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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主动队列管理方案是专门为克服传统的队尾丢弃算法（DropTail）的弊端而设计
的一类排队算法，已经成为计算机网络端到端拥塞控制研究中一个极富魅力的研究
领域之一。近来，有很多的研究工作专注在通过不同的方法来提升 AQM 的性能，从
1999 年来，已经提出了超过 50 种不同的算法。我们从中选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算法，
通过在网络仿真工具 NS2（Network Simulator）上对这些算法进行了仿真研究。
本文通过仿真比较研究了 RED, Adaptive RED, AVQ, CHOKe, BLUE, PI, REM 七
种主动队列管理算法。我们就队列稳定性、公平性、端到端延时及延时抖动、丢包
率和利用率等性能指标比较了这些算法的性能。Adaptive RED 获得队列稳定性和端
到端延时的性能最好，但这是以牺牲带宽利用率为代价的。CHOKe 实现了无状态的、
实现复杂度低的、公平的缓冲管理。REM、PI 能在稳定的网络环境中经过一段响应
时间后收敛到某个稳定的工作点。AVQ 和 BLUE 设计的初衷都是为了保证带宽利用
率，没有把队列长度作为拥塞控制指标，所以会经常出现满队列的情况，在延时性
能方面表现很差。
关键词

主动队列管理，拥塞控制，稳定性

I

ABSTRACT
Active Queue Management (AQM) schemes are a class of queuing algorithms
designed to surmount some of the shortcomings of classic Drop-Tail queues in best-effort
networks. AQM has been a very active research area in end-to-end congestion control.
Much recent work has focused on improving AQM performance through alternate
approaches: in excess of 50 schemes have been proposed since 1999 alone. This study
details a simulation-based evaluation and comparison of a subset of these schemes. It
utilizes a specially designed framework which builds on the NS2 simulator.
In this paper, we have conducted extensive comparative simulations of seven AQM
schemes, such as RED, Adaptive RED, AVQ, CHOKe, BLUE, PI, and REM algorithms.
We have studied their following performances: their ability to maintain small queue
lengths, ability to share fair bandwidth, stability in the presence of feedback delays,
potential to reduce packet loss rates, and their ability to maximize utilization. Adaptive
RED maintains the best performance of queue stability and end-to-end delay metrics both
in stable and in dynamic network condition; however, it gains poor link utilization.
CHOKe implements stateless, low complexity, and fairness buffer management. REM and
PI algorithms can convergence to a stable operating point after a relative response time in
stable network condition. The original designing idea of AVQ and BLUE is to maintain
high link utilization. Since AVQ and BLUE don’t take queue length as a congestion index,
they can not stabilize queue to a desired length and usually cause buffer overflow; as a
result, they perform badly in terms of delay metric.
KEY WORDS

active queue management, congestion control, 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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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课题研究背景
路由器中最常用的队列管理策略是传统的只在缓冲队列被分组占满时才丢弃到
来的分组的队尾丢弃算法（Drop-Tail），从拥塞控制的角度分析，它是一种拥塞恢复
机制，已经在 Internet 上成功工作了许多年，但它有三个严重的缺陷：①持续的满队
列状态；②业务流对缓存的死锁；③业务流的全局同步。
“首丢弃”
（drop from front）
是另一种由队列溢出触发的管理策略，当有新的分组到达时，选择位于队头的分组
丢弃。Lakshman 等人指出该策略优化了 TCP 的性能，如改善了公平性、防止了死锁，
因为“首丢弃”使得分组的丢失分布服从连接对缓存的占用。为了进一步解决全局
同步问题，在分组丢弃策略中引入了随机概念，使得那些导致拥塞的主要连接在拥
塞的恢复中承担了主要的责任。
“随机丢弃”网关得到了增强的公平性，提高了大时
延连接的吞吐量，随之而来的计算开销却是不可避免的。
“首丢弃”和“随机丢弃”对死锁和全局同步是有效的，但没有解决持续的满队
列问题。如果路由器在拥塞发生前采取一些预防措施，那么满队列问题是可以得到
解决的。主动的而非响应性的分组丢弃就是一种有效的手段，相应的队列管理策略
被称为“主动队列管理”（active queue management, AQM），它是近来端到端拥塞控
制研究中的一个热点。主动队列管理把拥塞控制机制引入到网络传输节点的控制机
制中，通过标记或者丢弃分组来向源端发送拥塞信号，指示源端降低发送速率。因
为分组的丢弃通常被 TCP 的流量控制作为拥塞发生的信号，因此，队列管理和拥塞
控制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 AQM 中，通告拥塞的信号不再是唯一的分组丢弃，而可
以采用标记分组来通知源端降低发送速率，这样会进一步提高连接的有效吞吐量。
AQM 的主要技术目标是在减小排队延时的同时保证较高的吞吐量，具体分析，AQM
解决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 4 个方面：
（1）早期探测路由器可能发生的拥塞，并通过随机丢弃或标记分组来通知源端
采取措施避免可能发生的拥塞。
（2）公平地处理包括突发性、持久性和间隙性的各种 TCP 业务流。
（3）避免多个 TCP 连接由于队列溢出而造成同步进入“慢启动”状态。
（4）维持较小的队列长度，在高吞吐量和低延时之间做出合理平衡。
虽然 IETF 提出 AQM 的研究动议是在 1998 年，但与其密切相关的 RED（random
early detection）算法[1]的研究却由来已久。早在 1993 年，Floyd 和 Jacobson 就提出
了 RED，当时的主要目的是克服“早期随机丢弃”
（early random drop, ERD）网关偏
袒突发业务而造成的不公平问题。因为在提出 AQM 的研究时，RED 是唯一能实现
其技术目标的算法，所以 RFC 2309[2]将其推荐为 AQM 的唯一候选算法，随后，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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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着 AQM 和 RED 的研究便逐渐丰富起来。至今为止，已经提出了至少 50 余种不同
的 AQM 算法，其中有不少算法就是基于 RED 而衍生出来的。尽管 RED 算法已经在
很多的路由器产品中被采纳，但是 RED 算法仍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表现出对控制
参数过于敏感，难以优化参数设定以及不支持服务区分而无法提供公平性保障的缺
点。

1．2 我们的主要研究工作
在本科论文工作期间，我们从主动队列管理算法的设计指标、主动队列管理算法
对服务质量的支持等方面，对 RED[1]，Adaptive RED[3]，AVQ[6]，CHOKe[7]，BLUE[8]，
PI[9][10]和 REM[11]七种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主动队列管理算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主
要研究工作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 总结评价 AQM 算法的性能指标
我们首先通过阅读大量的文献资料总结出评价 AQM 算法的所有性能指标，然后
对这些性能指标按出现频率进行排序，最后，我们总结出五项评价指标用来我们这
次 AQM 算法仿真研究工作中的性能评价指标。这五项评价指标分别是：队列稳定性、
公平性、利用率、延时及延时抖动、丢包率。
2. 将所有 AQM 算法进行分类
在端到端拥塞控制的研究中，网关的机制，尤其是主动队列管理算法的研究是一
个重要的课题。针对现有的算法，我们从它们设计的指标及目标出发，研究总结出
这些算法可以归为三类：
（1）基于（平均）队列长度的AQM算法。这类利用平均（或瞬时）队列长度来
计算分组标记概率。RED及其变种算法、CHOKe算法、PI算法都属于这一类算法。
（2）基于网络负载的AQM算法。这类算法通过测量业务流量的输入速率或根据
分组的丢失情况及链路使用历史情况来计算网络负载因子，并利用计算出的网络负
载因子来衡量拥塞的程度。BLUE和AVQ都属于这一类算法。
（3）同时基于队列长度和网络负载的AQM算法。这类算法同时利用瞬时队列长
度和业务流的输入速率来决定分组的标记概率。这类算法可以实现队列稳定性和采
用反馈控制理论的TCP/AQM系统响应性之间的性能平衡。REM属于这一类算法。从
控制理论的角度来看，这类算法可以被视为PID类型的控制器。
3. 对AQM算法进行分类仿真研究
我们通过将所有AQM算法按它们的设计指标分为基于队列长度、基于网络负载
和同时基于队列长度和网络负载的三类算法，并利用这个分类标准对七种AQM算法
进行深入的仿真研究。仿真研究表明基于队列长度的AQM算法在队列长度的稳定性
上有一定的优势；基于网络负载的AQM算法能保证获得较高的带宽利用率；同时基
于队列长度和网络负载的AQM算法在稳定的网络环境中能发挥相当出色的性能，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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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迟和利用率之间做出合理的平衡，但在动态不稳定的网络环境下，算法的有效
性大大降低。

1．3 论文的主要贡献
本论文全面综合地评价了七种典型的无状态 AQM 算法。我们通过阅读大量论文
总结出队列稳定性、公平性、延时、丢失率和利用率五项性能指标是评价 AQM 算法
使用频度最多的。我们通过扩展 NS2（Network Simulator, version 2）[19]网络仿真软
件，在 NS2 网络仿真软件上对这七种 AQM 算法就以上五项性能指标进行了详细的
仿真研究和评估，全面地总结了各类 AQM 算法的优缺点以及出现这些优缺点的本质
原因。

1．4 论文的组织
本论文一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是绪论，介绍了我们的课题研究背景和主要研究工
作。第二章简单介绍了网络仿真工具 NS2，就我们如何在 NS2 上进行主动队列管理
算法的研究做出了详细的说明，并给出了我们进行网络仿真的网络环境。第三章综
述了研究主动队列管理的意义及目标，并对我们选择的七个 AQM 算法作了简单的描
述。第四章通过仿真研究比较了这七种算法的队列稳定性、公平性、延时、丢失率、
利用率等性能，接着总结了各个算法在各个性能指标上的表现。第五章对全文做出
了总结并提出了我们今后要研究的主要工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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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网络仿真工具 NS2 概述
NS2（Network Simulator, version 2）[19]是一种面向对象的网络仿真器，由 UC
Berkeley 开发而成。它本身有一个虚拟时钟，所有的仿真都是由离散事件驱动的。目
前，NS2 可以用于仿真各种不同的 IP 网，已经实现了的一些仿真有：网络传输协议，
比如 TCP 和 UDP；业务源流量产生器，比如 FTP，Telnet，Web，CBR 和 VBR；路
由队列管理机制，比如 DropTail，RED 和 CBQ；路由算法，比如 Dijkstra 等。NS2
也为进行局域网的仿真而实现了多播以及一些 MAC 子层协议。
NS2 使用 C++和 OTcl
作为开发语言。
NS2 的基本结构如图 2.1 所示。

图 2.1 简化的 NS 仿真过程

NS2 可以说就是 OTcl 的脚本解释器，它包含仿真事件调度器、网络组件对象库
以及网络构建模型库等。
除了网络组件对象以外，NS2 的另一个主要组件就是事件调度器。NS2 中的一个
事件就是一个具有唯一 ID 的分组，这个分组内包含调度时间以及指向处理该事件的
对象的指针。事件调度器计算仿真时间，并且激活事件队列中的当前事件（主要是
通过激活适当的网络组件），执行一些相关的事件（通常都是那些发出事件的对象）
，
网络组件通过传递分组来互相通信，但是这并不耗费仿真时间。所有需要花费仿真
时间来处理分组的网络组件（比如一个延迟部件）都必须要使用事件调度器。它先
为这个分组发出一个事件，然后等待这个事件被调度回来之后，才能做下一步的处
理工作。
事件调度器的另一个用处就是计时。比如，TCP 协议就需要一个计时器来跟踪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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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的传送时间，看它是否超时；如果超时，它就会进行重传（传送一个具有相同 TCP
分组序列号和不同 NS2 分组 ID 的分组）。计时器使用事件调度器的方式与延迟部件
相同。唯一的不同就是，计时器测量与分组有关的事件值，并且在一定时间之后进
行一些相关的处理，但延迟部件却不是这样。
NS2 是用 OTcl 和 C++编写的。由于效率的原因，NS2 将数据通道与控制通道的
实现相分离。为了减少分组和事件的处理时间（并非仿真时间），事件调度器和数据
通道上的基本网络组件对象都是用 C++写出并编译的，这些对象通过映射对 OTcl 解
释器可见。映射的过程中，首先为每一个 C++对象创建一个相应的 OTcl 对象，再将
可配置变量作为相应的 OTcl 对象中的成员变量，最后将控制函数作为相应的 OTcl
对象中的成员函数。这样，对于 C++对象的控制就完全由 OTcl 负责了。如果对由
C++映射过来的 OTcl 对象添加成员函数和变量也是可能的。当然，在仿真中不受控
制和被内部使用的 C++对象就不必映射到 OTcl 对象；一个对象（不在数据通道上）
也可以完全由 OTcl 来实现。
从图 2.2 中可以看出，对于 C++中具有映射的对象，如果它们形成了一定的层次
结构，那么在 OTcl 对象中，也会有相似的层次结构。
NS2 的一般体系结构可以如图 2.3 所示。

图 2.2 C++与 OTcl 的对应

图 2.3 NS2 的体系结构

一般用户被认为是站在图 2.3 的左下角。事件调度器和大多数网络组件都是用
C++实现的，并且通过映射对 OTcl 可见；而映射本身是用 tclcl 实现的。所有的部分
合起来就构成了 NS——一个具有网络模型库的 OTcl 解释器。
如图 2.1 所示，仿真结束后，NS 将会产生一个或多个基本文本的跟踪文件。只
要在 Tcl 脚本中加入一些简单的语句，这些数据可以用于下一步的分析处理，也可以
使用 NAM 将整个仿真过程展示出来。NAM 具有类似于 CD 播放器的图像界面（播
放、快进、倒带、暂停）和一个播放速率控制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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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在 NS2 中仿真队列管理
在 NS2 中已经实现了部分经典的主动队列管理算法，但由于近年来提出的 AQM
算法不下 50 种，所以 NS2 中不可能将这些算法一一实现。以 nsallinone-2.27 为例，
在我们选择的 AQM 算法中，NS2 已经实现了 RED，Adaptive RED，AVQ，REM，
PI 五种 AQM 算法，这些算法的 C++源代码都包含在[NS_HOME] /ns2.27/queue/目录
下。CHOKe 和 BLUE 算法在 NS2 里面没有实现，那么我们自己要添加队列管理算
法进去才能做这两个算法的模拟。
下面，我们以 CHOKe 算法为例讲述如何在 NS2 中添加一个新的队列。
1. 设计队列管理方案
CHOKe 算法利用了 RED 算法平均队列长度的指数加权计算方法，分组丢弃概率
的计算也和 RED 算法相同，所以，具有和 RED 算法在很大程度上有相同的特性。
CHOKe 算法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在做分组丢弃决策的时候和 RED 机制不同，这也是
CHOKe 算法能实现一般公平性的原因。这样，我们可以在 C++程序设计中采用类继
承的方法来实现 CHOKe 算法。
2. 实现队列管理算法
RED 算法在 NS2 中的 C++类名为 REDQueue，它是类 Queue 的子类。其相应的
OTcl 名字叫做 Queue/RED。我们取名 CHOKe 算法的 C++名字为 CHOKEQueue，
CHOKe 算法相应的 OTcl 名字叫做 Queue/CHOKE。CHOKe 算法的头文件如图 2.4
所示。Queue 中（in queue.cc）实现的成员函数 recv( )接收到一个分组时，它就调用
队列对象的入队成员函数。如果 link 对象没有被阻塞，它还会调用出队成员函数。
若一个 link 脱离阻塞状态，它也调用队列对象的出队成员函数。所以，我们需要覆
盖 REDQueue 对象的入队成员函数。
Class CHOKEQueue : public REDQueue {
public:
CHOKEQueue(const char * = “Drop”) ;
protected:
int command(int argc, const char*const* argv);
void enque(Packet* pkt);
// member variables
int max_cand_num_;
int cand_num_;
int choke_adaptive_;
int interval_num_;

/* maximum number of candidate packets */
/* number of candidate packets selected */

};
图 2.4 CHOKEQueue 类的定义文件 choke.h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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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Ke 算法的核心思想是分组丢弃策略的改变，我们要在 enque 函数中实现分
组丢弃机制。限于篇幅，我们不在这里展示分组入队操作的实现代码。但是 enque
函数是算法的核心，也是我们最为关心的一个部分。
3. Tcl 映射
(1) 输出 C++类到 OTcl
我们现在已经创建好了一个队列管理对象类 CHOKEQueue，但是要在 OTcl 中创
建这个对象的实例，必须定义一个映射对象 CHOKEClass，它继承于 TclClass。这个
映射对象创建指定名称（前面我们取名为 Queue/CHOKE）的 OTcl 对象，并且在 OTcl
对象和 C++对象之间建立映射。其中实例启动程序由成员函数 create( )描述。图 2.5
展示了 CHOKEClass 映射类的定义。
static class CHOKEClass : public TclClass {
public:
CHOKEClass() : TclClass("Queue/CHOKE") {}
TclObject* create(int argc, const char*const* argv) {
// mod to enable CHOKE to take arguments
if (argc==5)
return (new CHOKEQueue(argv[4]));
else
return (new CHOKEQueue("Drop"));
}
} class_choke;
图 2.5 CHOKEClass 映射类的定义

(2) 输出 C++类的成员变量到 OTcl
我们在图 2.4 中定义的 CHOKEQueue 类中定义了四个成员变量，我们可能要在
OTcl 输入脚本中自由地配置它们，应当对每一个 C++成员变量使用 binding 函数。我
们可以在 CHOKEQueue 类的构造函数中使用它来创建一个在 OTcl 类变量和 C++变
量之间的双向绑定。图 2.6 展示了如何对图 2.4 中的四个变量进行绑定。
CHOKEQueue::CHOKEQueue(const char * trace) {
……
bind("max_cand_num_", &max_cand_num_);
bind("cand_num_", &cand_num_);
bind("choke_adaptive_", &choke_adaptive_);
bind("interval_num_", &interval_num_);
……
}
图 2.6 成员变量的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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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必须要做的是在文件”nsallinone2.27/ns2.27/tcl/lib/ns-default.tcl”中设
定这些变量的默认值。否则，当创建新类的一个对象时，将会出现一个警告信息。
(3) 输出 C++对象控制命令到 OTcl
用户不仅可以输出 C++成员变量，而且也可以把对 C++对象的控制放到 OTcl 中。
通过在用户的 C++对象中定义一个作为命令解释器的成员函数可以轻易地完成这种
控制转移。由于，我们定义的 CHOKEQueue 类除了继承 REDQueue 类的成员函数以
外，另外没有定义其他成员函数，所以，这里不再给出实例。关于如何输出 C++对
象控制命令到 OTcl，我们可以参照文献[16]中所讲的方法去做。
4. 重新编译 NS2
重新编译 NS2 的步骤如下：
（1）保存文件 choke.h, choke.cc 到文件夹”ns2.27/queue”下；
（2）打开文件夹”ns2.27”下的 makefile 文件，把”queue/choke.o”录入到对象文件
列表的末尾；
（3）用 make 命令重新编译 NS2。
5. 测试队列管理算法
撰写 tcl 测试程序，
使用 CHOKE 队列管理来测试。如下一些代码展示将链路 r1~r2
上的队列改为 CHOKE 队列的部分脚本。
set ns [new Simulator]
……
$ns duplex-link $node_(s1) $node_(r1) 5Mb 3ms DropTail
$ns duplex-link $node_(s2) $node_(r1) 5Mb 3ms DropTail
$ns duplex-link $node_(41) $node_(r2) 2Mb 10ms CHOKE
$ns duplex-link $node_(s3) $node_(r2) 5Mb 3ms DropTail
$ns duplex-link $node_(s4) $node_(r2) 5Mb 3ms DropTail
# set CHOKE queue size to 20
$ns queue-limit $node_(r1) $node_(r2) 20
……

2．3 网络模拟环境
网络模拟环境同时包括网络流量环境和网络拓扑结构。
2.3.1 网络流量环境
网络业务流按生存时间长短来分，包括长期流和短期流；按是否拥有拥塞控制机
制来分，包括响应流（TCP 流）和非响应流（UDP 流）。在仿真实验中我们使用非响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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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 UDP 流来研究 AQM 算法是否能够对这一类流进行有效的惩罚，因为 UDP 协议
没有实现拥塞控制机制，不管发送出去的数据分组是否被丢失，它们都将以恒定的
发送速率发送出分组，企图侵占更多的网络带宽，势将导致网络带宽在各流之间分
配不均，使得公平性特别差。一个公平的队列管理算法应该能够分配给所有活动流
相同份额的资源。

图 2.7 哑铃状单瓶颈链路

图 2.8 交叉式多瓶颈链路

2.3.2 网络拓扑结构
我们的仿真实验中使用了如下两种不同的拓扑结构来评估 AQM 算法。
（1）只有单条瓶颈链路的哑铃状拓扑结构。如图 2.7 所示，这种拓扑结构只有
一条瓶颈链路（路由器 R1－路由器 R2），发送源端有 N 个节点，每个节点可以有多
个发送业务数据的代理，发送源端节点和路由器 R1 之间的延迟为（d1, d2, …, dN）。
整个网络出现的拥塞都是由于这条瓶颈链路上的拥塞而造成。
（2）有多条瓶颈链路的交叉式拓扑结构。我们有必要指出单瓶颈链路的哑铃状
拓扑结构是有很大局限性的[17]，它不能全面综合地反应实际的网络，不能代表实际
网络中出现的大范围内的网络情景，因此，它不是唯一用来评价 AQM 算法的拓扑结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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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如图 2.8 所示的有多条瓶颈链路（路由器 R3－路由器 R1，路由器 R2－路由器
R6）的交叉式拓扑结构，发送源端有 N 个节点，每个节点可以有多个发送业务数据
的代理，长期 TCP 流和短期 TCP 流数据分组都要经过两条瓶颈链路，最终被终端接
收。任意一条瓶颈链路上的拥塞都可能造成整个网络发生拥塞。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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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用户对于基于网络的实时、多媒体应用的兴趣和需求的不
断提高。满足用户多样的需求也成为研究领域和业界亟待解决的问题。广义上的队
列管理是指以队列为依托，对到达的数据分组、数据流进行传输控制的多种机制，
主要涵盖缓冲管理和分组调度两个方面的内容。而狭义的队列管理仅指对网络传输
节点中队列缓冲资源的管理和分配——即缓冲管理。我们这里讨论的是狭义上的队
列管理。

3．1 主动队列管理的意义
在分组传输过程中，其流经的网络传输节点通常采用队列缓存、延迟转发的服务
方式以提高输出链路的带宽利用率。主动队列管理机制在分组到达队列前端时依据
一定的策略和信息决定是否允许该分组进入缓冲队列，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就是做
出是否丢弃该分组的决策。主动队列管理在网络传输控制中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
是网络服务质量（OoS）控制的核心技术之一，也是实现网络拥塞控制的重要手段。
1. 对于 OoS 控制的意义
就单个网络传输节点而言，其控制目标在于解决输出链路的带宽资源分配问题，
把有限的资源公平而有效地分配给不同的服务类别（或用户流）。而在众多网络传输
节点构成传输网的基础上，网络传输控制需要整合、规划所有的网络带宽资源的使
用，为用户提供端到端的有服务质量保障的网络传输服务，这也就是 QoS 控制的目
标。主动队列管理直接涉及到的是节点中的队列缓冲资源，直接影响到的也只是分
组丢失率性能，然而其对系统带宽分配的性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合理的系统队
列缓冲容量，对于平衡系统吞吐量和分组排队延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何解决
网络带宽资源的有效、公平分配问题是主动队列管理机制设计的关键。
2. 对于拥塞控制的意义
最早的拥塞控制机制出现在 TCP 协议中，由网络用户（通常为用户使用的传输
协议，对于用户而言是透明的）根据丢包、超时等现象来判断网络是否出现拥塞，
并采用慢速启动和拥塞避免算法来调整自己的数据发送速率，缓解传输网络的压力。
随着显示拥塞通告（explicit congestion notification, ECN）和主动队列管理思想的提
出，拥塞控制不再只是网络用户的责任，在网络的传输节点中也引入了拥塞控制的
机制。如何有效配合网络用户采用的协议，尽量避免拥塞的出现；如何区分出不遵
守拥塞控制规范的网络用户，并限制其不至于影响其他用户和整个网络的有效运行
等，都成为网络传输节点中的队列缓冲管理机制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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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主动队列管理的目标
1. 系统吞吐量和分组排队延迟
网络传输中通常采用的队列结构模型是为了提高输出链路的带宽利用率而设置
的。在没有排队情况下，到达的分组或者被丢弃，或者立刻获得服务，分组排队延
迟可以降到最低。然而这是以低系统吞吐量和高分组丢失率为代价的——大量分组
到达时将因为服务器忙而被丢弃，而在链路空闲时服务器又将因为没有服务对象而
闲置，造成系统资源的极大浪费。
队列缓冲的设置使链路的带宽利用率和系统吞吐量得以改善，然而同时也增大了
分组排队延迟，在队列缓冲空间的容量增大时情况尤为严重。传统的 Internet 网络提
供的数据传输业务只保证数据的正确性和完整性，并不提供基于数据传输延迟的保
障。而随着网络实时应用的发展，用户对数据传输延时的要求越发苛刻，要求网络
传输业务能够提供尽可能低的、稳定的传输延迟。而分组在网络中传输遭遇的延迟
最主要部分，也是最容易控制的部分，就来源与网络传输节点的排队延迟。因此，
如何设置合适的队列缓存空间容量，如何在网络运行期间合理地控制队列长度的动
态变化，以平衡系统吞吐量和分组排队延迟之间的矛盾，是主动队列管理乃至整个
网络 QoS 控制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2. 系统的缓冲与带宽资源
网络传输控制机制的首要目标是要在到达的用户数据流之间合理地分配输出链
路的带宽资源。缓冲管理机制作为一种资源分配机制，提高缓冲资源的利用率也是
其中一个重要目标。传统的 Internet 网络采用完全共享的队列控制策略和尾部丢弃的
队列管理，不提供服务区分，虽然无法提供服务质量保障和用户数据流之间的公平
性，但确实获得了最佳的队列缓冲资源利用率。为了提供服务质量保障，目前缓冲
管理方案主要采用如下两种不同的控制策略：
（1） 动态资源预留
为较高等级的应用提供更好的服务保障，同时不可避免地降低了队列缓冲资源利
用率。因而动态资源预留和流量预测成为其提高性能的关键。
（2） 选择性丢弃
不预留任何队列缓冲资源，在可能的情况下把缓冲资源完全分配出去，而在需要
做丢弃决策时依据一定的策略从系统缓冲的分组中选择丢弃的对象。这种控制策略
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队列缓冲资源。
3. 用户的公平性
从用户的角度来看，缓冲管理方案是一种接纳控制策略。网络资源总是相对有限
的，无法完全满足所有用户的需求。这种情况下，不同用户之间网络资源的公平分
配成为必需、并且必要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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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 Internet 网络采用尾部丢弃的先入先出队列，当一个用户流的数据分组突
然增加时，会占据大部分、乃至耗尽全部的缓冲资源，无法保证用户之间的公平性。
公平性的解决依赖于系统 QoS 控制的粒度，只有基于用户流的细粒度控制才能完全
解决公平性问题，这同时也带来了控制方案的复杂度和系统的可扩展性问题[20]。另
外，平稳流量与突发流量之间的公平性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4. 与端系统配合——拥塞控制
Internet 网络采用 TCP 协议来实现端到端的拥塞控制，而 TCP 协议的拥塞控制机
制对于网络 QoS 控制机制的设计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从端系统的角度考虑，用户无法确切了解网络的运行状态，只能从分组丢弃、往
返时间等现象来推测，这使得协议采取的拥塞控制响应颇有些盲目。传统的 Internet
网络总是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拥塞已经发生）丢弃数据分组，这时遭遇分组丢失
的所有端系统将认为网络中发生拥塞，相应地降低分组的发送速率，使得网络流量
急剧变小，造成网络带宽资源的极大浪费。而随后又一致地逐渐增大分组发送速率，
将可能导致又一次网络拥塞，这也被称为全局同步效应。从时间跨度来看，网络流
量更显突发性，导致网络性能下降。
主动队列管理采用明确拥塞指示的拥塞避免策略：由路由器等网络核心交换设备
预测拥塞的到来，并在到达的分组上添加标记（或者丢弃该分组），把拥塞信息传递
给端系统，在端系统采用的拥塞控制策略的配合下避免或减轻网络拥塞，提高网络
系统资源的利用率。

3．3 主动队列管理的设计指标
3.3.1 基于队列长度的AQM算法
在基于队列长度的AQM算法中，只通过队列长度来检测拥塞程度，它们的控制
目标是稳定队列长度在一个目标范围之内。这类算法以RED为代表，它们采用平均
队列长度作为拥塞指示，平均队列长度的计算采用指数加权平均的方法，如公式
(3.1)：

avg (t ) = (1 − ω q ) × avg (t − 1) + ω q × q (t )
其中， q (t ) 是当前队列长度， ω q ∈ (0,1) 是加权参数。
分组的标记/丢弃概率Pa计算如公式(3.2)和公式(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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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avg − min th
,
Pb = ⎨max p ×
max th − min th
⎪
⎩⎪ 1,
Pa =

if avg <= min th
if min th < avg < max th

公式(3.2)

if avg >= max th

Pb
1 − count × Pb

公式(3.3)

其中，maxp是预先设置的标记概率，Pb为当前分组标记概率的计算值，为了使被标
记的分组散布得更均匀，在算法的实现中，对标记概率Pb作了修正以得到Pa作为实
际的标记概率，count是自上一个被丢弃的分组至当前到达的分组这段时间内未被丢
弃的分组个数。为了避免全局同步问题，RED引入了随机早期标记分组的方法，通
过随机早期标记分组，降低了分组丢失率和排队延时，获得了较高的链路利用率，
消除了对突发流量的偏见。然而，当缓冲队列较大而队列消耗速率很快，或者缓冲
队列较小而队列增长较慢的时候，RED算法以及这类采用平均队列长度作为拥塞指
标的算法会出现不恰当的分组标记/丢弃行为。这种现象被称为滞后多米诺效应（lag

domino effect）[18]。本质的原因是队列长度实际上是进队和出队速率差的积分。所以，
平均队列长度对输入业务流的速率不敏感。另外，这类算法也带来了对控制参数过
于敏感，难以优化参数设定等问题。

3.3.2 基于网络负载的AQM算法
由于基于队列长度的算法表现出许多弊端，随后，提出了一些基于网络负载的

AQM 算法，BLUE 和 AVQ 就是这类算法中的经典，AVQ 算法是一个构思新颖的完
全基于速率的 AQM 算法。AVQ 算法基于 Gibbens 和 Kelly 提出的虚拟队列的概念，
虚拟队列的虚拟带宽小于实际队列对应的输出链路带宽，而其缓冲容量和实际队列
的一致：

~
C = γ ×C

公式(3.4)

~
其中 C 为虚拟队列带宽， C 为实际队列带宽，γ 为系统期望的带宽利用率。AVQ 算

法同时在分组到达的过程中，不断修正虚拟队列带宽参数，以获得更高的系统效率，
修正算法如公式(3.5)所示。其中 α 为衰减因子，λ 为分组到达速率：
~
ΔC = α (γC − λ )

公式(3.5)

公式(3.5)可以看作是一个令牌桶的模型，令牌产生的速率是αγC，令牌消耗的速
率是αλ。当虚拟缓冲溢出时，新到达的分组被标记，否则就接纳到达的分组。这种
极端的分组标记行为，使得当拥塞程度逐渐增强时的延时抖动特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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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同时基于队列长度和网络负载的AQM算法
为了弥补采用平均队列长度作为拥塞指示带来的滞后响应的问题，一些算法提出
同时采用瞬时队列长度和业务流的输入速率共同作为拥塞的指示。在REM算法中，
基于队列长度和业务流的输入速率，定义了一个代价函数 μ (t ) ：

μ (t ) = [ μ (t − 1) + γ (α (q(t − 1) − q ref )) + y (t − 1) − C ] +

公式(3.6)

其中， γ 和 α 是两个常数。

REM采用指数标记概率 p(t ) 来控制队列长度：
p (t ) = 1 − φ − μ ( t )

公式(3.7)

其中， φ > 1 是一个常数。

REM算法的贡献在于降低了拥塞指标和性能指标之间的耦合关系。REM能够同
时稳定业务输入流的速率在链路速率周围和稳定队列长度在目标队列长度附近。但
是，注意到y(t)-C正好反应的是队列长度增加或减小的速率，所以它可以近似地描写
为队列长度的变化，那么，REM算法可以被视为一个PI控制器[10]， REM算法可以被
认为是PID控制器的一个特殊例子。
我们选择的 7 个算法都是这三类算法中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算法，表 3.1 给出了
各自算法的设计方法及优缺点。

3．4 主动队列管理的典型算法
早期 IP 网中的拥塞控制机制在 TCP 传输控制协议中实现并由端系统执行，根据
发送分组的丢弃估计网络中可能出现的拥塞，并相应地降低发送速率以减轻网络的
负担。然而这样的机制缺乏网络传输节点的配合，存在以下两个问题：
（1）端系统采取的拥塞控制机制根据分组丢弃来判断是否出现网络拥塞，而此
时拥塞已经发生，并已影响了网络的运行效率，因而没有达到避免拥塞的效果。
（2）早期 IP 网络中传输节点采用尾部丢弃策略，在缓冲资源被完全占用时将造
成大量分组丢弃。受此影响，大量 TCP 数据源将几乎同时降低自己的发送速率，在
短期内造成网络负载过轻，降低了网络资源的利用率；然后，所有 TCP 数据源又将
同时逐步增大自己的发送速率，导致下一轮网络拥塞的出现，周而复始地影响网络
的运行效率。这被称为 TCP 流的全局同步问题。
因此，把拥塞控制引入到网络传输节点的控制机制中，提高网络资源的利用率成
为该研究领域内所关注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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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各类典型 AQM 算法的设计方法及优缺点

类型

AQMs

RED

ARED
队列长度

设计方法

优缺点

启发式；平均队列长度；伪
比例控制器

CHOKe

基于平均队列长度自适应

解决了参数设定问题，但仍未消除滞后

地调整 maxp

多米诺效应

新到达分组进行比较再决
定是否丢弃到达的分组

PI

网络负载

BLUE

指标
AVQ

队列长度
和网络负

经典控制理论；瞬时队列长
度

载指标

是唯一不需要每流信息而获得很好公平
性的算法；但继承了 RED 的许多缺点
提高了响应性能，消除了稳态误差；但
加强了拥塞指标和性能指标之间的耦合
关系

启发式；采用分组丢失和链

响应快；但网络流量动态变化情况下排

路空闲事件来控制拥塞

队延时及抖动厉害

优化理论；变种的令牌桶模

响应快；但拥塞程度逐渐加重时，排队

型

延时很大

瞬时队列长度与目标队列
REM

滞后，对控制参数和网络流量过于敏感，
难以优化参数设定

随机选择队列中的分组和

指标

消除了死锁和全局同步问题，但是响应

长度之差和速率与链路带
宽之差；最优化流控制

降低了拥塞指标和性能指标之间的耦合
关系，同时稳定了队列长度和业务流的
输入速率；但计算开销大，对参数也很
敏感

3.4.1 RED 算法

RED(random early detection)算法[1]基于平均队列长度预测可能到来的网络拥塞，
并采用随机选择的策略对分组进行标记，在拥塞尚未出现时提示端系统降低其发送
速率，以达到避免拥塞的目的。同时，由于 RED 算法随机标记到达的数据分组，使
不同 TCP 流的拥塞相应异步化，因而解决了 TCP 流的全局同步问题。
图 3.1 给出了 RED 算法的流程图。
由于 RED 算法基于 best-effort 服务模型，不提供服务区分，没有考虑不同等级
服务之间、不同用户流之间的差别，无法提供有效的公平性保障；并且表现出对控
制参数过于敏感，难以优化参数设定。算法的性能对控制参数和网络流量负载的变
化非常敏感。在用户流增大的情况下，RED 算法的性能会急剧下降。
针对 RED 算法存在的问题，研究领域提出了一系列改进的 RED 算法以及新的

AQM 策略也不断涌现，诸如 Adaptive RED[3]，AVQ[6]，CHOKe[7]，BLUE[8]，PI 控
制器[9][10]，REM[11]，LRED[12]等。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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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RED 算法的流程图

3.4.2 Adaptive RED 算法

Adaptive RED[3]作为 Self-configuring RED[4]的进一步改进，在调整丢弃概率时，
用加性增加乘性减小（AIMD, Additive Increase and Multiplicative Decrease）策略替代
了倍乘增加倍乘减小（MIMD, Multiplicative Increase and Multiplicative Decrease）策
略，并提出了目标队列长度 target 的概念，严格地限定了平均队列长度的允许变化范
围和标记概率参数的调整范围。

Adaptive RED 算法的流程和 RED 算法相同，只是把控制参数自动化。每隔一段
时间 interval 就要更新 maxp 参数。具体的更新规则如图 3.2 所示的伪代码。

Adaptive RED 算法把 RED 算法的控制参数动态化，提高了 RED 算法的鲁棒性，
使之更能适应网络流量的变化，获得更加稳定的性能。然而另一方面，自适应算法
也增加了处理的复杂度，同时引入的调整参数的设置也是在实现中需要考虑的问题。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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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y interval seconds:
if (avg > target
increase

maxp≤0.5)

and
maxp;

maxpÅmaxp + α;
else if (avg < target
decrease

and

maxp≥0.01)

maxp;

maxpÅmaxp*β;
图 3.2 Adapitve RED 更新 maxp 参数的规则

图 3.3 CHOKE 算法流程图
3.4.3 CHOKe 算法
和 FRED[5]相比，CHOKe(CHOose and Keep for responsive flows, CHOose and kill

for unresponsive flows)[7]是一个不需要每流信息却能实现较好公平性的算法。CHOKe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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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能够实现很好的公平性，但是它需要维持每活动流的信息，在大规模的网络中，
活动流的数目仍然是一个十分巨大的数字，这就降低了算法的扩展性。CHOKe 算法
的基本思想是 FIFO 缓冲队列中的所有分组形成了对到达分组的“充分统计”，利用
这个“统计信息”可以有效地惩罚不规则流和非友好流。CHOKe 最大的贡献在于它
在 RED 算法的基础上实现了一般的公平性，尽管它还不能实现绝对的公平，但它确
实能够有效地惩罚非友好流。
图 3.3 给出了 CHOKe 算法的流程。图中带阴影的处理框是 CHOKe 算法在 RED
基础上新增加的，这种机制可以用来识别非友好流，并能有效地对非友好流进行惩
罚。以上给出的是基本 CHOKe 算法，CHOKe 算法还可以衍生其他版本如 Multi-Drop

CHOKe 和 Adaptive CHOKe，这些衍生的 CHOKe 算法加大了对非友好流的惩罚力度。
但是 CHOKe 算法仍然继承了 RED 算法的不足之处，例如对控制参数的敏感性
等。
3.4.4 BLUE 算法

BLUE 通过监测链路的空闲状态和分组丢失事件，以增量形式动态调整分组丢弃
概率，稳定性虽有所增强，但是在某些状态下队列依旧会发生振荡。BLUE 算法通过
给分组丢失率加权一个较大的比重，使得算法能够迅速的对网络负载的变化作出反
映。

BLUE 算法可以采用图 3.4 所示的伪代码来描述。
Upon link idle event:

Upon packet loss event:

if ((now-last_update)>freeze_time)

if ((now-last_update)>freeze_time)

Pm := Pm-d2;
last_update := now;

Pm := Pm+d1;
last_update := now;
图 3.4 BLUE 算法描述

3.4.5 AVQ 算法

AVQ 算法基于 Gibbens 和 Kelly 提出的虚拟队列的概念，虚拟队列的带宽小于实
际队列对应的输出链路带宽，而其缓冲容量和实际队列的一致。

AVQ 算法比较新颖，它的流程和基于队列长度的概率丢弃完全不同，算法的整
个流程如图 3.5 所示。

AVQ 算法通过自适应参数调整来控制输出链路的带宽利用率，在保证高的系统
吞吐量的同时，也可以获得相当有效的队列长度控制，进而获得更短的排队延时。

19

主动队列管理算法仿真及性能评价

第三章 主动队列管理的研究

图 3.5 AVQ 算法流程图

3.4.6 REM 算法

REM 利用了 F. Kelly 提出的网络流量优化理论中“价格”的概念来探测和控制网
络的拥塞状态。
“价格”的变化由两方面的因素决定，一方面是实际队列长度与期望
队列长度之差，另一方面是聚集流的输入速率与端口输出速率之差。在“价格”的
演化算法中，REM 使用了简单的比例关系。单节点上分组的丢弃概率与“价格”之
间呈指数关系。对于端到端的业务流而言，其上分组的丢弃概率与链路上“价格”
的总和呈近似的比例关系。
“价格”和分组丢弃概率的计算分别如公式(3.6)和公式(3.7)
所示。
这类以概率进行丢弃的算法的工作流程和 RED 十分类似，只是各自计算丢弃概
率的性能指标不同而已。这里，不再给出 REM 算法的流程图，可以参见 RED 算法
的流程图，只是丢弃概率的计算采用公式(3.6)和公式(3.7)来计算，不单独以队列长度
为拥塞指标。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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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 REM 算法是梯度寻优的解，虽然能实现 AQM 的技术目标，但目前的性能
还不甚理想。
3.4.7 PI 控制器
在文献[10]中，Hollot 等人对 AQM 的非线性模型进行了局部线性化处理后将其
等效为带时滞的二阶系统，在忽略时滞的前提下，用经典的频域分析方法，设计了
用于主动队列管理的比例（P）控制器和比例－积分（PI）控制器。PI 控制器的结构
如图 3.6 所示。

图 3.6 PI 控制器

PI 控制器的基本形式如下：
p(kT ) = p((k − 1)T ) + a(q(kT ) − q o ) − b(q((k − 1)T ) − q 0 )
其中， T = 1

fs

公式(3.8)

， f s 是采样频率， q 0 是控制目标，a 和 b 是比例系数。文献[10]给出

了确定 PI 控制器参数的方法。通过在反馈计算中引入积分项，PI 控制器可以有效的
消除比例控制器中出现的“稳态误差”，从而保证队列长度的稳定。AQM 算法中使
，但同时也会减慢系统的反应速度。当网络
用 PI 控制器虽然可以消除“稳态误差”
中的流量发生很大变化时，使用 PI 控制器需要的收敛时间要远远长于使用比例控制
器的情况。另外，PI 控制器设置的一组参数只能适应比较有限范围的网络环境。这
使得在实际网络环境中使用 PI 控制器存在一定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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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基于文献[14][15]所给出的实验框架和实验方法，并结合我们自己所改进的
实验方法对 RED、Adaptive RED、CHOKe、BLUE、AVQ、REM 和 PI 七种 AQM 算
法进行深入的仿真研究及详细的性能评估。

4．1 仿真比较的性能指标
假定整个仿真时间为 τ ，网络的总容量为 C ，在 τ 时间内有 F 个活动流。对于流

i ∈ [1, F ] ，我们首先定义如下一些变量：
z

S i ：接收端收到流 i 的所有数据量之和

z

′
S i ：发送端送出流 i 的所有数据量之和

z

N i ：接收端收到流 i 的所有分组数

z

μ i ：流 i 平均的端到端延时

z ν i ：流 i 端到端延时的加权方差
给定流 i ∈ [1, F ] ，对于所有接收到的分组 p ∈ [1, N i ] ，我们通过分析仿真跟踪的输
出文件找出这个分组的延时 d i , p 以及分组的大小 s i , p 。
Ni

S i = ∑ si , p

公式(4.1)

p =1

为了简化延时和延时抖动的计算，定义一个变量 Bi ：
Ni

Bi = ∑ si , p d i , p

公式(4.2)

p =1

流 i 的平均端到端延时 μ i 的计算如公式(4.3)：

S i μ i = Bi

公式(4.3)

流 i 延时的加权方差的计算为：
i
s (d i , p − μ i ) 2
∑
Ni
p =1 i , p
×
νi =
Ni −1
Si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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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列稳定性：跟踪瞬时队列长度，用图形表示队列长度变化的情况。但是这种方
法不直观，不能用来定量分析两个算法之间的队列稳定性能。所以，我们又结合队
列长度的密度函数和队列的抖动综合来考虑 AQM 算法稳定队列长度的能力。队列长
度密度函数的计算如下：

F (q) =

t (q)

公式(4.5)

BS

∑ t (q)
q =0

其中 t (q) 是队列长度为 q 的总时间，BS 是缓冲队列大小。
队列抖动性能可以采用标准差来衡量，计算公式如下：

σ=

2

BS

∑ (q − q )

公式(4.6)

F (q)

q =0

其中， q 是平均队列长度， F (q) 是计算出来队列长度为 q 的频率。
公平性：我们采用文献[14]中所给出的公平指数公式来衡量用户流之间的公平
性。如果每个用户流获得平等的公平带宽的话，那么公平指数值就为 1，否则公平指
数值小于 1。公平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F

(∑ S i ) 2

Fairness − Index =

i =1
F

F∑S
i =1

公式(4.7)

2
i

延时及延时抖动：我们采用文献[15]给出的平均延时的计算方法来计算分组的端
端延时。但是单纯的延时不能反应网络的动态性能，我们再结合延时的抖动来综合
分析 AQM 算法对动态网络环境的适应能力。以下给出延时及延时抖动的计算公式：
F

Delay =

∑S μ
i

i =1
F

∑S
i =1

Delay − Jitter =

公式(4.8)

i

F

∑

i

S iυ i

i =1
F

μi

∑S
i =1

公式(4.9)

i

丢包率：分组丢失的百分比。分组的丢失包括由于 AQM 策略导致分组的丢失和
由于缓冲溢出造成的分组丢失。这里，我们对这两种情况不加区分，因为它们对端
用户造成的影响是相同的。丢包率的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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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Drop = 1 −

∑S
i =1
F

∑S
i =1

i

′

公式(4.10)

i

利用率：仿真时间内网络容量利用的百分比。利用率太低表明网络资源被大量浪
费，AQM 算法应该获得尽可能高的利用率，这是 AQM 算法首先要保证的性能。利
用率的计算方法如下：
N

Utilization =

∑S
i =1

i

Cτ

公式(4.11)

表 4.1 各 AQM 算法仿真参数的设定

AQMs

参数配置

RED

min th =

ARED

无

CHOKe

min th =

1
1
BS , max th = BS , max p = 0.1, ω q = 0.002, gentle = true
4
2

1
1
BS , max th = BS , max p = 0.1, ω q = 0.002
4
2

BLUE

δ 1 = 0.02, δ 2 = 0.002, freeze _ time = 0.1

AVQ

γ = 0.98, α = 0.15

REM

φ = 1.001, α = 0.1, γ = 0.001, q ref = 50, sampling interval=2ms

PI

a = 0.00001822, b = 0.00001816, q ref = 50, sampling frequency=170Hz

4．2 仿真实验及性能分析
我们在 NS2 上进行了 RED、Adaptive RED、CHOKe、BLUE、AVQ、REM、PI
七种 AQM 算法的仿真研究。各个算法的参数配置如表 4.1 所示。在后面进行的仿真
研究中，如无特别说明，所有参数均按照表 4.1 所给出的值进行配置。

4.2.1 队列稳定性
队列长度最好能够稳定在一个较小的目标值附近，并且尽量不要为零。这样，既
能获得较高的链路利用率，又能保证分组的排队延时。我们采用瞬时队列长度的密
度（频率）函数及标准差来综合分析各算法稳定队列长度的性能。
在这个实验中，我们使用图 2.7 所示的哑铃状单瓶颈链路的拓扑结构来研究不同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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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稳定队列长度的性能。我们设 N=5，d1=d2=d3=d4=d5=10ms，网络仿真时间为

200s。采用 TCP NewReno 协议，分组大小为 500 字节。
图 4.1 给出了 TCP 会话数为 40 时，各算法下瞬时队列长度随时间的变化情况，
图 4.2 给出了 TCP 会话数为 40 时各算法维持队列长度的密度函数，我们把 TCP 会
话数从 20 增加到 100 时，不同 TCP 会话数情况下各算法的平均队列长度和标准差分
别用图 4.3 和图 4.4 描述。
比较这些算法维持队列长度的情况，结合图 4.1 和图 4.2 可以看出，在 TCP 会话
数等于 40 的情况下，RED 能维持队列在 80 个分组左右，这说明在网络拥塞较轻的
情况下，RED 算法确实能够稳定队列长度在 minth 和 maxth 之间；CHOKe 继承了 RED
算法的许多特性，但由于其分组丢弃机制的修改更适合在存在非响应性流的网络环
境中，在没有超速 UDP 流、负载很轻（TCP 流数目仅为 40）网络中，CHOKe 的分
组丢弃机制过于积极，所以在轻载网络中，它不能稳定队列长度在某个具体的值，
但是仍然能够保证队列长度小于 maxth，但是在实验中，我们发现随着 TCP 流数目的
增加，CHOKe 算法的队列长度密度曲线逐渐能够呈现正弦曲线状，并且当 TCP 流数
目继续增加，它的队列长度密度曲线形状变化不大，只是峰值对应的横坐标（约等
于平均队列长度）逐步往右移；Adaptive-RED 通过自适应地配置参数，可以维持队
列长度在更低的值（20 个分组）附近，保证了排队延时；BLUE 和 AVQ 由于首先保
证的是链路利用率，长时间出现缓冲溢出的情况，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 AVQ 并不是
像 BLUE 一样由于突发而迅速占满整个缓冲，而是经过一段时间后才占满整个缓冲，
~
这个过程是因为调整虚拟带宽 C 到稳定值的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PI 能在经过大约

10s 时间后从满队列逐渐稳定下来，最后稳定队列在 50 个分组左右；REM 的响应时
间比 PI 要快得多，能在很短暂的时间内就稳定队列长度在 50 个分组以内，减小了
排队延时。
现在，我们再从图 4.3 和图 4.4 来分析并根据这些 AQM 算法的设计指标来讨论
这些算法的队列抖动性能：
（1）基于队列长度指标的 AQMs：如图 4.3，在流量环境比较稳定和拥塞较轻（TCP
会话数较少）的情况下，RED 算法确实能够稳定队列长度在 minth 和 maxth 两个阈值
之间。Adaptive RED 能自适应地调整 maxp 参数和自动设定 minth 和 maxth 参数值，适
合网络流量环境的动态变化，稳定队列长度的能力最好，同时能保证较小的排队延
时，所以在网络负载较重的情况下仍然能够稳定队列长度到 20 个分组左右，它的平
均队列长度几乎和 TCP 会话数的多少无关，曲线近似水平直线，并且，Adaptive RED
的抖动也最低，虽然随 TCP 流数目的增加稍有增加，但始终维持在 6～16 个分组之
间。CHOKE 的平均队列长度随着 TCP 流数目的增加而稳定的增加，但是，它的队
列长度抖动情况总体上随 TCP 流数目的增加而减小，最后能够获得和 Adaptive RED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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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D

(b) Adaptive RED

(c) CHOKe

(d) BLUE

(e) AVQ

(f) REM

(g) PI
图 4.1 瞬时队列长度随时间的变化情况（TCP 会话数＝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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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D

(b) Adaptive RED

(c) CHOKe

(d) BLUE

(e) AVQ

(f) REM

(g) PI
图 4.2 队列长度密度（频率）曲线（TCP 会话数＝40）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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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不同 TCP 会话数情况下的平均队列长度

图 4.4 不同 TCP 会话数情况下的瞬时队列长度的标准差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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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抖动性能，这进一步说明了 CHOKe 算法非常适合工作在网络负载重的情况
下。PI 将网络视为定常线性系统和时不变非线性系统，而实际网络存在许多的动态
因素，所以，PI 算法随着 TCP 会话数的增加需要越长的时间才能稳定队列长度到目
标值附近，由于我们对队列平均值的统计是在第 20s 后开始的，所以它的平均队列
长度及标准差会随着 TCP 的会话数增大而增大。
（2）基于网络负载的 AQMs：基于网络负载的 AQM 由于没有对队列的显式控
制，所以不能稳定队列长度到一个较小的目标值。但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是，如
图 4.4，AVQ 算法维持队列长度的抖动性能会随着 TCP 会话数的增加而越来越好，
这是因为 TCP 会话数越多，AVQ 基本上工作在满队列的情况下，所以平均队列长度
也越来越大。BLUE 算法虽然不比 AVQ 明显，但是也呈现出这种趋势。
（3）同时基于队列长度和网络负载的 AQMs：这一类算法都明确指定了一个队
列长度要稳定的目标值 qref。如图 4.3，我们可以看到，REM 的平均队列长度也随 TCP
流数目的增加而变化，平均队列长度曲线近似直线状，另外，如图 4.4 所示，REM
维持队列长度的抖动性能也非常好，标准差没有超过 20 个分组。如果以标准差和平
均队列长度的比值来衡量的话，REM 比 Adaptive RED 稳定队列长度的性能还好。

REM 采用的“价格”变化由实际队列长度与期望队列长度之差和聚集流的输入速率
与端口输出速率之差，是梯度寻优的解，实现了 AQM 的技术目标，不管 TCP 会话
数有多少，REM 算法都能真正稳定队列长度在目标值附近。

图 4.5 不同 UDP 流发送速率下的公平性指数1（90 个长期 TCP 流和 10 个 UDP 流）

4.2.2 公平性
1

在这个实验中，CHOKe 算法采用有多个丢弃阈值的 Adaptive CHOKe 算法，我们将 minth 和 maxth 区段分成四
个小区段，当平均队列长度在第 i 个小区段中时，我们选择 2i 个分组和到达的分组进行比较。这个算法适合在
有多个非响应流经过瓶颈链路的情况，能够有效地惩罚非响应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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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M 的另一个目标就是要增强用户流之间的公平性，RFC 2309[2]明确强调了路
由器排队机制应该能够保护响应流不受到非响应流的侵害，一些 AQM 算法（例如

CHOKe）试图提供这种保护措施来保证响应流公平的共享网络资源。在这里，我们
应用了文献[14]提出的公平指数概念来研究这些算法的公平性。
在这个实验中，我们仍使用图 2.7 所示的哑铃状单瓶颈链路，网络参数和做队列
稳定性仿真实验的网络参数设置相同，仿真时间设为 20s。这个实验通过加入非响应
的 UDP 流，检查在不同 UDP 流发送速率情况下各算法的公平性。90 个长期 TCP 流
和 10 个 UDP 流竞争带宽为 10Mbps 的瓶颈链路资源，使 10 个 UDP 流的发送速率从

0.1Mbps 逐步增加到 1.5Mbps，那么 10 个 UDP 流总的发送速率从 1Mbps 逐步增加到
15Mbps，从公平带宽分配的角度来看，瓶颈链路的带宽应该平均分配给这 100 个流，
每个流分得的公平带宽为 0.1Mbps。
图 4.5 给出了各种算法在不同 UDP 流发送速率下的公平指数曲线。
从图 4.5 中，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超速 UDP 流的发送速率的增大，所有算法的
公平性都降低，也就是说，公平性随着超速 UDP 流发送速率单调递减。CHOKe 算
法的公平性最好，在我们获得的实验数据中，当 UDP 流发送总速率超过瓶颈链路的
带宽 10Mbps 的时候，TCP 流仍能获得将近 50%的总带宽，而其他 AQM 算法仅得到
很少的带宽。AVQ 算法表现的公平性比其他 5 个算法要稍差一点，在 UDP 发送总速
率达到 10Mbps 时，公平指数明显低于其他算法。因此，在这些算法中，只有 CHOKe
算法是针对公平性的。但是，公平性的解决依赖于系统 QoS 控制的粒度，只有基于
用户流的细粒度控制才能完全解决公平性问题，这样就带来了控制方案的复杂度和
系统的可扩展性问题[20]。CHOKe 是目前唯一不需要任何单流信息，可扩展性高，实
现复杂度低而能很好解决公平性的 AQM 方案。

4.2.3 链路利用率
以上所有实验都是在单个瓶颈链路的拓扑下来研究算法的性能，但哑铃状的单瓶
颈链路拓扑结构及流量环境不能反映现实的网络环境。在这个实验中，我们采用图

2.5 所示的交叉式多瓶颈链路，网络的流量环境也十分复杂，同时存在长期 TCP 流、
短期 TCP 流、长期 UDP 流和短期 UDP 流。我们设置 N=5，(d1, d2, d3, d4, d5)=(3, 6,

9, 12, 15)ms，其他网络参数和图 2.5 所示的参数完全相同。仿真时间设为 20s。t=0
时刻，长期 TCP 流启动并开始发送数据分组，我们将在每次仿真实验中改变长期 TCP
流的数目，研究不同长期 TCP 流数目下各算法维持瓶颈链路的带宽利用率；从 t=0.5s
开始，每隔 0.5s 启动一个 UDP 流，直到激活 5 个 UDP 流为止，它们的发送速率依
次为（1, 2, 3, 4, 5）Mbps；从 t=2.0s 开始启动短期 TCP 流，短期 TCP 流的生存时间
均匀分布在[1s, 2s]之间，相邻两个短期 TCP 流的到达服从平均值为 0.5s 的指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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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不同 TCP 会话数情况下链路 R3-R1 的带宽利用率

图 4.7 不同 TCP 会话数情况下链路 R2-R6 的带宽利用率

t=18s 后不再产生短期 TCP 流；我们用 10 个 ON/OFF 流来模拟短期 UDP 流，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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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OFF 流的启动时间平均分布在[1.0s, 2.0s]之间，ON 和 OFF 持续时间服从平均值
为 1.0s 的指数分布，ON 状态下每个流的发送速率均匀分布在[0.2Mbps, 1.8Mbps]之
间。
图 4.6 和图 4.7 分别给出了链路 R3-R1 和链路 R2-R6 的带宽利用率。
从图 4.6 和图 4.7 中，我们发现链路 R3-R1 的带宽利用率比链路 R2-R6 的利用率
要低。这个原因可以解释如下：
TCP 流经过瓶颈链路 R3-R1 时由于要和非响应的 UDP
流争夺带宽，而最终通过链路 R3-R1 的分组还要再在链路 R2-R6 上和非响应的

ON/OFF 流竞争带宽，由于 UDP 协议没有实现任何拥塞控制机制，对于分组的丢失
不会做出任何相应的措施，而 TCP 协议实现了拥塞控制机制，当检测到分组的丢失
后会将慢启动阈值设为当前窗口的一半，然后启动慢启动过程，这样，所有的 TCP
数据分组都要经过两次竞争才能最终到达目的端，所以，大量的 TCP 发送源端长时
间内都处于慢启动阶段。而导致链路 R3-R1 的带宽利用率比较低。这样，链路 R2-R6
变成了最主要的瓶颈链路。这样一来，链路 R3-R1 的带宽利用情况在不同 TCP 流数
目下变得很不稳定，我们也无法找出该条链路随 TCP 流变化的规律。例如，REM 网
关在 TCP 流数目等于 70 的时候，链路 R3-R1 的利用率不到 90%，明显低于在其他

TCP 数目情况下的利用率。对于其他算法，大部分情况下，链路 R3-R1 的利用率在
93%~97%之间波动，BLUE 算法甚至能在更高的一个利用率范围内波动，两次出现
高于 99%的利用率。

AVQ 算法在所有 TCP 流数目下可以使两条瓶颈链路获得接近的带宽利用率。对
于链路 R2-R6，网关工作在 AVQ 主动队列管理方案下，链路获得的利用率最低，最
高只有 97%，最低的时候仅有 95.7%，明显低于其他算法。虽然 Adaptive RED 算法
获得的带宽利用率也不是很理想，但是和 AVQ 比较起来，还是要高很多。我们还发
现，
AVQ 网关维持两条瓶颈链路的利用率都没有大于 98%，因为我们在实验设定 AVQ
期望的带宽利用率 γ＝0.98，这是 AVQ 算法的实现机制为了在链路利用率和排队延
时之间做出一个合理的性能折衷所做的决策。

BLUE 和 PI 算法在很多情况下，获得的带宽利用率都是最高的，而且出现多次
利用率等于 1 的情况。因为 BLUE 只有在检测到丢失分组之后才开始递增标记概率，
大多数被丢弃的分组是因为缓冲被占满的时候才被丢弃的。PI 算法视网络为一个非
线性的定常系统，它不适合动态变化的网络环境，在动态变化的网络环境条件下，
它首先保证的是链路的利用率，不能稳定队列长度到设定的目标值，这在后面的实
验 4 中可以看到网关工作在 PI 队列管理机制下的端到端延时比较大。
除了 Adaptive RED 队列管理方案下链路获得的带宽利用率稍微偏低外，其余的
队列管理方案下链路获得的带宽利用率都很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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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不同 TCP 会话数情况下端到端的平均延时

图 4.9 不同 TCP 会话数情况下端到端的延时抖动

4.2.4 延时及延时抖动
随着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越来越多地提出了包括多媒体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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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的综合服务要求。分布式多媒体应用不但要求很高的带宽，而且要求信息传输
的低延迟和低抖动。
我们采用图 2.5 所示的多瓶颈链路拓扑结构来进行端到端延时及延时抖动性能的
仿真研究，这个仿真实验所采用的网络环境和做链路利用率仿真实验中所描述的网
络环境完全相同。我们来研究网关工作在不同队列管理方案下，网络的端到端延时
以及延时抖动性能。
必须指出网络的端到端延时比网关缓冲队列的稳定性更重要，文献[15]给出了一
个评价 AQM 算法的框架，并指出了从用户的角度来评价 AQM 算法的重要性。端到
端的延时及延时抖动都切实反映了用户对网络的亲身体验。图 4.8 和图 4.9 分别给出
了各算法的延时及延时抖动的性能曲线。
从图 4.8 和图 4.9 中，可以看到 Adaptive RED 方案下的端到端延时最小（几乎始
终维持在 40ms）并且抖动也最小（始终在 2~3ms 之间），这和我们在单瓶颈链路拓
扑结构下做队列稳定性仿真的结果完全吻合，这说明 Adaptive RED 不仅适合准静态
的网络环境，还适合动态的网络环境条件下。在这个实验中，我们再次可以证明

CHOKe 更适合存在超速 UDP 流和负载较重的网络环境中，CHOKe 能够维持端到端
延时在 60~67ms 之间，延时抖动也在 4~6ms 之间，如果用延时抖动和延时的比值来
衡量的话，CHOKe 也能达到 Adaptive RED 的稳定性能，并且，从图 4.7 可以知道，

CHOKe 在链路 R2-R6 上的利用率比 Adaptive RED 要高很多。AVQ 方案下的端到端
延时虽然很小（波动在 50~60ms 之间），但是它的延时抖动（超过 7ms，最高达到了

14ms）却是最严重的，AVQ 在动态网络环境条件下延时较低，延时抖动大的性能也
是导致网络利用率低的一个原因。BLUE、PI 和 REM 算法的端到端延时很大，前面
我们已经分析 BLUE 算法和 PI 算法都是为了保证带宽利用率使得缓冲长时间工作在
满队列情况下，所以它们的延时会很大。REM 算法在网络负载恒定的情况下，确实
能够稳定队列长度到期望值并且响应也很快，但是在网络中加入 UDP 流特别是

ON/OFF 流时，网络负载动态地变化，使得 REM 根本不能稳定队列长度，延时也变
得很高。
结合延时和利用率两个实验，我们发现链路利用率和延时确实是两个相互矛盾的
性能指标，例如，Adaptive RED 获得低延时和低延时抖动，是以牺牲带宽利用率为
代价的。链路利用率体现了系统对主动队列管理算法的要求，延时代表了用户对主
动队列管理算法的要求。如何在为业务流提供端到端延时保证下提高链路利用率，
在它们之间做出一个合理的平衡，是设计 AQM 方案的一个主要目标。

4.2.5 丢包率
这个实验中，我们仍采用链路利用率仿真实验中所描述的网络环境来研究网关工
作在不同队列管理方案下的丢包率。丢包率也体现了网络用户的切身要求，网络用
户总是希望发送出的数据分组尽量能够传送到目的端。图 4.10 给出了网关在不同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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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理方案下的丢包率。
如图 4.10，虽然丢包率不是严格地随长期 TCP 流数目的增多而升高，但是所有
算法都呈现出丢包率随 TCP 流数目增多而增大的趋势。其中以 AVQ 算法的丢包情况
最为严重，当 TCP 连接数从 50 到 100 变化时，丢包率从 11.5%逐步增加到 17%；丢
包率最低的是 BLUE 算法，随 TCP 流的数目由 6%增加到不超过 10%。这两个算法
都是基于网络负载的 AQM 算法，但是两者在动态网络环境下丢包率、利用率、延迟
性能上的表现截然相反，导致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AVQ 基于虚拟带宽的概念，
用期望带宽利用率在利用率和延迟之间做出了性能平衡。
结合我们所做的链路利用率的实验，从图 4.10 中可以看出，带宽利用率越高，
丢包率越小；带宽利用率越低，丢包率越高。所以，BLUE、REM 和 PI 的丢包率比

AVQ 和 Adaptive RED 的丢包率要低。根据这个启发信息，我们认为分组丢失率在
AQM 算法的设计中也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性能指标。文献[12]从理论上证明了分组丢
失率确实能够作为 AQM 算法设计中判断拥塞的指标，并设计了一个基于分组丢失率
的 AQM 算法。

图 4.10 不同 TCP 会话数情况下的分组丢失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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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主要结论
通过以上对 RED、Adaptive RED、CHOKe、BLUE、AVQ、REM 和 PI 七种算法
的仿真研究，就我们所进行仿真研究的性能指标，我们得出以下一些结论：
（1）以上算法中，没有一种算法能够完全在所有性能指标中同时达到最优，它
们在设计时都有选择的取舍。
（2）Adaptive RED 能够获得很好的队列稳定性，不管在动态还是相对稳定的网
络环境中都能稳定队列长度在一个较小的目标值，从而获得很小的端到端延时，但
它是以牺牲带宽利用率换来的。Adaptive RED 主要是从用户角度来考虑。
（3）REM 和 PI 算法能够在稳定的网络环境中获得稳定的队列长度，但都需要
从满队列状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收敛到目标值，PI 需要更长的响应时间。这个缺点
影响了它们的扩展性，因为实际网络是动态不稳定的，如何对它们进行改进以适应
动态网络的要求，还有待考虑。
（4）CHOKe 实现了无状态的最公平的缓冲管理，但是，CHOKe 可以看作是 RED
算法在公平性问题上的改进，并没有对 RED 算法参数配置等问题进行研究，虽然在
现在也有很多文献是关于 RED 算法的配置，但是它们引进了额外的一些调整参数，
这不仅增加了系统处理的复杂度，同时引入的调整参数的设置也是在实现中要考虑
的问题。
（5）BLUE 和 AVQ 在准静态的网络环境中都只能保证带宽利用率和不能提供端
到端的延时保证。但是在动态的网络环境下，AVQ 算法会牺牲系统对资源利用率的
要求来满足用户对延时的要求，这个性能并不是 AVQ 设计的初衷。
（6）通过按 AQM 设计指标的分类，我们认为同时基于队列长度和网络负载的

AQM 能够实现延时和利用率之间的性能平衡。但是这类算法还需要考虑的是算法的
反应速度和算法对网络环境的适应范围。另外，在主动队列管理算法的设计中，网
络的流量特征和网络环境的多样性也是要充分考虑的。

5．2 今后的研究工作
总结 AQM 中各种策略与算法的研究，除 PI，REM 和 AVQ 以外，绝大多数算法
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直觉的、启发性的、针对局部个人问题的，没有全面、
系统地运用理论工具对算法本身加以分析和研究，从而得到一个评价算法性能的有
说服力的结论，为实际运用算法时的参数设置和算法本身的改进给出有价值的指导
建议。借助适当的理论以保证算法的性能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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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的规模在不断的扩大，网络上应用的种类在不断的增加，这给网络的研究
提出了很多的挑战。网络研究的难点在于：网络是一个包含很多机制的庞大系统，
在网络中新增加的机制必须尽量减小对现有框架和算法的改变，并保持网络原有的
功能和优点。
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我们将研究互联网端到端的拥塞控制及如何提供 QoS 控
制。在已有的研究工作基础上，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包括以下两方面：
（1）和 TCP 拥塞控制机制结合联立 TCP/AQM 系统，以系统的角度来研究，不
再只注重网络局部的性能。这也是当前研究的一个热点，PI 正是在这种思想下诞生
的。以 TCP 为代表的端到端拥塞控制机制对互联网的稳定运行起了很大的作用。如
何继续保持互联网的稳定是互联网发展中所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AQM 策略在高吞
吐量和低延时之间做出合理平衡的关键在于始终将队列长度维持在一个较小的期望
值，从控制系统的角度分析，这是典型的调节系统的技术目标。考虑到网络状态参
数的时变性，鲁棒控制理论中控制器的设计与分析方法应该对设计性能良好的 AQM
策略具有很强的理论指导性。
（2）和分组调度机制结合起来，以提供端到端的区分服务质量。目前，绝大多
数主动队列管理方案和分组调度算法缺乏一定的联系，导致缓冲资源和带宽资源的
分配相互独立，协作性差。显然，只有缓冲资源和带宽资源的分配相互一致，才能
最大程度地利用缓冲队列的特性，使得系统吞吐量和分组丢失率的综合性能最优。
因此，把主动队列管理和分组调度结合起来考虑，在主动队列管理算法中引入带宽
分配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方向。
对计算机网络的研究，不仅局限于此。目前，区分服务体系结构（DiffServ）在
不断发展，其相关概念、模型的定义仍处于讨论阶段。DiffServ 支持多种服务类型，
相信经典的和现代先进的控制技术在网络研究应用中会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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