被生成；当需要实现网络的 1-

可识别性（即 k = 1）时，那么约束条件({a, e}, 1)和({b, f}, 1)会被生成。 

算法 1 可行的监测节点部署 (FMP)

输出: 监测节点部署约束F

输入: 一个网络拓扑G, 参数k

 

a b

c d

e f
 

图 6.7 FMP 算法中监测节点部署约束生成示例 

在将 FMP（算法 1）应用于每个预测拓扑 Gt (t = 1, …, T)并获得所有必要的

监测节点部署约束条件 F 后，本节将预测拓扑 Gt = (V, Lt) (t = 1, …, T)中的监测节

点部署问题转化为从网络节点V中选取一组能够满足所有约束的最小节点子集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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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即对于 F 中的所有约束 (Si, ni)，有|𝑀 ∩ 𝑆𝑖| ≥ 𝑛𝑖。形式化地，本节将基

于部署约束条件的监测节点选取问题映射为以(V, F)为输入的最小碰撞集问题，即

min-HSP(V, F)。由于 FMP 算法生成的监测节点部署约束可以保证所有预测拓扑

的 k-可识别性（第 6.2.4 节将对其进行形式化分析），因此可以通过求取相应最小

碰撞集问题的最优解，从而得到一种最优的监测节点部署。然而，由于最小碰撞

集问题是 NP 难的，所以基于部署约束的监测节点选取问题也是 NP 难的。 

对于预测拓扑中监测节点的选取，首先可以确定网络中必须是监测节点的节

点，即在一个拓扑中度数小于 3 的节点。然后，本节使用一个启发式算法来完成

其余监测节点的选取。该启发式算法的核心流程如下所述：当集合 F 中还存在未

被满足的约束时，选取一个可以使 F 中最多未被满足的约束(Si, ni)变为满足的节

点作为监测节点，即：给定当前选取的监测节点 M，如果节点 v 被最多数目的满

足|𝑀 ∩ 𝑆𝑖| < n𝑖的节点集合 𝑆𝑖 包含，则选取节点 v 为一个新的监测节点。下面定

理说明该启发式算法可以取得对数近似比。 

定理 6.2
[123]：对于最小碰撞集问题 min-HSP(V, F)，设计的启发式求解算法可

以实现(1+ log|F|)的近似比，即启发式算法选取的监测节点数目最多为问题最优解

的(1+ log|F|)倍。 

时间复杂度：综合监测节点部署算法包含 FMP（算法 1）和求解最小碰撞集

问题的启发式算法。FMP 算法首先将每一个预测拓扑 {𝐺𝑡 = (𝑉, 𝐿𝑡): 𝑡 = 1,… , 𝑇}划

分为不同类型的连通分支。当不可预测失效链路数目为 0 时（即 𝑘 = 0），拓扑的

划分需要消耗 O(|Lt|)的时间[124]；否则（即𝑘 > 0），拓扑的划分需要消耗𝑂(𝑘|𝑉|4)的

时间[74]。接着，FMP 遍历每个连通分支以得到相应的监测节点部署约束 F，该过

程可以在拓扑划分时完成。在最小碰撞集问题的求解中，对于每一个监测节点的

选取需要统计 O(T|V|)个约束条件的满足情况，而一个约束条件满足情况的检验需

要消耗 O(|V|)的时间，从而使启发式算法执行时间为 𝑂(𝑇|𝑉|2)。因此，综合部署

算法的总体时间复杂度当 𝑘 = 0 时为𝑂(𝑇|𝑉|2)，而当𝑘 > 0时为𝑂(∑ 𝑘|𝑉|4𝑇
𝑡=1 )。 

6.2.4 鲁棒监测节点部署算法分析 

本节将形式化分析网络链路失效发生时综合监测节点部署算法的性能。本节

证明了综合部署算法可以保证所有拓扑中所有非失效链路的可识别性。特别地，

对于与预测拓扑相比的额外链路（即失效被高估的链路），本节还验证了这些链

路在所提算法生成的监测节点部署下也是可识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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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1 链路可识别性判定的现有结论 

下面给出一些在网络链路可识别性判定方面的现有结论[30][121]，这些结论为

本节算法的证明提供了理论基础。当网络不存在失效链路时，Goplan 等人[30]给出

了用一个监测节点使整个网络可识别的充要条件。 

定理 6.2
[30]：如果网络 G 是一个 3-边连通图，那么在 G 中任意选择 1 个节点

作为监测节点即可以使 G 中所有链路都是可识别的。 

对于网络中有多个监测节点的情况，Goplan 等人[30]设计了一种监测节点融合

操作，从而将多个监测节点下的链路可识别性问题简化为一个监测节点下的链路

可识别性问题。 

定义 6.1
[30]：对于一个含有监测节点集合 M 的拓扑 G，融合操作将 G 转换成

一个新的拓扑 𝐺′，并且拓扑 𝐺′ 的节点集合 𝑉(𝐺′) = {𝑉(𝐺) − 𝑀 + {𝑚}}，其中 m

为合并后的监测节点。同时，新拓扑 𝐺′ 的链路和原拓扑 G 的链路是一一对应的，

即 𝑙 ∈ 𝐺 ↔ 𝑙′ ∈ 𝐺′。具体地，用 u 和 v 表示原拓扑 G 中链路 l 的两个端点，用 𝑢′, 

𝑣′表示新拓扑 𝐺′中链路 𝑙′ 的两个端点，其对应关系如下： 

(𝑢′, 𝑣′) = {

(𝑢, 𝑣),     如果𝑢, 𝑣 ∉ 𝑀               

(𝑢,𝑚),    如果𝑢 ∉ 𝑀且𝑣 ∈ 𝑀   

(𝑚,𝑚),   如果𝑢, 𝑣 ∈ 𝑀              

           公式(6.1) 

为了便于证明网络链路 k-可识别性的条件，Ren 等人[121]首先证明了监测节点

的融合操作并不会影响链路的 k-可识别性。 

定理 6.3
[121]：对于一个给定监测节点部署的拓扑 G，通过融合操作可以得到

与其对应的新拓扑 𝐺′。对于原拓扑 G 中的一条链路 l，当且仅当与其对应的新拓

扑 𝐺′中的链路 𝑙′是 k-可识别的，l 才是 k-可识别的。 

此外，当网络存在失效链路时，Ren 等人[121]给出了链路性能 k-可识别(𝑘 > 0)

的充要条件。 

定理 6.4
[121]：对于只有一个监测节点的网络𝐺′。一条链路是 k-可识别的当且

仅当这条链路包含在监测节点所在(k+2)-边连通分支里的(k+3)-边连通分支中。 

为了更清晰地说明上述结论和定义，本文在图 6.8 中给出了一个简单的示例。

图 6.8(a)为含有两个监测节点 m1 和 m2 的原始拓扑。根据定义 6.1，图 6.8(b)所示

为监测节点融合后的拓扑。可以看到，所有原来以 m1和 m2为端点的链路都映射

为以 m 为端点的链路。基于定理 6.2，由于原拓扑是一个 3-边连通图，因此所有

链路的性能都可以通过监测节点 m1 和 m2 测得，即所有链路都是 0-可识别的。定

理 6.3 表明监测节点合并操作不影响链路的 k-可识别性，因此下面可以专注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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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监测节点融合后链路的 k-可识别性。基于定理 6.4，由于监测节点融合后的拓

扑是 4-边连通的，所以图 6.8(b)中的所有链路性能都是 1-可识别的。由定理 6.3

可知原拓扑（图 6.8(a)）中的所有链路在监测节点 m1 和 m2 下也是 1-可识别的。 

a

e f

b

1m

c

g h

d

2m

a

e f

b

m

c

g h

d

 
(a) 原拓扑(监测节点 m1, m2)                   (b) 融合后拓扑(监测节点 m) 

图 6.8 多个监测节点融合操作示例 

6.2.4.2 综合部署算法的有效性 

在综合部署算法中，为了尽量减少冗余监测节点的数目，本节首先使用 FMP

（算法 1）获得网络拓扑中监测节点部署约束并将监测节点选取问题映射为最小

碰撞集问题(min-HSP)。下面引理表明 FMP 算法所生成的监测节点部署约束足以

保证一个拓扑在任意 k 条不可预测链路失效下的性能可识别性。 

引理 6.5：对于一个网络拓扑 G = (V, L)，如果一种监测节点部署 M (M ⊆ V)

满足 FMP 生成的所有约束条件 F，即对于集合 F 中的(Si, ni)，都有|𝑀 ∩ 𝑆𝑖| ≥ 𝑛𝑖，

则 M 可以实现拓扑 G 在 k（𝑘 ≥ 0）条不可预测链路失效下的可识别性。 

证明：如 6.2.3 节算法 1 所示，对于一个输入参数值 k，FMP 在拓扑图 G 的

每个(k+3)-边连通分支中生成一个监测节点部署约束并把该约束加入到集合 F。如

果监测节点部署 M 满足 F 中的所有约束，那么拓扑 G 的每一个(k+3)-边连通分支

中将会包含至少一个监测节点。根据定理 6.2 和定理 6.4，对于𝑘（𝑘 ≥ 0）条链路

失效的情况，一个监测节点足以实现一个(𝑘+3)-边连通分支中所有非失效链路的

性能可识别性。因此，监测节点部署 𝑀 可以实现拓扑中所有(𝑘+3)-边连通分支的

可识别性，从而 M 可以实现拓扑 G 中所有非失效链路的可识别性。 

通过求解与 FMP 生成约束对应的最小碰撞集问题，可以获得一种实现所有

（由可预测链路失效得到）拓扑 G1,…, GT的性能可识别性的监测节点部署。 

定理 6.6：在使用 FMP 算法得到所有预测拓扑{𝐺𝑡 = (𝑉, 𝐿𝑡): 𝑡 = 1,… , 𝑇}上的

监测节点部署约束 F 后，通过求解以节点集 V 和约束集 F 为输入的最小碰撞集问

题（即 min-HSP(V, F)），可以获得一种使拓扑 G1,…, GT在 k（𝑘 ≥ 0）条不可预测

万方数据



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第 6 章 基于失效分类建模的链路测量技术 

112 

链路失效下都是可识别的监测节点部署。 

证明：通过求解相应的最小碰撞集问题 min-HSP(V, F)，可以获得一种满足集

合 F 中所有约束条件的监测节点部署（用 M 表示）。由引理 6.5 可知，F 足以保

证每个预测拓扑的 k-可识别性，所以 M 能够实现拓扑 G1,…, GT中所有非失效链

路的 k-可识别性。另一方面，对于拓扑 Gt (t = 1, …, T)中失效被高估的链路（即

额外链路）l，其所处位置存在两种可能的情况：a) 链路 l 在 Gt的一个(k+3)-边连

通分支里；b) 链路 l 连接了 Gt中两个不同的(k+2)-边连通分支（用 C1和 C2表示）。

对于情况 a)，由定理 6.2 和定理 6.4 可知 l 是可识别的。对于情况 b)，在分支 C1

和 C2 之间至少存在一条经过链路 l 和其他可识别链路的测量路径，基于该路径信

息仍可以推算出 l 的性能指标值。因此，监测节点部署 M 同样可以实现这些失效

被高估的链路的性能可识别性。由此定理得证。 

6.2.5 冗余监测节点识别算法 

在 6.2.4 节中，由于最小碰撞集问题的求解难度（NP 难），使得计算出的监

测节点数目通常要比最优的监测节点数目更大。因此，一个自然的问题是：如何

在不损失链路 k-可识别性的情况下通过移除冗余的监测节点以优化监测节点部署？

本小节进一步提出一个冗余监测节点的识别算法，以判定并移除在一种监测节点

部署中冗余的监测节点。直观上，随着网络拓扑连通性的提高，可以不必在每一

个连通分支 Ci 上都部署监测节点（如 FMP 算法那样）。这主要是因为对于分支

Ci来说，拓扑连通性更好时在 Ci 外的监测节点之间仍然有足够多的测量路径可以

经过 Ci，从而可以保证 Ci内链路性能的可识别性。例如，图 6.9 所示的网络拓扑

包含三个 3-边连通分支（用虚线圆圈表示）。如果想要实现网络所有链路的可识

别性（即 0-可识别性），FMP 算法（算法 1）将会在每个 3-边连通分支中部署一

个监测节点，如 m1, m2 和 m3。然而，由现有结论（6.2.4 节定理 6.2 和定理 6.3）

可知m1和m3仍然可以实现网络所有链路的可识别性，因此可以移除监测节点m2。

下面将详细描述如何移除一个给定监测节点部署中的冗余监测节点。 

为了尽可能全面地考虑各拓扑上监测节点移除的可能性，本文在冗余监测节

点识别和移除上的策略同样也是首先在各网络拓扑上生成监测节点移除的约束

条件，然后从给定的监测节点中选取一组冗余的监测节点以满足这些约束。 

为此，给定一个实现拓扑 k-可识别性的监测节点部署 M（可以是算法 1 生成

的），本节提出了一种冗余监测节点识别（或判定）算法 DRM (Determination of 

Redundant Monitors)，以得到监测节点移除的约束条件。算法 2 给出了 DRM 的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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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9 冗余监测节点识别示例 

行流程。对于一个连通分支 Ci，用 d(Ci)表示 Ci 与其他连通分支之间连接边的数

目，即 Ci 的度数；用 M(Ci)表示 Ci中包含的监测节点集合。由于初始监测节点 M

是给定的，所以 M(Ci)也是固定的。这里每一个约束条件也是用集合-整数对(Si, ni)

表示，但是此时约束条件的含义是为了保持网络的 k-可识别性，至多能从集合 Si

中移除 ni个监测节点。具体地，算法首先通过约束({v}, 0)保证在度数小于 3 的网

络节点上都部署有监测节点（第 3-4 行）。接着，在每个度数不大于 k+2 的 j-边连

通 分 支 𝐶𝑖
𝑗

( 2 ≤ 𝑗 ≤ 𝑘 + 3 ) 中 至 少 部 署 有 一 个 监 测 节 点 ， 并 把 约 束

(𝑀(𝐶𝑖
𝑗
), |𝑀(𝐶𝑖

𝑗
)| − 1)添加到监测节点移除约束集合 R 中（第 5-11 行）。对于图 6.9

中的拓扑以及初始监测节点 M = {m1, m2, m3}，DRM 算法将往集合 R 中加入约束

({m1}, 0)和约束({m3}, 0)。 

算法 2 冗余监测节点识别 (DRM)

输出: 监测节点移除约束R

输入: 一个网络拓扑G, 参数k, 初始监测节点部署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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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初始监测节点部署 M，在将 DRM 算法应用于每个预测拓扑 Gt (t = 1, …, 

T)及获得所有约束条件 R 后，本节将冗余监测节点的移除问题映射为从 M 中选取

一个满足 R 中的所有约束(Si, ni)的最大子集𝑀′，即对于所有的(Si, ni)，有

|𝑀′ ∩ 𝑆𝑖| ≤ 𝑛𝑖。本节将该问题称为以 (M, R)为输入的最大碰撞集问题，即

max-HSP(M, R)。可以证明的是，当需要从一个实现网络 k-可识别性的监测节点

部署中移除冗余的监测节点时，由 DRM 算法生成的约束对于保持网络 k-可识别

性是充分且必要的（第 6.2.6 节将给出具体分析）。因此，冗余监测节点的识别和

移除有助于找到一种可以实现所有预测拓扑 k-可识别性的最优的监测节点部署。 

实际上，求解一个以(V, {(Si, ni): i = 1, 2, …})为输入的最小碰撞集问题等价于

求解一个以(V, {(Si, | Si |−ni): i = 1, 2, …})为输入的最大碰撞集问题，因此最大碰

撞集问题的求解难度和最小碰撞集问题的求解难度是一致的。这里可以应用与最

小碰撞集问题求解相似的启发式算法（见 6.2.3 节）。与最小碰撞集问题求解不同

的是，当网络中还存在冗余监测节点时，本节选择移除的是被最少数目的约束包

含的一个监测节点。对于冗余监测节点的移除问题，该启发式算法可以取得如下

的近似比。 

定理 6.7
[123]：对于最大碰撞集问题 max-HSP(M, R)，设计的启发式求解算法

可以实现 1/|𝑅| 的近似比，即启发式算法选取的冗余监测节点数目最多比问题最

优解小1/|𝑅|倍。 

时间复杂度：虽然最大碰撞集问题有着与最小碰撞集问题相同的解决难度，

但冗余监测节点识别及移除的复杂度与初始监测节点集合 M 的大小有关，而其通

常要比网络节点集合 V 小得多。具体地，DRM 算法在生成冗余监测节点约束时

遵循与 FMP 算法相似的执行流程，所以其复杂度与 FMP 是一样的，即对于一组

预测拓扑 G1,…, GT，当 𝑘 = 0 时 DRM 的复杂度为 O(|Lt|)，当 𝑘 > 0 时 DRM 的复

杂度为 𝑂(𝑘|𝑉|4)。在最大碰撞集问题求解中，每一个冗余监测节点的选取需要统

计 O(T|V|)个约束条件的满足情况，而一个约束条件满足情况的检验需要 O(|M|)的

时间，因此启发式算法的复杂度为𝑂(𝑇|𝑉| ∙ |𝑀|)。综上，冗余监测节点识别及移

除的总体时间复杂度为 𝑂(𝑇|𝑉| ∙ |𝑀|) (𝑘 = 0)和 𝑂(∑ 𝑘|𝑉|4𝑇
𝑡=1 ) (𝑘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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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0 不同监测节点部署算法应用示例 

为了更直观地说明前两节提出的各种鲁棒监测节点部署算法的性能，下面给

出一个简单的例子。图 6.10 所示为一个含有两个预测拓扑 G1 和 G2（由可预测链

路失效得到）的时变网络。假定网络运行过程中最多只有一条不可预测的链路失

效发生，即 k = 1。现在应用不同的监测节点部署算法以实现拓扑 G1 和 G2 在一条

不可预测链路失效下的可识别性，即 1-可识别性。对于联合部署算法 uMPK，通

过在 G1 和 G2 中分别使用 MPK 算法[121]，将选取{b, h}（G1中）和{a, c, e}（G2

中）作为监测节点。因此，uMPK 最终选取的监测节点为{b, h, a, c, e}。对于一次

性部署算法，其首先构造拓扑 G1 和 G2 的基础图 Gb（图 6.10(c)所示），接着在基

础图 Gb 上应用 MPK，从而可能选取节点{a, e, h, g}作为监测节点。增量部署算法

IMPK 将首先在第一个拓扑 G1 上应用 MPK，其可能选择{b, h}作为监测节点。基

于 G1 的监测节点，IMPK 接着检查第二个拓扑 G2 中是否需要进一步部署监测节

点以实现其 1-可识别性。由于节点 a 和节点 e 是 G2 的 4-边连通分支，IMPK 将选

取{a, e}作为额外的监测节点，从而得到最终的监测节点部署{b, h, a, e}。综合部

署算法首先生成监测节点部署约束：对于拓扑G1，约束 F1 = {({a, b, c, d, e, f, g}, 1), 

({h}, 1)}；对于拓扑 G2，约束 F2 = {({a}, 1), ({b, c, d, f, g, h}, 1), ({e}, 1)}。接着综

合部署算法使用启发式算法求解以({𝑎, 𝑏, 𝑐, 𝑑, 𝑒, 𝑓, 𝑔, ℎ}, 𝐹1 ∪ 𝐹2)为输入的最小碰

撞集问题(min-HSP)，从而获得监测节点部署结果{a, e, h}。基于初始监测节点部

署 {𝑎, 𝑏, 𝑐, 𝑑, 𝑒, 𝑓, 𝑔, ℎ}（或其他部署算法的结果），冗余监测节点识别及移除算法

也将获得相同的监测节点部署{a, e, h}。在这个例子中，由于实现拓扑 G2 的 1-可

识别性至少需要三个监测节点，所以综合部署算法和冗余监测节点识别及移除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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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生成的结果都是最优的。 

6.2.6 冗余监测节点识别算法分析 

对于一种监测节点部署 M，上一节提出了一个冗余监测节点识别（及移除）

算法 DRM，在保持网络 k-可识别性的情况下进一步提高监测节点部署性能，减

少测量成本。下面引理正式给出了冗余监测节点识别算法生成的约束条件对于保

持网络链路的 k-可识别性是充分且必要的。 

引理 6.8：给定一种实现网络 G 的 k-可识别性的监测节点部署 M，对于 M 的

一个子集 𝑀′，当前仅当 𝑀′满足 DRM 生成的所有约束条件 R 时，即对于 R 中的

所有(Si, ni)，都有 |𝑀′ ∩ 𝑆𝑖| ≤ 𝑛𝑖，则 𝑀\𝑀′仍可以实现 G 的 k-可识别性(𝑘 ≥ 0)。 

证明：下面首先证明该引理的必要部分。如 6.2.5 节算法 2 所示，DRM 在必

须是监测节点的网络节点（即度数不大于 2 的节点）上生成约束（算法 2 第 3-4

行）。此外，DRM 在每个度数不大于 k+2 的 j-边连通分支(2 ≤ 𝑗 ≤ 𝑘 + 3)上生成一

个约束（算法 2 第 9-10 行），以使得在该分支上保留至少一个监测节点。如果移

除的监测节点 𝑀′不满足约束集合 R，那么 𝑀′将不符合算法 2 的条件（第 3 行或

第 9 行），即造成以下两种结果之一： 

1) 在度数为 1 或 2 的网络节点 v 上没有部署监测节点。此时，将无法通过不

经过重复链路的测量路径（或测量环路）推算出与节点 v 相连的链路性能。 

2) 在度数不大于 k+2 的连通分支 Ci上没有部署监测节点。考虑一个有 k 条

链路同时失效的场景φ，同时φ中的链路失效将会导致 Ci的度数不大于 2。根据失

效发生后与 Ci相连接的链路数目，对于 Ci 的连通性存在三种可能的情况。用 𝐺′ 表

示链路失效后的拓扑，用 𝑑𝑖
′ 表示 𝐺′中分支 Ci的度数。 

 如果 𝑑𝑖
′ = 0，那么 Ci在 𝐺′中是一个孤立的分支（如图 6.11(a)所示）。此时，

Ci中必须含有一个监测节点，否则无论其他分支上的监测节点如何部署，

都无法测得 Ci中链路的性能。 

 如果 𝑑𝑖
′ = 1，那么在 𝐺′中仍有一条链路 l 连接到 Ci（如图 6.11(b)所示）。

此时，如果 Ci 中不含有监测节点，那么将没有测量路径（或测量环路）

可以经过 l 及 Ci中的链路，从而使得 l 及 Ci中的链路性能是不可识别的。

因此，Ci中必须至少含有一个监测节点。 

 如果 𝑑𝑖
′ = 2，那么在 𝐺′中有两条链路 l 和 𝑙′ 连接到 Ci（如图 6.11(c)和图

6.11(d)所示）。此时，如果 Ci 中没有监测节点，那么任意一条经过链路 l

的路径也必定会经过链路 𝑙′，此时只可能计算出 l+𝑙′总的性能，而无法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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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出 l 和 𝑙′单独的性能。因此，Ci中也必须至少含有一个监测节点。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链路失效场景 φ下，如果连通分支 Ci中不含有监测节点，

那么网络中将至少存在两条不可识别的链路。 

iC

(a) Ci为一个孤立分支

i

l

l

'l

l 'l '

2G

'

1G
iC

'

1G

iC '

1G iC'

1G

(b) Ci有一条连接链路l

(c) Ci有两条连接到相同分支的链路 (d) Ci有两条连接到不同分支的链路
 

图 6.11 链路失效后一个度数不大于 2 的分支 Ci的连通情况示例 

因此，为了使 𝑀\𝑀′在 k条不可预测的链路失效下仍可以实现G的可识别性， 

移除的监测节点 𝑀′必须要满足所有约束条件 R。 

下面证明引理的充分部分。考虑一组满足算法 2 中条件的移除监测节点𝑀′。

根据定义 6.1，对所有在 𝑀\𝑀′中的监测节点进行融合操作。由于𝑀′满足算法 2

中的所有条件，即在每一个度数不大于 k+2 的连通分支上至少留有一个监测节点，

从而在监测节点融合后的拓扑图 𝐺′上删除任意 k+2 条链路将不会使 𝐺′变得不连

通。因此， 𝐺′是一个(k+3)-边连通的图。根据定理 6.4，图 𝐺′的所有链路都是 k-

可识别的。根据定理 6.3，网络原拓扑 G 中所有链路也是 k-可识别的。综上，可

以证得如果移除的监测节点 𝑀′满足所有约束条件 R，则 𝑀\𝑀′仍能够保证 G 的 k-

可识别性。 

基于冗余监测节点识别算法 DRM 生成的约束条件 R，并通过求取相应最大

碰撞集问题(max-HSP)的最优解，可以得到一种最优的监测节点部署。 

定理 6.9：给定一个初始监测节点部署 M = V, 在使用 DRM 算法得到所有拓

扑{𝐺𝑡 = (𝑉, 𝐿𝑡): 𝑡 = 1,… , 𝑇}上的冗余监测节点移除约束 R 后，通过求取以 V 和 R

为输入的最大碰撞集问题(max-HSP(V, R))的最优解𝑀′，将得到一个使拓扑 G1, …, 

GT在 k (𝑘 ≥ 0)条不可预测链路失效下都是可识别的最优监测节点部署𝑉\𝑀′。 

证明：首先，max-HSP(V, R)问题的解 𝑀′ 满足 R 中的所有约束条件。此外，

由于初始监测节点部署 M 将网络的每个节点都部署为了监测节点，则 M 必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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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现网络的 k-可识别性。根据引理 6.8，约束条件 R 可以保持网络的 k-可识别

性，所以监测节点集 𝑉\𝑀′可以使拓扑 G1,…, GT在任意 k 条不可预测链路失效下

都是可识别的。另一方面，任何不符合约束条件 R 的集合 M
*将会比 max-HSP(V, R)

的解 𝑀′包含更多的监测节点。假设 M
*违反了拓扑 Gt中的约束，由于集合 R 中的

约束是必要的（引理 6.8），那么 𝑉\𝑀∗将无法实现 Gt的 k-可识别性。对于预测拓

扑中失效被高估的链路，基于与定理 6.6 中相似的论述，𝑉\𝑀′仍可以测得这些链

路的性能指标。由此定理得证。 

6.3 性能评价 

上一节详细地介绍了能够应对网络链路失效的监测节点部署算法，本节将利

用真实的网络拓扑来评估这些算法的性能。首先，本节将给出实验的评价方法，

包括对网络拓扑信息的描述。然后，本节将展示实验的结果并对其进行分析。特

别地，本节还将定量地评估两种链路失效（可预测和不可预测链路失效）对网络

测量的影响。 

6.3.1 评价方法 

实验使用实际应用中收集的网络拓扑对算法进行验证。 

1) 出租车行驶轨迹数据集[116]。实验从中选取了一段 2 小时的记录，其中包

含 100 辆出租车的行驶轨迹，并且出租车大约每分钟会更新一次其位置信息。接

着实验通过如下方式提取出每条记录中的网络拓扑：首先指定一个出租车通信范

围的阈值，当两辆出租车之间的距离小于该阈值时，用一条链路将与这两辆出租

车对应的节点连接起来。表 6.1 列出了在不同通信范围阈值下提取的网络拓扑信

息。 

2) 大规模传感网 GreenOrbs
[117]中的数据包传输记录。GreenOrbs 为一个部署

在森林区域的传感网。自 2008 年以来，大约有 400 个传感器节点分散在中国浙

江的天目山上，其中每个节点以 10 分钟为周期向基站发送一次感知数据。实验

选取了 GreenOrbs 网络在 2010 年 12 月里连续 7 天的数据传输记录，共统计了

385,488 个数据包的路由信息。实验首先设定了一个数据记录划分时隙，并通过

以下方式提取出各时隙上的网络拓扑：如果在一个特定的时隙内，两个传感器节

点之间传输了数据包，就用一条链路将这两个节点连接起来。表 6.2 列出了在不

同时隙长度下提取的网络拓扑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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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出租车网络拓扑的参数信息(100 个节点) 

范围阈值(米) 拓扑变化次数 平均链路数目 平均边连通分支数目 

500 120 184.1 33.9 

1000 120 538.3 16.0 

1500 120 1012.6 8.5 

2000 120 1523.6 6.7 

2500 120 2000.5 4.2 

3000 120 2409.9 3.7 

3500 120 2754.5 2.3 

表 6.2 无线传感网络 GreenOrbs 拓扑的参数信息(330 个节点) 

时隙长度(小时) 拓扑变化次数 平均链路数目 平均边连通分支数目 

1.5 112 1121.1 38.1 

2 84 2516.9 25.0 

3 56 3227.6 17.8 

4 42 4198.1 10.4 

8 21 5187.5 5.1 

16 10 6054.9 3.5 

6.3.2 鲁棒监测节点部署性能评价 

实验首先比较了提出的不同监测节点部署算法在实现网络链路 k-可识别性

（即在任意 k 条链路失效下所有非失效链路的性能仍是可测的）时需要部署的监

测节点数量。这里，实验应用启发式算法求解相应的最小碰撞集问题和最大碰撞

集问题。为了验证冗余监测节点识别及移除(DRM)的有效性，本节将综合部署算

法的输出结果作为 DRM 算法的输入，即作为冗余监测节点移除时的初始监测节

点。同时，本节将只使用了 FMP（算法 1）的监测节点部署算法称为基本的综合

部署算法(basic-joint)，而将结合了冗余监测节点识别及移除(DRM)的监测节点部

署算法称为完整的综合部署算法(joint)。值得说明的是，这些算法都可以实现网

络链路性能的 k-可识别性。 

图 6.12 显示了在出租车网络和无线传感网 GreenOrbs 中，当没有不可预测的

链路失效（即 k = 0）时，不同监测节点部署算法为了实现网络可识别性（0-可识

别性）所部署的监测节点数量。和预期的一样，尽管简单的部署算法（uMPK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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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出租车网络                        (b) 无线传感网络 GreenOrbs 

图 6.12 不同监测节点部署算法性能对比(𝑘 = 0) 

一次性部署算法 one-time）复杂度更低，但其使用的监测节点数量要比其他算法

更多。增量部署算法(incremental)在两个网络中都具有良好的效果。此外，基本的

综合部署算法可以进一步提高监测节点部署的性能。由于对冗余监测节点的移除，

完整的综合部署算法在所有场景中使用的监测节点数量是最少的。同时可以看出，

不同的拓扑需要不同数量的监测节点来保证其链路的可识别性。例如，出租车网

络中，当出租车通信范围分别为 500 米和 3500 米时，综合部署算法分别需要部

署 85 个和 23 个监测节点。这主要是因为通信范围为 3500 米时网络拓扑会更加

密集（即含有更多的链路），而相比于稀疏的网络，密集的网络存在更多可用的

测量路径，从而有利于减少监测节点的数目。 

图 6.13 显示了当网络中存在一条不可预测的链路失效（或对一条链路变动的

预测误差）时（即 k = 1），各种不同算法的部署结果。可以看出，对于同一个网

络拓扑，实现其 1-可识别性要比实现其 0-可识别性需要更多的监测节点。例如，

对于 3500 米的通信范围及 16 小时的时隙长度，综合部署算法分别需要使用 23

个和 47 个监测节点以实现网络的 0-可识别性，而使用 30 个和 56 个监测节点以

实现网络的 1-可识别性。此外，综合部署算法依旧取得了最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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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出租车网络                        (b) 无线传感网络 GreenOrbs 

图 6.13 不同监测节点部署算法性能对比(𝑘 = 1) 

图 6.14 显示了当网络中存在两条不可预测的链路失效（或对两条链路变动的

预测误差）时（即 k = 2），不同算法的监测节点部署结果。可以看到，综合部署

算法使用的监测节点依然是最少的。有趣的是，在连通性更好的网络中，当 k = 2

时综合部署算法相比基本的综合部署算法的性能提升要比当 k = 0, 1 时的性能提

升更加明显。这主要是因为随着参数 k 的增大，连通性更好的网络拓扑将被划分

成更多的连通分支，从而更易于移除在每个连通分支上冗余的监测节点，这也使

得综合部署算法相比于基本的综合部署算法的性能提升更加明显。 

 

(a) 出租车网络                        (b) 无线传感网络 GreenOrbs 

图 6.14 不同监测节点部署算法性能对比(𝑘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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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链路失效对网络测量的影响 

对于大规模网络性能的测量，当前很多工作都假设网络链路通信始终是稳定

可靠的，没有考虑到链路失效的情况。本小节将系统地评估链路失效对网络测量

有效性及测量开销的影响。具体地，本小节分别定量地分析了可预测链路失效与

不可预测链路失效的影响。 

6.3.3.1 不可预测链路失效的影响 

实验首先评估当网络发生不可预测的链路失效或拓扑预测错误（即存在误差）

时，链路性能可识别性的变化情况。由于综合部署算法在所提算法中具有最好的

表现，这里使用综合部署算法进行监测节点的选取。具体地，基于传统的网络模

型设定（即不考虑链路失效），实验首先使用综合部署算法在拓扑中部署监测节

点以实现链路的可识别性。接着实验随机地从每个拓扑中删除一部分链路（即模

拟不可预测链路失效的发生），并测试前面部署的监测节点是否依然可以实现所

有非失效链路的可识别性。为了简便起见，实验分别选取了每种通信范围和时隙

长度设置下的 10 个网络拓扑，并重复进行了 1000 次实验。图 6.15 给出了当出租

车网络和无线传感网 GreenOrbs 中存在一条不可预测链路失效时，其不可识别链

路的比率，即不可识别链路数目与网络所有链路数目的比值。从图中可以看出，

当发生不可预测的链路失效时，两个网络都不是完全可识别的。这些结果显示了

不可预测链路失效会对网络链路性能的可识别性产生很大影响，甚至使原来可识

别的链路变得不可识别。 

 

(a) 出租车网络不可识别链路比率            (b) GreenOrbs 网络不可识别链路比率 

图 6.15 不可预测链路失效对网络测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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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2 可预测链路失效的影响 

另一方面，实验评估可预测链路失效对网络可识别性和监测节点部署的影响。

具体地，本小节需要回答以下两个问题：1) 当忽略可预测的链路失效时，网络可

识别性有何变化？2) 当将所有链路失效都视为不可预测的，这将对监测节点部署

性能有何影响？为了回答第一个问题，实验仅将综合部署算法应用于网络在第一

个时隙上的拓扑，并忽略随后时隙上的拓扑。然后，实验测试部署的监测节点是

否可以实现其他时隙网络拓扑的可识别性。 

图 6.16(a)给出了当只在出租车网络的第一个时隙拓扑上部署监测节点时，网

络各时隙拓扑中不可识别链路的数目（此时出租车通信范围的阈值为 2000 米）。

很明显，由于可预测的链路失效，初始部署的监测节点难以保证其他时隙拓扑中

所有链路的可识别性。 

为了回答第二个问题，实验用两条失效链路（一条可预测的失效和一条不可

预测的失效）的场景来评估监测节点部署的性能。首先，实验假设两个链路失效

都是不可预测的（即 k = 2），并使用综合部署算法在网络中部署监测节点。另一

方面，基于对一个链路失效的准确预测，实验使用综合部署算法在得到的一组时

变拓扑中进行监测节点的部署，同时考虑一个不可预测的链路失效（即 k = 1）.

本小节重复进行了 10 次实验并给出了平均结果。图 6.16(b)表明基于链路失效的

可预测性，可以有效地减少网络监测节点的部署数量。 

 

(a) 不可识别链路数目                      (b) 监测节点部署数目 

图 6.16 可预测链路失效对网络测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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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本章小结 

本章深入并详细地阐述了链路通信失效及拓扑连通性预测误差对网络测量

的影响，提出了多种鲁棒的监测节点部署算法，在保证测量任务顺利进行以及链

路性能可识别性的同时，实现测量成本与时间复杂度之间的平衡。本章的主要创

新点归结如下： 

1) 本章首次考虑了当可预测链路失效与不可预测链路失效同时存在时网络

性能的测量问题。此前国内外研究工作要么假定一个理想的失效预测模型（即可

以准确预测出所有的链路失效），要么对链路失效预测进行悲观的假设（即无法

预测任何的链路失效）。综合实际网络中链路失效的可预测性与不可预测性，有

利于提高测量的鲁棒性，并降低测量的成本。 

2) 本章提出了多种鲁棒的监测节点部署算法，当有可预测与不可预测的链路

失效发生时，基于监测节点之间端到端的测量数据，推算出所有非失效链路的性

能指标值，具体包括：(i) 两种简单的部署算法（即联合部署和一次性部署），将

传统针对不可预测链路失效的部署算法应用于一组由可预测链路失效生成拓扑

上，(ii) 增量部署算法，基于已有监测节点，在一组预测拓扑上依次部署额外的

监测节点，(iii) 综合部署算法，通过将监测节点部署问题映射为广义的碰撞集问

题以全面考虑所有预测拓扑的监测节点部署需求。此外，本章还设计了一个冗余

监测节点的识别及移除算法。 

3) 本章形式化地证明了所提算法的有效性，即算法部署的监测节点即使在链

路失效发生时仍然可以保证网络中所有非失效链路性能的可识别性。 

4) 本章利用实际网络拓扑对所提算法的性能进行了评估。除了验证不同算法

在测量开销与复杂度之间的权衡，实验结果还表明链路失效对网络性能的可识别

性及监测节点的部署性能都具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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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总结与展望 

7.1 全文总结及创新点 

本文主要研究基于断层扫描的网络性能测量中的关键技术，在测量灵活性、

测量有效性和测量鲁棒性三个核心方面展开研究。针对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本文

分别提出了基于界限值推断的链路测量技术、基于界限值推断的路径测量技术、

基于时变拓扑序列的链路测量技术和基于失效分类建模的链路测量技术。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总结如下： 

第一，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界限值推断的链路测量技术，包括高效的链路性

能界限值推断算法和新监测节点的部署算法。针对传统断层扫描方法存在测量精

确度单一，实现难度大，测量成本高等问题，本文提出的方法在满足服务提供商

与网络管理员测量需求的前提下，通过灵活调整链路性能指标测量的精确度及测

量链路的选取，显著地降低了测量的成本与开销。 

第二，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界限值推断的路径测量技术，包括路径性能界限

值推断算法和新监测节点的部署算法。针对现有链路性能测量工作的不足，本文

提出的方法能够以较小的开销实现对网络关键应用服务端到端性能的测量，为大

规模网络测量的应用与推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三，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时变拓扑序列的链路测量技术。针对现有研究工

作只适用于静态网络拓扑的场景，本文工作全面考虑了拓扑的动态性和路由的动

态性，并提出了一种基于网络连通性预测的时变拓扑刻画模型。基于该模型，本

文提出了一种预先式监测节点部署算法，便于服务提供商与管理员在网络规划阶

段，完成对网络运行阶段测量所需监测节点的部署，从而减少了监测节点更换的

开销并提高了测量的稳定性。 

第四，本文深入分析了链路通信失效及拓扑连通性预测误差对网络测量的影

响，并提出了可以同时应对可预测与不可预测失效的链路测量技术，包括多种鲁

棒的监测节点部署算法。相比现有监测节点部署算法，本文提出的算法在保证链

路性能可识别性的同时，实现了测量成本与计算复杂度之间的平衡，为大规模网

络的设计与优化提供了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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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未来工作 

未来的研究工作主要包含以下几点。 

第一，测量结果的综合和建模。网络性能测量方法所生成的结果种类繁多，

量纲各异，如：时延单位通常是毫秒(ms)，带宽单位通常是比特/秒(bps), 而丢包

率通常用百分比表示，不同测量结果之间相互独立，且存在明显的异构性[125]。目

前的网络测量研究还没有将多个网络性能指标结合起来，给出一个可以量化、易

于理解和统一的表示形式。随着网络组成的复杂化及网络应用的多样化，传统的

评价指标已难以准确描述当前大规模网络性能和应用服务的状态。因此，如何有

效地综合测量方法的多个测量结果，对网络性能和行为做出恰当且规范的评价是

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第二，网络测量信息的挖掘和智能分析。在当前的理论与技术下, 想要实现

对大规模网络的性能评估，通常需要长时间大范围的测量，才能够得到完整及准

确的数据。因此，网络性能测量面临着大规模测量可能带来的海量数据处理和数

据时效性的问题。此外，通过对已有网络性能测量信息的追踪、统计与智能分析，

有助于服务提供商与网络管理员便捷地找到网络性能的变化趋势，及时定位网络

瓶颈，从而保证网络的服务质量。 

第三，通用有效的网络测量框架。当前学术界已经提出了很多网络测量技术，

包括对整个网络和部分网络的性能测量等。然而这些不同的网络测量技术依赖于

不同的网络模型，具有不同的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方式。此外，这些测量技术在

测量精度、测量粒度、测量开销和实现复杂度等方面也有着不同的表现。因此，

建立一个通用而有效的网络测量框架，将这些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在实际应用

中根据服务提供商与网络管理员的测量需求实现自适应的选择，也是未来值得继

续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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