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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互联网体系结构的复杂性，使

体系结构自身在可扩展性、安全

性等方面面临更大的挑战。

早 在 20 年 前 的 1996 年，

美、欧、中国等相继启动了新一

代互联网研究计划，对从互联网

体系结构的基础理论以及实验平

台的设计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探

索，目的是设计一种全新的、融

合多种设计目标且能灵活适应未

来应用需求的新一代互联网体

系结构，例如 XIA[1]、NDN [2]、

DONA [3] 等。尽管有关重新设计

的研究极具创新性，且提出了许

多值得借鉴的思路，但这种改革

脱离当前实际，导致其部署开销

远大于可能产生的效益，难以实

现稳定过渡。

研究者们针对前两种方式存

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折衷的体系

结构修改途径。例如，目前受到

广泛关注的软件定义网络 (Soft-
ware Defined Network, SDN)[4]，提

出在不改变 TCP/IP 协议本身的

情况下，采取集中式的“控制器”

对分布式路由体系进行灵活的路

由配置，以便更好地为应用服务。

这种在坚持现有体系结构核心设

计原则不变的基础上进行突破性

创新的思路兼具前两种方式的优

点，既考虑了体系结构的扩展创

新，又考虑了它的稳定过渡。基

于这种思路，结合应用发展的需

求，我们提出了一种应用驱动的

可演进互联网体系结构框架。该

框架在坚持无连接分组交换及端

到端核心设计原则相对稳定的基

础上，创新性地改变约束体系结

构扩展的基本要素，以便更好地

适应和支持新的应用需求。

互联网应用现状

互联网的基本功能是通过

各种协议为用户提供丰富多彩

的应用服务。目前的互联网体

系结构与互联网构造之初相比，

服务目标、服务对象、应用类

型以及应用组成都已发生翻天

覆地的变化。互联网承载的业

务开始由静态、有线、固定和

单一向动态、无线、移动和多

样化发展，见图 1。

应用类型日趋多样　随着

引言

互联网的普及促进了互联网

创新应用和新型计算模式的不断

涌现，也推动了互联网自身角色

的转变，互联网的职能开始由传

统的“远程慢速通信信道”向“高

效数据交互处理平台”转变。尽

管互联网体系结构为适应变化做

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其发展能力

越来越有限，还需进一步研究与

创新。

在现有体系结构的基础上进

行增量式修补，是解决各种技术

挑战的主要思路。互联网工程任

务组织 (The 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 IETF) 以开放的形式，

联合全球的互联网研究力量来讨

论互联网体系结构存在的各种问

题、研发并制定相关技术规范。

这些规范在不破坏现有体系结构

架构及应用的前提下，以打补丁

的形式进行修补。既易于部署实

施，保护了现有互联网建设的投

入，又有针对性地解决了问题。

但是，为了支撑各种业务需求，

所部署的中间件和新的协议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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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通信、社交网络等新兴应用

类型的兴起，致使互联网由为用

户提供静态文本数据传输服务

向更多地提供高带宽低延迟的

多媒体服务转变，如视频、VoIP
（Voice over Internet Protocol，网

络电话）等。此外，互联网应用

的组成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思科

预测 [5]，到 2018 年，各种视频（包

括 TV、VOD、P2P、互联网视

频）流量将占据互联网总流量的

80%~90% ；这一变化促进了高效

数据网络分发技术的发展，2018
年内容分发网络将承担近 1/2 的

互联网流量传输任务。

移动应用日新月异　互联

网应用开始由固定应用服务向移

动应用服务发展。一方面，移动

互联网用户数量及流量迅速增长。

据思科预测，互联网中来自 Wi-Fi

及移动设备的流量将于 2018 年

占到互联网流量的 61%。另一方

面，移动通信技术持续发展，从

1G 到 4G，移动应用的速度和稳

定性不断提高，移动网络（蜂窝

技术）连接速度仅 2014 年就提高

了 20%[6]。

安全事故与日俱增　早期

的互联网仅提供简单的数据传输

业务，用户通常为大学或政府研

究机构，具有彼此信任的关系，

且系统结构简洁、清晰，因此安

全问题并不作为体系结构构建的

考虑要素。现互联网用户群越来

越复杂，互联网体系结构的安全

问题日益暴露。互联网的可控性

和信息的保密性都面临严峻的考

验。更安全的体系结构和通信协

议成为新一代互联网体系结构研

究中的一大要点。

应用驱动的可演进
互联网体系结构

互联网应用的变化对互联网

体系结构的数据处理、存储、传

输方式提出了新的需求。为了确

保体系结构的可持续发展，构建

新一代互联网体系结构成为支撑

现有应用发展需求的必然趋势。

构建新一代互联网体系结构应该

具备三个条件 ：

1. 良好的稳定性。新的协议

或应用能在当前互联网体系结构

中保持增量部署的特性，以便新

一代互联网能够在当前体系结构

基础上稳定过渡，或当前的应用

能无缝接入新的体系结构中，确

保当前应用的持续发展。

2. 良好的可扩展性。保证互

联网能够在多维评价指标上呈现

良好的可扩展性，以满足需求的

增长并促进新型应用的发展。

3. 良好的经济效益。作为面

向服务的互联网体系结构，除了

保证良好的技术前瞻性，还需要

能够为服务提供商、内容提供商、

用户等产生良好的网络经济效益。

在保护原有应用和技术稳定

发展的同时，实现对新型应用和

技术的支持，互联网体系结构必

须立足于现有的体系结构，在革

新与稳定交错发展中保持持续不

断的演进。基于此，我们提出了

由现有体系结构平滑过渡到未来

体系结构的、面向应用的可演进

式体系结构的发展路线。其基本

思想是 ：在坚持体系结构核心

原则不变的基础上进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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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互联网体系结构应用发展变化现状

 

图2　应用驱动的可演进互联网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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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革新，适当地改变约束体

系结构扩展的基本要素，以便

更好地适应和支持新的应用

需求。
面向应用的互联网体系结构

框架分为三层，如图 2 所示。

内核层　“内核”是指为保

护当前应用及保持体系结构稳定

过渡必须坚持的核心设计原则。

现有的互联网体系结构在多年的

发展中，通过自身调节适应了各

种应用技术的挑战，这与传统互

联网体系结构本身的部分设计原

则密不可分，是互联网体系结构

持续发展的核心。比如，无连接

分组交换技术与基于端到端原则

的数据传输协议，向下能够兼容

各种通信介质、通信技术和通信

网络，实现网络资源的复用 ；向

上可以支持各种灵活的创新应

用，实现核心简单、边缘复杂的

开放结构。这两大原则也是互联

网取得巨大成功的核心原因，也

是互联网体系结构发展中不应被

轻易否定的“DNA”[7]。

基本要素层　体系结构的

发展需要进行创新性的改革以适

应变化的需求，基本要素层包括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进行更改的协

议或技术。例如，作为互联网通

信基础的编址方案决定了互联网

体系结构数据转发的方式，是

互联网体系结构研究中的首要问

题。承载了“标识”和“位置”

双层语义的传统 IP 地址，面临

扩展性、安全性、移动性等诸

多挑战。一些研究者打破传统

TCP/IP 的局限，通过地址身份和

位置的分离构建了新的地址命名

体系 [8~10]。此外，路由方式也是

互联网体系结构创新应用的一大

重点。文献 [11] 利用源地址具有

的丰富语义，从“服务需求”和

“服务对象”出发，通过源 IP 地
址和目的 IP 地址结合构建二维

路由，试图从路由转发层面解决

互联网面临的扩展性、移动性及

管理性问题。

功能协议层　包括体系结

构协议栈中的上层应用协议，如

HTTP 协议、MAIL 协议等。这

些协议根据应用需求可以进行随

意更改。

图 2 表现了应用驱动的可演

进互联网体系结构在革命式和改

良式的互联网体系结构发展路线

之间，找到了一个兼顾稳定性和

扩展性的平衡点。改良式的可扩

展路线仅对功能协议层的协议进

行修改，而可演进的互联网体系

结构在保持核心设计原则不变的

情况下，可以改变体系结构的基

本要素，提供更灵活的选择。同

时，它还考虑到互联网体系结构

发展中的稳定性问题。

基于应用适应性的
互联网体系结构演
进性评估

互联网体系结构最基本的职

责是支持当前及未来可能的各种

应用需求，因此，结合应用发展

变化的特点，从技术、经济、社

会多个角度对提出的互联网体系

结构的演进能力进行评估成为互

联网体系结构研究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目前，研究者们大多从

互联网体系结构的功能、性能及

安全性等出发对其协议、算法、

机制进行评估 [11]，而针对其应

用适应能力的评估目前仍然是空

白，问题包括：

缺乏对应用组成的变化和

多体系结构竞争的适应性。现

有的评估模型主要从用户或互联

网服务提供商的需求出发，将互联

网体系结构提供的应用效用作为

一个整体对待，并没有考虑应用组

成或类型变化对互联网体系结构

发展的影响。此外，现有评估工作

也很少针对多个竞争者并存下的

体系结构发展变化趋势进行分析。

事实上，适应任意变化的应用需求

是衡量互联网体系结构是否符合

应用发展的主要指标，而多种体系

结构的竞争与并存发展也是未来

互联网适应应用需求的趋势。因此，

如何有效地将应用类型及组成变

化、以及影响互联网体系结构应用

适应能力的其他各种要素进行结

合，构建动态的评估模型是颇具研

究意义的课题。

缺乏对用户群体效应的考

虑。为便于通信，用户在选择应

用时，通常会随大流，与社交圈

中的大多数用户保持一致。对互

联网体系结构而言，这种随大流

现象也许会对其发展造成难以想

象的影响，因此也是在进行互联

网体系结构应用服务能力评估中

需要考虑的一个重点。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首先对影

响互联网体系结构应用服务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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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分析（如图 3 所示），在此

基础上提出了互联网体系结构应用

适应性的定义及其评估框架。

应用适应能力影响要素

为了支持应用的变化，互联

网体系结构必须具备足够的扩展

能力，从技术上实现对新的应用

环境、类型及应用组成变化的支

持。一方面，能够通过改良或适

当的革新来增加新的协议机制，

另一方面，现有协议的运行及体

系结构的功能、性能等指标不会

因为协议的更新以及新协议的加

入受到过多的影响。服务扩展能

力还需要具备持续性。由于用户

需求、硬件更新换代或自身存在

的缺陷，网络中的现有应用协议

经常会进行升级，体系结构需要

易于维护和更新。由此，我们得

到互联网体系结构应用适应能力

的第一个要素——服务扩展性。
无论是哪种体系结构，在

融入新的协议机制的同时都需要

确保现有业务和网络基础设施不

受到破坏，实现稳定过渡，这

也正是我们提出保持现有体系结

构的关键机制或原则不变的根本

原因。为达到这一目的，新协议

机制应能无缝接入现有业务，或

易于在当前互联网体系结构上增

量部署。此外，应用需求的刺激

及互联网开放的氛围促进了体系

结构协议机制的多样化发展，未

来一段时期内可能出现多种协议

机制甚至多种体系结构并存的现

象。这就要求体系结构需要具

备与不同体系结构协议通信的能

力，以兼容甚至融合新型应用的

出现。我们将此归结为互联网体

系结构的部署可行性。

互联网体系结构支持应用

变化的过程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

题，还需要解决许多经济问题。

例如，为了支持新的应用，改进

体系结构的开销有多大？应用部

署后，体系结构需要做哪些维护

和管理工作？我们将互联网体系

结构为支持应用部署、维护和管

理产生尽可能少的开销的能力称

为互联网体系结构的经济有效

性。此外，互联网中的多种实体

介质形成了一种市场架构，例如

用户的需求是推动互联网体系结

构支持应用发展的起源，而运营

商是互联网体系结构应用技术的

实现者。不同的实体介质有不同

的利益需求，不同的用户对应用

服务质量的要求及应用服务支出

的要求也不同，因此，互联网体

系结构在支持应用发展的过程中

应能够满足不同实体介质的经济

性需求，且能保持互联网中各种

角色之间的效益均衡，进而获得

市场竞争力并得到持续发展。

应用适应性

应用适应性定义 ：互联网体

系结构在确保现有体系结构应用

稳定持续发展，维持原有体系结

构完整性的同时，以经济的代价

进行突破性的革新，以满足变化

的应用需求的能力。

应用适应性不仅包括体系结

构的可扩展性，还强调体系结构

在扩展过程中的延续性，以及在

适应变化中所付出的代价，反映

了互联网体系结构适应应用变化

过程中对稳定性和经济性的双重

要求。

应用适应性评估框架

从应用适应能力影响要素入

手，构建体系结构应用适应性评

估框架包括三个部分：评估模型、

评估机制和评估方法，见图 4。

评估模型
互联网提供的各种应用服务

随着用户需求的变化不断发生改

变，而变化的体系结构服务功能

和性能则是其对应用变化情况下

服务可扩展能力的一种直观反映。

通常，可将应用分为语音、数据流、

视频以及图像等。应用数据通过

互联网体系结构进行传输，不同

的传输和路由协议将产生不同的

数据传输性能，并最终提供给用

户不同的服务体验。对于互联网

服务提供商而言，这意味着不同

的资源利用率和吞吐率等网络性

 

部署可行性

图3　互联网体系结构应用适应能力影响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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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对于用户而言，意味着不同

的 QoS 服务性能（延迟／抖动、

丢包率）。部署可行性可以直接通

过应用功能的实现及业务的兼容

性进行验证。部署可行性及经济

有效性是相辅相成的，过高的应

用服务部署代价不但会造成访问

代价的提升，对于用户而言难以

接受，而且也会影响网络设备提

供商及运营商的收益乃至最终的

决策。因此，体系结构的经济开

销是互联网体系结构应用适应性

评估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互联网体系结构的功能、性

能和经济效益是对互联网体系结

构本身应用服务能力的直接评价，

可以称为互联网体系结构的内在

生存价值。它是对互联网体系结

构本身复杂程度的反映。因此，

从互联网体系结构内在生存价值

出发，通过对体系结构在不同应

用需求下提供服务的功能、性能

以及开销进行建模，是实现其应

用适应性评估最直观的方法。

评估机制
评估模型从互联网体系结构

提供应用服务的本质属性出发直

接对其应用适应性进行建模。评

估机制则是通过间接的方式，如

互联网实体介质的选择对互联网

体系结构应用适应性进行建模。

前面提到，互联网是由各种实体

介质组成的一个综合架构，用户、

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内容提供商、

设备提供商各自承担着重要的角

色。各种实体介质对体系结构的

发展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

其是作为应用服务受益对象的用

户以及应用服务实现者和运营者

的服务提供商，其选择将直接影

响体系结构在互联网中的应用、

部署和发展。

用户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进

行选择的依据是从网络中获取的

效用。对用户而言，是指其应用

需求满足的程度，包括应用服务

体验效果及其支出的均衡；对于

互联网服务提供商而言，源于为

用户提供应用服务产生的收益及

为进行数据传输所需的支出。互

联网体系结构为用户或互联网服

务提供商提供的效用将体系结构

的内在生存价值及互联网的各种

实体连结在一起，从侧面反映了

互联网体系结构的应用适应性，

我们将其称为互联网体系结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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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互联网应用适应性评估框架

外在生存价值。从体系结构外在

生存价值出发，建立各种效用模

型也是实现互联网体系结构应用

适应性评估的有效手段。

评估方法
互联网体系结构的内在生存

价值和外在生存价值是用于构造

应用适应性评估模型的要素及理

论标准。如何根据理论标准对这

些要素进行建模，并对构建的模

型进行计算推理，进而得到互联

网体系结构应用适应性的结论，

还需要借助一些评估方法。目前

常用的方法有微分方程、博弈论、

最优化理论、随机博弈网、网络

演算以及平均场等。

发展及评估面临的
挑战

可演进的互联网体系结构及

其评估模型、机制及方法在实现

过程中仍面临诸多挑战，有待进

一步完善，主要有两方面。

评估工作需要大规模网络数

据支持，基于理论和模拟计算的

方法无法完全反映复杂的网络情

况，可将模型与 PlanetLab 实验

网络及现实互联网结合，通过在

实际网络中部署相应的被测机制

并获取所需的参数，对体系结构

的应用适应性进行分析。

市场研究机构 StatCounter[12] 发

布报告指出，到 2013 年 11 月，来

自移动终端设备的流量突破全球

互联网总流量的 20%，这必定对互

联网体系结构的发展（如三网融合

的发展）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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