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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信息中心网络 ICN 是一种以数据为中心的新型网络范式，ICN 将网络实体的标识符和定位符解耦，并充分利用网内缓存
技术提高信息分发的效率。与传统的 TCP / IP 网络相比，ICN 带来了接收者驱动和多副本等新传输特性，这使得 ICN 拥塞控制
面临新的机会和挑战。本文对 ICN 拥塞控制的相关工作进行了充分调研，首先介绍了经典的 TCP 拥塞控制机制，然后对现有
的 ICN 拥塞控制的研究工作进行了详细介绍，并描述了 ICN 拥塞控制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为后续的 ICN 拥塞控制研究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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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rvey of Information － Centric Networking
Congestion Control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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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tional Network New Media Engineering Ｒesearch Center，Institute of Acoustics，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100190，China，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100049，China）
Abstract： Information － centric networking （ ICN） is a new data － centric network paradigm，ICN decouples identifiers and locators of
network entities and makes full use of in － network caching technique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information distribution．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TCP / IP networks，ICN transport has new features such as receiver － driven and multi － replica，making ICN congestion
control face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is paper fully investigates the work related to ICN congestion control，firstly introduces
the classical TCP congestion control mechanism，then analyzes and introduces the existing research work on ICN congestion control，
and describes the possibl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of ICN congestion control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subsequent research on ICN
congestion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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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大多数因特网协议的原始设计都集中在主机到主机的通信模型上 ，用于在两个特定的端点之间交换信
息。然而，互联网的使用模式和支持技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今天的互联网使用方式以内容的分发和
［1］
获取为主导，而不是连接到特定的服务器 。用户更关心内容本身而不是内容的来源 。传统协议与当前网
［2］
络的使用模式的不匹配也造成了移动性 、多宿主、可伸缩性等方面的性能问题 。第五代 （ Fifth Generation，

5G） 网络的应用对端到端延迟有着严格的要求，特别是在很可靠低延迟通信 （ Ultra － Ｒeliable Low Lat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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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uＲLLC） 场景中［3］。
为了实现 5G 的高性能指标，研究人员正在努力研究多种支持技术 ，特别是网络架构的优化。 一种称为
［4］
信息中心网络（ Information － Centric Networking，ICN） 的新型网络范式被提出 。ICN 架构及相关技术正在
［5］

标准化中

，有潜力增强 5G 网络的数据交付服务。ICN 将互联网通信范式从以主机为中心的模型更改为

以信息为中心的模型。利用网络级别的实体标识符 （ Identifier，ID） 来寻址和获取相应的内容数据。 它通过
使用网内缓存技术，ICN 可以提供显著的好处，例如更快的传递内容、减少网络流量以及减少相同内容的重
复传输。
［4］

信息中心网络被提出之后，出现了很多不同架构的 ICN 项目
king，NDN）

［6］

，包括命名数据网络（ Named Data Networ-

，面向数据网络架构 （ Data － Oriented Network Architecture，DONA） ［7］，移动优先 （ MobilityFirst，

MF） 网络［8］，信息网络（ Network of Information，NetInf） ［9］和现场弹性自治网络（ On － Site，Elastic，Autonomous
Network，SEANet） ［10］等。为了解决实现这些体系结构时所面临的问题，人们仍然在研究许多相关的关键技
［11］

术，例如，命名、路由、缓存、转发、安全性和传输等

。本文主要研究传输控制技术，特别是传输中的拥塞控

制机制。拥塞控制机制主要包括拥塞发现 、拥塞判断和拥塞避免 3 个部分，分别是： 如何获取网络状态信息
以发现网络拥塞，如何通过当前网络状态判断网络发生了拥塞，以及当判断拥塞发生的时候如何进行拥塞
避免。
与传统的 TCP / IP 网络相比，ICN 传输主要有两个新特性。 一个特性是接收者驱动的传输模式，接收端
将携带内容 ID 的请求报文发送到网络中，存储相应内容的网络节点都可以通过响应报文返回请求的数据 。
另一个特性是多副本传输，由于网内缓存技术的存在，接收端请求获取的数据块在网络中往往存在多个副
本，副本位于原始内容发布源或中间支持缓存的 ICN 路由器。 无论是现有基于 TCP / IP 协议栈的网络架构
还是新型的 ICN 网络架构，网络拥塞都可能发生。因此，ICN 拥塞控制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义 。
本文从 TCP 拥塞控制开始介绍，并详细介绍了 ICN 拥塞控制的相关研究工作。 本文的内容组织如下：
第 1 节将介绍经典的 TCP 拥塞控制机制； 第 2 节将介绍 ICN 拥塞控制的当前研究，包括接收者驱动的 ICN
拥塞控制、逐跳 ICN 拥塞控制机制、混合 ICN 拥塞控制机制和其他 ICN 拥塞控制机制； 第 3 节将介绍 ICN 拥
塞控制的未来研究方向； 第 4 节为本文的总结。

1

经典的 TCP 拥塞控制机制
TCP 拥塞控制机制主要是通过维护发送端的拥塞控制模块通过检测网络情况进行数据发送速率调整 。

根据网络拥塞状态为判定的依据，TCP 拥塞控制算法可以分为四类： 基于丢包的、基于链路容量的、基于时延
［12］
［13］
［14］
的，以及基于学习的。 大多数 TCP 拥塞控制算法是基于丢包的，包括 Tahoe ，Ｒeno ，newＲeno ，BIC

（ Binary Imcrease Congestion Control） ［15］算法，以及目前默认使用在 Linux 内核中的 Cubic［16］算法。 随着互联
网技术的发展，路由器可以缓存待转发数据包的缓存队列不断增加 ，造成了典型的缓冲区膨胀 （ Bufferbloat）
［17］

问题

。当链路上的缓存队列被填满后会发生丢包 ，而在此之前网络已发生拥塞。 当瓶颈缓冲区较大时，

基于丢包的拥塞控制会一直保持缓冲区队列为满的状态 ，造成了较长的端到端延迟。 另外，基于丢包的算
法无法区分噪声丢包和拥塞丢包 ，当瓶颈缓冲区队列较小，会造成丢包和拥塞的关系模糊，造成低带宽利用
率。例如，当丢包率为 0． 01% 时，传输性能下降 50%
［18］

塞控制的方法

［16］

。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需要一种替代基于丢包的拥

。2016 年 9 月，BBＲ（ Bottleneck Bandwidth and Ｒound － Trip Propagation Time） ［18］算法被谷

歌提出，并受到广泛关注。BBＲ 不再通过丢包判定网络拥塞，而是动态检测并计算当前网络带宽和往返时
延（ Ｒound － Trip Time，ＲTT） ，当报文总量大于时延带宽积（ Bandwidth － Delay Product，BDP） 时候判断为网络
［19］
［20］
出现拥塞。基于时延的算法是通过数据包的 ＲTT 变化判断网络拥塞程度，例如 Vegas 算法和 FastTCP

算法。基于学习的拥塞控制不使用某个特定信号来判定拥塞 ，是使用机器学习形成相应控制策略，如 Ｒemy［21］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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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TCP 拥塞控制机制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些其他的机制，但由于可用性不足未得到广泛使用。
主动队列管理（ Active Queue Management，AQM） 是利用当前的队列信息控制中间节点的队列 ，使路由器缓存
在被占满前有计划地丢掉一部分分组报文 ，从而使发送方在拥塞发生前降低发送速率。AQM 机制的缺点
是： 增加硬件成本和运算量的开销，参数设置敏感，响应相对滞后。在 AQM 机制的支持下，提出了显式拥塞
［22］
，ECN 是一种利用 AQM 路由器通告拥塞信息并进行主机响应
通知（ Explicit Congestion Notification，ECN）
。
（
Ｒate
Control
Protocol，ＲCP） ［23］的拥塞控制机制，ＲCP 是通过中间路由
的机制 还有一种称为速率控制协议

器计算允许的发送速率（ 就是不会造成该路由器拥塞的数据包转发速率 ） ，从而反馈式地限制发送端的发送
速率。但是，ＲCP 也需要路由器计算能力，当前 ＲCP 只能用于 NetFPGA 路由器，若有振荡行为，仍然无法保
证缓冲区不溢出或零丢包率。

2

ICN 拥塞控制机制的当前研究

针对不同的 ICN 架构，出现了大量关于拥塞控制的研究。NDN 甚至没有独立的传输层，它的传输控制
［24］
是通过应用支持库和转发平面的策略模块相结合操作的 。根据拥塞控制的模式，ICN 拥塞控制机制被分
［25，
26］
。
为 3 类： 接收者驱动的拥塞控制、逐跳拥塞控制，以及混合拥塞控制
2． 1 接收者驱动的 ICN 拥塞控制
接收者驱动的 ICN 拥塞控制机制类似于传统的互联网方式，是通过调整数据传输速率以适应链路带宽
［27］
以避免造成网络拥塞 。在 ICN 一个内容的获取过程中，多个数据块可以通过多路径从多个数据源获取。
针对 ICN 多源多路径的特点，文献［28］中提出的内容中心 TCP（ Content Centric TCP，CCTCP） 协议维护了多
［27］
个超时值及多个拥塞窗口，这种方式增加了拥塞控制的复杂性。 类似地 ConTug 协议假设知道每个数据
块的位置，并为多个数据源维护多个超时值 ，采用类似 TCP Vegas 算法的 ＲTT 变化作为轻拥塞标识，使用超
［29］
时丢包作为重拥塞标识。Carofiglio 等人提出的 ICP（ Interest Control Protocol）
协议作为 CCN 的接收者驱

动传输协议，它实现了一个基于窗口的兴趣流控制机制 ，并通过 ＲTT 延迟或超时丢包判定拥塞。
文献［30］中提出的 ICN 特定的传输协议 （ ICN Specific Transport Protocol，ICTP） 是一种接收者驱动传输
协议，它的提出是针对内容分割为数据块，数据块进一步分割为报文段的场景。ICTP 在数据块粒度采用
NDN 类似的逐跳拥塞控制，在报文段粒度使用经典的 TCP Ｒeno 算法。ICTP 可以选项支持自动获取下一个
数据块，而且多个数据块可以并行请求。
NetInf TP［31］协议被设计用于 NetInf 架构。NetInf TP 的操作包括 3 个步骤： 定位副本、传输建立和数据
传输。NetInf TP 首先通过名字解析定位副本并开始传输 ，数据传输是通过一个请求包对应两个数据包实现
的传输速率指数级增长，并采用基于窗口的拥塞控制机制 ，遵循 TCP 逻辑的 AIMD （ Additive Increase and
Multiplicative） 机制用于避免拥塞。但 NetInf TP 不是基于超时丢包判断拥塞，而是通过发出请求未收到回复
的报文数量（ 例如数量为 3） 判定拥塞。
在一个数据块的传输中，ICN 实现了与 TCP 类似的拥塞控制算法，只是通过调整使之适应于接收者驱
［32］
［33］
动的环境。例如，EC － Cubic 拥塞控制是基于 TCP Cubic 算法，ITahoe 的拥塞控制是基于 TCP Tahoe
算法。
ICN 中还有将路由器驱动的拥塞预测与请求者驱动的兴趣控制协议相结合 ，通过中间路由器显示反馈
影响接收端请求速率的机制。例如，参考 TCP 中的 ECN 机制，一种用于数据块交换的逐跳拉模式控制协议
（ Chunk － switched Hop Pull Control Protocol，CHoPCoP） 的随机早期标记机制在文献［34］被提出，中间路由器
估计拥塞情况并通知接收者调整请求速率 。其中，路由器通过概率 p 标记拥塞与否发送给接收者，概率 p 根
。
据路由器队列情况进行计算，如式（ 1） 所示，数据队列占有率为 q，队列占有率的加权平均值 q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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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珋＜ q min
0，
 q珋－ q
min

p ，
q珋∈ （ q min ，q max ）
 q max － q min max
p = 
珋 珋
 p + q － q max （ 1 － p ） ， q珋∈ （ q ，
max
max
max 2q max ）

q珋
max

1，
q珋＞ 2q max

（ 1）

通过中间路由器检测队列大小判断拥塞并反馈接收端以调整请求速率的机制在 NDN 中被广泛研究。
但是，由于该机制需要中间路由器实时检测队列大小使得拥塞判断成本较高 ，而且中间路由器还需要将拥
塞信息反馈给接收端，则需要识别数据包中的接收端地址 ，也会带来较高的报文检测开销。
具体而言，在文献［1］中详细介绍了中间路由器通过队列大小判断拥塞状态的机制 ，并通过拥塞信息位
（ Congestion Information Bits，CIB） 通知接收端。接收端收到拥塞状态信息，调整拥塞窗口，拥塞信息位的设
置如式（ 2） 所示，其中，avgQ 为平均队列大小。

CIB =

{

00，

avgQ ≤ minQ

01， avgQ ≤ 0． 5 × （ maxQ + minQ）

（ 2）

10， avgQ ＞ 0． 5 × （ maxQ + minQ）

11，
avgQ ≥ maxQ
（
2）
中间路由器根据式
中所述的队列情况判断拥塞状态并设置拥塞信息位，接收端收到该信息后调整
拥塞窗口，具体为如果 CIB 为 00，认为网络空闲，拥塞窗口增加； 如果 CIB 为 01，认为当前请求速率合适，拥
塞窗口保持不变； 如果 CIB 为 10，认为网络状态较差，拥塞窗口减少 25% ； 如果 CIB 为 11，认为网络状态特
别差，拥塞窗口减少 50% 。
类似 TCP 中的 ＲCP 机制，在文献［35］中通过中间节点反馈的信息通知给定路径最大允许兴趣发送速
率，进而通知接收端调整速率。路由器 r 在时间 t 最大允许兴趣发送速率如式 （ 3） 所示。 其中，C 表示链路
容量，Q（ t） 表示路由器在时间 t 队列中的数据量，S（ t） 表示时间，t 数据返回的速度，α 和 β 为两个参数，中间
路由器更新兴趣发送速率使用的时间间隔为 ＲTT。

(

Q（ t）

α C － S（ t） － β
Ｒ r （ t） = Ｒ r （ t － ＲTT avg ） 
ＲTT avg
1 +
C

) 


（ 3）

文献［36］中提出否定确认机制 （ Negative Acknowledgments，NACK） ，即当中间路由器无法转发兴趣包时
候，回复同一 ID 号的 NACK 包给上一跳路由器，并携带原因（ 拥塞、找不到转发接口等 ） ，使得上一跳路由器
在转发兴趣包时候可以避开它。接收端不仅通过报文超时判断拥塞 ，还通过接收到的 NACK 判断拥塞。
2． 2 逐跳 ICN 拥塞控制机制
［37，
38］

逐跳兴趣整形控制机制
是通过每个中间路由器将通过适当地调整相关发送兴趣的速率来控制各
个数据块会话的速率。通过对链路中路由器队列的大小监测，判定允许进入该路由器转发端口的兴趣包，
不允许进入的兴趣包执行一定的丢包操作 。通过强制队列大小收敛到给定目标 r 来避免路由器传输队列中
的拥塞，该目标 r 被定义为该缓冲器容量的百分比。 一个路由器中一个会话在时间 t 的整形率如式 （ 4） 所
示，A（ t） 表示响应延迟，h 表示变参数，e（ t） 表示传输队列占有率，C（ t） 表示可用带宽。 然而，目前广泛使用
的路由器并不支持这种技术。
γ（ t） = C（ t） + h

r － e（ t）
A（ t）

（ 4）

WinCM（ Window Based Congestion Control Mechanism） ［39］中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窗口的拥塞控制机制，
以支持 NDN 中的高吞吐量应用。WinCM 包含 3 个模块： AQM 模块，消费者窗口调整模块和转发策略模块 。
AQM 模块通过监视数据包逗留时间来检测拥塞 ，并通知传输路径上的消费者和下游节点。AQM 持续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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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队列延迟期间连续出列的每个数据包 ，以便消费者可以在每次收到拥塞标签时减少其窗口 。 同时，每个
下游节点的转发策略模块可以准确 ，即时地调整每个接口不满意兴趣窗口 ，这是测量表中记录的参数之一，
用于决定如何转发兴趣包并避免拥塞 。
2． 3 混合 ICN 拥塞控制机制
接收者驱动和逐跳兴趣整形混合的拥塞控制机制 ，如文献［40］中提出的基于背压式的拥塞避免模型
（ Back Pressure Based Congestion Avoidance Model，BCON） 。如图 1 所示，BCON 主要通过 AQM 计算数据包队
列大小，并以 一 定 概 率 对 兴 趣 包 进 行 丢 包 处 理 ，丢 包 后 通 过 发 送 NACK 通 知 接 收 端 降 低 请 求 速 率。
BCON［41］，路由器通过 CoDel 队列管理类似的 AQM 检测拥塞并逐跳向接收者转发该拥塞信令从而降低接收
端请求速率，中间的路由器还通过收到的拥塞信令调整转发到各个转发面的比例 。通过明确标记数据包发
送拥塞信令，以便下游路由器可以将流量 （ 兴趣包 ） 转移到备用路径，以及将信号进一步向下游传递来做出
反应，直至接收者收到拥塞信令后可以降低其兴趣发送速率 。 无线链路上，本地检测数据包丢失并使用
NACK 发信号给接收者。接收者在收到标记分组情况下降低发送兴趣包速率 ，对于超时和 NACK 这样的拥
塞事件限制每个 ＲTT 最多一次窗口下降。

图1

BCON 背压式拥塞控制图

文献［42］中提出的移动优先传输协议 （ MobilityFirst Transport Protocol，MFTP） 是一种针对 MF 架构的全
新传输协议，在数据块（ chunk） 粒度上采用类似 BCON 的背压式拥塞控制。MFTP 的每跳背压式拥塞控制区
别于 BCON 的逐跳背压式拥塞控制，在于 MFTP 是应用于邻居关系的 2 个路由器，基于发送者驱动的传输模
式，上游发送者发送数据并请求接收者确认一个控制消息 CSYN 报文，接收者回复响应的确认报文 CACK 报
文及接收窗口通知，发送端根据接收窗口调整发送窗口，该拥塞状态发生时会逐跳反馈 （ 是否会有较大延
［43］
迟） 到数据源。Ｒ2T（ Ｒapid and Ｒeliable Transport Mechanism）
是 MFTP 的一种变体，是将 MFTP 中按数据

块重传细化到按数据包 （ packet） 重传。 它使用较长的 ＲTT 作为轻拥塞信号，使用源背压信息作为重拥塞
信号。
2． 4

其他 ICN 拥塞控制机制
ICN 的拥塞控制研究中，还有基于网络性能的拥塞控制算法 （ Performance － Based Congestion Control，

PCC） ［44］。PCC 不假设任何网络信息，是通过兴趣包发送方控制兴趣包的发送速率，并观察性能结果 （ 丢包
率、NACK、超时、吞吐量、ＲTT 等） 从而进一步调整兴趣包的发送速率。 为了防止造成网络性能监视器之间
的干扰，并确保所有之前的监视器数据包都已到达 ，它需要等待上一次监视器完成后的最大 ＲTT，因此兴趣
发送的时间间隔设置为 ＲTT max 。
为了进一步研究拥塞控制、缓存和多路径转发等问题，许多学者还将统一的缓存和多径转发问题作为
网络优化问题，以最大化用户满意度。 文献［45］中提出的网络模型是考虑收集拥塞反馈信号，通过网内缓
存技术将造成拥塞的数据更多地缓存到发生拥塞的路由器以吸收网络拥塞 ，并通过多路径转发机制将兴趣
包传递至较不拥挤的路径，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用户产生的拥塞。 在文献［46］中，作者以网络链路状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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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状态对多流拥塞问题进行建模和控制 ，考虑到目前提出的拥塞控制策略很少考虑内容类型的问题 ，因
此提出根据实时需求区分不同类型网络流的方法 ，模型通过协议无关转发 （ Protocol － Oblivious Forwarding，
POF） 控制器集中管理的方式来实现，并基于链路拥塞程度为内容选择适当的路径 。在文献［47］中，作者提
出通过感知拥塞信号进行网内缓存的方案 ，即使用本地的缓存空间来避免使用最拥挤的链路来下载所请求
的内容，缓存中考虑路径级别（ 内容服务器到内容请求者） 拥塞和文件流行度并优先缓存在拥塞路径转发的
内容，还设计缓存管理和内容请求路由策略 ，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内容下载延迟。 另外，文献［48］针对无线传
感器网络作者提出了拥塞感知的路由转发机制和基于模糊逻辑的速率控制技术以避免网络拥塞 。 使用贪
婪的方法，所提出的拥塞感知路由试图找到更实惠的路线 。基于模糊逻辑的速率控制器使用两个标准作为
其输入，包括拥塞分数和缓冲区占用，一旦检测到拥塞，通知信号就会发送到子节点以调整数据传输速率 。

3

ICN 拥塞控制的未来研究方向

当前 ICN 拥塞控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接收者驱动拥塞控制算法 ，逐跳兴趣整形的拥塞控制机制，以及
拥塞控制相关的网络模型分析等 。然而，ICN 拥塞控制仍然缺乏一种高效的，具备强实用性的机制。 因此，
在未来的研究中，如何设计一种系统且实用的拥塞控制机制 ，其通过中间路由器感知并反馈拥塞信号，配合
适当的网内缓存技术缓解拥塞，并通过多路径转发避开拥塞路径等，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网络拥塞。 在整
个机制的设计中，又涉及到了很多相关的机制设计以及各机制之间的联合 ，包括中间路由器感知缓存的队
列检测机制、中间路由器反馈拥塞信号的反馈机制 、接收端在收到拥塞信号时候的拥塞避免算法、有效缓解
拥塞状态的网内缓存机制、避开拥塞路径的多路径转发机制等 。
另外，目前的 ICN 拥塞控制主要面向数据传输，如果面向不同的 ICN 应用场景，例如移动性、多宿主和
组播等，拥塞控制机制的研究又存在哪些变化 。例如，接收端在数据传输过程中发生移动切换，拥塞控制状
态如何实现快速迁移； 当接收端存在多个 IP，如何设计较为实用的拥塞控制机制 。

4

结束语

本文首先介绍了 ICN 的背景，阐述了 ICN 拥塞控制研究的重要性。 然后，介绍了经典的 TCP 拥塞控制
机制，以及 ICN 拥塞控制的当前研究。最后，对 ICN 拥塞控制的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一定描述 ，为后续的研
究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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