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8 卷第 3 期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Journal of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19 年 9 月

Vol．38 No．3
Sep．2019

软件定义网络中 OpenFlow 流表
空间优化技术研究进展
唐菀，冯伟，杨喜敏，田野
（ 中南民族大学 计算机科学学院，武汉 430074）
摘

要

OpenFlow 是软件定义网络 （ SDN） 南向通信标准协议，SDN 控制平面为北向通信提供编程接口，通过

OpenFlow 向数据平面下发流表表项实现路由管理、流量调度等功能．针对 OpenFlow 流表空间有限性和有效性问题，
从硬件、软件、软硬件结合方面对当前 OpenFlow 流表空间优化技术进行比较分析，归纳并阐述流表存储机制改进、
基于软件的流表扩容和流表超时时间管理 3 种优化方案，最后总结并展望流表空间优化未来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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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rvey on the optimization of OpenFlow flowtable
space in Software-Defined Networking
TANG Wan，FENG Wei，YANG Ximin，TIAN Ye
（ College of Computer Science，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Wuhan 430074，China）
Abstract

OpenFlow is a standard southbound communication protocol in Software-Defined Networking （ SDN ） ． The

control plane in SDN provides programming interface in the northbound communication，and emits the flow entries to the
data plane via OpenFlow to implement routing management，traffic scheduling，etc．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ssue of the
space limitation and validity of OpenFlow flowtable，and analyzes the state of the art of the flowtable optimization technique
from the aspects of hardware，software and combination of both． And then，three optimization schemes of the issue are
elaborated： improvement of flowtable storage mechanism，software-based expansion of flowtable space，and management of
flowtable timeout． Finally，the future direction of the flowtable space optimization is discussed．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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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
学术界和工业界对业务可扩展、网络资源
虚拟化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
以期探寻能适应互联网
技术及业务高速发展的网络架构． 一种新的网络架
构———软件 定 义 网 络 （ Software-Defined Networking，
SDN） 应运而生，SDN 解耦网络的控制逻辑和数据转
发逻辑，
实现对网络的集中管控，利用可编程特性支

［1-3］

持网络业务的创新

．OpenFlow 协议为 SDN 南向交

互的事实通信标准，在支持 OpenFlow 协议的交换机
中存储着一个或多个流表． 每一个流表由多条表项组
成，
支持抽象转发和控制规范，实现数据流线性匹配．
随着业务控制需求增加和网络规模扩大，
流表空间有
限的存储和有效利用等成为近些年基于 OpenFlow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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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N 网络关键问题，受到业界研究者广泛关注． 希望
本文的工作对 SDN 中流表存储优化的研究提供借
鉴，
能对流表一致性和流表安全性问题的解决有一定
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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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流表超时时间管理———结合数据流量特征对
［11］
流表超时时间进行管理，如时间序列预测 ，通过优
化流表固定的超时时间，
依据流表超时机制来删除部
分冗余或即将超时的表项．
3 类流表
针对流表空间的有限存储和有效利用，
空间管理优化方案主要采用 TCAM 存储所需流表数

1 流表空间问题描述
SDN 中的 OpenFlow 流表空间有限性存储和有效
性管理问题，
根据侧重点不同，
可归纳为以下三方面：
（ 1） 硬件电路复杂、价格不菲，且存储容量不足．

量和流表线性查询效率两个评价指标． 通过监测时间
周期内活动表项（ 即流表中能和任意一条或多条数据

OpenFlow 交换机中存储流表的三态内容寻址寄存器

流成功匹配的表项） 数目，对 TCAM 存储空间利用率
进行对比分析． 线性查询效率是通过计算和统计时间

（ Ternary Content Addressable Memory，TCAM） 硬件电
路复杂，
价格较为昂贵． 此外，TCAM 支持表项的并行

周期内数据包的平均匹配耗时时间，
对比验证优化方
案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流表存储机制改进方案利用流

查找，
大量的匹配操作使得其功耗开销大，故商用
SDN 交换机中流表存储空间十分有限，如 Pica8 P-

表空间利用率作为反馈来评价此类存储机制改进的
有效性，
目标是减少 TCAM 中存储所需流表的数量．

3290 交 换 机 支 持 存 储 最 大 的 TCAM 表 项 数 为
2000 条［4-6］．

基于软件的流表扩容通过压缩或聚合流表表项来保
证 OpenFlow 交换机存储空间的有效性，同时对流表

（ 2） 大量业务和固有流表超时机制会带来大量
流表存储的需求．SDN 提供基于流的细粒度控制，一

查询效率进行验证． 流表超时时间管理方案结合流量
的差异性特征，
通过优化流表超时时间及时或提前删

条数据流可能匹配多条细粒度表项，
分组分类流表的
规模不断扩大； OpenFlow 固有的流表超时机制会导

除无效表项，
使得流表存储空间利用率和匹配率两方
［9-11］
．
面都有一定的提升

致大量无用表项滞留在交换机中，使交换机需存储的
流表数显著增加． 过多的流表存储导致流表更新的速

2 流表存储机制改进

［1］
度降低 ，
流表匹配率下降．
（ 3） 流 表 表 项 匹 配 域 扩 大，结 构 越 来 越 复 杂．
OpenFlow 协议采用扁平化设计，囊括 1 ～ 4 层的协议

信息，
表项匹配域不断扩大，
从 OpenFlow1．0 所支持的
12 个匹配字段，不断扩展到 OpenFlow1．5 的 45 个匹
［7，
8］

流表存储机制改进方案变更原有流表存储方式，
对流表存储空间实现扩容． 采用软硬件结合的方式将
当前常用表项存储在交换机硬件 TCAM 中，
而剩余表
项存储在交换机或其他远程设备上． 依据流表表项存
放位置和管理方式的不同，可分为层级存储、分布存
储和其他存储 3 种存储机制改进．

，对 TCAM 流
配字段． 表项结构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表空间优化管理带来巨大挑战，
大量多元匹配影响了

2．1 层级存储

流表查询效率，从而大大降低了 OpenFlow 流表空间
有效利用率．

层级存储将流表进行分类并存储在两类不同的
存储介质中，
将常用表项或粗粒度表项存放在 TCAM

现有针对 OpenFlow 流表空间有限存储和有效利
用问题的解决方案较为零散，
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资

中，不常用流表则存放在交换机缓存中． KATTA N
［9］
等 提出 CacheFlow 机制，
该机制依据流表间的依赖

料提出的研究方案进行定性分析，
发现主要的研究工
作大多是从硬件、
软件或硬软件结合的 3 个角度来优

关系设计相应缓存算法，
将大部分不常用的流表存储
在 CacheMaster 结构中，OpenFlow 交换机保存能匹配

化 OpenFlow 流表空间管理，因此将这些解决方案归
纳为 3 类：

［12］
大部分数据包的少数流表．MAＲSCIO A 等 提出内
存 交 换 机 制，将 TCAM 和 ＲAM （ Ｒandom Access

1） 流表存储机制改进———结合网络通信和业务
将流表匹配或业务处理作为约束和优化
流的差异性，

Memory） 作为交换机内存存储系统，利用此两层存储
介质分别存储最近最常匹配的流表和最少匹配的
流表．

目标，
改进流表存储体系，使流表表项不再单一存储
［9］
在交换机硬件 TCAM 中，
如 CacheFlow ；

2．2 分布存储

2） 基于软件的流表扩容———通过算法或策略来
聚合压缩流表表项，对流表实现软件上的间接扩容，

分布存储将流表分散地存储在各网络设备中，如
交换机或远程设备． 依据数据流路由请求和资源利用

［10］

如 FFTA

；

情况，控制平面为交换机选择安装合适且适量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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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项．MA H 等设计的分布式存储 DSFoF 将流表存放
于多个较小容量的 TCAM 交换机之中．KANIZO Y 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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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到新的数据流时，
会将其转向分区内的权威交换
机，
权威交换机依据权威规则直接对数据包执行转发

引入 Palette

，
基于图论原理及算法，将表项分割为
多个均等的子表项并下发到传输路径的交换机中，
同

策略而不发往原交换机． 权威交换机集中存储流表，
减少了非权威交换机存储的流表数量，
并通过去除控

时保证了路由传输和最小化资源的利用． 此类方法在
保证 SDN 处理性能的前提下，采用流表分布存储，减

制器处理时延提高数据包的处理效率．

少网络中单交换机所存储的最大流表数量．
2．3 其他存储方案
［14］

引入多级流表模型，计算单一流表
的多元匹配域映射增益，
并将匹配域提取出来在新一
刘中金等

级流表中进行压缩存储，
解决单一流表字段过长的问
［15］
题． 唐亚哲等 基于布隆过滤器 （ Bloom Filter） 设计
新型流表存储结构，使用一级 TCAM 流表连接多级
Bloom Filter 流表． 传统的流表替换算法 LＲU（ Least
Ｒecently Used） 、
FIFO、ＲANDOM 等，分别采用不同的
［16］
删除策略对流表表项进行删除 ，其中 LＲU 最常
用，
但其数据存储和查询维护复杂度较高．
YU M 等通过 DIFANE 机制实现域内交换机集中
［17］
存储方式 ．SDN 控制器下发分区规则对网络区域
进行划分，
每个分区包含一个权威交换机和若干普通

交换机，
权威交换机具备部分控制功能．SDN 控制器
预先下发权威规则给权威交换机，当域内普通交换机

流表存储体系改进方案变更了原有流表线性存
储方式，
提高了 SDN 网络流管理的适应性和稳定性．
层级存储基于流表分类，通过有效的存储设计和管
理，
流表的查询效率有所提高． 分布存储使得流表存
储分布较为均衡，可减少单交换机中的流表数量，但
在满足真实业务需求时，
路由计算和表项刷新对于控
制器负载提出较高要求． 其他方案包括 DIFANE 和多
级流表等，
能一定程度上提高数据的处理效率，但此
类方案对流表结构提升了管理难度，
易导致流表性能
降低．

3 基于软件的流表扩容
基于软件的流表扩容是通过聚合或压缩方式对
流表结构、
大小和数量进行缩减，实现流表的间接扩
容，
提高流表空间有效利用率． 根据作用对象不同，主
要分为表项聚合和表项压缩两大类．

表 1 基于软件的流表扩容方案
Tab．1
方案

相关文献

作用对象

解决手段

［10］、
［18-21］

流表结构、
大小

缩减表项结构

表项分割

［22，
23］

流表结构

表项标识改进

［24，
25］

流表大小

表项合并

［26］

流表数量

表项聚合
表项压缩

Software-based expansion schemes of flowtable space

降低表项规模

如表 1 所示，表项聚合针对流表多元匹配字段，
采用前缀聚合或非前缀聚合方法对表项进行聚合，
改

表项聚合方式不依赖于网络数据流的特征规律，
将具有相关性的多流表表项合并为一个表项，
依据聚

进表项复杂的数据结构，优化流表存储空间； 表项压
缩通过拆分流表，将表项分割为多个子表，减少每次

合位置的不同，主要分为前缀聚合和非前缀聚合． 前
［18］
缀聚合 主要用于 IP 路由，合并具有相同转发目的

［24，
25］
匹配的匹配域的长度，另外一些研究
通过引入

地的表项，
而 OpenFlow 具有多元匹配域，
且是变长结
构，
需要依据实际需求进行非前缀聚合，采用如启发

标识减少表项的比特大小或合并压缩表项来达到优
化流表空间的目的．
3．1 表项聚合
表2
Tab．2

式等聚 合 算 法 对 相 关 字 段 进 行 聚 合，分 类 如 表 2
所示．

表项聚合方案分类对比

Classification and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flowtable aggregation schemes

聚合方案

聚合对象

聚合域

聚合方式

TCAM razor
Bit weaving
FFTA
FTＲS
IDFA

包分类器
包分类器
流表
流表
流表

所有匹配域
所有匹配域
所有匹配域
目的 IP 地址
目的 IP 地址

前缀
非前缀
非前缀
前缀
前缀

MEINEＲS C Ｒ 等 提 出 适 用 于 数 据 包 分 类 的

TCAM 表项压缩算法 TCAM razor［18］和 Bit weaving［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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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AM razor 采用前缀聚合，通过判定图、贪心算法动
态编码和前缀聚合冗余消除来压缩数据包分类器中
的 TCAM 表项，
但只能采用构造前缀聚合的方式来聚
合表项． 而 Bit weaving 可实现对已聚合表项的再一次
聚合，
解决了 TCAM razor 只能进行前缀聚合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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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待增表项与已存表项的关联度，
将待增表项与最
大关联度的已存表项进行合并．
基于软件的流表扩容主要通过表项聚合和表项
压缩等手段来解决流表容量不足的问题． 表项聚合分

等均是基于 SDN 而

析流表多元匹配域中存在的冗余信息，
对不同的匹配
字段进行聚合，利用较少的表项实现原有的表项规

设计的表项聚合方案．FFTA 为一种高效的表项聚合
算法，
基于 Bit Weaving 技术，
通过构建二叉树将非前

则，
但表项聚合可能破坏流表语义，丢失部分粒度控
制信息，
并不具有较强的通用性． 表项压缩主要针对

缀规则划分为多个可置换的前缀分区，采用基于优化
路由 表 构 造 器 （ Optimal Ｒouting Table Constructor，

流表大小、
规模进行优化，使 TCAM 能容纳更多的流
表表项，
此类方案针对流表表项压缩需求，利用流表

OＲTC） 算法进行聚合． FTＲS 和 IDFA 通过基于目的
IP 地址的聚合，
IDFA 采用分解和重排技术对局
其中，

的逻辑结构特征，
结合流表结构的冗余性和可压缩性
实现流表空间的优化，
但表项压缩算法的设计与实现

域 网 IP 和 随 机 IP 进 行 聚 合，得 到 压 缩 比 分 别 为
26．3% 和 43%，
而实验验证 FTＲS 能有效地聚合流表

较为复杂，
不适用于小规模的表项压缩．

［10］

FFTA

［20］

、
FTＲS

［21］

、IDFA

表项，
保证了 SDN 控制器的处理性能．
3．2 表项压缩

4 流表超时时间管理
OpenFlow 流表超时时间管理是通过超时时间来

表项压缩采用压缩算法对流表结构、
大小和数量
．
进行压缩处理 常用的表项压缩降低了表项规模，依

控制流表表项的生存时间．OpenFlow 协议提供两种超
时时间： 硬超时时间 （ hard_timeout） 和停滞等待超时

据作用对象不同可分为表项分割、标识改进和合并 3
类压缩方式．

时间（ idle_timeout） ，
表项在交换机中的生存时间超过
了预设定硬超时时间就会被删除，
在停滞等待时间内

GE J 等［22］提出启发式流表存储空间优化算法
H-SOFT，
通过表项间的共生关系和互斥关系将大表

流表表项未匹配到任何数据包也将会被删除（ 说明：
后文中未指明具体超时时间的情况下，“超时时间 ”

项划分为多个规模较小的子表项，
再将子表项依据表
项中的多元匹配域情况分割为多个字段，
以达到节省

指停滞等待超时时间） ． 基于流表超时时间管理对表
项进行删除的方案主要分为时间序列预测、
资源特征

［23］
流表存储空间的目的． 孙鹏浩等 利用信息熵对各表
得到
项匹配域间的冗余关系和相关度进行分析建模，

感知和其他针对流表超时时间的方案． 时间序列预测
主要是通过流表的匹配情况来调整流表超时时间，实

匹配域提取目标进行裁剪，
减少流表长度．

现流表更新，
提高流表空间的有效利用率和流表表项
的匹配率； 资源特征感知结合数据流特征或流表、控

其他相关工作主要通过改进表项标识、
资源复用
［24-26］
．BANEＲJEE
等来解决流表空间存储有限的问题
［24］

采用两层标签 Tag 来替换原始流表表项，关联
到数据流的标签和路由标识标签，通过标签标识的方

S等

法生成流表表项，从而减少流表表项 所 占 比 特 数．
KANNAN K 等［25］依据原始流表在入口交换机上的数
据包头部加入流 ID，中间传输的交换机也通过存储
流 ID 来匹配和转发数据包，减少了标识流所需的比
特位数，
使 TCAM 能容纳较多的流表表项． 基于资源
［26］

复用的方案 也是通过压缩合并表项来优化存储问
题，
设计基于 Mask 值和 Ｒange 值的流表关联度算法，

图1
Fig．1

制器资源来对超时时间进行调整； 其他方案主要通过
提前删除无效流表表项、
调整或转换超时时间等来优
化流表空间存储和利用的问题．
4．1 时间序列预测
基于预测机制是结合历史流量或表项信息，通过
时间序列预测的方式动态调整当前表项的超时时间，
删除近期不会被匹配的流表表项，
从而达到存储表项
和下发表项数量的均衡，保证流表空间的有效性，过
程如图 1 所示．

时间序列预测处理图

Processing diagram of time series forecasting

KIM E D 等［16］利用自回归模型来预测下一采样

时刻流表中新到达流的数量，
并估计下一采样周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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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活的流表表项数量． 然后，在采样时刻动态刷新当
［27］
前所有表项的超时时间来容纳新的流．LIU Y 等 基

表表项数量进行了分析，
预测下一采样周期内新增的
流表表项的数量，并对流表超时时间做出调整． 在数

考虑控制器刷新交换机中表
于 KIM E D 提出的方案，
，
项成本 通过调整采样周期内新到达流的超时时间，

据波动较大时，SMA 算法比自回归算法预测准确度
更高．

而非在采样时刻刷新所有流表表项的超时时间，
从而
优化流表存储空间，
防止下一周期内流表溢出．

4．2 资源特征感知

但是，
自回归算法对数据依赖性强，需收集大量
［28］
历史数据才能得出预测结果． 史少平等 采用二次移

除了时间序列预测，还可通过结合资源特征，如
数据流特征或网络资源等使用情况，
对流表超时时间
作动态调整，
表 3 给出相关文献的研究工作．

动平均（ Second Moving Average，SMA） 算法对历史流
表3
Tab．3

资源特征感知方案对比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resource characteristics awareness schemes

相关文献

作用对象

资源约束

解决模型 / 算法

［29］
［30，
31］
［32］
［33］
［34］

即时流
不同类型数据流
数据流
数据流
数据流

控制器资源
全局网络资源
流表空间资源
流表空间资源
流表空间资源

资源优化模型
基于数据流特征
基于历史流信息
启发式算法
流表排队论

［29］

梁昊驰

针对即时消息流信息，建立 ON / OFF

模型，
以控制器处理资源有限性为约束，建立优化问
题来求解满足该条件的合理超时时间，但该方案在处
理过 程 中 没 有 考 虑 不 同 数 据 流 类 型 的 差 异 性．
［30］

［31］

基于流表表项超时时间管理的机制，
通过调整表
项固有的超时时间来提高流表匹配率，
从而有效利用

从

流表空间． 时序预测机制结合历史流和表项信息来设

全局网络资源使用情况出发，结合数据流差异性特
征，
为不同的表项设定不同的超时时间．

定超时时间，
但未以控制层和转发层处理性能作为约
束前提，
且在实际操作中选取和实现能反映大部分数

ZHU H 等［32］在控制中添加缓存模块来记录上一

据信息、
设计简单、运行速率高的预测算法较为困难

次流表表项到期时间，
新安装流表时间与其比较作为
差值，
来确定流表超时时间； 结合流表空间资源利用

和复杂． 资源特征感知方案在结合数据流特征、流表

状况作为负载反馈，
来调整最大超时时间．VISHNOI A
提出 SmartTime 系统，
利用启发式算法来计算最

致的分类，
并且调整超时时间的算法设计复杂，不能
改善流表查询效率和匹配率． 其余方案提前删除无效

［34］
合适的超时时间．ZHANG L L 等 将流表处理建模

表项，
或从网络传输、流表匹配特性对表项超时时间

为排队，
借助排队论定量分析超时时间对流截断次数
和阻塞概率的影响，
利用 AHTM 算法设定合理的硬超

作调整，
在实际网络应用中，对于不同特征的数据流

时时间，
基于硬超时时间的调整机制在网络应用中灵
活性较差，
不能很好地满足传输要求．

时间，
还有待深入研究和验证．

TimeoutX

和基于数据流特征的智能更新算法

间的特点，
提出流表表项的动静态转化机制，将静态
流表表项转化为动态流表表项．

［33］

等

4．3 其他管理方案
还有一些研究则是提前删除无效的流表表项，
而
［35］

资源和控制器资源约束时未能对数据流作出更为细

和更细粒度的控制需求，
如何智能而有效地优化超时

5 总结与展望
基于 OpenFlow 协议的 SDN 架构给网络部署、管

在

理带来了显著的灵活性和创造性，
但不断扩展的网络

解析完 TCP 数据头部信息后，利用 P4 交换机中的
Learn Table 来探测和解析 TCP 流中的最后发送的数
据包中的 FIN 和 ＲST 位来判定 TCP 连接是否即将关

业务需求对 OpenFlow 交换机的流表空间提出了更高

闭，
以提前移除相应的流表表项，而不必等到停滞等

于缓存机制、
表项压缩和超时时间等 3 类方案进行优
化，
本文对这些方案的特点分别进行了归纳总结．3 类

非在超时时间到达之后才进行删除．HE C H 等

［36］

待超时时间才进行删除．KANNAN K 等

基于超时

时间提前移除最近一段时间内不会被匹配的流表表
项． 此外，
还可以基于流表字段超时时间的特点，对超
［37］

时时间进行转化或调整． 王敢甫等

依据流表超时时

的要求．
流表空间的有限性和有效性管理问题可通过基

方案从 TCAM 存储流表容量和流表表项线性查询效
率等方面进行了相关验证，
在保证数据流正常传输的
前提下，
在不同的程度上可有效地解决流表空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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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此外，OpenFlow 流表作为 SDN 南向通信的核心
部件，
在部署应用中的空间优化还需要结合以下几方

Hot Topics in Software Defined Networking． Chicago：

面作进一步研究：
（ 1） 设计时间复杂度低、执行效率高、尽可能少

［7］ Open Networking Foundation． Openflow-spec-v1． 3． 0［EB /

地影响其他网络性能的缓存算法、
压缩聚合算法和预
测算法． 在面向大规模网络时，真实网络中的性能需
求、
海量数据、
可扩展性和路由是制约 SDN 发展的重
要因素，
优化算法或策略需要真实有效地反映实际的
业务需求；
（ 2） 兼顾流表空间利用率、流表查询效率和匹配
率． 在面对细粒度业务流控制需求时，对流表的空间
优化尽可能同时保证查询效率与匹配率；

ACM，2014： 175-180．
OL］． ［2012-06-25］． https： / / www． opennetworking． org /
wp-content / uploads /2014 /10 / openflow-spec-v1．3．0．pdf．
［8］ Open Networking Foundation． Openflow-spec-v1． 5． 0［EB /
OL］． ［2014-12-19］． https： / / www． opennetworking． org /
wp-content / uploads /2014 /10 / openflow-switch-v1．5．0．pdf．
［9］ KATTA N， ALIPOUＲFAＲD O， ＲEXFOＲD J， et al．
CacheFlow： dependency-aware rule-caching for softwaredefined networks ［C ］/ / ACM． Proceedings of ACM
Symposium on SDN Ｒesearch． Santa Clara： ACM，2016：
1-12．

（ 3） 保证表项规则的一致性和 SDN 安全需求设
计． 流表空间保证表项规则的存储，故存储安全和表

［10］ LUO S，YU H，LI L M． Fast incremental flow table

项一致性关系到整个网络的可靠性，例如： 缓存机制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Communication and

中的存储安全性设计对管理流和抵抗某些网络攻击
具有一定的意义．

［11］ KIM T，LEE K，LEE J，et al． A dynamic timeout control

基于 OpenFlow 的 SDN 交换机中，流表空间的有
限性和有效利用是软件定义网络技术的核心问题之
一，
鉴于当前流表的复杂性和日益剧增的网络业务类
型及流量，
如何管理和优化流表空间依旧亟待探索和
解决．

aggregation in SDN ［C］/ / IEEE． Proceedings of 23rd
Networks． Shanghai： IEEE，2014： 1-8．
algorithm in software defined network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uture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2014，3
（ 5） ： 331-336．
［12］ MAＲSICO A，DOＲIGUZZI-COＲIN Ｒ，SIＲACUSA D． An
effective swapping mechanism to overcome the memory
limitation of SDN devices［C］/ / IEEE． Proceedings of
IFIP / IEEE Symposium on Integrated Network and Service
Management． Lisbon： IEEE，2017： 247-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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