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510868120.8

(22)申请日 2015.12.01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5704041 A

(43)申请公布日 2016.06.22

(30)优先权数据

14/570144 2014.12.15 US

(73)专利权人 思科技术公司

地址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72)发明人 M·E·莫斯科　I·索利斯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东方亿思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责任公司 11258

代理人 孙洋

(51)Int.Cl.

H04L 12/743(2013.01)

H04L 12/745(2013.01)

(56)对比文件

CN 103873371 A,2014.06.18

CN 101819580 A,2010.09.01

CN 101795229 A,2010.08.04

EP 2323346 A1,2011.05.18

审查员 高秀攀

 

(54)发明名称

用于CCN路由的方法、系统、和存储介质

(57)摘要

提供了用于CCN路由的方法、系统、和存储介

质。一个实施例提供一种促进转发具有可变长度

名称的包的系统。操作中，所述系统接收具有分

层结构可变长度标识符(HSVLI)的包，所述包包

括从最概括级到最具体级排序的连续名称组成。

所述系统通过从表项的第一数据结构选择表项，

执行最长前缀匹配查询。所述表项指示名称组

成，所述名称组成的转发信息和将一个表项链接

到另一表项的多个表项标识符。如果名称组成的

大小小于或等于预定阈值，所述系统基于所述名

称组成选择表项。如果所述大小更大，所述系统

基于压缩密钥选择表项，所述压缩密钥可以是名

称组成的散列。所述系统还解决与所选择表项关

联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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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转发包的计算机实现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通过计算机接收具有分层结构可变长度标识符(HSVLI)的包，所述包包括从最概括级

到最具体级排序的连续名称组成；

通过以下步骤，通过从表项的第一数据结构选择表项来执行用于转发所述包的最长前

缀匹配查询，其中所述第一数据结构中的相应表项指示名称组成、所述名称组成的转发信

息、和将该相应表项链接到所述第一数据结构中的另一表项的多个表项标识符，这些步骤

有：

响应于确定名称组成的大小小于或等于预定阈值，基于所述名称组成选择表项；

响应于确定所述大小大于所述预定阈值：

压缩所述名称组成，以获得压缩密钥；以及

基于所述压缩密钥，从所述第一数据结构选择表项；以及

响应于确定与所选的表项关联的查询冲突，解决所述查询冲突，从而促进转发具有可

变长度名称的包，

其中，解决所述查询冲突还包括：

确定所选择的表项包括冲突指示符；

对所述名称组成执行第二压缩函数，以获得新查询密钥；以及

基于所述新查询密钥在第三数据结构中选择表项，其中所述第三数据结构指示所述新

查询密钥和所述名称组成的转发信息。

2.一种存储指令的非暂态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所述指令在由计算机执行时引起所述

计算机执行用于转发包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通过计算机接收具有分层结构可变长度标识符(HSVLI)的包，所述包包括从最概括级

到最具体级排序的连续名称组成；

通过以下步骤，通过从表项的第一数据结构选择表项来执行用于转发所述包的最长前

缀匹配查询，其中所述第一数据结构中的相应表项指示名称组成、所述名称组成的转发信

息、和将该相应表项链接到所述第一数据结构中的另一表项的多个表项标识符，这些步骤

有：

响应于确定名称组成的大小小于或等于预定阈值，基于所述名称组成选择表项；

响应于确定所述大小大于所述预定阈值：

压缩所述名称组成，以获得压缩密钥；以及

基于所述压缩密钥，从所述第一数据结构选择表项；以及

响应于确定与所选的表项关联的查询冲突，解决所述查询冲突，从而促进转发具有可

变长度名称的包，

其中，解决所述查询冲突还包括：

确定所选择的表项包括冲突指示符；

对所述名称组成执行第二压缩函数，以获得新查询密钥；以及

基于所述新查询密钥在第三数据结构中选择表项，其中所述第三数据结构指示所述新

查询密钥和所述名称组成的转发信息。

3.一种用于转发内容的计算机系统，所述系统包括：

处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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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装置，所述存储装置耦连到所述处理器，并存储指令，所述指令在由计算机执行时

引起所述计算机执行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通过计算机接收具有分层结构可变长度标识符(HSVLI)的包，所述包包括从最概括级

到最具体级排序的连续名称组成；

通过以下步骤，通过从表项的第一数据结构选择表项来执行用于转发所述包的最长前

缀匹配查询，其中所述第一数据结构中的相应表项指示名称组成、所述名称组成的转发信

息、和将该相应表项链接到所述第一数据结构中的另一表项的多个表项标识符，这些步骤

有：

响应于确定名称组成的大小小于或等于预定阈值，基于所述名称组成选择表项；

响应于确定所述大小大于所述预定阈值：

压缩所述名称组成，以获得压缩密钥；以及

基于所述压缩密钥，从所述第一数据结构选择表项；以及

响应于确定与所选的表项关联的查询冲突，解决所述查询冲突，从而促进转发具有可

变长度名称的包，

其中，解决所述查询冲突还包括：

确定所选择的表项包括冲突指示符；

对所述名称组成执行第二压缩函数，以获得新查询密钥；以及

基于所述新查询密钥在第三数据结构中选择表项，其中所述第三数据结构指示所述新

查询密钥和所述名称组成的转发信息。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中，所述方法还包括：

响应于确定所述名称组成的大小小于或等于所述预定阈值，基于所述名称组成在所述

第一数据结构中创建表项；以及

响应于确定所述名称组成的大小大于所述预定阈值：

对所述名称组成执行第一压缩函数，以获得压缩密钥；以及

在所述第一数据结构中基于所述压缩密钥创建表项；以及

响应于基于所创建表项确定插入冲突，解决所述插入冲突。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中，所述方法还包括：

基于所述名称组成在第二数据结构中创建表项，其中，所述第二数据结构指示所述名

称组成和对应索引；

将所述第一数据结构中所述名称组成的表项中的字符串标识符设置成所述第二数据

结构中所创建表项的对应索引。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中，解决所述插入冲突包括：

在所述第一数据结构中在创建表项中包括所述冲突指示符；

对所述名称组成执行所述第二压缩函数，以获得所述新查询密钥；

基于所述新查询密钥在所述第三数据结构中创建表项。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中，所述方法还包括：

响应于基于所述压缩密钥选择所述第一数据结构中的表项，确定所选择表项的字符串

标识符；

从所述第二数据结构基于确定的字符串标识符检索所述名称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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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所述HSVLI的名称组成与从所述第二数据结构中检索的名称组成进行比较。

8.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中，所述多个表项标识符包括父标识符和表项

标识符，其中，所述表项标识符对于所述第一数据结构中的每个表项是唯一的，并且其中，

选择所述表项还包括：

对于每个名称组成，从最概括级的组成开始，基于所述父标识符选择所述表项，其中：

对于最概括级名称组成，所述表项的父标识符对应于预定初始值；以及

对于每个后续的名称组成，所述表项的父标识符对应于与之前最概括级的名称组成对

应的表项的表项标识符。

9.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计算机系统，其中，所述第一数据结构是包括密钥和结果的表

项的散列表，其中：

如果所述大小小于或等于所述预定阈值，所述密钥直接基于所述名称组成；以及

如果所述大小大于所述预定阈值，所述密钥基于所述压缩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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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CCN路由的方法、系统、和存储介质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一般涉及数字内容的分发。更具体地，本申请涉及在内容中心网络(CCN)中

通过使用CCN路由器中的硬件辅助散列表转发包。

背景技术

[0002] 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激增继续产生大量的数字内容。设计出内容中心网络(CCN)

架构来促进访问并处理这些数字内容。CCN包括实体或节点，诸如网络客户端、转发器(例如

路由器)和内容生产者，他们通过发送对各种内容项目的兴趣包并接收返回的内容对象包

来彼此通信。CCN兴趣和内容对象由其唯一的名称标识，该唯一的名称通常是分层结构的可

变长度标识符(HSVLI)。HSVLI可以包括从最概括级到最具体级排序的连续名称组成，并且

可以包含不受限制的可变长度的任意数目的路径分段(例如名称组成)。

[0003] 通常，CCN路由器保存确定转发包的方式的转发表。转发表可以是散列表，其中，密

钥基于名称组成，结果包含名称组成的转发信息。CCN路由器中的网络处理器可以通过提供

硬件辅助散列表提高转发效率和速度。这些硬件辅助散列表通常将密钥长度和结果长度限

制为固定大小。这种限制对使用这些硬件辅助散列表来在CCN中转发包构成限制，其中，转

发是基于不受限制的可以大于由硬件辅助散列表支持的固定长度的可变长度的名称组成

执行的。

发明内容

[0004] 一个实施例提供一种促进转发具有可变长度名称的包的系统。操作中，所述系统

接收具有分层结构可变长度标识符(HSVLI)的包，所述包包括从最概括级到最具体级排序

的连续名称组成。所述系统通过从表项的第一数据结构选择表项，执行最长前缀匹配查询。

所述表项指示名称组成，所述名称组成的转发信息和将一个表项链接到另一表项的多个表

项标识符。每个名称组成具有大小。如果名称组成的大小小于或等于预定阈值，所述系统基

于所述名称组成选择表项。如果所述大小更大，所述系统压缩所述名称组成以获得压缩密

钥，并基于压缩密钥选择表项。响应于确定与所选择表项关联的查询冲突，所述系统解决所

述查询冲突，从而促进转发具有可变长度名称的包。

[0005] 在一些实施例中，响应于确定所述名称组成的大小小于或等于预定阈值，所述系

统基于所述名称组成在所述第一数据结构中创建表项。响应于确定所述名称组成的大小大

于所述预定阈值，所述系统对所述名称组成执行第一压缩函数，以获得压缩密钥；并在所述

第一数据结构中基于所述压缩密钥创建表项。响应于基于所创建的表项确定有插入冲突，

所述系统解决所述插入冲突。

[0006]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系统基于名称组成在第二数据结构中创建表项，其中，第二

数据结构指示名称组成和相应索引。所述系统将第一数据结构中表项中的对于名称组成的

字符串标识符字段设置成来自第二数据结构的索引。

[0007]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系统通过在第一数据结构中创建的表项包括冲突指示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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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插入冲突。所述系统对名称组成执行第二压缩函数，以获得新查询密钥。所述系统还基

于新查询密钥在第三数据结构中创建表项，其中，第三数据结构指示新查询密钥和名称组

成的转发信息。

[0008]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系统通过确定所选表项包括冲突指示符，解决查询冲突。所

述系统对名称组成执行第二压缩函数，获得新查询密钥，并基于新查询密钥选择第三数据

结构中的表项。

[0009] 在一些实施例中，响应于基于压缩密钥选择第一数据结构中的表项，所述系统确

定所选表项的字符串标识符字段的索引，并基于确定的索引从第二数据结构中检索名称组

成。所述系统将HSVLI的名称组成与从第二数据结构中检索的名称组成比较。

[0010] 在一些实施例中，多个表项标识符包括父标识符和表项标识符，其中，表项标识符

对第一数据结构中的每个表项是唯一的。对于每个名称组成，以最概括级的组成开始，所述

系统基于父标识符选择表项，其中：对于最概括级名称组成，表项的父标识符对应于预定初

始值；对于每个后续名称组成，表项的父标识符对应于与前一最概括级的名称组成对应的

表项的表项标识符。

[0011] 在一些实施例中，第一数据结构是包括密钥和结果的表项的散列表，其中：如果大

小小于或等于预定阈值，则密钥直接基于名称组成；如果大小大于预定阈值，则密钥基于压

缩密钥。

附图说明

[0012] 图1图解说明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使用硬件辅助散列表促进转发具有可变长度名

称的包的示例性计算环境。

[0013] 图2呈现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对基于硬件辅助散列表将表项插入到转发表中的方

法进行图解说明的流程图。

[0014] 图3A呈现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对基于硬件辅助散列表在转发表中查询表项的方

法进行图解说明的流程图。

[0015] 图3B呈现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对基于硬件辅助散列表解决在转发表中遇到的查

询冲突的方法进行图解说明的流程图。

[0016] 图4A呈现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描绘具有密钥的散列表数据结构格式的表，该密钥

包括大小为9字节的值。

[0017] 图4B呈现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描绘具有密钥的散列表数据结构格式的表，该密钥

包括大小为21字节的值。

[0018] 图4C呈现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描绘具有密钥的散列表数据结构格式的表，该密钥

包括大小为41字节的值。

[0019] 图4D呈现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描绘具有密钥的散列表数据结构格式的表，该密钥

包括大小大于41字节的字符串的散列值。

[0020] 图5呈现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描绘示例性转发散列表的表。

[0021] 图6呈现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描绘字符串表的格式的表。

[0022] 图7呈现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描绘示例性字符串表的表。

[0023] 图8图解说明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基于硬件辅助散列表促进转发具有可变长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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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的包的示例性计算机和通信系统。

[0024] 在图中，相同的附图标记指相同的附图元件。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给出以下描述使得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制造和使用实施例，以下描述是在特定应

用和其需求的背景下提供的。对所公开实施例的各种改进对本领域技术人员是非常显然

的，在不偏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下，本文中定义的通用原理可以应用于其它实施例和应

用。因此，本发明不局限于所显示的实施例，而是给予与本文中公开的原理和特征一致的最

宽范围。

[0026] 概述

[0027] 本发明的实施例提供一种系统，其通过将名称组成映射到转发散列表，并执行转

发散列表中的链接散列查询，解决了使用硬件辅助散列表(通常限制到固定长度的密钥)转

发CCN包的问题。转发CCN包通常基于与包关联的名称，该名称可以是包括从最概括级到最

具体级排序的连续名称组成的分层结构可变长度标识符。本系统可以映射用于插入的

HSVLI的名称组成，在CCN路由器的转发散列表中基于每个名称组长的大小查询。当名称组

成的大小很小时(例如小于或等于41字节)，所述系统使用标准散列表函数创建散列表表

项，其中，密钥是名称组成。当大小很大时(例如大于41字节)，所述系统通过首先对名称组

成应用压缩函数，并使用压缩值作为散列表的密钥来创建表项。所述系统还可以将未压缩

的名称组成插入到特定索引的单独字符串表中，在表项的结果中指示该索引。如果在插入

过程中出现冲突，所述系统可以在结果中设置指示冲突的标志，生成新的查询密钥，并使用

新查询密钥在单独的表中创建表项。

[0028] 而且，所述系统使用转发散列表执行链接散列查询，这确定包的转发信息。在插入

过程中，所述系统给转发散列表中的每个结果分配唯一的索引密钥(例如，表项标识符

(EID))。每个表项包括其自己的唯一索引密钥，还包括前一名称组成的唯一索引密钥的指

针(例如，父表项标识符(PEID))。在CCN路由器中使用转发散列表的另一方法是在美国专利

号8,243,735中描述的累积名称组成散列。

[0029] 为转发包，所述系统使用每个表项结果的唯一索引密钥从最概括级到最具体级解

析HSVLI的每个名称组成，以链接每个名称组成的转发散列表中的查询。与插入过程类似，

如果大小小于或等于特定大小，则所述系统直接使用名称查询名称组成，如果大小更大，则

所述系统使用压缩密钥查询名称组成。如果在查询过程中出现冲突，系统可以使用表项的

结果中包括的索引从单独的字符串表中获得原始未压缩密钥，并将未压缩密钥与包中的

HSVLI的名称组成进行比较。而且，系统可以检测到表项中的结果标志指示冲突，生成新查

询密钥，并使用新查询密钥在单独的表中执行查询。从链接散列查询返回的结果被称作“最

长前缀匹配查询”，其用来转发包。在本申请中，最长前缀匹配查询指在HSVLI中从最概括级

到最具体级执行查询，返回与最大数目的组成匹配的结果。因此，通过以基于大小的方式，

将名称组成映射到转发散列表(例如，由CCN路由器保存的硬件辅助散列表)并通过将散列

查询与唯一索引密钥链接，系统可以使用CCN路由器中的硬件辅助散列表提高转发包的效

率。

[0030] 在本申请描述的示例中，每项内容是分别被命名的，每项数据被绑定到将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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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任何其它项数据相区分的唯一名称，诸如相同数据的其它形式或来自其它源的数据。此

唯一名称允许网络装置通过传播指示唯一名称的请求或兴趣来请求数据，可以获得与数据

的存储位置、网络位置、应用和传输手段无关的数据。以下词语用来描述CCN架构：

[0031] 内容对象(Content  Object)：单一一项命名数据，其绑定到唯一名称。内容对象是

“永久的”，这意味着内容对象可以在计算装置内或者在不同的计算装置中移动，但不会改

变。如果内容对象的任何组成变化，则出现变化的实体创建包括更新内容的新内容对象，并

且将新内容对象绑定到新唯一名称。

[0032] 唯一名称(Unique  Name)：CCN中的名称通常是与位置无关的，唯一地标识内容对

象。数据转发装置不管内容对象的网络地址或物理位置如何，可以使用名称或名称前缀将

包向生成或存储内容对象的网络节点转发。在一些实施例中，名称可以是层次结构的可变

长度标识符(HSVLI)。HSVLI可以分成几个层次组成，这些组成可以以各种方式构造。例如，

个别的名称组成parc,home,ccn,和test.txt可以以左对齐的前缀为主的方式构造，形成名

称“/parc/home/ccn/test.txt”。因此，名称“/parc/home/ccn”可以是“/parc/home/ccn/

test.txt”的“父”或“前缀”。附加组成可以用来区分内容项目的不同形式，诸如合作文档。

在一些实施例中，名称可以包括不分层标识符，诸如从内容对象的数据(例如检验和值)和/

或从内容对象的名称的元素导出的散列值。基于散列的名称的描述在美国专利申请号13/

847,814中描述。名称还可以是扁平标签。后文中“名称”用来指名称数据网络中的一条数据

的任何名称，诸如层次名称或名称前缀、扁平名称、固定长度的名称、任意长度的名称或标

签(例如多协议标签交换(MPLS)标签)。

[0033] 兴趣(Interest)：指示对一条数据的请求的包，包括该条数据的名称(或名称前

缀)。数据消费者可以在信息中心网络中传播请求或兴趣，CCN路由器可以向可以提供所请

求数据以满足请求或兴趣的存储装置(例如缓存服务器)或数据生产者播送。

[0034] 本文中公开的方法不局限于CCN网络，也适用于其它架构。CCN架构的一个示例在

美国专利申请号12/338,175中描述。

[0035] 网络架构和使用硬件辅助散列表进行转发的综述

[0036] 图1图解说明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促进基于硬件辅助散列表转发具有可变长度名

称的包的示例性计算环境100。计算环境100可以包括装置132，装置132可以包括可以确定

通过网络130对内容进行请求的任何内容消费装置。计算环境100还可以包括装置134，装置

134可以包括可以确定通过网络130对内容进行请求的任何内容消费装置。计算环境100可

以包括网络130，其可以包括节点102、104、106、108、110、112和114。网络130可以是内容中

心网络(CCN)，每个节点102-114可以是包含网络处理器具有本申请中描述的硬件辅助散列

表的CCN转发器或路由器。装置132的用户可以生成HSVLI  142为“/shortname1/longname/

shortname2”的对一项内容的兴趣包140，该兴趣包由装置134上的内容生产者接收。装置

134可以沿兴趣140的相反路径返回满足兴趣140的内容对象144。兴趣140和内容对象144可

以通过网络130中的各种中间路由器，包括节点102上的CCN路由器(“CCN路由器102”)。CCN

路由器102保存转发散列表150，其使用路由器102的处理器中包括的特定硬件。

[0037] 转发散列表150通过列出具有散列密钥160和结果170的表项，可以包括HSVLI  142

为“/shortname1/longname/shortname2”的转发信息。转发散列表150可以包含表项152，

154，156。对于短名称组成(例如，小于或等于41字节)，CCN路由器102可以直接使用散列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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钥中的名称组成，如表项152中值为“shortname1”，表项156中值为“shortname2”。对于长名

称组成(例如大于41字节)，CCN路由器102可以首先通过对名称组成执行压缩函数对名称组

成压缩以获得压缩密钥Kc，并使用散列密钥中的压缩密钥Kc，在表项154中值为“hash

(longname)”。压缩函数可以基于散列函数、字典方法或者任何其他已知方法。表项154还可

以包括字符串标识符(SID)字段，其指示存储原始的未压缩“longname”字符串的单独的字

符串表中表项的索引。CCN路由器102如关于图2，3A和3B描述的检测并处理插入和查询冲

突。在一些实施例中，转发散列表150包括一个短名称组成表(例如，表项152和156)，其不包

括SID；和另一长名称组成表(例如，表项154)，其包括SID。压缩和未压缩密钥可以存储在不

同的表中，例如对应于显示于图4A-4C中未压缩密钥，显示于图4D压缩密钥的数据结构。转

发散列表150中的表项还可以包括指示密钥被压缩还是未被压缩的密钥中的一个比特。

[0038] 而且，CCN路由器102通过执行转发散列表150中的链接散列查询以确定HSVLI  142

的最长前缀匹配来转发包140。CCN路由器102计算第一名称组成(“shortname1”)的密钥。因

为第一名称组成不比阈值长，所以它使用等于与文字名组成连接的PEID的未压缩密钥K1

(例如表项152的散列密钥160)。系统在未压缩密钥散列表中查询K1。硬件辅助散列表然后

产生相应结果。如果基于K1找到匹配项，则结果会包含EID和名称的相应转发信息(例如，表

项152的结果170)。系统然后继续查询下一名称组成(“longname”)。因为此名称组成比阈值

长，所以它计算等于与名称组成的散列连接的PEID的压缩密钥K2(例如表项154的散列密钥

160)。在这种情况下，PEID是从K1返回的EID。系统在压缩密钥散列表中查询K2。硬件辅助散

列表然后产生相应结果。如果基于K2找到匹配项，则结果会包含EID和名称的相应转发信息

(例如表项154的结果170)。EID可以是小的数字，有效地、唯一地压缩前一密钥。系统继续每

个后续名称组成的这些链接散列查询，从最概括级名称组成(“shortname2”)返回的结果是

最长前缀匹配(例如表项156的结果170的转发信息)。

[0039] 使用硬件辅助散列表插入表项

[0040] 图2呈现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基于硬件辅助散列表将表项插入到转发表中的方法

200的流程图。操作中，系统确定具有HSVLI的包(操作202)。系统按顺序(例如从最概括级到

最具体级的每个名称组成)解析HSVLI。系统确定当前名称组成的长度(操作204)。如果长度

小于或等于预定大小(例如41字节)(判断206)，则系统在散列表中直接使用名称组成创建

表项(例如原始未压缩字符串)(判断208)。表项的密钥可以是与名称组成的散列连接的父

表项标识符(PEID)，而表项的结果可以包括由控制面分配的唯一表项标识符(EID)。对于每

个名称组成，PEID设置成初始值“0”，并在查询过程中被更新，使得PEID设置成来自之前名

称组成的查询的EID，如关于图3A在下面描述的。系统然后确定是否仍有任何名称组成待处

理(判断224)。如果没有任何名称组成待处理，则操作返回。如果有更多的名称组成待处理，

则系统前进到下一名称组成(操作226)，返回操作204以开始下一名称组成的插入过程。

[0041] 如果长度小于或等于预定大小(例如41字节)(判断206)，系统通过例如对名称组

成求散列压缩名称组成，获得压缩密钥Kc(操作212)。系统在散列表中使用压缩密钥Kc创建

表项(操作214)。如果系统在插入表项时基于压缩密钥没有检测到冲突(判断216)，则系统

插入原始的未压缩字符串到特定索引的字符串表，并在转发表中在表项的结果中包括值设

置为特定的索引值的字符串标识符(SID)(操作222)。SID是存储未压缩密钥值的表的指针。

如果在插入表项时基于压缩密钥确实检测到冲突(判断216)，系统在表项中设置指示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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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标志(操作218)。系统然后生成新查询密钥，在冲突表中使用新查询密钥创建表项

(操作220)。系统如上文描述的执行操作222。随后，系统确定是否还有任何名称组成仍待处

理(判断224)，并且如果有任何名称组成待处理，则前进到下一名称组成(操作226)以开始

下一名称组成的插入过程(操作204)。

[0042] 使用硬件辅助散列表查询表项

[0043] 图3A呈现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对基于硬件辅助散列表在转发表中查询表项的方

法300进行图解说明的流程图。操作中，系统接收具有HSVLI的包(操作302)。系统按顺序(例

如从最概括级到最具体级处理每个名称组成)解析HSVLI，获得每个名称组成的查询表项结

果，并存储每个匹配的结果。最具体级名称组成的匹配结果是最长前缀匹配，包含包的转发

信息。根据名称组成的数目最长匹配因为是最具体的因此被认为是最好的。系统确定当前

名称组成的长度(操作304)。如果长度小于或等于预定大小(例如41字节)(判断306)，则系

统在转发表中使用密钥基于直接作为字符串的PEID和名称组成查询值(操作308)。如果没

有找到匹配项，则系统返回当前存储于暂时存储R中的匹配项(操作330)。如果找到匹配项，

则系统在暂时存储R中存储匹配项(操作312)。如上文描述的，匹配结果包含用来链接散列

表查询的唯一EID。系统确定是否有任何名称组成待处理(判断314)。如果没有任何名称组

成待处理，则系统返回当前存储于暂时存储R中的匹配项(操作330)。如果有更多的名称组

成待处理(判断314)，则系统来到下一名称组成，将下一名称组成的PEID设置成当前结果的

EID(操作316)。随后，系统返回操作304，开始下一名称组成的查询过程。

[0044] 如果长度大于预定大小(例如41字节)(判断306)，系统通过例如对名称组成求散

列压缩名称组成，获得压缩密钥(Kc)(操作318)。系统在转发表中使用密钥基于PEID和压缩

密钥Kc查询值(操作320)。如果没有找到匹配项，则系统返回当前存储于暂时存储R中的匹

配项(操作330)。如果找到匹配项，则系统确定结果的字符串标识符(例如索引值)，并从字

符串中检索与字符串标识符(SID)的索引值对应的表项(操作324)。如上文描述的，SID是存

储未压缩值的表的指针。系统在暂时存储R中存储匹配结果(操作326)。如上文描述的，匹配

结果包含用来链接散列表查询的唯一EID。系统基于压缩密钥确定查询中是否存在冲突(判

断328)。如果基于压缩密钥在查询中检测到冲突，则操作如图3B描述的继续。如果没有检测

到任何冲突，则系统确定是否有任何名称组成待处理(判断314)。如果没有任何名称组成要

处理，则系统返回当前存储于暂时存储R中的匹配项(操作330)。如果有更多的名称组成待

处理，则系统来到下一名称组成，将下一名称组成的PEID设置成当前结果的EID(操作316)。

随后，系统返回操作304，开始下一名称组成的查询过程。

[0045] 使用硬件辅助散列表解决冲突

[0046] 图3B呈现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对基于硬件辅助散列表解决转发表中遇到的查询

冲突的方法350的流程图。操作中，系统确定暂时存储结果Rpending(操作352)，其包含来自关

于图3A描绘和描述过程的最近的查询表项。系统可以确定表项来源于字符串表(操作354)。

系统将来自兴趣的包存储器的名称组成字符串与来自字符串表的表项比较(操作356)。如

上文讨论的，字符串表表项基于结果中包括的SID定位，其中，SID是存储未压缩密钥值的表

的指针。如果字符串不匹配(指示散列表项不匹配)(判断358)，则系统返回R中存储的匹配

项(包含由图3A中的操作确定的前一名称组成的转发信息)。如果字符串匹配(判断358)，则

系统存储来自R中Rpending的结果(操作360)，返回R，继续处理HSVLI(操作362)，继续图3A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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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314。

[0047] 系统还可以基于结果中指示冲突的标志确定Rpending中的表项指示冲突(操作

366)。系统通过应用散列函数生成新查询密钥(操作368)，该散列函数不同于获得压缩密钥

施加的散列函数(图3A中的操作318)，与插入时生成新查询密钥施加的散列函数相同(如图

2的操作220)。系统在冲突表中使用新查询密钥查询结果(操作370)，在暂时存储R中存储冲

突表结果(操作376)。随后，系统将R返回图3A的操作314以继续处理HSVLI(操作362)。

[0048] 硬件辅助散列表的示例性格式

[0049] 图4A呈现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描绘具有密钥的散列表数据结构400的格式的表，

其中密钥包括大小为9字节的值。数据结构400代表转发散列表中的表项，包括散列密钥420

和表项的结果422。散列密钥420可以包括3字节父表项标识符(PEID)字段402、2字节类型字

段404、2字节长度字段406和9字节值字段408。PEID  402包含标识符，该标识符设置成初始

值(例如0)随后在查询过程中用来自父名称组成的唯一表项标识符更新。结果422可以包括

2字节标志字段410、3字节表项标识符(EID)字段412和转发表项，转发表项可以包括2字节

槽位图字段414和3字节路由标识符(RID)字段416。标志410可以包括专用于网络处理器的

一组标志(例如EZChip  NP4网络处理器，后面称作“NP4”)，并且可以指示转发散列表中的冲

突。EID  412是由控制面分配的唯一标识符。操作中，系统可以在初始查询之后用前一查询

的EID值更新查询的PEID，链接转发散列表中的查询，如关于图2和图3A描述的。转发表(槽

位图414和RID  416)允许多播转发兴趣。例如，槽位图414可以指示出口NP4身份。每个线路

接口卡(line  card)可以具有两个NP4网络处理器。结果，槽位图414指示出口NP4而不是线

路接口卡。RID  416是由控制软件创建的指示每个线路接口卡上的出口端的唯一标识符。控

制软件可以在每个出口NP4上创建阵列表项，该阵列表项由RID索引，指示发送兴趣通过的

准确端口。在一些实施例中，多个路由可以共用相同的出口组，并使用相同的RID，而在其它

实施例中，给每个路由分配一个RID。数据结构400具有行长度26，其包括16字节的散列密钥

420和10字节的结果422。

[0050] 图4B呈现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描绘具有密钥的散列表数据结构420的格式的表，

其中密钥包括大小为21字节的值。数据结构420代表转发散列表中的表项，包括散列密钥

430和表项的结果432。数据结构420包含与数据结构400类似的字段(例如散列密钥430包括

PEID  402、类型404、长度408和值字段428；结果432包括标志410、EID  412、位图414和RID 

416)。由数据结构420表示的表项包含值字段428，例如具有长度在10和21字节之间的字符

串。数据结构420具有38字节的行长度，包括28字节的散列密钥430和10字节的结果432。

[0051] 图4C呈现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描绘具有密钥的散列表数据结构430的格式的表，

其中密钥包括大小为41字节的值。数据结构430包括与数据结构400类似的字段(例如散列

密钥440包括PEID  402、类型404、长度408和值字段438；结果432包括标志410、EID  412、位

图414和RID  416)。由数据结构430表示的表项包含值428，例如长度在22和41字节之间的字

符串。数据结构430具有58字节的行长度，包括48字节的散列密钥440和10字节的结果442。

[0052] 图4D呈现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描绘具有密钥的散列表数据结构的格式的表，其中

密钥包括大小大于41字节的字符串的散列值。数据结构430包括散列密钥450和结果452。散

列密钥450包括PEID  402和16字节的散列值448，其包含如上文参照图2和3A描述的压缩密

钥。结果452包括与数据结构400类似的字段(例如标志410、EID  412、位图414和RID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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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还包括字符串标识符(SID)字段418，其包含存储未压缩密钥值的表的指针。在一些实

施例中，SID是由标志410中的一个比特位指示的冲突标识符(CID)。数据结构440具有行长

度32，其包括19字节的散列密钥450和13字节的结果452。

[0053] 在一些实施例中(例如NP4)，硬件辅助散列表中的表项限制于：每个表项36字节，

其中，密钥和结果总共小于或等于32字节；每个表项68字节，其中，密钥和结果总共小于或

等于64字节。数据结构400、420、430和440满足这些限制。数据结构400代表转发散列表中的

表项，其中，密钥的值(例如名称组成)是9字节，数据结构420和430代表值为更大字符串(分

别21和41字节)的表项。数据结构440代表密钥长度大于41字节的表项，其中，网络处理器使

用压缩器或散列函数获得长度为16字节的压缩密钥(散列448)。因此，数据结构400和440

(分别为26和32字节)都适应32字节，而数据结构420和430(分别为38和58字节)产生64字节

的表项。注意，因为数据结构420产生与更大表项的数据结构430相同的存储器数量和相同

的周期数，在一些实施例中，系统可以不使用数据结构420。此外，未压缩密钥的数据结构

(例如数据结构400、420和430)可以包括长度编码的名称组成。例如，数据结构400具有TLV，

TLV包括类型字段404、长度字段406和值字段408。因此，当文字名称组成用作密钥的一部分

(例如未压缩密钥中的“PEID+名称组成”)时，因为41字节的剩余部分是用零填充的，所以系

统可以准确地确定该值。

[0054] 示例性转发散列表和相应的使用实例

[0055] 图5呈现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描绘示例性转发散列表500的表。转发散列表500包

括与数据结构400对应的表项530,532,534,536和540(例如长度小于或等于41字节的字符

串的密钥)。转发散列表500还包括与数据结构440对应的表项538和542(例如长度大于41字

节的字符串的压缩密钥)。转发散列表500中的每个表项包括散列密钥520和结果522。散列

密钥520包括PEID  502和值508，结果522包括标志510、EID  512、槽位图514、RID  516和(对

于一些表项)SID  518。

[0056] 图6呈现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描述字符串表600的格式的表。字符串表600可以包

括2字节标志字段602、4字节下一个字段604和58字节的值字段606。标志602可以专用于例

如NP4处理器。下一个604可以是占用几个表项的字符串的指针。如果字符串要求多个表项，

则标志602可以指示执行下一查询的表。例如，存储64字节的字符串可以使用两个字符串表

的表项。值606可以是长度编码的字符串。图7呈现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描绘示例性字符串

表700的表。字符串表700可以包括SID为2，值为“longname”的表项702和SID为3，值为

“longname_z”的表项704。

[0057] HSVLI  552的下列使用实例基于关于图4A-D、5、6和7呈现和描述及本文中公开的

方法的示例性表。操作中，CCN转发器或路由器可以接收HSVLI  552为“/apple/pie/

longname/good”的兴趣。系统通过基于PEID为“0”并连接最概括级名称组成的短(例如小于

或等于41字节)字符串“apple”的散列密钥查询第一转发表项来找到最长前缀匹配。转发散

列表返回EID为“2”的结果(表项532)，系统使用其作为PEID来查询下一转发表项。系统基于

PEID为“2”并连接下一最概括级名称组成的短字符串“pie”的散列密钥查询下一转发表项，

其返回EID为“4”的结果(表项536)。接着，系统基于PEID为“4”并连接长(例如大于41字节)

字符串“longname”的散列值的散列密钥查询下一转发表项，其返回冲突标志设置为“1”指

示冲突以及SID值为“2”的结果(表项538)。系统可以确定冲突是由于两个散列密钥产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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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转发表项造成的(例如散列成相同的散列表元(bucket))。系统可以对未压缩密钥执行

新散列函数以获得新散列密钥，使用该新散列密钥来获得单独的冲突表中的转发表项结

果，并将该值返回作为表项538的结果。在另一示例中，对HSVLI  550为“/cherry/pie/

longname_z”的查询会产生链接散列查询(基于链接到前一EID的PEID)，产生表项530，表项

534和表项542。一旦确定表项542中的冲突标志设置为“1”(指示来自HSVLI  550的名称组成

“longname_z”的散列与来自HSVLI  552的名称组成“longname”的散列相同)，系统执行如上

文描述的新散列函数，以获得新散列密钥并使用新散列密钥来从单独的冲突表获得适当的

转发表项结果。

[0058] 另外，因为HSVLI的名称组成在转发散列表中不存在，但其散列与现有表项冲突，

所以系统可以确定冲突出现。系统可以使用表项538的SID来获得存储于单独的字符串表中

的未压缩密钥，将获得的字符串与包存储器中的HSVLI的名称组成比较，并相应地继续。如

上文讨论的，这种比较可以产生布尔结果，其指示来自包存储器的字符串是否存在于字符

串表中(因此是转发散列表中的正确表项)。例如，对HSVLI  554为“apple/pie/longname_

tasty”的查询产生链接散列查询，产生表项532和536。如果HSVLI  554的长字符串

“longname_tasty”的散列产生与HSVLI  552的名称组成“longname”的散列相同的值，但转

发散列表并不包含表项“longname_tasty”，则此冲突可能在插入过程中不能被检测。在这

种情况下，下一查询产生表项538，系统通过在结果538中检索由SID＝2指示的字符串并在

检索字符串(例如“longname”)和来自包存储器的HSVLI  554的名称组成的字符串(例如

“longname_tasty”)之间执行字符串比较，确定正确性。系统确定两个字符串是不相等的，

指示即使表项538作为匹配返回，他也是不正确的匹配。随后，系统可以返回之前的匹配转

发表项(例如表项536)作为HSVLI  554的最长前缀匹配。

[0059] 返回HSLVI  522，系统确定在冲突解决和正确性检验之后，表项538包含正确转发

表项的结果(基于与字符串“longname”的散列值连接的散列密钥“4”)。表项538包含为“5”

的EID，系统使用他作为下一查询的PEID，其具有PEID为“5”连接短字符串“good”的散列密

钥。此查询产生EID为“6”、槽位图和RID的结果。因为在HSVLI  552中没有另外的名称组成要

处理，所以表项540的转发表项包含最长前缀匹配，并由CCN路由器用来转发包。

[0060] 示例性计算机和通信系统

[0061] 图8图解说明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示例性计算机和通信系统802，其促进基于硬

件辅助散列表转发具有可变长度名称的数据包。计算机和通信系统802包括处理器804、存

储器806和存储装置808。存储器806可以包括充当管理存储器的易失性存储器(例如RAM)，

并且可以用来存储一个或多个内存池。而且，计算机和通信系统802可以耦连到显示装置

810、键盘812和定位装置814。存储装置808可以存储操作系统816、内容处理系统818和数据

832。

[0062] 内容处理系统818可以包括指令，这些指令在由计算机系统802执行时，可以引起

计算机系统802执行本申请中描述的方法和/或过程。具体地，内容处理系统818可以包括用

于通过计算机网络发送或接收具有HSVLI的包的指令(通信机构820)。内容处理系统818还

可以包括用于在转发散列表中执行最长前缀匹配查询的指令(查询机构824)。内容处理系

统818可以包括用于将表项插入到转发散列表中的指令(插入机构822)。内容处理系统818

可以包括用于响应于在插入或查询转发散列表时确定冲突，并解决查询冲突的指令(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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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指令826)。

[0063] 内容处理系统818可以另外包括用于将字符串表中的表项与包存储器中的名称组

成进行比较的指令(字符串比较机构828)。内容处理系统818可以包括用于分配唯一表项标

识符以将一个表项链接到另一表项的指令(链接机构830)。

[0064] 数据832可以包括通过本申请中描述的方法和/或过程作为输入请求的或作为输

出生成的任何数据。具体地，数据832可以存储至少：具有HSVLI的包；转发散列表，字符串表

和如本申请中描述的单独的冲突表；以及父标识符(PEID)和转发散列表中的每个表项的唯

一表项标识符(EID)。

[0065] 在此详细描述中描述的数据结构和代码通常存储于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上，计算

机可读存储介质可以是可以存储代码和/或数据以由计算机系统使用的任何装置或介质。

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包括但不限于易失性存储器、非易失性存储器、磁和光存储装置(诸如

磁盘驱动器、磁带、CD(光盘)、DVD(数字通用盘或数字视频盘))或能够存储计算机可读介质

的现在已知或以后开发的其它介质。

[0066] 在详细描述部分描述的方法和过程可以体现为代码和/或数据，这些代码和/或数

据可以存储在如上文描述的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中。当计算机系统读、执行计算机可读存

储介质上存储的代码和/或数据时，计算机系统执行体现为数据结构和代码并存储于计算

机可读存储介质中的方法和过程。

[0067] 而且，上面描述的方法和过程可以包括于硬件模块或设备中。这些模块或设备可

以包括但不限于专用集成电路(ASIC)芯片、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在特定时间执行特

定软件模块或一段代码的专用或共用处理器，和现在已知或以后开发的其它可编程逻辑器

件。当硬件模块或设备被激活时，他们执行其中包括的方法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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