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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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0026551.3

(22)申请日 2018.01.11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8206790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06.26

(73)专利权人 重庆邮电大学

地址 400065 重庆市南岸区黄桷垭崇文路2

号

(72)发明人 柴蓉　蒙菲莹　朱磊　陈前斌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同恒源知识产权代理有

限公司 11275

代理人 赵荣之

(51)Int.Cl.

H04L 12/911(2013.01)

H04L 12/947(2013.01)

(56)对比文件

US 2017373929 A1,2017.12.28

EP 3099015 A1,2016.11.30

CN 106572516 A,2017.04.19

CN 107404733 A,2017.11.28

CN 106936705 A,2017.07.07

CN 106714093 A,2017.05.24

CN 106921571 A,2017.07.04

CN 106911516 A,2017.06.30

CN 107071782 A,2017.08.18

审查员 朱文君

 

(54)发明名称

一种基于网络切片的SDN联合路由选择及资

源分配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网络切片的SDN联合路

由选择及资源分配方法，属于通信网络技术领

域。该方法为：S1SDN控制器接收用户流传输请

求；S2控制器根据用户流资源需求，确定候选交

换机集合及候选链路集合；S3建模网络切片及资

源分配标识；S4：确定网络切片及资源分配限定

条件；S5建模用户流端到端时延及网络负载；S6

以用户流端到端时延及网络负载最小化为目标，

为各用户流优化确定网络切片策略；S7判断各网

络切片是否存在共用交换机及共用链路；S9控制

器将网络切片及资源分配策略下发至相应交换

机，各交换机根据流表完成用户流的路由及资源

分配。本发明以用户流端到端时延及网络负载最

小化为目标，实现SDN联合路由选择及资源分配

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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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网络切片的SDN联合路由选择及资源分配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以

下步骤：

S1：软件定义网络SDN控制器接收用户流传输请求；

S2：控制器根据用户流资源需求，确定候选交换机集合及候选链路集合；

S3：建模网络切片及资源分配标识；

S4：确定网络切片及资源分配限定条件；

S5：建模用户流端到端时延及网络负载；

S6：以用户流端到端时延及网络负载最小化为目标，为各用户流优化确定网络切片策

略；

S7：判断各网络切片是否存在共用交换机及共用链路，若存在，则执行步骤S8；否则，执

行步骤S9；

S8：判断共用交换机及共用链路是否满足交换机和链路资源约束，若满足，则执行步骤

S9；否则，为共用交换机及共用链路执行资源分配策略；

S9：控制器将网络切片及资源分配策略下发至相应交换机，各交换机根据流表完成用

户流的路由及资源分配；

在步骤S3中，所述建模网络切片与资源分配标识具体为：令xi ,j,k∈{0,1}为用户流k的

网络切片标识，若xi ,j ,k＝1，则表示为用户流k所分配的网络切片中包含交换机Ni及链路

Li,j，否则，xi,j,k＝0； 分别表示用户流k占用Ni的计算资源比例及存储

资源比例；δi,j,k∈[0,1]表示用户流k占用Li,j的传输资源比例。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网络切片的SDN联合路由选择及资源分配方法，其特

征在于：在步骤S1中，所述用户流传输请求的建模为

其中，Sk及Dk分别表示第k个用户流的源及目的交换机，fk表示第k个用户流的数据流量，

表示第k个用户流的最低传输速率需求， 及 分别表示第k个用户流的交换机计算

资源需求量及存储资源需求量。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网络切片的SDN联合路由选择及资源分配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S2中，所述候选交换机集合根据用户流的交换机资源需求确定，即Ni作为用户

流k的候选交换机，仅当该交换机的计算资源 及存储资源 满足用户流k的资源需求，即

且 以 表示第k个用户流的候选交换机集合，即

所述候选链路集合根据用户流的链路资源需求确定，即Li ,j作为用户流k的候选链路，

仅当该链路的带宽资源Bi ,j满足用户流k的带宽资源需求，且该链路的发送速率Ri ,j满足用

户流k的最低发送速率需求 即fk≤Bi,j且 以 表示第k个用户流的候选链路

集合，即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网络切片的SDN联合路由选择及资源分配方法，其特

征在于：在步骤S4中，所述网络切片及资源分配限定条件包括交换机流守恒，交换机、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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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及资源分配限定条件，具体的，交换机流守恒条件如下：

用户流k的路由源交换机Sk处仅选择一条输出路径，即

用户流k的中继交换机Nj处输入流量与输出流量相等，即

用户流k的目的交换机Dk处仅选择一条输入路径，即

所述交换机容量限定条件包含交换机计算资源容量与存储资源容量限制条件，建模

为：

用户流占用Ni的计算资源不能超过该交换机的计算资源量，即

用户流占用Ni的存储资源不能超过该交换机的存储资源量，即

所述链路容量限定条件为用户流占用Li ,j的链路资源不能超过该链路的带宽资源量，

即

所述交换机资源分配限定条件包含交换机计算资源与存储资源分配限制条件，建模

为：

用户流占用Ni的计算资源分配比例之和不大于1，即

用户流占用Ni的存储资源分配比例之和不大于1，即

所述链路资源分配限定条件为用户流占用Li ,j的带宽资源分配比例之和不大于1，即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网络切片的SDN联合路由选择及资源分配方法，其特

征在于：在步骤S5中，系统端到端时延建模为链路传输时延与交换机排队时延之和，即

其中，Di,j表示链路传输时延，Di表示交换机排队时延，对Di,j与Di分

别建模如下：

建模链路传输时延

建模交换机处理数据过程为M|M|1排队系统，得 其中，μi表示

Ni的业务服务率，λi表示Ni的业务到达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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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网络负载建模为链路负载与交换机负载之和，即： 其中，Ui ,j

表示链路负载，Ui表示交换机负载，对Ui,j与Ui分别建模如下：

建模链路负载

建模交换机负载 其中， 为交换机计算负载，

为交换机存储负载，α为权值系数。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网络切片的SDN联合路由选择及资源分配方法，其特

征在于：在步骤S6中，所述网络切片策略是指在满足网络切片及资源分配限定条件下，分别

为各用户流确定网络切片策略，即对各用户流k，令 为各流的资源分

配策略，以用户流端到端时延及网络负载最小化为目标，优化确定网络切片策略，即：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网络切片的SDN联合路由选择及资源分配方法，其特

征在于：在步骤S7中，所述判断各网络切片是否存在共用交换机和共用链路，即判断

是否成立，若成立，则存在共用交换机和共用链路。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网络切片的SDN联合路由选择及资源分配方法，其特

征在于：在步骤S8中，所述判断共用交换机和共用链路是否满足交换机和链路资源约束，分

别为：

判断交换机Ni的计算资源约束，若用户流占用该交换机的计算资源超过其计算资源量，

即 则以交换机排队时延及交换机计算负载最小化为目标，优化确定用户流

在Nj处的计算资源分配策略

判断交换机Ni的存储资源约束，若多个用户流占用该交换机的存储资源超过其存储资

源量，即 则以交换机存储负载最小化为目标，优化确定用户流在Nj处的存储

资源分配策略

判断链路Li ,j的带宽资源约束，若多个用户流占用该链路的带宽资源超过链路带宽资

源量，即 则以链路传输时延及链路负载最小化为目标，优化确定用户流在

Li,j处的资源分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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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网络切片的SDN联合路由选择及资源分配方法，其特

征在于：在步骤S9中，所述用户流k的网络切片及资源分配策略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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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网络切片的SDN联合路由选择及资源分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通信网路技术领域，涉及一种基于网络切片的SDN联合路由选择及资源

分配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软件定义网络(Software  DefinedNetwork,SDN)是一种新兴的基于软件的网络架

构与技术，可应用于具有大规模、异构化等特点的网络中。SDN的主要特点是控制平面与数

据平面分离，逻辑上集中化地控制网络以及通过软件编程实现灵活高效的网络管理与运行

维护。SDN将控制平面和数据平面进行分离，可实现网络控制功能在逻辑上集中，极大地简

化了路由的管理和控制；采用开放应用程序编程接口控制，可有效缩短业务流的服务时间，

提高网络资源利用率。

[0003] 为了满足网络中多种类型的业务流传输需求，可采用网络切片技术，即在同一物

理网络的基础上，利用SDN和网络虚拟化等技术，按需构建多个网络切片，实现对不同用户

需求的有效支持，提升用户业务体验。尽管SDN及网络切片可显著提升网络业务支持能力，

但SDN网络中的复杂网络架构、网络转发设备异构融合以及多样化业务需求等特性均给路

由选择机制以及网络资源分配带来新的问题及挑战。

[0004] 文献[Alba  Xifra  Porxas ,Shih-Chun  Liny ,and  Min  Luo .QoS-Aware 

Virtualization-Enabled  RoutinginSoftware-DefinedNetworks(ICC) ,2015]提出了一种

SDN网络中的多租户管理架构，通过租户隔离、优先级划分和流量分配来满足用户的QoS需

求，但该文献未考虑网络负载问题，可能导致部分节点或链路负载过重。文献[粟欣，张黎，

龚金金等，一种基于端到端网络切片的用户服务请求选择方法，CN106210042A，2016]提出

了一种端到端网络切片的用户服务请求选择方法，通过控制器对用户进行认证与授权，并

匹配合适的网络切片，实现用户请求的响应，但该方法未考虑多用户共享物理资源时的资

源分配比例。

[0005] 综上所述，基于SDN的网络环境中如何综合考虑用户的业务需求，节点、链路容量

及传输特性等，实现SDN架构下用户的联合路由选择及资源分配方案，从而降低网络时延、

均衡网络负载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6] 有鉴于此，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基于网络切片的SDN联合路由选择及资源

分配方法。

[0007]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8] 一种基于网络切片的SDN联合路由选择及资源分配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9] S1：软件定义网络(Software  DefinedNetwork,SDN)控制器接收用户流传输请求；

[0010] S2：控制器根据用户流资源需求，确定候选交换机集合及候选链路集合；

[0011] S3：建模网络切片及资源分配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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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S4：确定网络切片及资源分配限定条件；

[0013] S5：建模用户流端到端时延及网络负载；

[0014] S6：以用户流端到端时延及网络负载最小化为目标，为各用户流优化确定网络切

片策略；

[0015] S7：判断各网络切片是否存在共用交换机及共用链路，若存在，则执行步骤S8；否

则，执行步骤S9；

[0016] S8：判断共用交换机及共用链路是否满足交换机和链路资源约束，若满足，则执行

步骤S9；否则，为共用交换机及共用链路执行资源分配策略；

[0017] S9：控制器将网络切片及资源分配策略下发至相应交换机，各交换机根据流表完

成用户流的路由及资源分配。

[0018] 进一步，在步骤S1中，所述用户流传输请求的建模为

其中，Sk及Dk分别表示第k个用户流的源及目的交换机，fk表示第k个用户流的数据流量，

表示第k个用户流的最低传输速率需求， 及 分别表示第k个用户流的交换机计算资

源需求量及存储资源需求量。

[0019] 进一步，步骤S2中，所述候选交换机集合根据用户流的交换机资源需求确定，即Ni

作为用户流k的候选交换机，仅当该交换机的计算资源 及存储资源 满足用户流k的资

源需求，即 且 以 表示第k个用户流的候选交换机集合，即

[0020] 所述候选链路集合根据用户流的链路资源需求确定，即Li,j作为用户流k的候选链

路，仅当该链路的带宽资源Bi,j满足用户流k的带宽资源需求，且该链路的发送速率Ri,j满足

用户流k的最低发送速率需求 即fk≤Bi,j且 以 表示第k个用户流的候选链

路集合，即

[0021] 进一步，在步骤S3中，所述建模网络切片与资源分配标识具体为：令xi,j,k∈{0,1}

为用户流k的网络切片标识，若xi,j,k＝1，则表示为用户流k所分配的网络切片中包含交换机

Ni及链路Li,j，否则，xi,j,k＝0； 分别表示用户流k占用Ni的计算资源比

例及存储资源比例；δi,j,k∈[0,1]表示用户流k占用Li,j的传输资源比例。

[0022] 进一步，在步骤S4中，所述网络切片及资源分配限定条件包括交换机流守恒，交换

机、链路容量及资源分配限定条件，具体的，交换机流守恒条件如下：

[0023] 用户流k的路由源交换机Sk处仅选择一条输出路径，即

[0024] 用户流k的中继交换机Nj处输入流量与输出流量相等，即

[0025] 用户流k的目的交换机Dk处仅选择一条输入路径，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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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所述交换机容量限定条件包含交换机计算资源容量与存储资源容量限制条件，建

模为：

[0027] 用户流占用Ni的计算资源不能超过该交换机的计算资源量，即

用户流占用Ni的存储资源不能超过该交换机的存储资源量，即

[0028] 所述链路容量限定条件为用户流占用Li,j的链路资源不能超过该链路的带宽资源

量，即

[0029] 所述交换机资源分配限定条件包含交换机计算资源与存储资源分配限制条件，建

模为：

[0030] 用户流占用Ni的计算资源分配比例之和不大于1，即

[0031] 用户流占用Ni的存储资源分配比例之和不大于1，即

[0032] 所述链路资源分配限定条件为用户流占用Li,j的带宽资源分配比例之和不大于1，

即

[0033] 进一步，在步骤S5中，系统端到端时延建模为链路传输时延与交换机排队时延之

和，即 其中，Di ,j表示链路传输时延，Di表示交换机排队时延，对Di ,j

与Di分别建模如下：

[0034] 建模链路传输时延

[0035] 建模交换机处理数据过程为M|M|1排队系统，得 其中，μi

表示Ni的业务服务率，λi表示Ni的业务到达率；

[0036] 所述网络负载建模为链路负载与交换机负载之和，即： 其

中，Ui,j表示链路负载，Ui表示交换机负载，对Ui,j与Ui分别建模如下：

[0037] 建模链路负载

[0038] 建模交换机负载 其中， 为交换机计算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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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交换机存储负载，α为权值系数。

[0039] 进一步，在步骤S6中，所述网络切片策略是指在满足网络切片及资源分配限定条

件下，分别为各用户流确定网络切片策略，即对各用户流k，令 为各流

的资源分配策略，以用户流端到端时延及网络负载最小化为目标，优化确定网络切片策略，

即：

[0040] 进一步，在步骤S7中，所述判断各网络切片是否存在共用交换机和共用链路，即判

断 是否成立，若成立，则存在共用交换机和共用链路。

[0041] 进一步，在步骤S8中，所述判断共用交换机和共用链路是否满足交换机和链路资

源约束，分别为：

[0042] 判断交换机Ni的计算资源约束，若用户流占用该交换机的计算资源超过其计算资

源量，即 则以交换机排队时延及交换机计算负载最小化为目标，优化确定用

户流在Nj处的计算资源分配策略

[0043] 判断交换机Ni的存储资源约束，若多个用户流占用该交换机的存储资源超过其存

储资源量，即 则以交换机存储负载最小化为目标，优化确定用户流在Nj处的

存储资源分配策略

[0044] 判断链路Li ,j的带宽资源约束，若多个用户流占用该链路的带宽资源超过链路带

宽资源量，即 则以链路传输时延及链路负载最小化为目标，优化确定用户

流在Li,j处的资源分配策略

[0045] 进一步 ，在步骤S 9中 ，所述用户流k的网络切片及资源分配策略即为

[004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本发明能有效降低网络端到端时延、均衡网络负载，提升

网络稳定性。

附图说明

[0047]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有益效果更加清楚，本发明提供如下附图进行

说明：

[0048] 图1为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示例性通信系统框图；

[0049] 图2为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联合路由选择及资源分配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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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图3为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应用联合路由选择及资源分配方法的通信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51]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进行详细的描述。

[0052] SDN采用OpenFlow实现控制功能与转发功能的分离，由控制器完成网络的控制功

能。OpenFlow交换机存储流表，以实现数据流的查找和转发。交换机通过OpenFlow协议经安

全通道连接至外部控制器，对流表进行查询和管理。流表包括包头域(Header  fields，匹配

包头多个域)、活动计数器(Counters)、0个或多个执行行动(Actions)。OpenFlow交换机对

数据流进行查找，若匹配，则执行相关策略，否则，通过安全通道将数据流转发到控制器，由

控制器执行相应决策。

[0053] 图1所示为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示例性通信系统框图。在该通信系统中，SDN控制

平面包含一个集中式控制器；SDN数据平面包含多个分布式的转发设备，其中，转发设备可

以是任何支持SDN协议的路由器、交换机、虚拟交换机等。

[0054] 图2所示为本发明实施例的联合路由选择及资源分配流程图。实施例中的方法包

括以下步骤：

[0055] S201，控制器接收用户流传输请求；

[0056] S202，确定候选交换机集合及候选链路集合；

[0057] S203，建模网络切片及资源分配标识；

[0058] S204，确定网络切片及资源分配限定条件；

[0059] S205，建模用户流端到端时延及网络负载；

[0060] S206，以用户流端到端时延及网络负载最小化为目标，为各用户流优化确定网络

切片策略；

[0061] S207，判断各网络切片是否存在共用交换机和共用链路，若存在共用交换机和共

用链路，则执行S208；否则，执行S209；

[0062] S208，判断共用交换机及共用链路是否满足交换机和链路资源约束，若满足，则执

行S209；否则，为共用交换机及共用链路执行资源分配策略；

[0063] S209，控制器将网络切片及资源分配策略下发至相应交换机，各交换机根据流表

完成用户流的路由及资源分配。

[0064] 图3所示为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应用联合路由选择及资源分配方法的通信示意

图，以下结合实施例对路由选择过程作具体说明：

[0065] (1)数据流f1,f2分别向源交换机S1,S2发送路由请求。

[0066] (2)源交换机S1,S2查找到本地流表中不存在匹配流表项，则执行S201，向控制器发

送路由请求消息。

[0067] (3)控制器执行S202，确定f1的候选交换机集合 与候选链路集合 确定f2的候

选交换机集合 与候选链路集合

[0068] (4)控制器执行S203，建模网络切片与资源分配标识。

[0069] (5)控制器执行S204，确定网络切片与资源分配限定条件。

[0070] (6)控制器执行S205，建模用户流端到端时延及网络负载，则可得目标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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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0071] (7)控制器执行步骤S206，确定f1网络切片策略为 设置f1

的资源分配策略为 f2网络切片策略为

设置f2的资源分配策略为

[0072] (8)控制器执行步骤S207，判断出f1和f2存在共享节点N3，没有共享链路，则执行

S208。

[0073] (9)控制器执行步骤S208，判断共享节点N3是否满足节点资源约束，假设共享节点

N3满足节点资源约束，则执行S210。

[0074] (10)各交换机执行S210，完成f1和f2的路由及资源分配。

[0075] 最后说明的是，以上优选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尽管通

过上述优选实施例已经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但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可以在

形式上和细节上对其作出各种各样的改变，而不偏离本发明权利要求书所限定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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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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